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5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 0.25%；最低收费HKD500

        余额 0.125%

        背对背信用证(有效期每六个月或以下)

        首5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 0.25%；最低收费HKD1,000

        余额 0.125%

        备用信用证及担保函 每月0.125%；最低收费HKD800

(2) 修改信用证
修改信用证修改信用证

修改信用证

        普通信用证、背对背信用证

        延长有效期超过六个月 与开证费率相同

        延长有效期六个月以内 HKD500

贸易融资服务收费贸易融资服务收费贸易融资服务收费贸易融资服务收费
生效日期﹕2019年8月1日

        普通信用证(有效期每六个月或以下)

甲甲甲甲﹑﹑﹑﹑入口押汇入口押汇入口押汇入口押汇

(1) 开立信用证
开立信用证开立信用证

开立信用证

        延长信用证 (费用按信用证或保函余额计算)

        延长有效期六个月以内 HKD500

        备用信用证及担保函 与开证费率相同

        增加信用证金额

        普通信用证、背对背信用证 与开证费率相同

        备用信用证及担保函 与开证费率相同

        其他条款

        普通信用证、背对背信用证 HKD500

        备用信用证及担保函 HKD500

(3) 差异费用
差异费用差异费用

差异费用 USD80或等值

(4) 远期
远期远期

远期/延期付款信用证项下之单据
延期付款信用证项下之单据延期付款信用证项下之单据

延期付款信用证项下之单据

每月0.0625%; 最低收费 HKD400

(5) 托收单
托收单托收单

托收单

       首5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 0.125%；最低收费 HKD400

       余额 0.0625%

(6) 担保提货
担保提货担保提货

担保提货

       签发手续费 HKD400

       超过3个月仍未收到正本货运单据
按发票金额 0.25%；最低收费HKD400

       以赎回担保书

(7) 信用证或托收单据长期未付款
信用证或托收单据长期未付款信用证或托收单据长期未付款

信用证或托收单据长期未付款/未承兑手续费
未承兑手续费未承兑手续费

未承兑手续费

       以收单日起每三个月HKD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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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融资服务收费贸易融资服务收费贸易融资服务收费贸易融资服务收费
生效日期﹕2019年8月1日

(1)审单费
审单费审单费

审单费 HKD400

(如单据超过一份运输文件，每份运输文件加

HKD400)
(2)托收单
托收单托收单

托收单

       首5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 0.125%；最低收费HKD400

       余额 0.0625%

(3)送本地同业议付之信用证项下单据
送本地同业议付之信用证项下单据送本地同业议付之信用证项下单据

送本地同业议付之信用证项下单据

      同业有追索权
同业有追索权同业有追索权

同业有追索权

       首5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 0.25%；最低收费HKD400

       余额 0.125%

       同业无追索权

       首5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 0.125%；最低收费HKD400

       余额 0.0625%

乙乙乙乙﹑﹑﹑﹑出口押汇出口押汇出口押汇出口押汇

       余额 0.0625%

(4)信用证转让手续费
信用证转让手续费信用证转让手续费

信用证转让手续费

   完全转让(有效期每六个月或以下) 划一收费  HKD600

      首5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 0.25%；最低收费HKD800

      余额 0.125%

      转让后之信用证修改

      增额或延长有效期超过六个月

      完全转让 划一收费HKD600

      部份转让

      首5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 0.25%；最低收费HKD800

      余额 0.125%

      其他条款 HKD500

(5)信用证
信用证信用证

信用证/修改通知书手续费
修改通知书手续费修改通知书手续费

修改通知书手续费

      通知/修改(本行作为第一或第二通知行 ) HKD350/400(非本行客户)

      信用证通知传真费

      本行客户 免费

      其他银行客户 HKD80

      取消信用证 HKD350

      转递开证行讯息予受益人 HKD350/400(非本行客户)

      部份转让当中涉及更改条款(有效期每六个月或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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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融资服务收费贸易融资服务收费贸易融资服务收费贸易融资服务收费
生效日期﹕2019年8月1日

