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银行太平洋信用卡服务收费名录

收费服务项目：
编码

服务名称

收费标准

项目功能

适用客户

全行性优惠：
除超高端信用卡、双币白金信用卡、人民币白金信用卡和环球信用
卡以外：核卡首年免年费，刷满 6 次免次年年费。
环球信用卡（不含世界之极信用卡）：核卡首年免年费，境外线下
消费 1 笔免次年年费。持有白金卡的环球信用卡持卡人白金卡卡片
有效期内免年费。
沃尔玛信用卡：金卡附属卡人民币 70 元。
优逸环球信用卡、公务卡、拥军信用卡、BOSS 信用卡人民币金卡、
分期信用卡、Y-POWER 信用卡（校园版）、乡村振兴主题信用卡：
免年费。
上述卡片优惠期限：卡片有效期内。

双币贷记卡：
白金：主卡人民币 1000 元，附属卡 0 元
金卡：主卡人民币 200 元，附属卡人民币 100 元
普通卡：主卡人民币 140 元，附属卡人民币 70 元
人民币贷记卡：

GR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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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端信用卡（钻石卡）
：主卡人民币 4800 元，附属卡 0 元
白金：主卡人民币 1000 元（私银白金卡主卡人民币 3000 元），附
属卡 0 元；瑞卡白金信用卡：主卡人民币 900 元
金卡：主卡人民币 120 元，附属卡人民币 60 元
普通卡：主卡人民币 80 元，附属卡人民币 40 元
美元贷记卡：
：主卡人民币 4800 元，附属卡 0 元
年费（每卡） 超高端信用卡（世界之极卡）
精英版：主卡人民币 500 元，附属卡 0 元
基础版：主卡人民币 200 元，附属卡人民币 100 元
MORE 准贷记卡：
金卡/普通卡：主卡人民币 80 元，附属卡人民币 40 元
沃尔玛信用卡：
金卡：主卡人民币 150 元，附属卡人民币 75 元
普通卡：主卡人民币 75 元，附属卡人民币 38 元
Y-Power 信用卡：
双币卡：主卡 140 元
人民币卡：主卡 80 元

备注

指持卡人为了享受信用卡
基本服务而在卡片有效期
内每年向银行缴纳的一定
金额的费用。

贷记卡客
户、准贷记
卡客户

双币白金信用卡、人民币白金信用卡（不含私银白金卡）：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达标私人银行客户首张白金
卡持卡期间免年费。资产达标沃德理财客户首张白金卡核卡首年免
年费，次年起年费为人民币 500 元。
其中：私人银行客户资产达标指连续三个月季日均资产达 600 万元
及以上。沃德理财客户资产达标指连续三个月季日均资产大于等于
50 万元，小于 600 万元。
私银白金卡：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私银白金卡核卡当
月月底持卡用户在我行季日均资产达60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免首
年年费。次年起，核卡次月至次年核卡日期间任意一天季日均资产
达到600万元，免年费。
优逸白金信用卡、焕然白金信用卡：主卡年费优惠为人民币 500 元。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首年免年费，刷满 6 笔免
次年年费。

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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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名称

违约金（每
笔）

收费标准

1.逾期违约金：
双币贷记卡、美元贷记卡：
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 5%收取，最低人民币 10 元或 1 美元
人民币贷记卡：
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 5%收取，最低人民币 10 元
2.ETC 业务服务协议违约金：
5 年内注销 ETC 车载设备或解除 ETC 业务服务协议，收取人民币 150
元
3.分期或消费信贷业务提前取消违约金：
按剩余本金金额的 3%收取。

项目功能
1.指持卡人因未能按约定
在到期还款日（含）营业
终了前偿还最低还款额而
向银行缴纳的违约罚金
2.指持卡人未按协议约
定，在 5 年内注销 ETC 车
载设备或解除太平洋卡
ETC 业务服务协议而向银
行缴纳的违约罚金
3.指持卡人对分期或消费
信贷业务办理提前取消而
向银行缴纳的违约金

适用客户

备注

贷记卡客户

全行性优惠：
弹性还款业务免收分期或消费信贷业务提前取消违约金。
优惠期限：产品有效期内。

1.个性卡：人民币 15-1000 元，加急处理加收人民币 35 元（按产
品材质和工艺差别定价，具体以相关产品的公示价格为准。
）
2.其他卡（补发）
：人民币 15 元，加急处理加收人民币 35 元

