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用卡业务收费项目表 

 

收费项目 信用卡收费标准 备注 服务内容 说明 

信用卡年

费 

（1）普卡/简约金

卡类:主卡 180

元；附属卡 90

元； 

部分卡种免收年

费：加速积分金卡/

白金卡、VISA 普

卡、VISA 金卡、

VISA 新金卡、腾讯

游戏主题信用卡、

财星金卡、深圳创

意旅游卡金卡/白金

卡，标准 ic 信用卡

金卡/白金卡、上海

旅游卡、海南旅游

卡、新加坡旅游

卡、浦发爱宁卡、

完美世界联名金卡/

白金卡、中移动联

名金卡/白金卡/手

机卡、新一百浦发

联名卡、新玛特浦

发联名卡、大洋浦

发联名卡、星尚卡

百联 OK 普卡/金

信用卡服务 

（1）普卡/简约金卡类:新玛特浦发

联名信用卡（2016 年 4 月 1 日后停

止发行）、新一百浦发联名信用卡

（2015 年 7 月 3 日后停止发行）、

松雷浦发联名卡财富卡（2015 年 8

月 18 日后停止发行）、摩登百货浦

发联名卡（2016 年 4 月 1 日后停止

发行）、侨鸿浦发联名信用卡

（2016 年 6 月 15 日后停止发

行）、大商集团浦发联名卡（2016

年 6 月 10 日后停止发行）、大洋浦

发联名信用卡（2016 年 6 月 10 日

后停止发行）、济南恒隆浦发联名

卡、五星浦发联名卡金卡（2010 年

11 月 1 日后停止发行）、株洲王府

井浦发联名卡（2015 年 11 月 23 日

后停止发行）、VISA 普卡（2010

年 11 月 1 日后停止发行）、VISA

新金卡、上海旅游卡（普卡）、海南

旅游金卡、新加坡旅游卡、深圳创意

旅游卡金卡、加速积分金卡、标准



卡、五星浦发联名

卡金卡/白金卡、侨

鸿浦发联名卡、摩

登百货浦发联名

卡、松雷浦发联名

卡、株洲/长沙王府

井浦发联名卡、美

美浦发联名信用

卡、星尚浦发联名

信用卡、郑州新玛

特双币卡、大商集

团浦发联名卡、日

航浦发联名金卡、

济南恒隆浦发联名

卡、开心消消乐联

名卡、淘票票联名

卡、人保联名卡、

上海购物主题卡、

魔都信用卡、盒马

信用卡。优惠期

限：卡片有效期内 

部分卡种有年费优

惠措施。 

详见优惠信息 

IC 信用卡金卡、星尚浦发联名信用

卡、星尚卡百联 OK 版普卡、财星金

卡、Q-FACE 信用卡、优悦会浦发联

名卡普卡（2017 年 6 月 1 日后停止

发行）、中移动浦发联名卡金卡、中

移动浦发联名手机卡、完美世界联名

卡金卡（2016 年 6 月 10 日后停止

发行）、腾讯游戏主题信用卡、加速

积分金卡、长沙王府井浦发联名卡

（2016 年 6 月 25 日后停止发

行）、东航浦发联名信用卡（原上航

浦发联名信用卡普卡） 

（2）金卡/简约白

金卡类:主卡 360

元；附属卡 180

元； 

（2）金卡/简约白金卡类: 松雷浦发

联名卡钻石卡（2015 年 8 月 18 日

后停止发行）、美美浦发联名信用卡

（2016 年 6 月 15 日后停止发

行）、五星浦发联名卡白金卡

（2016 年 6 月 25 日后停止发

行）、VISA 金卡（2010 年 11 月 1

日后停止发行）、白金卡简约版、上

海旅游卡（金卡）、深圳创意旅游卡

白金卡、标准 IC 信用卡白金卡、加

速积分白金卡、上海购物主题信用卡

（2017 年 12 月 21 日后停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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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浦发银行魔都信用卡、星尚卡

