
财经·理财

各大银行网上银行转账收费一览表

（单位：元）

注：①人民银行电子汇划标准：1万元（含）他行人民币汇款，电子汇划费5元，手续费0.5

元；1万元－10万元（含）他行人民币汇款，电子汇划费10元，手续费0.5元； 10万元－50万元

（含）他行人民币汇款，电子汇划费15元，手续费0.5元；50万元－100万元（含）他行人民币汇

款，电子汇划费20元，手续费0.5元；大于100万元，按照汇款金额的0.02‰（最高200元）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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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专治白癜风

我叫王玲，今年 32 岁，14 年前我得了白癜风，手背上长了一

片片深浅不一的白斑。对于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来说，这是非常不

幸的事。“哪个少女不怀春”？ 可我却被剥夺了恋爱的资格，男友的

绝情让我痛不欲生。 焦急的父母带我四处求医， 病却一直不见好

转，白斑却逐步扩散到了脸上。 因身患顽疾，我一参加工作就被安

排在昏暗的仓库做保管员。 转眼我都 26 岁了，眼看姐妹们一个个

有了归宿，自己却连结婚的念头都不敢有，孤独的我常常在夜里伤

心流泪。 我对自己暗暗发誓，无论如何都要把病治好！ 在接下来的

几年，我不知跑了全国多少医院，试过多少偏方，都是用药就有好

转，但却不能痊愈。一些医托还利用我“病急乱投医”的心理引我上

当，艰辛漫长的求医路上洒满了我失望的泪水！

就在这时， 我在北京当记者的表哥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了解

到，中国中医药研究中心的齐书钧教授经过数十年临床研究，治疗

白癜风已取得重大突破。据《人民日报》、《中国教育电视台》、《北京

电视台》、《健康报》等权威媒体报道，齐教授运用独创的“黑色素多

元再生”疗法，30 年来已成功治愈白癜风患者几万例！ 犹如黑暗中

见到光明，我在第一时间登陆 www.zgzybdf.com 网站查阅了相

关资料， 并拨通齐教授的咨询电话 010－52171888 进行了咨询，

在得到热情肯定的答复后，我很快动身来到中国中医药研究中心，

接受了齐教授的精心治疗。 接下来的情形令我无比振奋： 服药仅

五、六天，白斑颜色开始转红，一个月后，斑区明显缩小，并长出色

素岛。欣喜万分的我赶紧按齐教授提供的通讯地址：北京市永定门

东街中里３ 号中国中医药研究中心施恩医院白癜风治疗中心（邮

编：100050）又邮购了两个月的药物，用完后我的白癜风彻底治愈

了，抚摸着自己健康光洁的皮肤，我恍如隔世，喜极而泣……

如今我已结婚生子，三年来没见有复发迹象。仅以自身病例表

达我对齐教授的感激与敬意，同时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白癜

风无法根治的历史已经结束！ 但愿更多白癜风患者在齐教授的治

疗下早日获得新生！最后提醒广大患者：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以

免上当受骗！

齐书钧教授有真功夫

爱心寻找 100名尿床儿童

重要通知：为了回馈患者的长期支持，由“中华尿床尿失禁康复网”在暑期开

展的“百万药品大赠送，儿童健康大普查”活动，专家团及赠送药品于 8 月中旬抵

达湖南，相继在各地市展开放送，详情咨询各地报名热线。

3周岁以上儿童仍尿床是病———医学上称为“遗尿症”。 临床症状为沉睡难

醒，即使强拉下床也是迷迷糊糊，东倒西歪。

警惕！ 孩子尿床危害多———临床突出表现为：多偏瘦、偏矮、好动，且自卑、内

向、胆小；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差、反应慢、脾气暴躁等现象。数字显示：尿

床孩子智商比正常孩子低 17%-23%，身高低 2-5厘米，29.5%以上有自卑、多疑、

倔强、偏执等异常心理，成人后 30-50%有生殖性病变或障碍。

专家提醒：尿床危害多，家长务必给予治疗，不可因一时疏忽误了孩子一生！

长沙 82303606��85566872 常德 6597770 衡阳 7129347 岳阳 7963114 郴州 6613005

益阳 3793320娄底 6187120邵阳 6925640吉首 6125320张家界 6124687怀化 6554676

专家咨

询热线

发育差、个头矮、智力低，都是尿床惹的祸......