持卡人使用银行提供的个
性化定制卡片服务，或因
遗失卡片而向银行提出补
发新卡或补发新卡并加急
处理所支付的费用。

贷记卡客
户、准贷记
卡客户

全行性优惠：
所有卡：免收加急处理费。
优惠期限：2021 年 9 月 24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卡（补发）：
双币白金信用卡、人民币白金信用卡（不含优逸白金卡、焕然白金
卡、瑞卡白金卡）、超高端信用卡、公务卡、拥军信用卡：免费。
优惠期限：卡片有效期内。

十二期以内（含）账单免费，十二期以前每份人民币 10 元

指持卡人因提出补印纸制
账单而向银行支付的手续
费。

贷记卡客
户、准贷记
卡客户

全行性优惠：
所有卡：免十二期以前账单补印费。
优惠期限：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超高端信用卡、拥军信用卡：免费。
优惠期限：卡片有效期内。

人民币 50 元

指持卡人因遗失卡片并向
银行提出冻结卡片资金账
户要求而向银行支付的手
续费。

贷记卡客
户、准贷记
卡客户

全行性优惠：
双币白金信用卡、人民币白金信用卡（不含优逸白金卡、焕然白金
卡、瑞卡白金卡）、超高端信用卡、公务卡、拥军信用卡、乡村振
兴主题信用卡：免费。
优惠期限：卡片有效期内。

Visa 每卡 175 美元，MasterCard 每卡 148 美元。金卡免费

指持卡人因在境外遗失卡
片并向银行提出在遗失地
紧急补发新卡而向卡组织
（由银行代收）及银行支
付的手续费

贷记卡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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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紧急补
卡手续费
（每卡）

全行性优惠：
双币白金信用卡、人民币白金信用卡（不含优逸白金卡、焕然白金
卡、瑞卡白金卡）、环球信用卡、超高端信用卡：免费。
优惠期限：卡片有效期内。

SGRKD

取现手续费
（每笔）

贷记卡：
信用额度取现手续费：

指持卡人因使用信用卡提
取现金而向银行支付的手

贷记卡客
户、准贷记

全行性优惠：
1.溢存款境内领回:境内同城本行免收手续费；境内同城跨行自助

SGR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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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RKD

工本费（每
卡）

账单补印费

004

SGRKD
005

SGRKD

挂失手续费
（每卡）

编码

服务名称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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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功能

境内：人民币取现，收取交易金额的 1％，最低每笔人民币 10 元， 续费
最高每笔人民币 100 元
境外：通过银联网络取现，每笔收取人民币 12 元，外加交易金额
的 1％，最低每笔人民币 15 元，最高每笔人民币 100 元；通过
VISA/MasterCard 网络取现，收取交易金额的 1％，最低每笔 5 美
元，最高每笔 15 美元；通过美国运通网络取现，每笔收取人民币
12 元，外加交易金额的 3％，最低每笔人民币 15 元，最高每笔人
民币 100 元
溢存款领回手续费：
境内：人民币溢存款领回，收取交易金额的 0.5％，最低每笔人民
币 10 元，最高每笔人民币 100 元；美元通过柜面领回，收取交易
金额的 0.5％，最低每笔 1 美元，最高每笔 15 美元
境外：通过银联网络领回，每笔收取人民币 12 元，外加按交易金
额的 0.5%收取，最低 15 元，最高每笔人民币 100 元；通过
VISA/MasterCard 网络领回，按交易金额的 0.5%收取，最低 5 美元，
最高每笔 15 美元；通过美国运通网络领回，每笔收取人民币 12 元，
外加交易金额的 1％，最低每笔人民币 15 元，最高每笔人民币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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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标准

