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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存款款收收費費：：  進進口口收收費費：： 
開立帳戶(開戶文件審查手續費)： 

-自然人:HKD1,000 

-法人: (1)台灣/香港註冊公司:HKD1,000 

        (2)其他地區註冊公司:HKD5,000 

商業登記／公司註冊查冊：HKD150 

以 DHL 郵寄：- 香港地區：HKD50 

- 台灣地區：HKD120 

- 其他地區：HKD140 

以掛號郵寄：HKD30 

退票：  - 因戶口存款不足 HKD150 

- 因其他理由退票 HKD50 

逾額透支：HKD100+餘額透支款項另按基本放款利率+2％計收透支息 

止付支票(每張)：HKD100 

印刷支票工本費(每本)：HKD50 (如月平均餘額超過 HKD200,000 優待免費) 

代客保兌支票：HKD200 

同業要求保付本行支票：HKD200 

簽發本票： - 本地付款（香港)：HKD80 

報失本票：HKD50 另加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通告費 HKD300 

現鈔存提服務：按當日現鈔累計數計算 

- 港幣現鈔存入或提領超過 HKD100,000：收 0.1% 

- 美金現鈔存入或提領超過 USD2,500：收 0.5% 

- 人民幣現鈔存入或提領超過 CNY50,000：收 0.2% 

(提領現鈔超過等值 HKD100,000 請向本行預約) 

會計師樓交來要求加簽證明帳戶餘額（函証）：HKD250 

覆律師樓要求普查客戶資料：HKD250 

設立直接付款授權：每筆 HKD50 

更換簽章印鑑：每次 HKD200 

轉入不動戶手續費：HKD100 

不動戶：不動戶恢復往來 HKD1,000 

不動戶帳戶維護費:每半年/HKD100 

每月初寄發上月份月結單：免費 

重印對帳單/水單/收據：   -申請日起一年以內 每份:HKD100 

(不含郵寄費用)           -申請日起二年以內 每份:HKD300 

-申請日起三年以內 每份:HKD450 

-申請日起四年以內 每份:HKD550 

                        -申請日起五年以內 每份:HKD650 

-申請日起六年以內 每份:HKD750 

-申請日起七年以內 每份:HKD850 

(以上不足一年以一年計算，不受理超過七年資料申請) 

開立銀行證明： - 資 信  證 明 HKD250 

- 戶口餘額證明 HKD150 

- 開 戶  證 明 HKD150 

補發存摺：HKD50 

於開戶口三個月內結清戶口：HKD200 

往來戶口結清作廢未使用支票簿 (每本)：HKD50 

*備註：本行自 2020 年 7 月起郵寄實體對帳單，每半年收取 HKD20 

(A) 開發信用狀 (即期及遠期)：(每件最低收費 HKD400) 

 依開狀金額分三段按以下費率計算合計收取，以六個月為一期，不足六個月以一期 

 計收：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USD50,000(含) 以下   USD50,000 - USD500,000(含)   USD500,000 以上 

 收 1/4% (0.25%)       收 1/8% (0.125%)              收 1/16% (0.0625%) 

(B) 背對背信用狀：比照上述(A)項，但每件最低收費 HKD600 

(C) 轉讓信用狀：分(1)全部轉讓及(2)部份轉讓 

(1)  全部轉讓：  

 i) 第二受益人如在香港者，每件收費 HKD400 

 ii) 第二受益人如在香港以外地區者，每件收費 HKD450 

   (2 ) 部份轉讓：依轉讓金額分三段按以下費率計算合計收取：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USD50,000(含) 以下   USD50,000 - USD500,000(含)   USD500,000 以上 

  收 1/4% (0.25%)       收 1/8% (0.125%)              收 1/16% (0.0625%) 

