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5萬美元或其他等值貨幣 0.25%；最低收費HKD500

        餘額 0.125%

        背對背信用証(有效期每六個月或以下)

        首5萬美元或其他等值貨幣 0.25%；最低收費HKD1,000

        餘額 0.125%

        備用信用証及擔保函 每月0.125%；最低收費HKD800

(2) 修改信用証
修改信用証修改信用証

修改信用証

        普通信用証、背對背信用証

        延長有效期超過六個月

與開証費率相同

        延長有效期六個月以內 HKD500

貿易融資服務收費貿易融資服務收費貿易融資服務收費貿易融資服務收費
生效日期﹕2019年8月1日

        普通信用証(有效期每六個月或以下)

甲甲甲甲﹑﹑﹑﹑入口押匯入口押匯入口押匯入口押匯

(1) 開立信用証
開立信用証開立信用証

開立信用証

        延長信用証 (費用按信用証或保函餘額計算)

        延長有效期六個月以內 HKD500

        備用信用証及擔保函

與開証費率相同

        增加信用証金額

        普通信用証、背對背信用証

與開証費率相同

        備用信用証及擔保函

與開証費率相同

        其他條款

        普通信用証、背對背信用証 HKD500

        備用信用証及擔保函 HKD500

(3) 差異費用
差異費用差異費用

差異費用 USD80或等值

(4) 遠期
遠期遠期

遠期/延期付款信用証項下之單據
延期付款信用証項下之單據延期付款信用証項下之單據

延期付款信用証項下之單據

每月0.0625%; 最低收費 HKD400

(5) 託收單
託收單託收單

託收單

       首5萬美元或其他等值貨幣 0.125%；最低收費 HKD400

       餘額 0.0625%

(6) 擔保提貨
擔保提貨擔保提貨

擔保提貨

       簽發手續費 HKD400

       超過3個月仍未收到正本貨運單據

按發票金額 0.25%；最低收費HKD400

       以贖回擔保書

(7) 信用證或託收單據長期未付款
信用證或託收單據長期未付款信用證或託收單據長期未付款

信用證或託收單據長期未付款/未承兌手續費
未承兌手續費未承兌手續費

未承兌手續費

       以收單日起每三個月HKD1000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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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融資服務收費貿易融資服務收費貿易融資服務收費貿易融資服務收費
生效日期﹕2019年8月1日

(1)審單費
審單費審單費

審單費 HKD400

(如單據超過一份運輸文件，每份運輸文件加

HKD400)
(2)託收單
託收單託收單

託收單

       首5萬美元或其他等值貨幣 0.125%；最低收費HKD400

       餘額 0.0625%

(3)送本地同業議付之信用証項下單據
送本地同業議付之信用証項下單據送本地同業議付之信用証項下單據

送本地同業議付之信用証項下單據

      同業有追索權
同業有追索權同業有追索權

同業有追索權

       首5萬美元或其他等值貨幣 0.25%；最低收費HKD400

       餘額 0.125%

       同業無追索權

       首5萬美元或其他等值貨幣 0.125%；最低收費HKD400

       餘額 0.0625%

乙乙乙乙﹑﹑﹑﹑出口押匯出口押匯出口押匯出口押匯

       餘額 0.0625%

(4)信用証轉讓手續費
信用証轉讓手續費信用証轉讓手續費

信用証轉讓手續費

   完全轉讓(有效期每六個月或以下)

劃一收費  HKD600

      首5萬美元或其他等值貨幣 0.25%；最低收費HKD800

      餘額 0.125%

      轉讓後之信用証修改

      增額或延長有效期超過六個月

      完全轉讓 劃一收費HKD600

      部份轉讓

      首5萬美元或其他等值貨幣 0.25%；最低收費HKD800

      餘額 0.125%

      其他條款 HKD500

(5)信用証
信用証信用証

信用証/修改通知書手續費
修改通知書手續費修改通知書手續費

修改通知書手續費

      通知/修改(本行作為第一或第二通知行 ) HKD350/400(非本行客戶)

      信用証通知傳真費

      本行客戶

免費

      其他銀行客戶 HKD80

      取消信用証 HKD350

      轉遞開証行訊息予受益人 HKD350/400(非本行客戶)

      部份轉讓當中涉及更改條款(有效期每六個月或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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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融資服務收費貿易融資服務收費貿易融資服務收費貿易融資服務收費
生效日期﹕2019年8月1日