网银转账：有的免费，有的收50元

网银转账费用普遍低于柜台收费标准，可实时到账

总体来看，网银转账费用普

遍低于柜台收费标准。

以招行为例， 去柜台汇款，

收取千分之五的手续费， 最低5

元并且上不封顶，而异城同行网

银转账的手续费仅为千分之二，

最低5元最高50元。 如果在柜台

转账2万， 手续费用为100元，而

在网上银行转账， 费用为40元，

差距之大可见一斑。

此外，客户使用网银还可进

行基金申购、黄金买卖、股票买

卖等理财业务。而各家银行对于

基金申购费率也有不同的优惠

活动。但大部分银行对于基金收

购费率优惠底线为0.6%。

另据记者调查获悉， 虽有

媒体称银行普遍提高了网银收

费标准，但实际上从去年开始，

很多银行为减少柜台压力，已

开始对网银客户提供诸多优

惠。比如，部分银行在原来的手

续费基础上打出折扣，工行9折

优惠，中行7折优惠，华夏银行

可5折优惠。

记者了解到，眼下不少银行

还提供了到账时间不同的差异

化转账服务。一般来说，到账时

间越快，收费就越多。

比如招行向异地其他银行

账户汇款：普通到账模式，正常

情况下资金可在5个工作日到

账， 每笔汇款交易按汇款金额

0.25%�收取手续费， 范围在

5-25元之间。快速到账模式，正

常情况下资金可在半小时内到

账， 单笔收费为汇款金额的

0.6%，最低5元，最高50元。

不过， 这样的局面或将改

变。备受关注的“超级网银”将于

今年8月底上线， 与现有的网银

功能相比，其最大的突破在于可

实现网银的实时跨行转账和跨

行账户查询。对银行来说，此举

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而对客

户来说，则可免去辗转登录不同

银行网银系统的麻烦，“一网查

遍所有银行账户”。

银监会和发改委8月初出台《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叫停商业银行7项收费项目，并严令

各家银行自查清理，至今已逾半月。不过，记者采访发现，

大多银行的收费项目未有调整或变化。

长沙某银行客户经理向记者表示， 所有的收费项目

都不是网点决定的， 在接到正式调整文件之前肯定都要

继续收取。 ■记者 刘永涛

作为信息时代的革命性产物，网

上银行使原来必须到银行柜台办理

业务的客户，通过互联网便可直接进

入银行，随意进行账务查询、转账、外

汇买卖等业务，真正做到足不出户办

妥一切银行业务。

不过银行的算盘， 那可是打得

出奇精明。 将物理网点延伸到互联

网上，该收费的项目绝不手软。记者

获悉， 除同城同行转账一致不收费

外， 各大银行在同城跨行转账收费

标准不一， 交通银行最高单笔达50

元， 其余银行收费大多不低于2元/

笔。比较而言，中信、光大、广发、浦

发等银行收费较低。

异城同行转账， 单笔收费50元的

银行则有交行、招行等银行。异城异行

转账方面，各银行单笔收费多在1-50

元之间。值得一提的是，所有上述网银

转账业务，长沙银行均为免费。

单笔收费最高相差50元

网银手续费低于柜台

跨行转账

将可实时到账

延伸阅读

银行多种收费项目照旧

■记者 刘永涛 实习生周果王宇轩朱珠盛泽顺

近日，在银行收费被“口诛笔伐”的当下，有网友曝出某银行网银

转账收费上涨10倍的消息。银行中间业务涨价风潮，大有将“战场”

