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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小额账户
1

账户管理费

人民币活期存
款账户管理费

1、 调整优惠政策说明

调整前

调整后

1）客户在我行仅开立了一个普卡账户

1）客户在我行仅开立了一个普卡账户

(不含信用卡、贵宾账户)，将自动减免

(不含信用卡、贵宾账户)，将自动减免

账户管理费；如客户在我行有多个普卡

账户管理费；如客户在我行有多个普卡

账户，根据客户申请，对其指定的一个

账户，根据客户申请，对其指定的一个

我行账户(不含信用卡、贵宾账户)免收

我行账户(不含信用卡、贵宾账户)免收

账户管理费；如客户在我行有多个普卡

账户管理费；如客户在我行有多个普卡

账户，其名下账户合计的月日均资产达

账户，其名下账户合计的月日均资产达

标 1000 元，则客户免收账户管理费；

标 1000 元，则客户免收账户管理费；

2）代发工资普卡账户（自扣费当月往前

2）代发工资普卡账户（自扣费当月往前

连续 3 个月内有代发工资业务发生的账

连续 3 个月内有代发工资业务发生的账

户）免收；平安寿险账户免收；校园卡

户）免收；平安寿险账户免收；校园卡

账户免收

账户免收

3）已签约开立的退休金账户、低保账户、 3）已签约开立的退休金账户、低保账
医保账户、失业保险账户、住房公积金

户、医保账户、失业保险账户、住房公

账户免收；

积金账户免收；

4）委托单位签约我行批量代收付业务且

4）委托单位签约我行批量代收付业务

扣费当月有代收付交易发生的协议扣费

且扣费当月有代收付交易发生的协议

账户免收，具体为：电费、管道煤气费、 扣费账户免收，具体为：电费、管道煤
水费、市内电话费、长途电话费、移动

气费、水费、市内电话费、长途电话费、

调整生效日
期

2021 年 9 月
30 日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调整内容

调整前

调整后

电话费、数据通讯费、网络使用费、人

移动电话费、数据通讯费、网络使用费、

身保险费、物业管理费、有线电视费、

人身保险费、物业管理费、有线电视费、

大厦管理费

大厦管理费

5）理财类：签约第三方存管账户、国债

5）理财类：签约第三方存管账户、国债

账户、B 股账户、银期转账账户、基金交

账户、B 股账户、银期转账账户、基金

易账户；黄金交易账户、外汇买卖账户

交易账户；黄金交易账户、外汇买卖账

免收；

户免收；

6）还款类：信用卡关联还款账户、贷款

6）还款类：信用卡关联还款账户、贷款

还款账户免收

还款账户免收

7）统计期内新开账户免收；

7）统计期内新开账户免收；

8）金卡及以上持卡人名下所有个人账户

8）金卡及以上持卡人名下所有个人账

免收；

户免收；

9）客户来我行柜台申请，符合减免条件

9）客户来我行柜台申请，符合减免条件

的账户免收

的账户免收；

10) 我行指定的特色借记卡产品，在规

10) 我行指定的特色借记卡产品，在规

定有效期内享受全免政策；

定有效期内享受全免政策；

11）客户名下账户存款（包括活期和定

11）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客户免收；

期）合计≥1000 元且留存 1 天以上，则

12）客户名下账户存款（包括活期和定

减免该客户名下所有普卡账户管理费历

期）合计≥1000 元且留存 1 天以上，则

史欠费。

减免该客户名下所有普卡账户管理费

备注：若普卡账户余额不足，扣收不成

历史欠费。

功将按日补扣。

备注：若普卡账户余额不足，扣收不成
功将按日补扣；如果发生历史欠费，我
行将会补扣 1 年内的欠费。

调整生效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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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金卡、白金卡、钻石卡、黑钻卡客

2

账户管理费

金卡及以上客
户账户管理费

1、 调整优惠政策说明

持金卡、白金卡、钻石卡、黑钻卡客

户，若资产未能达到规定标准，需按

户，若资产未能达到规定标准，需按季

季度收取相应的账户管理费，但满足

度收取相应的账户管理费，但满足下列

下列其中一项情况，即可免收：

其中一项情况，即可免收：

1）新开卡当季账户管理费全免

1）新开卡当季账户管理费全免

2）2015 年-2016 年期间，新开黑钻卡

2）2015 年-2016 年期间，新开黑钻卡

的客户，免收当季以及后续一年账户

的客户，免收当季以及后续一年账户管

管理费

理费

3）黑钻卡客户，在自然季中，任意一

3）黑钻卡客户，在自然季中，任意一

个月月日均金融资产≥200 万，免收当

个月月日均金融资产≥200 万，免收当

季账户管理费；

季账户管理费；

4）寿险综拓客户，免收金卡、白金卡

4）寿险综拓客户，免收金卡、白金卡

当季以及后续一年账户管理费

当季以及后续一年账户管理费

5）代发客户，若自然季内，有一次或

5）代发客户，若自然季内，有一次或

以上的代发交易，免收代发工资账户

以上的代发交易，免收代发工资账户当

当季账户管理费

季账户管理费

6)我行指定的特色借记卡产品，在规

6)我行指定的特色借记卡产品，在规定

定有效期内享受全免政策

有效期内享受全免政策

7）校园卡客户免收

7）校园卡客户免收

8）住房公积金卡客户免收

8）住房公积金卡客户免收

9）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客户免收

备注：账户管理费在客户名下任一活期

备注：账户管理费在客户名下任一活

账户中收取，当期扣收不成功将按日补

期账户中收取，当期扣收不成功将按

扣。

日补扣；如果发生历史欠费，我行将
会补扣 1 年内的欠费。

2021 年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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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小额账户
1

