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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3_80_8A_c45_239162.htm 支付结算法律制度 支付结算的

基本原则：（一）恪守信用，履约付款；（二）谁的钱进谁

的账，由谁支配；（三）银行不垫款 一、汇兑 汇兑是指汇款

人委托银行将其款项支付给收款人的结算方式。 1. 汇兑的撤

销。对尚未从汇出银行汇出的款项，汇款人可以向汇出银行

申请撤销。但转汇银行不得受理汇款人或 汇出银行对汇款的

撤销。 2. 汇兑的退汇。对已经从汇出银行汇出的款项， 汇款

人可以与在汇入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收款人自行联系退汇； 

对未在汇入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收款人，由汇出银行凭据通

知汇入银行办理退汇，但转汇银行同样不得受理汇款人或汇

出银行 对汇款的退汇。另外，汇入银行对于向收款人发出取

款通知，经过2个月无法交付的汇款，应主动办理退汇。 3.收

款转帐支付只能转入单位或个体工商户的存款帐户，严禁转

入储蓄和银行卡帐户；转汇的收款人必须是原收款人。 4.汇

兑凭证填写齐全 表明“信汇或电汇”；确定的金额；付款人

称；收款人名称；汇入行及地点；汇出行及地点；无条件支

付的委托；委托日期，汇款人签章。缺 一不可。 二、托收承

付 托收承付结算的金额起点为 1 万元，新华书店系统每笔的

金额起点为1000元。 托收承付的适用范围 1. 使用托收承付结

算方式的收款单位和付款单位必须是国有企业 、供销合作社

以及经营管理较好， 并经开户银行审核同意的城乡集体所有

制工业企业。 2. 办理结算的款项必须是商品交易以及因商品

交易而产生的劳务供应的款项。代销 、寄销、赊销商品的款



项不得办理。 3. 办理托收承付必须签有买卖合同 并订明使用

异地托收承付结算方式，同时应具有商品确已发运的 证件。

4. 托收凭证填写齐全 表明"托收承付"；确定的金额；付款人

名称及帐号；收款人名称及帐号；付款人开户行；收款人开

户行；托收附寄单证张数或册数；合同名称，号码；委托日

期，收款人签章。缺 一不可。 承付期限。验单付款的承付期

为 3天， 验货付款的承付期为10天。验货付款收到提货单应

通知银行，否则从发出承付通知日次日起算逾期付款赔偿金

。 逾期付款处理。付款人开户银行根据逾期付款金额和逾期

天数 ，按每天万分之五计算逾期付款赔偿金。 赔偿金的扣付

列为企业销货收入之首位和工资之前只收不付。定期扣付，

每月计算一次，于次月3日划帐。扣款期限为3个月，之后通

知付款人将单证或应付款项证明单2日内退回银行，银行将结

算凭证连同一起退回收款人开户行转交。付款人逾期不退单

证处以沿未付清欠款每天万分之五但不低于50元罚款，并暂

停向外办理结算。 收款人对同一付款人发货托收累计三次收

不回货款，收款人开户行应暂停收款人向付款人办理托收，

付款人累计三次提出无理拒付，付款人开户行应暂停其向外

办理托收，付款人开户银行对三次拖欠货款的付款人应通知

收款人开户行转知收款人，停止对该付款人办理托收，在发

出通知的次日起1个月这后收到的托收凭证，可以拒绝受理，

注明理由，原件退回。 拒绝付款处理 银行将拒绝付款理由书

连同拒付证明和拒付商品清单或有关单证邮寄收款人开户行

转交。 （1）没有签订购销合同或未订明托收承付结算方式

购销合同款项；（2）未经双方事先达成协议 ，收款人提前

交货 或因逾期交货 ，付款人不需要该项货物的款项 ；（3）



未按合同规定的到货地址发货的款项 ；（4）代销 、寄销、 

赊销商品的款项；（5）验单付款， 发现所列货 物的品种 、

清单不符的款 项 ；（6） 验货付款，经查验货物与合同规定

或发货清单不符的款 项；（7）货款已经支付或计算有错误

的款 项 .不属上述情况的，付款人不得向银行提出拒绝付款

。 城乡集体所有制未经开户行批准承付的收取5%的罚款。 

三、委托收款 付款人为银行应在当日支付，为单位的应在收

到通知3日内，余额不足，通知被委托银行向收款人发出未付

款通知书，连同债务证明邮寄被委托行。拒绝付款都应在3日

内出具拒绝证明。 四、 银行卡 1. 银行卡的计息标准 贷记卡

透支按月计收复利，准贷记卡透支按月计收单利，透支利率 

为 万分之五 准贷记卡及借记卡（不含储值卡） 账户内的存款

计付利息， 对贷记卡账户的存款、 储值卡内的币值不计付利

息。 贷记卡持卡人非现金交易享有①免息还款期待遇：最长

为 60天。②最低还款额待遇： 【注意】第一、贷记卡持卡人

选择最低还款额方式或超过批准的信用额度用卡时，不再享

受免息还款期待遇。 第二、贷记卡持卡人支取现金、准贷记

卡透支，不享受免息还款期和最低还款额待遇。以上都从银

行记帐日起计息。 第三、贷记卡持卡人未偿还最低还款额和

超信用额度用卡的行为，应当收取5%的滞纳金和超限费。 2. 

