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支票服務
支票服務支票服務

支票服務

退票(每張計)

              因存款不足 HKD150

              其他原因

提入票據技術性修改

未經安排透支或逾額透支

(臨時透支)
HKD150 + 透支息

止付支票 (每張)

代客保兌支票 (客/銀行) HKD200

光票托收 按光票金額之0.5%計收

(最低收費 HKD200 + 郵費 + 海

外銀行收費)

(2) 本票服務
本票服務本票服務

本票服務

甲甲甲甲、、、、存款服務存款服務存款服務存款服務

HKD150

HKD150

銀行一般服務收費銀行一般服務收費銀行一般服務收費銀行一般服務收費

生效日期: 2019年8月1日

HKD100

(2) 本票服務
本票服務本票服務

本票服務

發出本票 HKD50

取消本票

報失本票

300張現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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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戶手續費開戶手續費開戶手續費開戶手續費
(注一
注一注一

注一)

中國、香港註冊公司 HKD3,000

海外公司 HKD8,000

注一 : 於開戶後第 4個日曆月份開始於賬戶內扣除有關手續費 , 此收費僅適用於新客戶。

(3) 現金服務
現金服務現金服務

現金服務

交換所規定收費+HKD50

每次提/存款額0.25% (最低收費US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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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額0.5% (最低收費HKD150)

HKD50

(4) 賬戶服務
賬戶服務賬戶服務

賬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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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一般服務收費銀行一般服務收費銀行一般服務收費銀行一般服務收費

生效日期: 2019年8月1日

賬戶管理費賬戶管理費賬戶管理費賬戶管理費
(注二
注二注二

注二)

日均存款餘額低於港幣10,000(或

等值外幣) HKD250 (或等值外幣)

日均存款餘額高於或等於港幣

10,000 但低於港幣500,000 (或等

值外幣)
HKD100 (或等值外幣)

日均存款餘額高於或等於港幣

500,000 (或等值外幣)
免收

適用於所有企業客戶及按日均餘額基準計算, 按月收取。"日均餘額"是指企業客戶在向前推算

一個日曆月份於我行持有的所有存款賬戶餘額合併後的平均每日結餘。

甲甲甲甲、、、、存款服務存款服務存款服務存款服務 (續續續續)

注二 :

賬戶維護費賬戶維護費賬戶維護費賬戶維護費

變更公司資料的查冊費 HKD300

結束賬戶手續費結束賬戶手續費結束賬戶手續費結束賬戶手續費

於開戶後三個月內結束賬戶 每戶HKD500

(5) 櫃枱服務
櫃枱服務櫃枱服務

櫃枱服務

影印月結單影印月結單影印月結單影印月結單

賬戶歷史紀錄 (每賬戶計) HKD50

另加:

一年內資料* HKD250

二年內資料* HKD750

三年內資料* HKD1,000

三年以上資料(最多七年) 每年加收HKD1,000

*指該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Limited

Incorporat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limited liability
第2頁/ 共4頁



銀行一般服務收費銀行一般服務收費銀行一般服務收費銀行一般服務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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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紀錄(每頁計)
一年內* HKD50
二年內* HKD100
三年內* HKD150
三年至五年 HKD200
五年以上(最多七年) HKD350

證明函證明函證明函證明函

代客發出餘額證明信

賬戶印鑒證明

客戶資訊證明

甲甲甲甲、、、、存款服務存款服務存款服務存款服務 (續續續續)

影印其他資料影印其他資料影印其他資料影印其他資料(如傳票如傳票如傳票如傳票、、、、已兌現支票已兌現支票已兌現支票已兌現支票、、、、各類通知書等各類通知書等各類通知書等各類通知書等)

首份HKD200，其後每個正本HKD80

首份HKD400，其後每個正本HKD100

乙乙乙乙、、、、匯款服務匯款服務匯款服務匯款服務

首份HKD200，其後每個正本HKD80

*指該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

電匯電匯電匯電匯/本地電子付款本地電子付款本地電子付款本地電子付款 (CHATS)

在櫃檯遞交申請 HKD200

經網上銀行遞交申請 HKD100

另加(如需要)

額外電報費 HKD100

匯款指示含中文字碼 HKD100

本行客戶 免收

境內農業銀行客戶 免收

修改電文 HKD200

查詢電文 HKD200

取消匯款 HKD200

(3) 其他收費
其他收費其他收費

其他收費

(2) 匯入匯款
匯入匯款匯入匯款

匯入匯款

(1) 匯出匯款
匯出匯款匯出匯款

匯出匯款

乙乙乙乙、、、、匯款服務匯款服務匯款服務匯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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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網上銀行服務
網上銀行服務網上銀行服務

網上銀行服務

保安編碼器保安編碼器保安編碼器保安編碼器(K寶寶寶寶)

首次申請 免收

補領/重領/遺失

密碼証書密碼証書密碼証書密碼証書

首次申請 免收

補領/重領/遺失

(2) 核數證明核數證明核數證明核數證明

核數證明 (詢証函) HKD400

(3) 郵費郵費郵費郵費

掛號掛號掛號掛號

本地 HKD70

空郵 HKD100

HKD50 + 速遞費

丙丙丙丙、、、、其他銀行服務其他銀行服務其他銀行服務其他銀行服務

HKD50  + 速遞費

空郵 HKD100

速遞速遞速遞速遞

本地 HKD70

境內 HKD250

海外 HKD250

每戶每年HKD1,500  + 郵費

註: 上述所有費用可用港元或以其他等值外幣計收

(4) 特別郵遞指示特別郵遞指示特別郵遞指示特別郵遞指示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Limited

Incorporat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limited liability
第4頁/ 共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