百联 OK 版金卡、优悦会浦发联名卡

金卡（2017 年 6 月 1 日后停止发

行）、东航浦发联名信用卡钛金卡、

东航浦发联名信用卡金卡、东航浦发

联名信用卡金卡（原上航浦发联名信

用卡金卡）、东航浦发联名信用卡白

金卡（简约版）（原上航浦发联名信

用卡白金卡）、中移动浦发联名卡白

金卡、完美世界联名卡白金卡

（2016 年 6 月 10 日后停止发

行）、浦发爱宁卡、加速积分白金

卡、人保联名卡、淘票票联名卡、浦

发银行盒马信用卡、浦发银行西贝莜

面村联名信用卡、浦发银行 i 百联联

名信用卡、浦发银行美丽女人卡之薇

娅主题信用卡、浦发梦卡之汽车车主

主题信用卡、浦发银行苏宁易购联名

信用卡（活力版）、浦发银行美国运

通耀红卡、浦发无界信用卡、浦发银

行吉祥航空联名信用卡（悦享版）、

浦发梦卡之上海马拉松银联白金信用

卡、浦发开心消消乐联名卡、浦发银

行银泰百货联名信用卡、浦发国家宝



藏主题信用卡、浦发开运主题信用

卡、浦发银行网易云音乐联名卡、浦

发银行京东 PLUS 联名卡、浦发银行

惠军联名信用卡、2021 年 1 月 28

日后发行的下述产品（浦发美丽女人

信用卡之都市女郎版、浦发美丽女人

信用卡之蜜桃香吻版、浦发美丽女人

信用卡之巧虎卡快乐兄妹版、浦发美

丽女人卡之拼搏主题信用卡、“我”

系列男性主题卡之有为版、“我”系

列男性主题卡之挥汗版、“我”系列

男性主题卡之挥汗 PLUS 版、“我”

系列男性卡之国潮主题信用卡、浦发

梦卡之白衣天使主题卡、浦发梦卡之

动感熊猫信用卡、浦发银行长三角主

题信用卡）、浦发银行乐乐趣联名信

用卡（海洋版）、浦发银行魔都信用

卡（尊享版）、 浦发银行广州城市

信用卡（悦浦版）、浦发银行华润通

联名卡（尊享版）、浦发银行吃货团

信用卡、浦发银行旅购联名信用卡、

浦发银行饿了么联名信用卡、浦发银

行抖音联名信用卡、浦发银联绿色低

碳主题信用卡、浦发 bilibili 主题信



用卡、浦发银行京喜联名卡、浦发银

行腾讯视频联名信用卡、浦发珠穆朗

玛峰卡、浦发“格子衫”卡、浦发哈

啰出行联名卡、浦发英雄联盟信用

卡、浦发银行萌宠主题信用卡、浦发

京东好物卡、浦发南航联名卡、浦发

南阳文化旅游卡、浦发银联逸生活白

金卡（简约版）、浦发高德联名信用

卡、浦发银行美国运通美团联名卡、

浦发银行银联美团联名卡、浦发银行

武汉共生主题信用卡 

（3）标准白金卡

类:主卡 680 元；

附属卡免费； 

（3）标准白金卡类: 白金卡标准

版、尊尚白金卡、“我”系列男性主

题卡非凡版、浦发银行敦煌文化主题

信用卡反弹琵琶版、浦发银联尊尚奕

白金信用卡、浦发银行美国运通新贵

卡（人民币卡）、浦发银联逸生活白

金卡（标准版） 

（4）高端白金卡

类:主卡 3600 元；

附属卡 1800 元； 

（4）高端白金卡类: 美国运通白金

信用卡、Visa 御玺信用卡、万事达

卡无价世界尊享信用卡、浦发银联璀

璨钻石信用卡、白金卡（分行企业伙

伴专属版白金卡年费收取标准另行约



定）、VISA 白金卡、吉利白金卡—

精英版 

（5）商旅金/简约

白金卡类:主卡

400 元；附属卡

200 元； 

（5）商旅金/简约白金卡类: 日航浦

发联名信用卡金卡 

（6）商旅高端白

金卡类:主卡 1500

元；附属卡 750

元； 

（6）商旅高端白金卡类:东航浦发联

名信用卡白金卡、浦发银行吉祥航空

联名信用卡（尊享版） 

（7）超白金卡

类：主卡 10000

元，附属卡 5000

元。 

（7）超白金卡类:浦发美国运通超白

金信用卡、Visa 无限信用卡、万事

达卡无价世界之极信用卡、浦发银联

永恒钻石信用卡、吉利白金卡标准版

年费收取标准另行约定 

WOW

卡会员费 

次年会员费：60

元/年 

  wow 卡服务 青春卡（原 WOW 卡） 

卡片工本

费 

IC 类信用卡:5 元/

卡 

详见优惠信息 信用卡制卡 
（1）IC 类信用卡:我爱中国主题信用

卡、深圳创意旅游卡金卡、深圳创意

旅游卡白金卡、标准 IC 信用卡金

卡、标准 IC 信用卡白金卡、上海购

物主题信用卡（2017 年 12 月 21 日

后停止发行）、浦发银行魔都信用

卡、中移动浦发联名卡金卡、中移动

补换卡费 

（1）IC 类信用

卡：10 元/卡； 

 