  - 第二受益人如在香港者，每件最低收費 HKD550 

  - 第二受益人如在香港以外地區者，每件最低收費 HKD600 

(D) 開發保證函 / 備付信用狀：依開發金額計費收 1/8% (0.125%) ，以一個月為一期，  

    不足一個月以一期計收。 每件最低收費 HKD500 

(E) 信用狀超額手續費： 超額部分依上述(A)項之計費收，最低收費 HKD300 

(F) 修改信用狀： 

依上述 (A) 及 (B) 項之修改： 

i) 展延信用狀有效期： 

a) 如再展延之有效期仍在原六個月之期限內，每件收費 HKD350 

b) 如再展延之有效期超逾原六個月之期限，則按修改當時信用狀餘額比照上述  

(A)項之計費收 

ii) 增加金額時：亦比照上述(A)項之計費收 

iii) 修改其他內容時：(不含展延有效期及增加金額)，每件收費 HKD350 

依上述 (C) (1) 項之修改：每件收費 HKD350 

依上述 (C) (2) 項之修改： 

i) 增加金額時，比照上述 (C)(2)項之計費收 

ii) 修改其他內容時 (不含增加金額)，每件收費 HKD350 

依上述 (D) 項之修改： 

i) 展期及增加金額，比照上述 (D)項之計費收 

ii) 修改其他內容時 (不含展延有效期及增加金額)，每件收費 HKD350 

(G) 進口託收(含 OA)：依進口託收(或 OA)金額分三段按以下費率計算合計收取：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USD50,000(含) 以下   USD50,000 - USD500,000(含)  USD500,000 以上 

收 1/8% (0.125%)      收 1/16% (0.0625%)           收 1/32% (0.03125%) 

每件最低收費 HKD300 

(H) 擔保提貨：每件收費 HKD300 

(如本行未能於三個月內收到押匯單據，將正本提單送船公司或其代理換回本行之 

擔保書時，須依擔保提貨之金額，比照上述 (A) 項之三段計費方式收費，最低收 

費每件 HKD300) 

(I) 承兌手續費： 

遠期信用狀須收本項費用，依到單金額之 1/12% (0.08333%) 按月計收，不足一個月 

者，以一個月計收，最低每件收費 HKD300 

(J) 無兌換手續費： 

任何幣別(港幣另看下述(K)項)，凡以原幣支付者，均依支付金額，比照上述(A)項之 

三段計費方式收費，每件最低收費 HKD300 

(K) 港幣單據手續費： 

比照上述(A)項之三段計費方式收費，每件最低收費 HKD300 

(L) 單據付款手續費： 每件收費 USD40 (本地) / USD50 (海外) 

(M) 單據瑕疵費： 每件收費 USD60 

郵電費：依國家／地區別計收 

光光票票託託收收：： 

外埠支票託收（每張）：HKD200 

香港地區支票（僅限華銀聯行客戶）(每張)：HKD100 

退票（每張）：HKD200 

匯匯出出匯匯款款：：  

電匯入華銀聯行／其他銀行：HKD100(手續費) + HKD150 (郵電費) 

電匯之取消／退匯／電報諮詢／修改：HKD150 

轉匯業務手續費:HKD100 

匯匯入入匯匯款款：： 

華銀聯行匯入 (每件)：HKD50 

他行匯入（包括使用交換所自動轉帳系統入帳）(每件)：HKD65 

華銀聯行網銀匯入 (每件)：HKD50 

傳真匯款電文／水單 (每張)：HKD30 

出口收費： 

信用狀或修改通知：- 本行戶口持有人：每件收費 HKD300  

- 非本行客戶    ：每件收費 HKD350 

信用狀或修改掛失：每件收費 HKD300 

出口押匯手續費： 

(1)  審單費：每件收費 HKD250 

(2)  小額押匯手續費：押匯金額等值少於 USD10,000，每件收費 HKD200 

(3)  無兌換手續費**：任何幣別，凡以原幣支付者，依押匯金額，分三段按 

以下費率計算合計收取，最低收費每件 HKD300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USD50,000(含) 以下   USD50,000 - USD500,000(含)  USD500,000 以上 

收 1/4% (0.25%)       收 1/8% (0.125%)             收 1/16% (0.0625%) 

