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个人银行基本业务费率表
编号

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服务内容

备注

贵宾账户

CITIBANKING
花旗睿智理财账户

CITI PRIORITY
花旗智富管理账户

（自2016年6月6日起，我行将不再开立
CITIBANKING花旗睿智理财账户，已开
立账户适用本收费标准）

CITIGOLD
花旗财富管理账户
Advanced
进阶账户

Elite
菁英账户

CPC
Select
尊选账户

花旗精英职通客户

花旗基本银行账户

RMB1000元（或等值外币）/ 每月
（若综合账户总额日平均余额不低于
RMB8,000,000或等值的其他外币，
则免费）

免费

免费

花旗私人客户业务账户

花旗精英职通客户

花旗基本银行账户

花旗私享家账户

（自2016年6月6日起，原CITIGOLD花旗
（自2019年7月22日起，原花旗私人客户业务
贵宾理财账户正式更名为CITIGOLD花旗
账户正式更名为CPC花旗私享家账户）
财富管理账户）

账户服务

1-1

账户管理费

为个人客户提供
各类账户管理
服务，包括专业
的 个人 理 财 经
理、定制化的理
财方案、电子银
行服务、环球银
行服务及尊享礼
遇等。

RMB100元（或等值外币）/ 每月
（若综合账户总额日平均余额不低于
RMB50,000元或等值外币，
则免费）

RMB100元（或等值外币）/ 每月
（若综合账户总额日平均余额不低于
RMB150,000元或等值外币，
则免费）

RMB200元（或等值外币）/ 每月
（若综合账户总额日平均余额不低于
RMB1,000,000元或等值外币，
则免费）

市场
调节价

定价依据：上述账户服务费用是根据我行服务、人工成本，并综合考虑运营、系统管理及市场参照因素制定。
以下收费项目
遵循政府指导价
及政府定价

CITIGOLD
花旗财富管理账户

CITIBANKING
花旗睿智理财账户

CITI PRIORITY
花旗智富管理账户

RMB2元，如果汇款金额
(A) <=RMB2,000元
RMB5元，如果RMB2,000元
<汇款金额(A) <=RMB5,000元
RMB10元, 如果 RMB5,000元
<汇款金额(A) <=RMB10,000元
RMB15元, 如果 RMB10,000元
<汇款金额(A) <= RMB 50,000元
每笔电汇金额的0.03%，
如果A>50,000元，最高收费50元

RMB2元，如果汇款金额
(A) <=RMB2,000元
RMB5元，如果RMB2,000元
<汇款金额(A) <=RMB5,000元
RMB10元, 如果 RMB5,000元
<汇款金额(A) <=RMB10,000元
RMB15元, 如果 RMB10,000元
<汇款金额(A) <= RMB 50,000元
每笔电汇金额的0.03%，
如果A>50,000元，最高收费50元
可享有优惠，具体见优惠说明

RMB2元，如果汇款金额
(A) <=RMB2,000元
RMB5元，如果RMB2,000元
<汇款金额(A) <=RMB5,000元
RMB10元, 如果 RMB5,000元
<汇款金额(A) <=RMB10,000元
RMB15元, 如果 RMB10,000元
<汇款金额(A) <= RMB 50,000元
每笔电汇金额的0.03%，
如果A>50,000元，最高收费50元
可享有优惠，具体见优惠说明

RMB2元，如果汇款金额
(A) <=RMB2,000元
RMB3元，如果RMB2,000元
<汇款金额(A) <=RMB50,000元
RMB5元, 如果 RMB50,000元
<汇款金额(A) <=RMB100,000元
RMB10元, 如果 RMB100,000元
<汇款金额(A) <=RMB500,000元
RMB15元, 如果 RMB500,000元
<汇款金额(A) <= RMB 1,000,000元
每笔电汇金额的0.002%，
如果A>1,000,000元，最高收费50元