 

（1）部分卡种免

费； 

（2）IC 卡到期换

卡免费 

（3）如涉及卡面更

信用卡补换卡 

https://ccc.spdb.com.cn/news/zxgg/202208/t20220822_7759353.shtml


 

 

（2）其他卡：15

元/卡。 

换，其他卡种收取

20 元/卡。 

（4）损毁补发情况

下，如同时存在卡

片 DIY 时，则只收

取卡片 DIY 费。 

浦发联名卡白金卡、中移动浦发联名

手机卡、吉利白金卡、完美世界联名

卡金卡（2016 年 6 月 10 日后停止

发行）、完美世界联名卡白金卡

（2016 年 6 月 10 日后停止发

行）、浦发梦卡金卡、浦发梦卡白金

卡、浦发银行联名信用卡、浦发爱宁

卡、加速积分金卡、加速积分白金

卡、财星金卡、浦发校园青春信用

卡、青春卡（银联版）/宁泽涛青春

信用卡、校园青春卡、济南恒隆浦发

联名信用卡、浦发 58 同城卡、浦发

蚂蚁庄园爱心信用卡、浦发银行长三

角主题信用卡、浦发银行敦煌文化主

题信用卡反弹琵琶版、浦发银行西贝

莜面村联名信用卡、浦发银行魔 J 信

用卡、浦发银行 i 百联联名信用卡、

浦发银行美丽女人卡银联版、浦发银

联尊尚奕白金信用卡、浦发银行苏宁

易购联名信用卡（活力版）、浦发银

行美国运通耀红卡、浦发银行盒马信

用卡、浦发银行梦卡之汽车车主主题

信用卡、浦发银行美丽女人卡之薇娅

主题信用卡、尊尚白金卡、“我”系



列男性主题信用卡、株洲王府井浦发

联名卡、济南恒隆浦发联名卡、开心

消消乐联名卡、腾讯游戏主题信用

卡、浦发银行华润通联名信用卡银联

版、浦发银行华润通联名信用卡

VISA 版、公务卡、人保联名卡、长

沙王府井浦发联名卡、淘票票联名

卡、浦发无界信用卡、浦发银行吉祥

航空联名信用卡（悦享版）、浦发银

行吉祥航空联名信用卡（尊享版）、

浦发世界技能大赛主题信用卡、浦发

梦卡之上海马拉松银联白金信用卡、

浦发银行银泰百货联名信用卡、浦发

国家宝藏主题信用卡、浦发开运主题

信用卡、浦发银行网易云音乐联名

卡、浦发银行京东 PLUS 联名卡、浦

发银行惠军联名信用卡、浦发银行乐

乐趣联名信用卡（海洋版）、浦发银

行魔都信用卡（尊享版）、 浦发银

行广州城市信用卡（悦浦版）、浦发

银行华润通联名卡（尊享版）、浦发

银行吃货团信用卡、浦发银行旅购联

名信用卡、浦发银行饿了么联名信用

卡、浦发银行抖音联名信用卡、浦发



银联绿色低碳主题信用卡、浦发

bilibili 主题信用卡、浦发银行京喜

联名卡、浦发银行腾讯视频联名信用

卡、浦发珠穆朗玛峰卡、浦发“格子

衫”卡、浦发哈啰出行联名卡、浦发

英雄联盟信用卡、浦发银行萌宠主题

信用卡、浦发京东好物卡、浦发南航

联名卡、浦发南阳文化旅游卡、浦发

银联逸生活白金卡（简约版）、浦发

银联逸生活白金卡（标准版）、浦发

高德联名信用卡、浦发银行美国运通

美团联名卡、浦发银行银联美团联名

卡、浦发银行武汉共生主题信用卡。 

（2）其他卡:新玛特浦发联名信用卡

（2016 年 4 月 1 日后停止发行）、

新一百浦发联名信用卡、松雷浦发联

名卡财富卡、摩登百货浦发联名卡、

侨鸿浦发联名信用卡、大商集团浦发

联名卡、大洋浦发联名信用卡、五星

浦发联名卡金卡、青春卡、VISA 新

金卡、东航浦发联名信用卡（原上航

浦发联名信用卡普卡）、优悦会浦发

联名卡普卡、万华浦发吉祥联名信用

卡、VISA 普卡（2010 年 11 月 1 日



后停止发行）、海南旅游金卡、新加

坡旅游卡、上海旅游卡（普卡）、星

尚浦发联名信用卡、星尚卡百联 OK

版普卡。 

挂失费 40 元/次 

（1）已挂失情况下

的补换卡只收挂失

费不收补换卡费； 

（2） 部分卡种免

费。 

信用卡挂失 免收卡种详见官网卡种收费表 

预借现金 

取现额的 2％，单

笔最低 20 元人民

币/2 美元，最高

200 元人民币/50

美元 

  信用卡额度内取现   

ATM 纯

溢缴款取

现 

本行 ATM:取现金

额的 0.5%，单笔

最低 5 元人民币/

笔，最高 15 元人

民币 

  

