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行 支付产品种类 如何办理 限额 支持卡种

中国银行 专业版密码器

您需要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亲临中国
银行网点办理注册开通手续。网银开通
时需使用一张长城电子借记卡，您可携
带已有的借记卡，也可选择到柜台申请
新的借记卡并开通新版网上银行。

借记卡单笔限额50000元，日累计限额
100000元，信用卡单笔300元，当日累计支
付限额5000元。

借记卡/信用卡

动态口令卡用户，借记卡单笔限额1000元，
每日限额3000元。

动态口令卡用户，准贷记卡单笔限额1000
元，每日限额3000元。

移动证书无限额

U盾客户：信用卡单笔限额：1000元与信用
卡本身限额孰低。每日限额：信用卡本身透
支限额。

借记卡：单笔限额：100万元。每日限额：
100万元。

柜面注册存量静态密码客户：总累计限额：
信用卡300元与信用卡本身限额孰低。借记
卡：300元。

电子银行口令卡客户：

已开通手机短信认证：信用卡：单笔限额：
1000元与信用卡本身限额孰低。每日限额：
5000元与信用卡本身限额孰低。

借记卡：单笔限额：2000元。每日限额：
5000元。

未开通手机短信认证：信用卡：单笔限额
500元与信用卡本身限额孰低。每日限额：
1000元与信用卡本身限额孰低。

借记卡：单笔限额500元。每日限额：1000
元

农行
注册客户（动态口令
卡、移动证书）

注册客户需持证件和银行卡去柜台办理 借记卡�/准贷记卡

各银行支付限额总表

工行
柜面注册存量静态密
码/电子银行口令卡
/U盾/E卡

电子银行口令卡可以携带有效证件和注
册过网上银行的银行卡到工行营业网点
免费领取,请在领取时向工作人员说明
开通“电子商务”功能；U盾也需要到
柜台去开通

信用卡/借记卡

元。

动态口令卡用户准贷记卡与借记卡单笔限额
5000元,日累计5000元；

网银盾用户准贷记卡与借记卡单笔限额5000
元,日累计5000元；

信用卡不分签约非签约客户笔和单日累计的
最高支付金额均为500元；

手机注册版：信用卡单笔和每日限额：5000
元与信用卡本身限额孰低。借记卡和准贷记
卡单笔和每日限额是5000元。

证书认证版：信用卡单笔和每日限额1万元与
信用卡本身限额孰低。借记卡和准贷记卡单
笔和每日限额是5万元。

招行 专业版/大众版
大众版可通过柜台，电话银行和网上注
册任何一种方式开通；专业版，需持身
份证件及银行卡去招行柜台开通

信用卡单笔限额599.99元,单日额度由信用卡
额度决定；大众版借记卡单笔和单日限额
5000,专业版借记卡无限额

信用卡/借记卡

深发
动态口令刮刮卡用户/
动态口令编码器用户/
数字证书用户

发展卡用户通过深发网站直接申请／口
令卡和编码器和数字证书都需要拿身份
证和银行卡到银行柜台申请开通

动态口令刮刮卡日累计限额5000元，动态口
令刮刮卡使用次数为28次，使用完后需到银
行柜台续卡；编码器和数字证书无限额方面
的限制

借记卡

借记卡/活期一本通/准贷记卡动态密码版客
户单笔和每日限额200000元.数字证书版(签
约客户)自行设置。

交行
手机注册版（大众
版）/证书认证版（专
业版）

需要持身份证件及银行卡去交行柜台开
通网上支付功能，成为交行手机注册版
用户或者证书认证版用户,开通后需要
进行激活，交行信用卡开通网上银行只
需要带身份证和银行卡去银行办理网银
业务后自行在网银中开通支付功能即
可，不需要挂靠在借记卡或者准贷记卡
下。

借记卡/准贷记卡/信用卡

建行
动态口令卡用户/网银
盾用户

需要拿身份证和龙卡去建行柜台签约开
通

准贷记卡/借记卡/信用卡



信用卡业务网上支付限额由浦发银行信用卡
中心根据风险管理的需要集中管理，每个客
户或商户可能有所不同，相关详情请致电浦
发银行信用卡中心客服热线——800-820-
8788或021-38784988

信用卡：通用版：单笔限额500元，日累计
限额1500元。证书版：单笔无限额，日累计
限额2000元。

借记卡：通用版：单笔不超过500元，每日
累计不超过1500元。证书版：单笔不超过
500元，若不设定支付限额，当日累计不限
制
证书客户无限额；非证书客户有1000和
5000两种限额，由客户在开通网上购物功能
时自行选择；e卡限额日累计5000元

信用卡：单笔限额500元，账期内限额5000
元。

浏览器证书：�网上支付最高限额�单笔
5000，日累计5000元

U宝：网上支付最高限额�单笔2万，日累计
10万元

邮政网汇e汇款

支付宝普通账户/已开
通短信提醒的支付宝
账户/已安装数字证书
的支付宝账户

到邮政汇兑联网网点办理网上支付邮政
网汇e汇款，并自行设定汇款密码

单张汇票收据的限额最高是5000元,邮政网汇
e充值有次数上的限制，普通账户1次/日；已
开通短信提醒的账户3次/日；已安装数字证
书的账户不限次数

不需要邮政账户也可以

借记卡文件证书用户单笔限额1000.00元，
日限额5000.00元；移动证书用户单笔和每
日限额为100万。

信用卡用户单笔限额500元，每月累计不超
过3000元

浦发B2B
浦发公司账户（需开 使用支付宝企业网银付款通道进行支

客户自行设定 浦发企业账户

中信 加强版（证书版）

如果您欲到中信网点申请成为网银证书
用户，请您携带有效证件及中信银行
卡，您可以选择同时开通该卡的网上支
付功能。中信网银证书用户，可以登录
中信个人网上银行进行网上支付设置，
即开通和进行限额设置。