**押匯金額兌換成其他幣別(非原幣)入帳，已作兌換部份則免收此項手續費 

出口押匯利息： 

即期信用狀：按本行掛牌各幣別之適用利率 X 10/360 天計收； 

惟港元及英鎊則依 365 天為基數計算*** 

遠期信用狀：按本行掛牌各幣別之適用利率 X (貼現天數+10) / 360 天 

或 X 實際天數/360 天計收；惟港元及英磅則依 365 天為基數計算*** 

***利息於同業入帳時，按實際入帳天數及金額，補收利息及銀行同業扣費 

出口託收及信用狀單據以託收方式處理者： 

(1) 託收手續費： 

依單據金額，分三段按以下費率計算合計收取，最低收費每件 HKD300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USD50,000(含) 以下   USD50,000 - USD500,000(含)  USD500,000 以上 

收 1/8% (0.125%)      收 1/16% (0.0625%)           收 1/32% (0.03125%) 

網網路路銀銀行行：：  

年費：免費 

24 小時查詢服務：免費  /   網上支票簿申請：免費 

轉帳及匯款服務： - 轉帳至已登記之華南銀行香港分行帳戶：免費 

- 轉帳至已登記之華南銀行台灣分行帳戶：HKD150 

- 電匯至已登記之其它本地 及 海外銀行：HKD200 

基金買賣： 

*申購手續費率： 

- 單筆：牌告5%(目前股票型基金推廣優惠為2.5%、債券型基金推廣優惠為1.5%) 

- 定期定額：牌告5%；(目前推廣優惠一律為2.5%) 

轉換基金手續費：1% (內含) 

補發基金戶口月結單：每份 HK$50 

* B 類基金無申購手續費，但須視贖回時間而收取不等之手續費，詳情請洽本分行。 

* 本分行可能不時從產品發行人 / 提供者處收取費用、報酬或利益(包括但不限於佣金 

/ 追踨費用 / 獎金)。本分行會因應客戶要求，提供佣金 / 追踨費用 / 獎金詳情。 

有關基金特有之其他費用及詳情，請參閱基金銷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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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收費(續前)：  

 (2) 無兌換手續費**：(最低收費每件 HKD300) 

    任何幣別，凡以原幣支付者，依入帳金額，分三段按以下費率計算合計 

    收取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USD50,000(含) 以下  USD50,000 - USD500,000(含)  USD500,000 以上 

    收 1/4% (0.25%)      收 1/8% (0.125%)            收 1/16% (0.0625%) 

  **入帳金額兌換成其他幣別(非原幣)，已作兌換部份則免收此項手續費 

轉押匯 (信用狀單據送本地限押銀行)： 

(1) 本地同業有追索權 (WITH RECOURSE)： 

     a) 手續費：依單據金額，分三段按以下費率計算合計收取，最低收費     

  每件 HKD300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USD50,000(含)以下  USD50,000-USD500,000(含) USD500,000 以上 

  收 1/4% (0.25%)     收 1/8% (0.125%)         收 1/16% (0.0625%) 

b) 審單費：每件收費 HKD250 (如有) 

 (2) 本地同業無追索權 (WITHOUT RECOURSE)： 

   a) 手續費：依單據金額，分三段按以下費率計算合計收取，最低收費 

      每件 HKD300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USD50,000(含)以下 USD50,000-USD500,000(含) USD500,000 以上 

      收 1/8% (0.125%)   收 1/16% (0.0625%)       收 1/32% (0.03125%) 

郵電費：依國家別計收 

信用狀保兌：(最低收費每件 HKD400) 

依保兌金額之 1/16% (0.0625%)按月計收，不足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收， 

如保兌為遠期信用狀，則須加收自信用狀到期日至承兌日止之手續費，計費亦

依上述計收 

信用狀求償：每件收費 USD40 (電報費、郵費另計) 

註：進出口所有計費皆以美元等值計算。 收費未能盡錄，詳情請向本行相關

部門查詢。 各項收費，本行得隨時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