RMB2元，如果汇款金额
(A) <=RMB2,000元
RMB3元，如果RMB2,000元
<汇款金额(A) <=RMB50,000元
RMB5元, 如果 RMB50,000元
<汇款金额(A) <=RMB100,000元
RMB10元, 如果 RMB100,000元
<汇款金额(A) <=RMB500,000元
RMB15元, 如果 RMB500,000元
<汇款金额(A) <= RMB 1,000,000元
每笔电汇金额的0.002%，
如果A>1,000,000元，最高收费50元

RMB2元，如果汇款金额
(A) <=RMB2,000元
RMB3元，如果RMB2,000元
<汇款金额(A) <=RMB50,000元
RMB5元, 如果 RMB50,000元
<汇款金额(A) <=RMB100,000元
RMB10元, 如果 RMB100,000元
<汇款金额(A) <=RMB500,000元
RMB15元, 如果 RMB500,000元
<汇款金额(A) <= RMB 1,000,000元
每笔电汇金额的0.002%，
如果A>1,000,000元，最高收费50元

Advanced
进阶账户

Elite
菁英账户

Select
尊选账户

汇出汇款

1-2

提供人民币汇出
人民币同城和异地 汇款至同城和
（含港澳台跨境
异地（含港澳台
人民币*）电汇划转 跨境人民币）
银行账户的服务

1-3

提供人民币汇出
汇款（通过重庆
支付信息综合
服务系统）至
境内其他银行
（重庆同城）
账户的服务
（仅适用于重庆
各分支行）

重庆同城支付
重庆支付信息
综合服务系统

免费

RMB2元，如果汇款金额
(A) <=RMB2,000元
RMB5元，如果RMB2,000元
<汇款金额(A) <=RMB5,000元
RMB10元, 如果 RMB5,000元
<汇款金额(A) <=RMB10,000元
RMB15元, 如果 RMB10,000元
<汇款金额(A) <= RMB 50,000元
每笔电汇金额的0.03%，
如果A>50,000元，最高收费50元
可享有优惠，具体见优惠说明

RMB2元，如果汇款金额
(A) <=RMB2,000元
RMB5元，如果RMB2,000元
<汇款金额(A) <=RMB5,000元
RMB10元, 如果 RMB5,000元
<汇款金额(A) <=RMB10,000元
RMB15元, 如果 RMB10,000元
<汇款金额(A) <= RMB 50,000元
每笔电汇金额的0.03%，
如果A>50,000元，最高收费50元

1.此类收
费项目遵
循政府
指导价
2.同城：
在中国大
陆境内同
一城市行
政区划内

免费

RMB2元，如果汇款金额
(A) <=RMB2,000元
RMB3元，如果RMB2,000元
<汇款金额(A) <=RMB50,000元
RMB5元, 如果 RMB50,000元
<汇款金额(A) <=RMB100,000元
RMB10元, 如果 RMB100,000元
<汇款金额(A) <=RMB500,000元
RMB15元, 如果 RMB500,000元
<汇款金额(A) <= RMB 1,000,000元
每笔电汇金额的0.002%，
如果A>1,000,000元，最高收费50元

RMB2元，如果汇款金额
(A) <=RMB2,000元
RMB3元，如果RMB2,000元
<汇款金额(A) <=RMB50,000元
RMB5元, 如果 RMB50,000元
<汇款金额(A) <=RMB100,000元
RMB10元, 如果 RMB100,000元
<汇款金额(A) <=RMB500,000元
RMB15元, 如果 RMB500,000元
<汇款金额(A) <= RMB 1,000,000元
每笔电汇金额的0.002%，
如果A>1,000,000元，最高收费50元

1.此类收
费项目遵
循政府
指导价
2.同城：
在中国大
陆境内同
一城市行
政区划内

政府指导价及政府定价法规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发改委价格[2014]268号）
优惠说明：
人民币同城和异地电汇划转：
- 即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通过人民银行小额支付系统，且单笔金额不超过RMB50,000元，免除汇款手续费。(花旗基本银行账户和花旗睿智理财账户不适用）
注*：对于跨境人民币汇款交易所列费用不包括可能产生的海外中间行/代理行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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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个人银行基本业务费率表
编号

