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金融服务收费表 

 
 

业务类别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备注 

一、免费服务项目表 

账户管理 

本外币对账单补打 1 元/页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上门服务 
40 元/次+上门所提供相关业务收费

标准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补制回单 

一年之内（含）免费，一至三年（含）

40 元/份，三年（含）以上 160 元/

份。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本外币账户开户 120 元/户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本外币账户管理 360－500 元/年/户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不动户维护 200 元/年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对公小额账户管理 

月均存款 1 万元（含）以下，16 元/

月；月均存款 1—10 万元（含），8

元/月。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账户选号 最低 800 元/账号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账户信息查询 
一年（含）内免费，一至三年（含）

16 元/次，三年以上 40 元/次。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账户信息变更 16 元/次/户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订制本外币对账单 40—160 元/账户/月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补制本外币对账单 

一年（含）内不收费，一至三年（含）

20 元/份（10 页以内），三年以上

100 元/份（10 页以内）；超过 10

页（不含）1 元/页。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客户留存银行资料查询复印 
补制回单收费标准+复印费 0.8 元/

页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组合印鉴管理 

按组合条件收取，任意组合 960—

4800 元/户/年；有条件组合 5600—

9600 元/户/年。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印鉴变更 40 元/次/户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印鉴挂失 160 元/次/户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账户信息短信通知服务 22 元/月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打印本外币对账单 0.8 元/页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出租人工回单柜 40 元—80 元/个/年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本外币账户监管 

按监管资金金额的 0.32‰—0.64‰

/年收取，最高 8 万元/户/年，期限

不满一季的按一季收取。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单位存款类业务资信证明 
最低 240 元/份，委托人需要中英文

对照版本的，上浮 50%。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单位结算纪律类业务资信证

明 

最低 200 元/份，委托人需要中英文

对照版本的，上浮 50%。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银行询证函(单位) 

按询证内容累加，每项询证 80元，

最低 240 元/份。委托人需要中英文

对照版本的，上浮 50%。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综合资信证明 

按证明内容累计收费总额的 50%收

取。委托人需要中英文对照版本的，

上浮 50%。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人民币结算 

支付凭证挂失止付 
按票面金额的 0.8‰收取，最低 4

元/笔。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银行承兑汇票托收邮寄费 23 元/笔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银行承兑汇票托管 30 元/笔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业内委托收款 1 元/笔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查询查复 30 元/笔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电子收付业务 

USBKEY 介质费用（删除） 明华 USBKEY：100 元/个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USBKEY 证书（删除） 160 元/证书/年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现金管理系统账户 16 元/账户/年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现金管理系统使用费 300 元/账户/年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财企对接开通费 10000 元（一次性收取）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财企对接服务年费 10000 元/年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电话银行（天地通支付） 300 元/账户/年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USBKEY 介质挂失 16 元/笔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现金管理系统密码重置 16 元/笔 目前对所有用户免除 

公司金融业务 

贷款展期费 免费   

贷款条件变更补偿费 免费   

延迟提款补偿费 免费   

提前还款补偿费 免费   

出具贷款承诺函 免费   

项目报批出具贷款承诺书 免费   

项目报批出具贷款意向书

（意向性承诺书） 
免费   

企业财务顾问费 免费   

咨询费 免费   

受托管理贷款服务费（受托

支付） 
免费   

代办费 免费   

普通资金池 免费    

个人汽车 

消费贷款 

开具资信证明（还贷证明） 免费   

贷款合同文本工本费 免费   

变更贷款期限 免费   

贷款手续费 免费   

对账单打印和邮寄费 免费   

改卡手续费 免费   

档案调阅 免费   

银行卡代扣业务 免费   

退汇 免费   

开具保险理赔确认函 免费   

上海客户的抵押、解除抵押

代办业务 
免费   

扣款提醒短信费 免费   

 更换账户费 免费  

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项目表 

支付结算 对公转账汇款 

同城普通：1 元/笔 

异地或同城加急：0-1 万（含）5 元

/笔；1-10 万（含）10 元/笔；10-50

万（含）15 元/笔；50-100 万（含）

20 元/笔；100-1000 万（含）0.002%；

1000 万以上 200 元/笔 

 

三、市场调节价项目表 

公司金融业务 

银团贷款承销/包销

费 

参考价位：牵头行按承销金额的 0.5%

以上一次性收取 
合同明确 

银团贷款安排费 
参考价位：牵头行按最高不超过银团贷

款金额的 0.25%一次性收取 
合同明确 

银团贷款承诺费 
参考价位：对未提用贷款最高不超过按

年率 0.5%按季收取 
合同明确 

银团贷款代理费 
参考价位：代理行按最高不超过银团贷

款金额的 0.5%每年收取 
合同明确 

开票承兑手续费 按承兑金额的 0.05%收取 合同明确 

委托贷款手续费 
最高不超过委托贷款金额的 0.12%/年

按季收取 
合同明确 



委贷资金池 

最高不超过合同签约金额（即上划最高

额度与下拨最高额度合计数）的 0.06%

一次性收取 

合同明确 

保理手续费 
最高不超过发票金额或应收账款的

0.3%一次性收取 
合同明确 

服务管理费 根据协议约定收取 合同明确 

经销商买方信贷业务 

订单手续费 每台车订单手续费不超过 80 元 
经销商在库存融资中使用汽车金

融批售融资系统拷车产生的单台

车订单手续费（单车费用） 

电票开票手续费 按不超过承兑金额的 0.1%收取 根据电票票面金额收取 

委托理财业务 委托理财手续费 按协议约定收取 

支付结算 线上整合支付 交易金额 0.05%-0.6%， 最低 0.08 元起 

USBKEY 使用 USBKEY 介质+证书 最高 100 元/年，具体按协议约定收取 

不动产抵押权登记 登记费 

我司为唯一抵押权人的，由我司根据抵押登记费发票金额承担；我司为

抵押权共有人的，根据抵押登记费发票金额，由我司与共有人约定比例

承担。 

违约金 违约金 

1、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本公司按合同约定收取违约金（其

中经销商买方信贷业务每次违约收取 1000-5000 元），符合国家规定免

除收取违约金的情形除外 

2、诉讼费、催收等贷款人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费用，本公司按照实际发

生金额收取 

 

联系电话：021-6231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