      即期（从保兑日起计至信用证有效期 ) 每月 0.0625%；最低收费HKD500

      远期 (从保兑日起计至信用证有效期, 每月 0.0625%；最低收费HKD500

      另加汇票期限)

(7) 议付索汇手续费
议付索汇手续费议付索汇手续费

议付索汇手续费 HKD600

(8) 小额出口单据手续费
小额出口单据手续费小额出口单据手续费

小额出口单据手续费(金额少于或等于
金额少于或等于金额少于或等于

金额少于或等于US$1万
万万

万) HKD200

(9) 通知同业修改单据指示
通知同业修改单据指示通知同业修改单据指示

通知同业修改单据指示 HKD300

(10) 信用证或托收单据长期未收款
信用证或托收单据长期未收款信用证或托收单据长期未收款

信用证或托收单据长期未收款/未承兑手续费
未承兑手续费未承兑手续费

未承兑手续费

以寄单日起计每三个月HKD1000

(1) 保理业务
保理业务保理业务

保理业务

       贴现息率 面议

(6)信用证保兑手续费
信用证保兑手续费信用证保兑手续费

信用证保兑手续费 (如信用证由一些特别国家开出则须另议
如信用证由一些特别国家开出则须另议如信用证由一些特别国家开出则须另议

如信用证由一些特别国家开出则须另议)

乙乙乙乙﹑﹑﹑﹑出口押汇出口押汇出口押汇出口押汇(续续续续)

丙丙丙丙﹑﹑﹑﹑其他收费其他收费其他收费其他收费

       手续费 面议

(2) 无兑换手续费
无兑换手续费无兑换手续费

无兑换手续费/代汇水佣金
代汇水佣金代汇水佣金

代汇水佣金 外币单据以原币收取或清赎单款

       首5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 0.25%；最低收费HKD400

       余额
0.125%;

(如本地信用证收取对方客户时，全数收0.25%)

(3) 港币单据手续费
港币单据手续费港币单据手续费

港币单据手续费

       首5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 0.25%；最低收费HKD400

       余额
0.125%;

(如本地信用证收取对方客户时，全数收0.25%)

(4) 发票放款
发票放款发票放款

发票放款/发票贴现手续
发票贴现手续发票贴现手续

发票贴现手续(入口
入口入口

入口/出口
出口出口

出口)

       首5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 0.25%; 最低收费HKD400

       余额 0.125%.

(5) 打包放款
打包放款打包放款

打包放款/运费融资手续费
运费融资手续费运费融资手续费

运费融资手续费

       首5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 0.125%; 最低收费HKD400

       余额 0.0625%

(6)过期放款息率
过期放款息率过期放款息率

过期放款息率

放款息率+5%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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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融资服务收费贸易融资服务收费贸易融资服务收费贸易融资服务收费
生效日期﹕2019年8月1日

(7) 电报费
电报费电报费

电报费 (如内容冗长则按情况加收费用
如内容冗长则按情况加收费用如内容冗长则按情况加收费用

如内容冗长则按情况加收费用)

       查询/确认/简电开出信用证 HKD300

       以全电报开出信用证 最低收费HKD500

(8) 买方直接付款之信用证
买方直接付款之信用证买方直接付款之信用证

买方直接付款之信用证 / 托收单据手续费
托收单据手续费托收单据手续费

托收单据手续费 HKD400

       本地速递/挂号 HKD70

       空邮挂号 HKD100

       海外/境内速递 最低收费HKD350

备注:

1. 上述收费如以每月为计算单位，则不足一月亦当作一个月计算。

2. 本行有权随时修改此收费表内容，但会先向外宣布始作调整。

(9)邮费
邮费邮费

邮费

丙丙丙丙﹑﹑﹑﹑其他收费其他收费其他收费其他收费 (续续续续)

2. 本行有权随时修改此收费表内容，但会先向外宣布始作调整。

3. 收费未能尽录，客户如有任何其他问题，可随时向本行查询。

4. 一切代客支付之费用，包括海外银行之费用，本行可在客户户口内扣除。

5. 上述费用可用港元或以其他等值外币计收。

6. 邮费为标准收费，如收件地方偏远、文件过重或其他原因则按个别情况加收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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