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服务内容

备注

贵宾账户

以下收费项目
遵循市场调节价

CITIGOLD
花旗财富管理账户

CITIBANKING
花旗睿智理财账户

CITI PRIORITY
花旗智富管理账户

RMB50元（或等值外币）/ 每份

RMB25元（或等值外币）/ 每份

免费

Advanced
进阶账户

Elite
菁英账户

Select
尊选账户

花旗精英职通客户

花旗基本银行账户

免费

免费

RMB50元（或等值外币）/ 每份

花旗私人客户业务账户

账户服务

账户余额证明

提供账户余额
证明服务

资金冻结证明

提供资金冻结
证明服务

RMB50元（或等值外币）/ 每份

RMB25元（或等值外币）/ 每份

免费

免费

免费

RMB50元（或等值外币）/ 每份

1-6

资信证明

提供资信证明
服务

RMB100元（或等值外币）/ 每份

RMB50元（或等值外币）/ 每份

免费

免费

免费

RMB100元（或等值外币）/ 每份

1-7

提供存户综合
月结对账单

提供补打存户
综合月结
对账单服务

免费

免费

免费

12个月内（含）的纸质综合月结对账单：免费；
12个月以上的纸质综合月结对账单：
RMB30元（或等值外币）/每份/每月。
最高收取RMB300元。

1-8

提供查询/复印
查询/复印旧
旧交易凭证
交易凭证或
或已支付支票
已支付支票的副本
副本的服务

免费

免费

免费

12个月内（含）的交易查询：免费；
12个月以上的交易查询，
RMB30元（或等值外币）/每份。
最高收取RMB300元。

1-4
1-5

12个月内（含）的纸质综合月结对账单：免费； 12个月内（含）的纸质综合月结对账单：免费；
12个月以上的纸质综合月结对账单：
12个月以上的纸质综合月结对账单：
RMB30元（或等值外币）/每份/每月。
RMB15元（或等值外币）/每份/每月。
最高收取RMB300元。
最高收取RMB300元。
12个月内（含）的交易查询：免费；
12个月以上的交易查询，
RMB30元（或等值外币）/每份。
最高收取RMB300元。

12个月内（含）的交易查询：免费；
12个月以上的交易查询，
RMB15元（或等值外币）/每份。
最高收取RMB300元。

定价依据：上述账户服务费用是根据我行服务、人工成本，并综合考虑运营、系统管理及市场参照因素制定。
现金服务
注：凡提取现金当日超过或等值于10,000美元，客户应提前一天预约。

1-9

美元、港币、欧元
和日元现金存款

提供外币现钞
(美元、港币、
欧元、日元)
存入服务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1-10

美元和港币
现金提现

提供美元/港币
现钞支取服务

手续费：提现额的0.4%
（每笔最低收费RMB40或等值外币）

手续费：提现额的0.2%
（每笔最低收费RMB20或等值外币）

免费

免费

免费

手续费：提现额的0.4%
（每笔最低收费RMB40或等值外币）

定价依据：上述现金服务费率是我行根据人工成本、库存现钞成本以及其他管理成本综合制定的。
汇入汇款
境外外币/人民币
汇入汇款
存入本行账户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1-12 外币境内划入

中国大陆境内
外币汇入汇款
存入本行账户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1-13 人民币电汇入账

人民币电汇
汇款入账服务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本行收费(手续费)：汇款金额的0.075%
（每笔最低收费RMB50元或等值外币，
最高收费RMB500元或等值外币）