信用卡 ATM 溢存

款取现 

  

他行 ATM:取现额

的 2％，单笔最低

20 元人民币/2 美

元，最高 50 元人

民币/10 美元 

  



逾期还款

违约金 

最低还款额未还部

分的 5％ 

  信用卡逾期还款   

争议服务

费 

调阅签购单手续

费：20 元/笔 

部分卡种免收调阅

签购单手续费 

信用卡调阅签购单 免收卡种详见官网卡种收费表 

外汇兑换

手续费 

(1)超白金卡类：

交易金额的 2%； 

当发生非人民币交

易时，交易币种与

信用卡外币账户币

种不同时收取。 

详见优惠信息 

信用卡国际交易接

入服务 

超白金卡类：浦发美国运通超白金信

用卡、浦发银行 Visa 无限信用卡、

浦发万事达卡无价世界之极信用卡 
(2)其他:交易金额

的 1.5%。 

增值服务

费 

卡片 DIY:按协议约

定收取 

  提供个性化卡片   

短信提醒服务：2

元/月 

  

次月 500 元以下消

费短信提醒 

  

随借金：收取一次

性手续费 10 元 

  随时借随时还   

信用宝：3 元/月    

三次还款短信提

醒、不超过 3 天的

还款宽限期、根据

客户申请提供个人

资信证明、并附赠

人身意外保障。 

  

用卡宝： 

  

  

  （1）用卡宝标准

版：4 元/月 

（1）用卡宝标准

版：笔笔消费短信

https://ccc.spdb.com.cn/news/zxgg/202212/t20221221_88286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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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并附赠 72 小

时失卡保障。 

（2）用卡宝极致

版：8 元/月； 

（2）用卡宝极致

版：笔笔消费短信

提醒、附赠 120 小

时失卡保障及盗刷

卡补卡损失保障 

（3）用卡宝至尊

版：20 元/月； 

（3）用卡宝至尊

版: 笔笔消费短信

提醒。个性化用卡

安全升级权益：按

周推送账单并可及

时办理周账单分

期，可进行一键锁

卡。享受疑问交易

优先调查权。附赠

96 小时失卡保障及

盗刷卡补卡损失保

障、家庭财产意外

损失及个人意外伤

残补偿。 

省心还：20 元/月   

1、三次还款短信提

醒； 

2、每月一次补换卡

  



费减免； 

3、附赠特殊情况下

的账单还款保障，

以及因特殊情况导

致身故的慰问金； 

4、附赠视频医生服

务。 

玩转全球：20 元/

月 

  

1、客户可获每月前

10 笔境内外取现免

手续费，每月最高

减免 400 元； 

2、全球挂失免手续

费； 

3、附赠全球乘驾意

外补偿。 

  

玩转积分 1 号：

20 元/月 

  

1、个人手机支付交

易享至 5 倍积分。 

2、附赠个人手机账

户被盗刷后的资金

损失补偿。 

3、附赠因个人特殊

意外情况导致的损

失补偿。 

  



玩转积分 2 号：

20 元/月 

  

95 折产品积分兑

换，仅限卡中心积

分商城网银平台及

积分抽奖。 

  

个性账单日：3 元

/次 

半年仅可享受一次 

针对客户需要将账

单日进行个性化调

整（免费帐单日期

除外） 

  

生活指南：2 元/

月 

  

特殊天气、养生等

短信提醒 

  

平台活动服务入场

资格费： 1 元/次 

对于最终没能享受

到优惠活动的客户

退还入场资格费 

购买了入场券的资

格后，可以进入活

动页面，享受特惠

活动，活动费另付 

  

其他增值服务：按

协议约定收取 

  

向持卡人提供的其

他增值服务 

  

商户代理

业务手续

费 

按协议价格收取 向商户收取 商户代理业务   

 

备注： 

1、上述项目为我行服务收费项目信息，自 2023 年 5 月 18 日起执行； 

2、各项收费如有变动，以我行最新公告为准； 



3、收费依据：《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令 2014

年第 1 号）； 

4、咨询及投诉电话：40082087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