从柜台转到网上银行之势。

连日来，记者多方采访获悉，目前长沙各银行网银转账的收费标

准各不相同，比如，同城跨行单笔收费有的免费，有的却高达50元。

业内人士提醒，市民办理网银转账业务时，除了要货比三家，还要仔

细了解各银行有关服务详情说明的条款。

银行

中信银行

光大银行

广发银行

浦发银行

招商银行

长沙银行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民生银行

邮储银行

兴业银行

华夏银行

同城异行

2元/笔

按汇款的0.15%收取

费用，（5-15元）

按金额的0.01%

收取，(1-3元)

按汇款金额的0.2%

收取，（2-10元）

普通模式:2元/笔，

快速模式:3元/笔

0

交易金额的0.5%，

（1-35元）

2010年7月26日~9

月15日， 活动日7折

优惠。10000元以下

（含 1 万 ）:5 元 ×

0.7+0.5元（手续费）；

1万~10万元：10元×

0.7+0.5 元 ；10 万 以

上：15元×0.7+0.5元

异地业务按汇款金

额0.9%收取，

（1 .8-45元）

交易金额的 0.5% ，

（2-25元）

交易金额的0.2%，

（2-20元）。

银联： 交易金额的

0.4%，（5-50元）

2元/笔

暂无此项业务

暂不收费

银联跨行转账：转

账金额5000元（含）

以下 的 ，2元 / 笔 ；

转 账 金 额 5000 元

至 5万元（含）的，3

元/笔；转账金额5万

元 以 上 至 10 万 元

（含） 的，5元/笔；转

账金额10万元以上

的，8元/笔。

快速：按转账金额的

1%收取，（1-50元）；

一个工作日：按转账

金额的1%收取，

（1-50元）；

目前上述业务均有

不同折扣优惠

异城同行

按金额的0.2%

收取， 最低1元，最

高不超过 10元。

0

按金额的0.01%收

取，（1-5元）

金额的0.2%，

（2-30元）

按金额的 0.2%收

取，（5-50元）

0

交易金额的0.4%，

（1-20元）

银行卡之间（2折）：

按 转 账 金 额 的

0.06%收取，（1-12

元）

按汇款金额 0.9%

收取，（1.8-45元）

交 易 金 额 的

0.25%，（2-25元）

交易金额的0.15%

收取，（1-50元）

人民币汇款：交易

金额 1‰ ， 最低 1

元，50元

同一客户号下的异

地本行外币转账：

交 易 金 额 1‰ ，

（1-50元）

按汇款的 0.5%收

取费用，（2-50元）

暂不收费

按转账金额的1‰

收取，（1-10元）

目前该业务五折优

惠

异城异行

按金额的0.5%

收取，最低1元，最高不

超过 25元。

按汇款的0.15%收取费

用，（5-15元）

按金额的0 .01%收取，

（1-8元）

按汇款金额的0.8%收

取手续费，（2-40元）

普通模式 :�按金额的

0.25%收取，（5-25元），

快速模式 :�按金额的

0.6%收取，（5-50元）

0

交易金额的0.5%，

（1-35元）

活动日7折优惠。10000

元以下（含1万）5元×

0.7+0.5元（手续费），

1万~10万元：10元×

0.7+0.5元；10万以上：15

元×0.7+0.5元

按汇款金额0.9%收取，

（1.8-45元）

交易金额的0.5%，

（2-25元）

交易金额0.7%，

（2-50元）

银联：交易金额的0.8%，

（5-50元）

按人民银行电子汇划标

准①八折执行

暂无此项业务

手续费统一按0.5元收

取， 电子汇划费1万元

(含) 以下收费5元；1万

元-10万元 (含 )收费10

元；10万元-50万元(含)

收费15元；50万元-100

万元(含)收费20元；100

万元以上按照0.02‰收

费，200元封顶。

银联跨行转账： 按交易

金额的0.5%作为交易手

续费，（5-50元）。

快速：按转账金额的1%

收取，（1-50元）。

一个工作日： 按转账金

额的1%收取，（1-50元）

目前上述业务均有不同

折扣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