账户管理费

人民币活期存
款账户管理费

1、调整优惠政策说明

调整前

调整后

1）客户在我行仅开立了一个普卡账户(不

1）客户在我行仅开立了一个普卡账户(不

含信用卡、贵宾账户)，将自动减免账户管

含信用卡、贵宾账户)，将自动减免账户管

理费；如客户在我行有多个普卡账户，根

理费；如客户在我行有多个普卡账户，根据

据客户申请，对其指定的一个我行账户

客户申请，对其指定的一个我行账户(不含

(不含信用卡、贵宾账户)免收账户管理

信用卡、贵宾账户)免收账户管理费；如客

费；如客户在我行有多个普卡账户，其名

户在我行有多个普卡账户，其名下账户合

下账户合计的月日均资产达标 1000 元，

计的月日均资产达标 1000 元，则客户免收

则客户免收账户管理费；

账户管理费；

2）代发工资普卡账户（自扣费当月往前连

2）代发工资普卡账户（自扣费当月往前连

续 3 个月内有代发工资业务发生的账户）

续 3 个月内有代发工资业务发生的账户）

免收；平安寿险账户免收；校园卡账户免

免收；平安寿险账户免收；校园卡账户免

收；

收；

调整生
效日期

2021 年

3）已签约开立的退休金账户、低保账户、 3）已签约开立的退休金账户、低保账户、

9 月 30

医保账户、失业保险账户、住房公积金账

医保账户、失业保险账户、住房公积金账户

日

户免收；

免收；

4）委托单位签约我行批量代收付业务且

4）委托单位签约我行批量代收付业务且扣

扣费当月有代收付交易发生的协议扣费

费当月有代收付交易发生的协议扣费账户

账户免收，具体为：电费、管道煤气费、

免收，具体为：电费、管道煤气费、水费、

水费、市内电话费、长途电话费、移动电

市内电话费、长途电话费、移动电话费、数

话费、数据通讯费、网络使用费、人身保

据通讯费、网络使用费、人身保险费、物业

险费、物业管理费、有线电视费、大厦管

管理费、有线电视费、大厦管理费

理费

5）理财类：签约第三方存管账户、国债账

5）理财类：签约第三方存管账户、国债账

户、B 股账户、银期转账账户、基金交易账

户、B 股账户、银期转账账户、基金交易

户；黄金交易账户、外汇买卖账户免收；

账户；黄金交易账户、外汇买卖账户免收； 6）还款类：信用卡关联还款账户、贷款还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调整内容

调整前

调整后

6）还款类：信用卡关联还款账户、贷款还

款账户免收

款账户免收

7）统计期内新开账户免收；

7）统计期内新开账户免收；

8）金卡及以上持卡人名下所有个人账户免

8）金卡及以上持卡人名下所有个人账户

收；

免收；

9）客户来我行柜台申请，符合减免条件的

9）客户来我行柜台申请，符合减免条件的

账户免收

账户免收

10)我行指定的特色借记卡产品，在规定有

10)我行指定的特色借记卡产品，在规定

效期内享受全免政策

有效期内享受全免政策

11）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客户免收

调整生
效日期

11）客户名下账户存款（包括活期和定期） 12）客户名下账户存款（包括活期和定期）
合计≥1000 元且留存 1 天以上，则减免该

合计≥1000 元且留存 1 天以上，则减免该

客户名下所有普卡账户管理费历史欠费。

客户名下所有普卡账户管理费历史欠费。

备注：若普卡账户余额不足，扣收不成功

备注：若普卡账户余额不足，扣收不成功将

将按日补扣。

按日补扣；如果发生历史欠费，我行将会补
扣 1 年内的欠费。

持金卡、白金卡、钻石卡、黑钻卡客
户，若资产未能达到规定标准，需按季
度收取相应的账户管理费，但满足下列
其中一项情况，即可免收：
2

账户管理费

金卡及以上客
户账户管理费

1）新开卡当季账户管理费全免
1、 调整优惠政策说明

2）2015 年-2016 年期间，新开黑钻卡的
客户，免收当季以及后续一年账户管理
费
3）黑钻卡客户，在自然季中，任意一个
月月日均金融资产≥200 万，免收当季账
户管理费；

持金卡、白金卡、钻石卡、黑钻卡客户，
若资产未能达到规定标准，需按季度收取
相应的账户管理费，但满足下列其中一项
情况，即可免收：
1）新开卡当季账户管理费全免
2）2015 年-2016 年期间，新开黑钻卡的
客户，免收当季以及后续一年账户管理费
3）黑钻卡客户，在自然季中，任意一个
月月日均金融资产≥200 万，免收当季账
户管理费；

2021 年
9 月 30
日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调整内容

调整前

调整生

调整后

效日期

4）寿险综拓客户，免收金卡、白金卡当

4）寿险综拓客户，免收金卡、白金卡当

季以及后续一年账户管理费

季以及后续一年账户管理费

5）代发客户，若自然季内，有一次或以

5）代发客户，若自然季内，有一次或以

上的代发交易，免收代发工资账户当季

上的代发交易，免收代发工资账户当季账

账户管理费

户管理费

6)我行指定的特色借记卡产品，在规定

6)我行指定的特色借记卡产品，在规定有

有效期内享受全免政策

效期内享受全免政策

7）校园卡客户免收

7）校园卡客户免收

8）住房公积金卡客户免收

8）住房公积金卡客户免收

备注：账户管理费在客户名下任一活期账

9）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客户免收

户中收取，当期扣收不成功将按日补扣。

备注：账户管理费在客户名下任一活期账
户中收取，当期扣收不成功将按日补扣；
如果发生历史欠费，我行将会补扣 1 年内
的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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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