MORE 准贷记卡：
（1）境内同城本行免收手续费；
（2）境内同城跨行 2 元/笔（仅适用于自助设备）
（3）境内异地本行按交易金额的 1％收取，最低 1 元/笔，最高 100
元/笔（适用于柜面与自助设备）
（4）境内异地跨行按交易金额 1%收取，最低人民币 10 元，最高
每笔人民币 100 元（仅适用于自助设备）
（5）境外通过银联取现，每笔收取人民币 12 元，外加交易金额的
1%，最低每笔人民币 15 元，最高每笔人民币 100 元
贷记卡：
信用额度转账汇款手续费：境内人民币转账，收取交易金额的 1％，
最低每笔人民币 10 元，最高每笔人民币 100 元
溢存款转账汇款手续费：境内人民币转账，收取交易金额的 0.5％，
指持卡人因使用信用卡向
转账汇款手 最低每笔人民币 10 元，最高每笔人民币 100 元；境内美元柜面转
其他账户转账资金而向银
账，收取交易金额的 0.5％，最低每笔 1 美元，最高每笔 15 美元
续费（每笔）
行支付的手续费
MORE 准贷记卡：
（1）境内同城 5 元/笔
（2）境内异地按交易金额的 1％收取，最低 5 元/笔，最高 50 元/
笔
调阅签购单
手续费

境内复印件人民币 20 元；境外复印件 5 美元

指持卡人因对账单交易存
疑并向银行提出争议要求

适用客户
卡客户

备注
设备领回 2 元/笔（公务卡免收手续费）
。
2.Y-Power 信用卡：境内人民币取现每笔人民币 5 元。
3.Y-POWER 信用卡（校园版）
：境内溢存款领回免手续费。
4.优逸白金信用卡：境内人民币取现每笔人民币 5 元，境外通过银
联网络取现免手续费。
5.优逸环球信用卡：境外通过 VISA/MasterCard 网络取现，免手续
费。
6.乡村振兴主题信用卡：免费。
优惠期限：
第 1 条：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第 2 至 6 条：卡片有效期内。

贷记卡客
户、准贷记
卡客户

全行性优惠：
1.溢存款转账汇款手续费：境内同城本行免收手续费。
2.溢存款转账汇款手续费：境内同城跨行自助转账 2 元/笔。
3.境内溢存款转账汇款手续费：Y-POWER 信用卡（校园版）免费。
优惠期限：
第 1 条：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第 2 条：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第 3 条：卡片有效期内。

贷记卡客
户、准贷记

全行性优惠：
双币白金信用卡、人民币白金信用卡（不含优逸白金卡、焕然白金

编码

服务名称

收费标准

项目功能
而向银行支付的调阅交易
原始凭证的服务费。

SGR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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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非美元
交易兑换手
续费
银联境外账
户查询手续
费

适用客户
卡客户

按交易金额的 1.50%

指持卡人在非美元地区使
用美元账户而向卡组织
（由银行代收）和银行支
付的货币兑换手续费。

贷记卡客户

4 元/笔

指持卡人在境外查询账户
信息而向卡组织（由银行
代收）和银行支付的手续
费

贷记卡客
户、准贷记
卡客户

指持卡人订购消费、取现
交易提醒，还款入账交易
提醒（柜面、自助设备还
款）服务项目而向银行支
付的手续费，银行在服务
期间附赠 96 小时失卡保障
服务（保障金额最高为人
民币 10 万元/户/年），具
体以相关保险条款为准。

备注
卡、瑞卡白金卡）、超高端信用卡：免费。
其他卡：银联境外复印件 20 元。
优惠期限：卡片有效期内。
全行性优惠：
超高端信用卡、环球信用卡精英版：免费。
优惠期限：卡片有效期内。

全行性优惠：
1.双币白金信用卡、人民币白金信用卡（不含优逸白金卡、焕然白

SGRQT
062

“用卡无
忧”增值服
务

4 元/户/月，统一按每三个月 12 元/户扣收。
尊享版：10 元/户/月，统一按每三个月 30 元/户扣收。

尊享版：指持卡人订购消
费、取现交易提醒，还款
入账交易提醒（柜面、自
助设备还款）服务项目而
向银行支付的手续费。交
易提醒短信起始发送金额
可由持卡人自定义。银行
在服务期间附赠：
1.持卡人名下所有信用卡
120 小时失卡保障服务（保
障金额最高为人民币 50 万
元/户/年）
，具体以相关保
险条款为准。
2.持卡人名下所有信用卡
及有效身份证件丢失补办

贷记卡客
户、准贷记
卡客户

金卡、瑞卡白金卡）、超高端信用卡、乡村振兴主题信用卡：4 元/
户/月版免费。
优惠期限：卡片有效期内。
2.持卡人首次签约尊享版，可参与首月免费优惠体验活动，每位持
卡人仅能参与一次。
优惠期限：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编码