本行收费(手续费)：汇款金额的0.05%
（每笔最低收费RMB50元或等值外币，
最高收费RMB500元或等值外币

免费

免费

本行收费(手续费)：汇款金额的0.1%
（每笔最低收费RMB50元或等值外币，
最高收费RMB500元或等值外币）

电报费及海外银行收取之费用

电报费及海外银行收取之费用

1-11

海外汇款入账

定价依据：上述现金服务费率是我行根据人工成本、库存现钞成本以及其他管理成本综合制定的。
汇出汇款

本行收费(手续费)：汇款金额的0.1%
（每笔最低收费RMB50元或等值外币，
最高收费RMB500元或等值外币）
汇划

提供电汇汇出
外币至境外
的服务

1-14 外币海外
电汇

修改

提供修改对外
支付电汇指令
的服务

电报费及海外银行收取之费用

电报费及海外银行收取之费用

电报费及海外银行收取之费用

电报费及海外银行收取之费用

电报费及海外银行收取之费用：具体收费说明，如下所示。
*电报费每笔RMB120元或等值外币；
*海外银行收取之费用包括汇款行中间行手续费，收款行相关费用；
*如您选择汇款费用由汇款人承担，将按照汇款币种加收每笔（USD25/AUD10/EUR25/GBP25/HKD120/JPY1000/NZD35/SGD30）等值外币或人民币的汇款行中间行手续费，收款行相关费用，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每笔RMB100元或等值外币

每笔RMB100元或等值外币

每笔RMB100元或等值外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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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个人银行基本业务费率表
服务项目

编号

收费标准

服务内容

备注

贵宾账户

外币花旗
速汇 (限
花旗银行
(中国)有限
公司与香港
花旗银行
间及花旗
银行(中国)
汇划
1-15
有限公司与
台湾花旗
银行间)
对台速汇仅
限美元；对
港速汇限
美元和港币

1-16 外币境内划转

提供花旗中国
至花旗香港或
花旗台湾的
外币快速汇出
汇款服务

提供外币汇出
汇款至中国大陆
境内其他银行
账户的服务

CITIGOLD
花旗财富管理账户

CITIBANKING
花旗睿智理财账户

CITI PRIORITY
花旗智富管理账户

本行收费(手续费)：汇款金额的0.1%
（每笔最低收费RMB80元或等值外币，
最高收费RMB500元或等值外币）

本行收费(手续费)：汇款金额的0.05%
（每笔最低收费RMB80元或等值外币，
最高收费RMB500元或等值外币）

免费

电报费及中间行收费：每笔RMB120元
或等值外币的电报费，及海外银行收取
之费用(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电报费及中间行收费：每笔RMB120元
或等值外币的电报费，及海外银行收取
之费用(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本行收费(手续费)：汇款金额的0.1%
（每笔最低收费RMB50元或等值外币，
最高收费RMB500元或等值外币）

本行收费(手续费)：汇款金额的0.075%
（每笔最低收费RMB50元或等值外币，
最高收费RMB500元或等值外币）

电报费及海外银行收取之费用

花旗精英职通客户

花旗基本银行账户

免费

免费

本行收费(手续费)：汇款金额的0.1%
（每笔最低收费RMB80元或等值外币，
最高收费RMB500元或等值外币）

电报费及中间行收费：每笔RMB120元
或等值外币的电报费，及海外银行收取
之费用(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电报费及中间行收费：每笔RMB120元
或等值外币的电报费，及海外银行收取
之费用(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电报费及中间行收费：每笔RMB120元
或等值外币的电报费，及海外银行收取
之费用(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电报费及中间行收费：每笔RMB120元
或等值外币的电报费，及海外银行收取
之费用(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本行收费(手续费)：汇款金额的0.05%
（每笔最低收费RMB50元或等值外币，
最高收费RMB500元或等值外币）

