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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机构名称：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八埭头支行

机构编码：B0139S231000125

许可证流水号：00641806

批准成立日期：1996 年 03 月 01 日

营业地址：上海市杨浦区

控江路2031号

电话：021-65634822

邮编：200092

业务范围：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 年 05 月 28 日

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机构名称：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周浦支行

机构编码：B0139S231000195

许可证流水号：00641807

批准成立日期：2004 年 04 月 23 日

营业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

年家浜路445号1层

电话：021-68110268

邮编：201318

业务范围：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 年 05 月 28 日

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晨报记者 赵智妍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

会、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

提出 12 项降费措施，涵盖银行账

户服务、人民币结算、电子银行、银

行卡刷卡、支付账户服务等 5 方

面。此外，央行还配合银保监会推出

降低自动取款机（ATM）跨行取现

手续费长期措施，以适应异地养老、

医疗等需求，便利百姓现金使用。有

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措施“惠企利

民”，而降低手续费对银行本身影

响不大。

每年减少手续费
支出约 240亿元

6 月 25 日，央行官网发布了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展改革

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推出进一步

降低支付手续费等措施》，表示为

贯彻落实 2021 年 《政府工作报

告》有关“适当降低小微企业支付

手续费”的工作部署以及国务院关

于降低自动取款机（ATM）跨行取

现手续费的工作要求，人民银行、银

保监会、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

联合推出降费措施，进一步向实体

经济让利。

央行表示，近期，在对近 5 万

家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进行调研

的基础上，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

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聚焦降

费呼声高、使用频度高的基础支付

服务，提出 12 项降费措施，并将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起正式实施，涵

盖银行账户服务、人民币结算、电子

银行、银行卡刷卡、支付账户服务等

5方面。

据有关部门初步测算，全部降

费措施实施后预计每年为市场主

体、社会公众减少手续费支出约

240亿元，其中惠及小微企业、个体

工商户超过 160 亿元，有助于降低

资金流通成本，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促进消费提质扩容，对助力国民

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在发布的《关于降低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知》

中，明确降低的费用包括银行账户

服务收费、人民币转账汇款手续费、

取消部分票据业务收费、降低银行

卡刷卡手续费。

《通知》鼓励商业银行在免收

一个账户管理费和年费基础上，对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收全部单

位结算账户管理费和年费；对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通过柜台渠道进

行的单笔 10 万元（含）以下的对

公跨行转账汇款业务，商业银行应

按照不高于现行政府指导价标准的

9折实行优惠。

ATM跨行取现手续费
每笔不超过 3.5元

同样是在 6 月 25 日，中国银

行业协会、中国支付清算协会联合

发布 《关于降低自动取款机

（ATM）跨行取现手续费的倡议

书》，以适应异地养老、医疗等需

求，便利百姓现金使用。

有关部门表示，我国跨省及省

内流动人口达 3.76 亿，60 岁及以

上人口 2.64 亿，这些变化对于跨地

域、跨行、适老化银行服务提出了新

要求。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发展和系

统管理集成化进一步缩小了同城、

异地业务差异。拉平并进一步降低

同城、异地ATM跨行取现手续费，

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现金使

用需求，增强金融消费者获得感。

《倡议书》建议，各银行和清算

机构适当降低同城ATM跨行取现

手续费，收费标准不超过 3.5 元 /

笔。其中，发卡行减半收取手续费，

收费标准不超过 0.2 元 / 笔；清算

机构减半收取网络服务费，收费标

准不超过 0.3 元 / 笔；布设 ATM

机具的收单行手续费标准不变，为

3元 / 笔。同时，《倡议书》鼓励发

卡行不再按取款金额一定比例收取

变动费用。异地ATM跨行取现手

续费的固定费用标准与同城业务一

致，不超过 3.5 元 / 笔。

银行纷纷表态响应

在通知发布后，不少银行在官

网发布公告响应缴费措施。工商银

行表示，将积极响应、严格落实相关

要求和倡议，助力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及个人客户等市场主体降低支

付成本。农业银行发布《关于进一

步加大减费让利的公告》表示，进

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等市场主体和个人客户的减费让

利，做好价格目录调整公式。建设银

行的公告称，在履行已有减费措施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减费让利力

度，以金融活水助力经济高质量发

展。交通银行的公告提出，继续秉承

“惠企利民”的服务理念，采取创新

产品、减费让利、提升服务便利等措

施，助力实体经济稳健运行。邮储银

行同样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减费让利

力度，支持实体经济，惠企利民。

而华夏银行直接公开了对企业

客户支付手续费优惠标准，比如开

户资费方面，对企业客户开立银行

账户暂免收取账户开立费、账户管

理费；行内转账收费方面，对企业客

户通过柜台、本行ATM、企业网

银、企业手机银行等渠道办理行内

转账，无论同城、异地，均免费。

有业内人士表示，随着金融科

技的发展，以及数字化水平的提升，

银行端的成本也在降低。降低手续

费不一定是压缩支付机构的盈利空

间，一般从支付机构的成本，以及银

行的成本上来降低。所以银行降低

支付手续费，对其影响本身不大。

四部门联合出台降费让利措施

ATM跨行取现手续费每笔不超3.5元

晨报讯 6 月 25 日，中国银联

联合商业银行、主流手机厂商、重

点合作商户及支付机构，发布银联

统一收银台及全新的银联手机闪

付。

银联线上统一收银台旨在聚

合全产业力量，基于开放式平台理

念，融合商业银行、收单机构、手

机厂商、银联等多方资源所长，统

一线上受理标识，实现线上受理网

络的互联互通，为移动支付市场发

展夯实基底。银联线上统一收银

台支持境内外银行 APP、云闪付

APP、银联手机闪付、SRC 等支付

工具，助力银行 APP 拓展应用场

景，推动银行线上收单业务发展；

帮助收单机构和商户引流，拉动收

入提升；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安全、

高效、便捷的支付体验。

银联线下统一收银台旨在全

面推进线下受理网络的互联互通，

集合商业银行、支付机构、服务商

及商户之力，不断扩大线下受理覆

盖范围，助力银行卡支持更多生活

消费场景；打造统一受理标识、用

户体验和标准规范，有效降低收银

员培训成本，提升收银效率和持卡

人支付体验；支持境内外云闪付

APP、银行 APP 和行业 APP 将用

户向线下商户引流，双向促进用户

和商户活跃，构建可持续发展、多

方共赢的移动支付生态。

全新升级的银联手机闪付，融

合了线下 NFC 闪付、二维码以及

APP 内线上支付，成为集个人收

款码、乘车码、信用卡还款、营销

和权益服务等应用为一体的新型

移动支付产品，真正实现一部手机

解决线上线下、境内境外的全场景

支付。值得一提的是，用户在线下

消费时，无须联网，无须下载、调

起任何 APP，通过双击电源键即

可极速支付。银联手机闪付将进

一步汇集银行、手机厂商及银联丰

富的权益、优惠及增值服务，为持

卡人提供全方位、立体化的金融服

务。

银联统一收银台和全新银联

手机闪付聚合产业各方优势，充分

发挥业务合作模式的驱动作用，助

力构建多方共赢的移动支付生态。

未来，银联将继续深化与产业各方

的合作，共同探索创新合作模式，

打造综合解决方案，提升产业整体

金融服务水平。

中国银联发布银联统一收银台及全新银联手机闪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