服务名称

收费标准

项目功能

适用客户

备注

补偿且无需限定盗刷责
任，信用卡挂失费、补卡
费最高补偿 300 元/年/户
（每户每年不超过 3 张，
每张不超过 100 元）
，身份
证件补办费最高补偿 400
元/年/户（每户每年不超
过 2 张，每张不超过 200
元）
，具体以相关保险条款
为准。

SGRKD
016

“信用保
障”增值服
务

指持卡人订购账单及还款
短信提醒服务、资信证明
服务而向银行支付的手续
费，银行在服务期间附赠
持卡人因意外事故身故或
残疾时的相关信用卡欠
款，及在身故情况下给予
持卡人继承人慰问津贴的
意外保障。
交通银行向持卡人提供以
下服务：
1、账单短信、还款短信及
3 元/户/月，统一按每三个月 9 元/户扣收。
尊享版：10 元/户/月，统一按每三个月 30 元/户扣收。

积分短信提醒：交通银行
将以手机短信的方式，于
每月账单日后一天向持卡
人发送当月账单的还款额
提醒，并于每月到期还款
日前三天和到期还款日当
天向持卡人发送还款短信
提醒；于每月账单日次日
向持卡人发送可用积分提
醒和近三个月（含当月）
即将到期积分提醒（人民
币和美金积分合并发送）
。
2、三天还款宽限期：自到
期还款日后三天内还款入

全行性优惠：
1.双币白金信用卡、人民币白金信用卡（不含优逸白金卡、焕然白
金卡、瑞卡白金卡）、超高端信用卡、乡村振兴主题信用卡：3 元/
贷记卡客户

户/月版免费。
优惠期限：卡片有效期内。
2.持卡人首次签约尊享版，可参与首月免费优惠体验活动，每位持
卡人仅能参与一次。
优惠期限：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编码

服务名称

收费标准

项目功能
账，可免除因延误还款所
产生的违约金和利息。
3、资信证明：根据持卡人
实际情况免费提供用卡资
信和情况证明，快速解决
持卡人在贷款、出国等诸
多方面对个人信用卡在卡
片信息、使用和还款等情
况说明的需要。
服务期间赠送信用意外保
险：若持卡人因意外事故
导致身故或者残疾，交通
银行将通过保险赔付，免
除持卡人截至事故发生当
日零时止信用卡账户的欠
款（包括好享贷、现金贷
及临时额度及信用卡授信
的其他额度）
，若持卡人意
外身故的情况下，保险公
司向持卡人的继承人另行
支付人民币 10000 元的慰
问津贴，具体以相关保险
条款为准。
尊享版：指持卡人订购账
单及还款提醒服务、资信
证明服务而向银行支付的
手续费，银行在服务期间
附赠持卡人遭受意外伤害
事故导致身故或残疾、或
经等待期后由医院专科医
生确诊初次患有指定范围
内的重大疾病时的相关信
用卡欠款，及在身故情况
下给予持卡人继承人慰问
津贴的意外保障。

适用客户

备注

编码

服务名称

收费标准

项目功能
交通银行向持卡人提供以
下服务：
1、账单短信、还款短信及
积分短信提醒：交通银行
将以手机短信的方式，于
每月账单日后一天向持卡
人系统内的手机号发送当
月账单的还款额提醒，并
于每月到期还款日前三天
和到期还款日当天向持卡
人系统内的手机号及持卡
人自行设定的其他手机号
发送还款短信提醒；于每
月账单日次日向持卡人发
送可用积分提醒和近三个
月（含当月）即将到期积
分提醒（人民币和美金积
分合并发送）
。
2、账单语音电话提醒：交
通银行将以语音电话的方
式，于每月到期还款日当
天向持卡人系统内的手机
号进行语音还款短信提
醒。
3、三天还款宽限期：自到
期还款日后三天内还款入
账，可免除因延误还款所
产生的违约金和利息。
4、资信证明：根据持卡人
实际情况免费提供用卡资
信和情况证明，快速解决
持卡人在贷款、出国等诸
多方面对个人信用卡在卡
片信息、使用和还款等情
况说明的需要。
服务期间赠送信用意外保