免费

免费

本行收费(手续费)：汇款金额的0.1%
（每笔最低收费RMB50元或等值外币，
最高收费RMB500元或等值外币）

Advanced
进阶账户

电报费及海外银行收取之费用

Elite
菁英账户

花旗私人客户业务账户

Select
尊选账户

电报费及海外银行收取之费用

电报费及海外银行收取之费用

电报费及海外银行收取之费用

电报费及海外银行收取之费用

电报费及海外银行收取之费用：具体收费说明，如下所示。
*任何外币币种除收取手续费之外，均须加收每笔RMB120元或等值外币的电报费及海外银行收取之费用（通过境内外币支付系统的美元境内划转不收取该笔费用）
*海外银行收取之费用包括汇款行中间行手续费，收款行相关费用；
*如您选择汇款费用由汇款人承担，将按照汇款币种加收每笔（USD25/AUD10/EUR25/GBP25/HKD120/JPY1000/NZD35/SGD30）等值外币或人民币的汇款行中间行手续费，收款行相关费用，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定价依据：上述汇出汇款业务费率是我行根据人工成本、系统维护成本、电报发送成本、中间行费用以及其他管理成本综合制定。

附注:
1. 本费率表于2021年01月01日起生效。本费率表仅供参考，并会随时因包括但不限于任何法律、法规、市场惯例、银行商业决策及第三方机构收费标准的变更而更改，具体以相关服务条款或本行公布的最新费率表为准。本表收费项目和标准等发生调整，本行将通过营业网点或网站(www.citibank.com.cn)等进行公告。
2. 合格花旗睿智理财账户标准：指综合账户总额日平均余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或等值外币）；合格花旗智富管理账户标准：指综合账户总额日平均余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0（或等值外币）；合格花旗财富管理账户标准：指综合账户总额日平均余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00（或等值外币），其中，合格花旗财富管理进阶客户：指
综合账户总额日平均余额介于人民币1,000,000（含）与人民币3,000,000（不含）之间，合格花旗财富管理菁英客户：指综合账户总额日平均余额介于人民币3,000,000（含）与人民币5,000,000（不含）之间，合格花旗财富管理尊选客户：指综合账户总额日平均余额介于人民币5,000,000（含）与人民币8,000,000（不含）之
间；合格花旗私享家账户标准：指综合账户总额日平均余额不低于人民币8,000,000（或等值外币）。银行有权根据市场变化和政府指导相应地调整和更改本费率表的收费、起存金额和条款。综合账户总额当月日均余额的计算为同一客户号码项下的所有个人及联名账户当月内每日存款、投资及指定保险产品的累积余额*的总和，
除以当月实际天数得到的平均数。指定保险产品包含非投资连结及投资连结的保险产品。
*非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累积余额为已缴保费及应缴保费；投资连结的保险产品的累积余额为保单当月的余额。
3. 新开户的花旗智富管理客户和花旗财富管理客户在开户后可享受6个月的缓冲期(“缓冲期”)，花旗私享家客户的缓冲期为12个月，以达到本行规定的合格账户标准。该缓冲期内本行将不收取账户管理费（开户当月即视为第一个月），缓冲期结束后本行将按照本费率表中的账户管理费收费标准进行收费（符合账户管理费免费条件的
除外）。
4. 本行提供【花旗基本银行账户】，此账户可免收账户管理费和借记卡年费，其他收费标准请参考花旗基本银行账户收费标准。如需申请或了解详情，请联系客户经理，或拨打花旗24小时服务热线400-821-1880 或 800-830-1880(限中国大陆固话拨打)，境外请拨打(+86)-(20)-3880-1267。
5. 对于花旗房贷客户将免收账户管理费，适用时间为自贷款成功发放之日起至房贷合同终止。
通过花旗银行购买保险产品的客户将免收账户管理费，适用时间为自保险合同生效日至保险合同终止日（保单状态需为有效）。
6. 若客户未能在交易日当天以人民币支付相关上述服务费的，本行将按当日挂牌汇率折算成等值外币从客户账户中扣除相应服务费。
7. 以上费用仅包含由本行收取或代第三方收取的费用，由政府征收之各项税费和其他费用以及由其他第三方机构直接收取的费用不包含在本表内。该等税费和其他费用应由客户自行缴纳。
8. 银行为客户提供其他定制服务，相关收费标准和适用条件以银行与客户签订协议为准。
9. 在遵守中国法律（包括任何政府行为、命令、裁定和法规）的前提下，以上条款和条件项下由银行承担的义务应仅在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10.中英文本如有歧义，应以中文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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