信用卡/借记卡

民生
贵宾版(签约客户)/大
众版(非签约客户)

大众版可以直接网站开通；贵宾版需持
身份证和和银行卡去银行柜台办理

借记卡

广发 通用版/证书版
通用版银行网站在线签约，证书版各网
点办理，增加数字证书和KEY盾

信用卡/借记卡

兴业
证书客户/非证书客户
/兴业e卡

非证书客户可直接网上注册开通；兴业
e卡可直接网上申请，如本身无兴业银
行卡申请的，还需要到柜台去进行确
认；证书客户需持身份证和银行卡到柜
台开通，开通后需下载证书和进行激活

借记卡/信用卡

浦发
数字证书版/动态密码
版/信用卡

持身份证件及银行卡或存折去银行柜台
开通

信用卡/借记卡

浦发B2B
浦发公司账户（需开
通浦发企业网银）

使用支付 网银付款通道进行支
付，必须先要开通浦发企业网银。

客户自行设定 浦发企业账户

网银专业版支付：

手机动态密码：信用卡每日限额300元、借
记卡每日限额5000元、活动一本通每日限额
5000元。

阳光网盾证书：信用卡每日限额300元、借
记卡每日限额50万、活动一本通每日限额50
万元。

令牌动态密码：信用卡每日限额300元、借
记卡每日限额50万、活动一本通每日限额50
万元。

银行卡直接支付：

手机动态密码：信用卡每日限额300元、借
记卡每日限额5000元、活动一本通每日限额
5000元。

令牌动态密码：信用卡每日限额300元、借
记卡每日限额50万、活动一本通每日限额50
万元。

杭州银行 专业版/大众版

请携带您的有效身份证件和银行卡，到
杭州银行各营业网点填写《杭州银行网
上银行个人客户注册申请表》开通大众
版或专业版。专业版开通后，还需申请
并下载数字证书。

借记卡：大众版单笔限额300元。每日限额
300元。专业版单笔/每日无限额。贷记卡：
大众版：单笔500元。每日限额500元。专业
版：单笔限额500元。每日限额500元。

借记卡/准贷记卡

�信用卡：

大众版：单笔支付额度500元，日累计支付
额度：1000元

专业版文件证件：单笔支付额度：1000元，
日累计支付额度：2000元

大众版/专业版文件
�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以及任意一

光大

银行卡直接支付/网银
专业版支付(分为动态
密码、阳光网盾证书
、令牌动态密码三种
安全验证方式�）

对于个人网上银行专业版客户，可以通
过网银专业版开通银行卡直接支付和网
银专业版支付；对于其他客户，可以通
过柜台开通银行卡直接支付方式，或者
在开通个人网上银行专业版之后在网银
进行签约。

信用卡/借记卡/活期一本通



专业版usbkey证书：单笔支付额度：1000
元，日累计支付额度：5000元

借记卡：

专业版文件证件：单笔支付额度：1000元，
日累计支付额度：2000元

专业版usbkey证书：单笔支付额度：50,000
元，日累计支付额度：50,000元

�快速通道 �借记卡：

动态密码令牌 快速通道300元单笔/每日

短信动态密码
动态密码令牌、短信动态密码50000元单笔/
每日

USB—KEY移动证书 USB—KEY移动证书：无限额

�个人手机认证 借记卡：

个人证书认证
个人手机认证：单笔限额1000元，每日限额
5000元

个人证书认证：单笔限额20万，每日限额：
100万

短信认证版 �借记卡：

专业版
短信认证版：单笔限额1000元，每日限额：
5000元

专业版（证书认证）：单笔限额（客户自行
设定），每日限额（客户自行设定）。

�平安银行 �网银高级用户 �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40066-99999
�借记卡：单笔支付额度和日累计支付额度都
是50,000

�借记卡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个人网上银行客户根
据其认证方式不同分为证书认证客户和
手机验证码认证客户。客户在营业网点
申请注册网上银行业务时，可根据需要
选择是否申领客户证书，不申领客户证
书的即成为手机认证客户。

�借记卡

富滇银行

�开通网上银行请在营业网点签约办理
开通网上银行个人证书认证版或短信认
证版；已开通网上银行的用户，请登录
网上银行（www.fudian-bank.com）
自助签约开通网上支付功能并设置支付
限额。富滇银行客户服务电话：0871-

�借记卡

�上海银行
�大众版/专业版文件
证件/专业版usbkey
证书

张在上海银行开立的借记卡或存折至指
定营业网点，即可开通个人网上银行专
业版。

�信用卡/借记卡

�宁波银行
�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96528、962528
（上海地区）直接申请或带身份证和银
行卡去银行柜台办理

�借记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