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平安银行新增和调整部分服务收费项目的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进一步推动业务发展，提升专业服务能力，我行现需新增、调整部分服务收费项目。为便于您了解相关收费标准，现对收费项目新增、调整情况予以公示，具体如下： 

 

《零售银行业务市场调节价格目录》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调整内容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生效

日期 

1 
ATM 境内存取

款业务 

ATM 取款 -异

地跨行 

1、 调整服务价格 

2、 调整优惠政策 

服务价格：2 元/笔＋取款金额*5‰ 

优惠政策： 

1）黄金客户免首 5 笔/月（ATM 行内

异地取款、同城跨行取款、异地跨行

取款、境外取款、国际卡万事达网络

取款，合计免首 5 笔/月/客户），白金、

钻石客户免收 

2）私人银行客户免收 

3）平安寿险账户免首 3 笔/月 

服务价格：2 元/笔 

优惠政策： 

1）持卡客户均享有免首 3 笔/月（ATM 同

城跨行取款、异地跨行取款，合计免首 3 笔

/月/客户） 

2）黄金客户免首 5 笔/月（ATM 同城跨行

取款、异地跨行取款、境外取款、国际卡万

事达网络取款，合计免首 5 笔/月/客户），

白金、钻石客户免收 

3）私人银行客户免收 

4）平安寿险账户免首 3 笔/月 

5）代发工资账户免收 

6）60 周岁及以上持卡客户，均享有免首 10

笔/月（ATM 同城跨行取款、异地跨行取款，

合计免首 10 笔/月/客户） 

7） 持军人、武警有效证件开卡客户，均享

有免首 10 笔/月（ATM 同城跨行取款、异

地跨行取款，合计免首 10 笔/月/客户） 

备注：如客户同时符合多项优免政策，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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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调整内容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生效

日期 

高优免项优惠。 

2 
ATM 境内存取

款业务 

ATM 取款 -同

城跨行 

1、 调整优惠政策 

优惠政策： 

1）黄金客户免首 5 笔/月（ATM 行内

异地取款、同城跨行取款、异地跨行

取款、境外取款、国际卡万事达网络

取款，合计免首 5 笔/月/客户），白金、

钻石客户免收 

2）私人银行客户免收 

3）平安寿险账户免首 3 笔/月 

优惠政策： 

1）持卡客户均享有免首 3 笔/月（ATM 同

城跨行取款、异地跨行取款，合计免首 3 笔

/月/客户） 

2）黄金客户免首 5 笔/月（ATM 同城跨行

取款、异地跨行取款、境外取款、国际卡万

事达网络取款，合计免首 5 笔/月/客户），

白金、钻石客户免收 

3）私人银行客户免收 

4）平安寿险账户免首 3 笔/月 

5）代发工资账户免收 

6）60 周岁及以上持卡客户，均享有免首 10

笔/月（ATM 同城跨行取款、异地跨行取款，

合计免首 10 笔/月/客户） 

7） 持军人、武警有效证件开卡客户，均享

有免首 10 笔/月（ATM 同城跨行取款、异

地跨行取款，合计免首 10 笔/月/客户） 

备注：如客户同时符合多项优免政策，按最

高优免项优惠。 

2021 年 7

月 24 日 

 

 

 



《零售银行业务市场调节价格目录-深圳分行》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调整内容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生效

日期 

1 
ATM 境内存取

款业务 

ATM 取款 -异

地跨行 

1、 调整服务价格 

2、 调整优惠政策 

服务价格：4 元/笔＋取款金额*5‰ 

优惠政策： 

1）持卡且达标的黄金客户免首 5 笔/

月（ATM 行内异地取款、同城跨行取

款、异地跨行取款、境外取款、国际

卡万事达网络取款，合计免首 5 笔/月

/客户），持卡且达标的白金、钻石客

户免收 

2）私人银行客户免收 

3）平安寿险账户免首 3 笔/月 

服务价格：3.5 元/笔 

优惠政策： 

1）持卡客户均享有免首 3 笔/月（ATM 同

城跨行取款、异地跨行取款，合计免首 3 笔

/月/客户） 

2）持卡且达标的黄金客户免首 5 笔/月

（ATM 同城跨行取款、异地跨行取款、境

外取款、国际卡万事达网络取款，合计免首

5 笔/月/客户），持卡且达标的白金、钻石客

户免收 

3）私人银行客户免收 

4）平安寿险账户免首 3 笔/月 

5）代发工资账户免收 

6）60 周岁及以上持卡客户，均享有免首 10

笔/月（ATM 同城跨行取款、异地跨行取款，

合计免首 10 笔/月/客户） 

7） 持军人、武警有效证件开卡客户，均享

有免首 10 笔/月（ATM 同城跨行取款、异

地跨行取款，合计免首 10 笔/月/客户） 

备注：如客户同时符合多项优免政策，按最

高优免项优惠。 

2021 年 7

月 24 日 

2 
ATM 境内存取

款业务 

ATM 取款 -同

城跨行 

1、 调整服务价格 

2、 调整优惠政策 

服务价格：4 元/笔 

优惠政策： 

1）持卡且达标的黄金客户免首 5 笔/

服务价格：3.5 元/笔 

优惠政策： 

1）持卡客户均享有免首 3 笔/月（ATM 同

2021 年 7

月 24 日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调整内容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生效

日期 

月（ATM 行内异地取款、同城跨行取

款、异地跨行取款、境外取款、国际

卡万事达网络取款，合计免首 5 笔/月

/客户），持卡且达标的白金、钻石客

户免收 

2）私人银行客户免收 

3）平安寿险账户免首 3 笔/月 

城跨行取款、异地跨行取款，合计免首 3 笔

/月/客户） 

2）持卡且达标的黄金客户免首 5 笔/月

（ATM 同城跨行取款、异地跨行取款、境

外取款、国际卡万事达网络取款，合计免首

5 笔/月/客户），持卡且达标的白金、钻石客

户免收 

3）私人银行客户免收 

4）平安寿险账户免首 3 笔/月 

5）代发工资账户免收 

6）60 周岁及以上持卡客户，均享有免首 10

笔/月（ATM 同城跨行取款、异地跨行取款，

合计免首 10 笔/月/客户） 

7） 持军人、武警有效证件开卡客户，均享

有免首 10 笔/月（ATM 同城跨行取款、异

地跨行取款，合计免首 10 笔/月/客户） 

备注：如客户同时符合多项优免政策，按最

高优免项优惠。 

 

 

如有疑问，请垂询我行客服电话：95511-3。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