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n-Residential Account Maintenancee Fee 

非居民账户账户管理费

Monthly NRA Account

Maintenance

月度非居民账户管理费用

USD50 or equivalent RMB for the account balance less than USD10K or 

equivalent.

对于月平均存款余额低于一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的非居民账户（NRA 

账户），收取
每月50 美元或等值人民币。

Market Price 市场调节价

Setup Fee初装费
网银初始安装器材，包括：4个电子密码
器，管理员的初始密码信封，网上银行
操作指南，网上银行使用指导培训。

RMB500（人民币500） Market Price 市场调节价

Maintenance Fee月度使用费 RMB200 per month(人民币200元/月） Market Price 市场调节价

Password Reset密码重置费 RMB30 once（人民币30元/次） Market Price 市场调节价

Token Fee数字令牌购买费用 RMB100（人民币100元/个） Market Price 市场调节价

Email Notification电子邮件提醒 基于网上银行的电子邮件通知服务 RMB1 per email(人民币1元/封 Market Price 市场调节价

Wire Fee for Corporate电子汇划费（对公）
公司客户人民币汇款

Transfer fund from Corporate Consumer 

client's account to other bankaccount (Inter-

City & Intra-City) 

通过网上银行将对公客户的资金从本行
账户转移到其他银行（含同城和异地）
的账户

RMB5.00 (amt<=10,000)（人民币5.00；金额<=10,000）

RMB10.00 (10,000<amt<=100,000)（人民币10.00；10,000<金额<=100,000）

RMB15.00 (100,000<amt<=500,000)（人民币15.00；100,000<金额<=500,000）

RMB20.00 (500,000<amt<=1,000,000)（人民币20.00；500,000<金额<=1,000,000）

0.002%, max200.00 (amt>1,000,000)（0.002%；最多人民币200.00，金额>1,000,000）

Market Price 市场调节价
对通过网银渠道进行的单笔10万元（含）以下的对公
跨行转账汇款业务实施9折优惠

Online Banking Service网上银行

华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服务价格变动公示（2023年3月）

Early Notice on Change of EWCN Tariff, March 2023

为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我行预计于 2023年6月变更及新增如下收费项目，特此进行提前公示：
To better provide services to our clients, the EWCN Tariff will be updated in June, 2023. Please find the relevant changes below as an early notice:

变更前：

Content of Business 业务项目 Service服务内容 Tariff 费用
Source of the fee set up

收费依据

Preferential&note

优惠及备注



Non-Residential Account Maintenancee Fee 

非居民账户账户管理费

Monthly NRA Account

Maintenance

月度非居民账户管理费用

RMB400/customer or equivalent per month.每月人民币400元/客或等值外币。
Market Price 市场调节价

1. 自2021年9月30日-

2024年9月30日3年内，对小微企业免收开户费和
管理费；

2. 其他优惠措施详见备注*。

Setup Fee初装费
网银初始安装器材，包括：4个电子密码
器，管理员的初始密码信封，网上银行
操作指南，网上银行使用指导培训。

RMB500（人民币500） Market Price 市场调节价

Maintenance Fee月度使用费 RMB200 per month(人民币200元/月） Market Price 市场调节价

Password Reset密码重置费 RMB30 once（人民币30元/次） Market Price 市场调节价

Token Fee数字令牌购买费用 RMB100（人民币100元/个） Market Price 市场调节价 前4个免费

Email Notification电子邮件提醒 基于网上银行的电子邮件通知服务 RMB1 per email(人民币1元/封 Market Price 市场调节价

Wire Fee for Corporate电子汇划费（对公）
公司客户人民币汇款

Transfer fund from Corporate Consumer 

client's account to other bankaccount (Inter-

City & Intra-City) 