适用客户

备注

编码

服务名称

收费标准

项目功能

适用客户

险及重疾绿通服务和电话
医生服务。信用意外保险
指若持卡人因意外事故导
致身故或者残疾或经等待
期后由医院专科医生确诊
初次患有指定范围内的重
大疾病，交通银行将通过
保险赔付，免除持卡人截
至事故发生当日零时止信
用卡账户的欠款（仅限持
卡人卡片信用额度下的账
单应还款额，不包括临时
额度和好享贷额度）
，若持
卡人意外身故的情况下，
保险公司向持卡人的继承
人另行支付人民币 10000
元的慰问津贴，具体以相
关保险条款为准。

“刷得保”
增值服务

6 元/户/月，统一按每三个月 18 元/户扣收。

指持卡人订购积分短信提
醒服务，银行在服务期间
附赠持卡人综合意外伤害
保障和交通工具意外伤害
保障。
交通银行向持卡人提供积
分短信提醒服务，并赠送
综合意外伤害和交通工具
意外伤害双份保障，其中
综合意外伤害保障保额为
账单应还款额的 100 倍。
按照被保险人的不同，
“刷
得保”分为个人版和家庭
版。个人版仅对持卡人赠
送保险保障；家庭版除对
持卡人外，还为其配偶和
符合条件的子女赠送高额
的保险保障，具体以相关

贷记卡客户

备注

编码

服务名称

收费标准

项目功能

适用客户

备注

保险条款为准。

“账户安全
管家”增值
服务

“惠付”增
值服务

“惠还”增
值服务

SGRKD

资信证明

017

6 元/户/月，统一按每三个月 18 元/户扣收。

指持卡人订购挂失协助服
务项目而向银行支付的手
续费，银行在服务期间附
赠 96 小时失卡保障服务
（保障金额最高为人民币
10 万元/户/年）
，具体以相
关保险条款为准。

全行性优惠：
贷记卡客
户、准贷记
卡客户

动，每位持卡人仅能参与一次。
优惠期限：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40 元/户/季。

指持卡人为了享受信用卡
移动支付权益服务而向银
行支付的手续费。

30 元/户/年。

指持卡人订购买单吧 APP
还款红包服务（包含 12 张
单张面值 5 元的还款红包， 贷记卡客户
按月发放与使用）而向银
行支付的手续费

贷记卡客户

1.无拖欠、无欠款和激活后纯年费拖欠资信证明按 60 元/份，包括：
①信用卡从未发生过拖欠，无逾期记录；②无论信用卡曾经是否发
生过拖欠记录，当前账户无欠款或有溢存款；③信用卡已激活，仅 资信证明是指由银行或
其他金融机构出具的足
因年费导致拖欠
贷记卡客
2.卡片信息证明、银行费用拖欠证明、待激活纯年费拖欠证明、挂 以证明他人资产、信用状
户、准贷记
失补卡证明免费（如需加急处理，加收 40 元/份）
，包括：①卡片 况的各种文件、凭证等。
卡客户
待销户或可关闭状态、销户状态、正常状态、附属卡、额度、开户 由持卡人自主订购并支付
行信息；②卡片仅因银行费用而产生拖欠的情况说明；③卡片处于 手续费。
待激活状态，因年费导致拖欠的情况说明；④卡片丢失、补挂后新
卡信息的说明，主要适用于失卡保障的保险理赔
代理联名卡合作伙伴收取

联名卡合作伙伴会员费

021

代扣联名卡
合作伙伴会
员费

联名卡合作
伙伴持卡人

SGRKD

银企合作特
约服务

与商户协商确定

基于信用卡业务平台，向
商户提供产品销售、特惠

合作商户

SGRKD

持卡人首次通过非人工客服渠道签约，可参与首月免费优惠体验活

全行性优惠：
1.持卡人一次性购买连续 2 个季度（即“半年包”）
，优惠为 60 元/
户/半年。
2.持卡人一次性购买连续 4 个季度（即“全年包”）
，优惠为 99 元/
户/年。
3.持卡人一次性购买连续 12 个季度（即“三年包”
），优惠为 288
元/户/三年。
优惠期限：2023 年 1 月 1 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全行性优惠：
超高端信用卡：免费。
优惠期限：卡片有效期内。

