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支票服务
支票服务支票服务

支票服务

退票(每张计)

              因存款不足 HKD150

              其他原因

提入票据技术性修改

未经安排透支或逾额透支

(临时透支)
HKD150 + 透支息

止付支票 (每张)

代客保兑支票 (客/银行) HKD200

光票托收

(2) 本票服务
本票服务本票服务

本票服务

按光票金额之0.5%计收

(最低收费 HKD200 + 邮费 + 海外银行收费)

银行一般服务收费银行一般服务收费银行一般服务收费银行一般服务收费

生效日期: 2019年8月1日

甲甲甲甲、、、、存款服务存款服务存款服务存款服务

HKD150

HKD150

HKD100

(2) 本票服务
本票服务本票服务

本票服务

发出本票 HKD50

取消本票 HKD50

报失本票

300张现钞以上

美元提款

美元提款美元提款

美元提款/存款
存款存款

存款

每次提/存款

开户手续费开户手续费开户手续费开户手续费(注一注一注一注一)

中国、香港注册公司 HKD3,000

海外公司 HKD8,000

注一 : 于开户后第 4个日历月份开始于账户内扣除有关手续费 , 此收费仅适用于新客户。

交换所规定收费+HKD50

(3) 现金服务
现金服务现金服务

现金服务

港元提款

港元提款港元提款

港元提款/存款
存款存款

存款

每次提/存款额0.5% (最低收费HKD150)

每次提/存款额0.25% (最低收费USD10)

(4) 账户服务
账户服务账户服务

账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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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一般服务收费银行一般服务收费银行一般服务收费银行一般服务收费

生效日期: 2019年8月1日

账户管理费账户管理费账户管理费账户管理费(注二注二注二注二)

日均存款余额低于港币10,000(或

等值外币) HKD250 (或等值外币)

日均存款余额高于或等于港币

10,000 但低于港币500,000 (或等

值外币)
HKD100 (或等值外币)

日均存款余额高于或等于港币

500,000 (或等值外币)
免收

适用于所有企业客户及按日均余额基准计算 , 按月收取。 "日均余额 "是指企业客户在向前推

算一个日历月份于我行持有的所有存款账户余额合并后的平均每日结余。

甲甲甲甲、、、、存款服务存款服务存款服务存款服务 (续续续续)

注二 :

账户维护费账户维护费账户维护费账户维护费

变更公司资料的查册费 HKD300

结束账户手续费结束账户手续费结束账户手续费结束账户手续费

于开户后三个月内结束账户 每户HKD500

(5) 柜枱服务柜枱服务柜枱服务柜枱服务

影印月结单影印月结单影印月结单影印月结单

账户历史纪录 (每账户计) HKD50

另加:

一年内资料* HKD250

二年内资料* HKD750

三年内资料* HKD1,000

三年以上资料(最多七年) 每年加收HKD1,000

*指该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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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一般服务收费银行一般服务收费银行一般服务收费银行一般服务收费

生效日期: 2019年8月1日

历史纪录(每页计)
一年内* HKD50
二年内* HKD100
三年内* HKD150
三年至五年 HKD200
五年以上(最多七年) HKD350

证明函证明函证明函证明函

代客发出余额证明信

账户印鉴证明

客户资訊证明 首份HKD400，其后每个正本HKD100

甲甲甲甲、、、、存款服务存款服务存款服务存款服务 (续续续续)

影印其他数据影印其他数据影印其他数据影印其他数据(如传票如传票如传票如传票、、、、已兑现支票已兑现支票已兑现支票已兑现支票、、、、各类通知书等各类通知书等各类通知书等各类通知书等)

*指该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

首份HKD200，其后每个正本HKD80

乙乙乙乙、、、、汇款服务汇款服务汇款服务汇款服务

首份HKD200，其后每个正本HKD80

电汇电汇电汇电汇/本地电子付款本地电子付款本地电子付款本地电子付款 (CHATS)

在柜台递交申请 HKD200

经网上银行递交申请 HKD100

另加(如需要)

额外电报费 HKD100

汇款指示含中文字码 HKD100

本行客户 免收

境内农业银行客户 免收

修改电文 HKD200

查询电文 HKD200

取消汇款 HKD200

(2) 汇入汇款
汇入汇款汇入汇款

汇入汇款

(3) 其他收费
其他收费其他收费

其他收费

乙乙乙乙、、、、汇款服务汇款服务汇款服务汇款服务

(1) 汇出汇款
汇出汇款汇出汇款

汇出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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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一般服务收费银行一般服务收费银行一般服务收费银行一般服务收费

生效日期: 2019年8月1日

(1) 网上银行服务
网上银行服务网上银行服务

网上银行服务

保安编码器保安编码器保安编码器保安编码器(K宝宝宝宝)

首次申请 免收

补领/重领/遗失

密码证书密码证书密码证书密码证书

首次申请 免收

补领/重领/遗失

(2) 核数证明核数证明核数证明核数证明

核数证明 (询证函) HKD400

(3) 邮费邮费邮费邮费

挂号挂号挂号挂号

本地 HKD70

空邮 HKD100

丙丙丙丙、、、、其他银行服务其他银行服务其他银行服务其他银行服务

HKD50  + 速递费

HKD50 + 速递费

空邮 HKD100

速递速递速递速递

本地 HKD70

境内 HKD250

海外 HKD250

每户每年HKD1,500  + 邮费

(4) 特别邮递指示特别邮递指示特别邮递指示特别邮递指示

注: 上述所有费用可用港元或以其他等值外币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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