      即期（從保兌日起計至信用証有效期 ) 每月 0.0625%；最低收費HKD500

      遠期 (從保兌日起計至信用証有效期, 每月 0.0625%；最低收費HKD500

      另加匯票期限)

(7) 議付索匯手續費
議付索匯手續費議付索匯手續費

議付索匯手續費 HKD600

(8) 小額出口單據手續費
小額出口單據手續費小額出口單據手續費

小額出口單據手續費(金額少於或等於
金額少於或等於金額少於或等於

金額少於或等於US$1萬
萬萬

萬) HKD200

(9) 通知同業修改單據指示
通知同業修改單據指示通知同業修改單據指示

通知同業修改單據指示 HKD300

(10) 信用證或託收單據長期未收款
信用證或託收單據長期未收款信用證或託收單據長期未收款

信用證或託收單據長期未收款/未承兌手續費
未承兌手續費未承兌手續費

未承兌手續費

以寄單日起計每三個月HKD1000

(1) 保理業務
保理業務保理業務

保理業務

       貼現息率

面議

(6)信用証保兌手續費
信用証保兌手續費信用証保兌手續費

信用証保兌手續費 (如信用証由一些特別國家
如信用証由一些特別國家如信用証由一些特別國家

如信用証由一些特別國家開出則須另議

開出則須另議開出則須另議

開出則須另議)

乙乙乙乙﹑﹑﹑﹑出口押匯出口押匯出口押匯出口押匯(續續續續)

丙丙丙丙﹑﹑﹑﹑其他收費其他收費其他收費其他收費

       手續費

面議

(2) 無兌換手續費
無兌換手續費無兌換手續費

無兌換手續費/代匯水佣金
代匯水佣金代匯水佣金

代匯水佣金 外幣單據以原幣收取或清贖單款

       首5萬美元或其他等值貨幣 0.25%；最低收費HKD400

       餘額

0.125%;

(如本地信用證收取對方客戶時，全數收0.25%)

(3) 港幣單據手續費
港幣單據手續費港幣單據手續費

港幣單據手續費

       首5萬美元或其他等值貨幣 0.25%；最低收費HKD400

       餘額

0.125%;

(如本地信用證收取對方客戶時，全數收0.25%)

(4) 發票放款
發票放款發票放款

發票放款/發票貼現手續
發票貼現手續發票貼現手續

發票貼現手續(入口
入口入口

入口/出口
出口出口

出口)

       首5萬美元或其他等值貨幣 0.25%; 最低收費HKD400

       餘額 0.125%.

(5) 打包放款
打包放款打包放款

打包放款/運費融資手續費
運費融資手續費運費融資手續費

運費融資手續費

       首5萬美元或其他等值貨幣 0.125%; 最低收費HKD400

       餘額 0.0625%

(6)過期放款息率
過期放款息率過期放款息率

過期放款息率

放款息率+5%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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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融資服務收費貿易融資服務收費貿易融資服務收費貿易融資服務收費
生效日期﹕2019年8月1日

(7) 電報費
電報費電報費

電報費 (如內容冗長則按情況加收費用
如內容冗長則按情況加收費用如內容冗長則按情況加收費用

如內容冗長則按情況加收費用)

       查詢/確認/簡電開出信用証 HKD300

       以全電報開出信用証 最低收費HKD500

(8) 買方直接付款之信用証
買方直接付款之信用証買方直接付款之信用証

買方直接付款之信用証 / 託收單據手續費
託收單據手續費託收單據手續費

託收單據手續費 HKD400

       本地速遞/掛號 HKD70

       空郵掛號 HKD100

       海外/境內速遞 最低收費HKD350

備註:

1. 上述收費如以每月為計算單位，則不足一月亦當作一個月計算。

2. 本行有權隨時修改此收費表內容，但會先向外宣佈始作調整。

(9)郵費
郵費郵費

郵費

丙丙丙丙﹑﹑﹑﹑其他收費其他收費其他收費其他收費 (續續續續)

2. 本行有權隨時修改此收費表內容，但會先向外宣佈始作調整。

3. 收費未能盡錄，客戶如有任何其他問題，可隨時向本行查詢。

4. 一切代客支付之費用，包括海外銀行之費用，本行可在客戶戶口內扣除。

5. 上述費用可用港元或以其他等值外幣計收。

6. 郵費為標準收費，如收件地方偏遠、文件過重或其他原因則按個別情況加收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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