编码
022

服务名称

收费标准

项目功能
宣传以及支付结算服务

适用客户

备注

序
号

主要免费服务项目
免费大额交易短信提醒服务：单笔人民币 1500 元（含）或 100

1

美元（含）以上的消费交易短信提醒、取现交易短信提醒、还
款入账短信提醒以及交易失败短信提醒

2

除白金信用卡、公务卡、分期信用卡、附属卡外的信用卡持卡
人可申请开通免费大额交易提醒服务

免费账单短信提醒服务：每月一次向签约持卡人在每月账单日

除白金卡、公务卡、MORE 准贷记卡、分期信用卡、附属卡外的

后一天发送当月账单金额和到期还款日提醒

信用卡持卡人可申请开通免费账单短信提醒服务

注：如对服务收费存在疑问，请拨打客服热线 400-800-9888

备注

适用客户

白金卡、公务卡已自动开通交易短信提醒服务，免费提供任意
一笔消费和取现短信提醒、还款入账交易短信提醒和交易失败
短信提醒
1、白金卡、分期信用卡已自动签约免费的账单日后一天和到期
还款日前三天的账单短信及还款短信提醒服务
2、公务卡已自动签约免费账单短信服务

交通银行太平洋信用卡分期利率标准

序号

利率标准

项目功能

备注

适用客户

环球信用卡暂仅支持想分就分;
分期偿还（本金分期偿还）业务及折算年
化利率如下：
非指定商户消费分期业务（包括想分就

1

1.分期偿还（本金分期偿还）：0%-1.5%/月

指持卡人使用银行核准的额度消费或转

2.随借随还（期限超过 1 个月且本金一次性偿还）：

账后，向银行申请要求分期偿还或到期一

0.45%-1.50%/月

次性偿还欠款，或事先与银行约定由银行

3.随借随还（期限短于 1 个月且本金一次性偿还）：

主动提供分期偿还或到期一次性偿还欠

0.015%-0.05%/日

款服务，而支付的分期利息。包括想分就

注：如一次性支付分期利息，则为本金*月（日）分期

分、好享贷、现金分期、好现贷、好商贷、

利率*分期期数（天数）

弹性还款等。

分、好享贷）：2.87%-18.21%；
指定商户消费分期业务（包括好商贷、商
户分期）：0%-18.25%；
除 BOSS 信用卡、MORE 准贷
记卡外的信用卡持卡人

现金分期业务（包括现金分期、好现贷）
：
2.87%-18.11%；
随借随还（期限超过 1 个月且本金一次性
偿还）业务及折算年化利率如下：
弹性还款业务：18.00%
以上业务折算年化利率是根据持卡人办
理分期时的现金流、贷款期数计算的年化
内含报酬率，采用单利计算，因选择办理
的分期产品与账单日间隔、每月实际天
数、还款方式等不同情况而有所差异。

交通银行太平洋信用卡透支利率标准

序号
1

利率标准
日利率 0.035%-0.050%，年化利率 12.775%-18.250%。

适用客户
贷记卡客户、准贷记卡客户

备注
年化利率采用单利计算。

附录 1：

交通银行关于贯彻银监会
规范贷款行为“七不准”规定的通告
一、不得以贷转存。信贷业务要坚持实贷实付和受托支付原则，将贷款
资金足额直接支付给借款人的交易对手，不得强制设定条款或协商约定将部
分贷款转为存款。
二、不得存贷挂钩。贷款业务和存款业务应严格分离，不得以存款作为
审批和发放贷款的前提条件。
三、不得以贷收费。不得借发放贷款或以其他方式提供融资之机，要求
客户接受不合理中间业务或其他金融服务而收取费用。
四、不得浮利分费。要遵循利费分离原则，严格区分收息和收费业务，
不得将利息分解为费用收取，严禁变相提高利率。
五、不得借贷搭售。不得在发放贷款或以其他方式提供融资时强制捆绑、
搭售理财、保险、基金等金融产品。
六、不得一浮到顶。贷款定价应充分反映资金成本、风险成本和管理成
本，不得笼统将贷款利率上浮至最高限额。
七、不得转嫁成本。应依法承担贷款业务及其他服务中产生的尽职调查、
押品评估等相关成本，不得将经营成本以费用形式转嫁给客户。
请广大客户予以监督。若有疑问或投诉，敬请垂询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95559。

附录 2：

附录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