银行卡的收费标准 （1）ATM跨行取款交易 固定代理行手续

费3元，固定银联网络服务费0.6元。 （2）POS跨行交易商户

结算手续费 收单业务商户结算手续费一般不低于1%，宾馆餐

饮娱乐旅游为2% ① 对宾馆、餐饮 、娱乐 、珠宝金饰 、工艺

美术品类 的商户， 发卡行的固定收益为交易金额的1.4%， 银

联网络服务费标准为交易金额 的0.2%. ② 对一般类型的商户



，发 卡行的固定收益为交易金额的 0.7%，银联网络服务费标

准为交易金额的0.1%. ③ 对于特殊行业或商户的优惠： A. 对

房地产 、汽 车销售类 商户 的优惠 分别不超过40元和5元 B. 对

航空售票、加油、超市等类型商户的优惠 按一般帐户50%收

取，即0.35%和0.05% C. 对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 发卡行和 银

联暂不参与收益分配。 3. 单位卡的资金一律从基本存款账户

转账存入，不得交存现 金，不得将销货收入的款项存入其账

户 .单 位卡的持 卡人不得用于10万元以上的商品交易、 劳务

供应款项的结 算， 并一律不得支取现金。 4. 银行卡的风险控

制指标 A. 同一持卡人单笔透支发生额个人卡不得超 过2 万元

（含等值 外币 ）、 单位卡不得超 过5 万元（含等值外 币）

。 B. 同一 账户月透支余额个人卡不得超过 5 万元（含等 值外

币 ）， 单位卡不得超 过发 卡银 行对该单位综合授信额度的

3%. 无综合授信额 度可参照的单位，其月透支余额不得超过

10万元（含等值外 币）。 C. 外币卡的透支额度不得超 过持

卡 人保 证金（含 储蓄存 单质 押金 额）的 80% . D. 从《 银行

卡业务管理办法》实施之日起新发生的 180天以上的月均透支

余额不得超过月均总透支余额 的15%.此外，准贷记卡的透支

期限最长为 60 天。 贷记卡的首月最低还款额不得低于其当月

透支余额 的10%. 五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制度 银行结算

账户是指银行为存款人开立的办理资金收付结算的人民币活

期存款账户 . 单位银行结算账户（ 1）基本存款账户（2）一

般存款账户（3）专用存款账户（4） 临时存款账户 和 个人银

行结算账户 管理原则1. 一个基本账户原则；2. 自主选择银行

开立银行结算账户原则；3. 银行结算账户信息保密原则； 4. 

守法原则 . 1、基本存款账户 -日常转账结 算和现金收付及工 



资、奖金和现金的支取（主办账户）。 下列存款人，可以申 

请开 立基本存款账户 ：（1）企业法人；（2）非法人企业 ；

（3）机关 、事业单位；（4）团级 （含）以上军队 、武警部

队及分散执勤的支（分） 队；（5）社会团 体；（6）民办 非

企 业组织；（7） 异地常设机构 ；（8）外国驻华机构 ；（9

） 个体工商户；（10）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区委员

会；（11）单位设立的独 立核算的附属 机构 ；（12）其他组

织 . 2.一般存款账户-借款和其他结算资金的收付，可办理现

金缴存，但不得办理现金支取。 3. 专用存款账户 不可以支取

现金的： A. 单位银行卡 B. 财政预算外资金 C.证券交易结算

资金D期货交易保证金E信托基金F收入汇缴帐户， 其他都可

以如 金融机构存放同业资金；政策性房地产开发资金，基建

，更新改造，社保，住房。 4. 临时存款账户 ①设立临时机构 

；② 异地临时经营活动 ；③ 注册验资 . 最长不超过两年。 5. 

异地存款账户上述四种都可以办理。 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

，基本存款账户和除注册验资外的临时存款帐户须经人民银

行当地分支行核准。 其他专用存款帐户，一般存款帐户开户

后5 个工作日内 向分支行备案，3个工作日内通知基本存款账

户开户行。 正式开立之日起3个工作日后方可使用除注册验

资转为基本账户或因借款开立的一般存款帐户。 单位转帐给

个人超过五万以及个人持出票人为单位的支票，银行汇票，

银行本票要求付款的，须提供依据。 储蓄帐户只办理现金存

取，不办理转帐结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