通过网上银行将对公客户的资金从本行
账户转移到其他银行（含同城和异地）
的账户

RMB5.00 (amt<=10,000)（人民币5.00；金额<=10,000）

RMB10.00 (10,000<amt<=100,000)（人民币10.00；10,000<金额<=100,000）

RMB15.00 (100,000<amt<=500,000)（人民币15.00；100,000<金额<=500,000）

RMB20.00 (500,000<amt<=1,000,000)（人民币20.00；500,000<金额<=1,000,000）

0.002%, max200.00 (amt>1,000,000)（0.002%；最多人民币200.00，金额>1,000,000）

Market Price 市场调节价
对通过网银渠道进行的单笔10万元（含）以下的对公
跨行转账汇款业务实施9折优惠

变更后：

Online Banking Service网上银行

1. 自2021年9月30日-

2024年9月30日3年内，对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免收
网银初装费和月度使用费；
2. 

满足以下情况可免除网银月度使用费：所有账户上一
月度加总日平均存款余额不低于RMB150万或等值外
币的。

*备注：
如客户满足任一下列条件，将免除账户管理费：
1). 客户在本行仅持有一个账户并且此账户的币种为人民币；

2). 客户在持有一个免账户服务费的人民币账户的基础上另持有其他账户或仅持有外币账户，且就任一前述情形，所有账户上一月度日均存款加总余额（不包含保证金存款）不低于人民币150万元或等值外币。



新增项目：

Account opening fee开户费
Account opening fee for one-go

一次性开户手续费用
RMB3,500/customer or equivalent for NRA/FTN account opening. 

非居民账户（NRA/FTN账户),开户前一次性收取RMB3,500/客或等值外币。
Market Price 市场调节价

1. 自2021年9月30日-

2024年9月30日3年内，对小微企业免收开户费和
管理费；

2. 其他优惠措施详见备注*。

Account opening fee开户费
Account opening fee for one-go

一次性开户手续费用
RMB500/customer or equivalent for China onshore customer's account 

opening.开户前一次性收取RMB500/客或等值外币。
Market Price 市场调节价

Maintenance Fee 账户管理费
Monthly account

maintenance

月度账户管理费用
RMB400/customer or equivalent per month.每月人民币400元/客或等值外币。 Market Price 市场调节价

Handling fee for RMB overseas loan           

人民币境外放款手续费

Fee charged for assisting domestic 

corporate to make RMB loan to 

overseas corporate                                          

协助境内企业对境外企业进行人民币
放款而收取的费用

1% p.a. of each loan amount, with a minimum of RMB50,000 per year, and the 

cumulative total of handling fees charged under the same loan (regardless of the 

length of the loan period) shall not exceed RMB500,000                                                                                                           

每一笔放款金额的1%/年，最低50,000元/年，且同一笔放款下（无论放款期
限长短）收取的手续费累计总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00,000元。

Market Price 市场调节价

Extension fee for RMB overseas loan           

人民币境外放款展期费

Fee charged for assisting domestic 

corporate to make the extension of 

RMB loan to overseas corporate                                                                                              

协助境内企业对境外企业进行人民币
放款展期而收取的费用

1% p.a. of the each extension amount of each loan, with a minimum of RMB 

2,000 per time and a maximum cumulative total of no more than RMB 150,000                                                                                                                     

就每一笔放款的每一次展期而言，展期金额的1%/年，最低人民币2,000元/

次，且累计总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50,000元。

Market Price 市场调节价

RMB overseas loan 人民币境外放款

Content of Business 业务项目 Service服务内容 Tariff 费用
Source of the fee set up

收费依据
Preferential&note

优惠及备注

Non-Residential Account 非居民账户

Residential Account居民账户( 中国境内（不包含港澳台地区）注册的企业账户)

1. 自2021年9月30日-

2024年9月30日3年内，对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
免收开户费和管理费；

2. 其他优惠措施详见备注*

*备注：
如客户满足任一下列条件，将免除账户管理费：
1). 客户在本行仅持有一个账户并且此账户的币种为人民币；
2). 客户在持有一个免账户服务费的人民币账户的基础上另持有其他账户或仅持有外币账户，且就任一前述情形，所有账户上一月度日均存款加总余额（不包含保证金存款）不低于人民币150万元或等值外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