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銀行服務收費表
業務分類

退票

項目
因款項不足而退票
-- 港幣/美元支票
-- 人民幣支票

每張 HKD150.00/USD18.00
每張 CNY 200.00

因其他原因而退票
-- 港幣/美元支票
-- 人民幣支票

每張 HKD50.00/USD6.50
每張 CNY 50.00

人民幣支票票面金額超
過 CNY 80,000.00

每張 CNY 200.00
每張 HKD200.00 (另加對方銀行收
費)
每張 HKD60.00
每個指示 HKD100.00

客戶要求銀行保 本行代辦保兌
兌支票
客戶自行保兌
止付支票

每個指示 HKD100.00/USD13.00
/CNY80.00(透過「企業網上銀行」
發出)
收取工本費
收取工本費

建立止付檔案

印製專用支票
往來賬戶 印製專用入數紙
平郵
寄遞支票簿

寄回退票

收費/說明

豁免
HKD25.00/USD3.00/ CNY 20.00
加非本地郵費(如收件地為香港, 毋須
加收郵費)
每張 HKD25.00/USD3.00/ CNY
20.00 加非本地郵費(如收件地為香
港, 毋須加收郵費)

掛號郵寄

掛號郵寄

於開戶後三個月內結清賬戶

每個賬戶 HKD200.00

服務月費

豁免

港幣往來賬戶

港幣
臨時授信通融

未經授權透支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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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張 HKD120.00,另加透支利息(按
最優惠利率加 10%，或與隔夜同業拆
息利率比較，以較高者為準)
每張 USD15.00,另加透支利息(按
美元優惠利率加 10%，或美元倫敦隔
夜同業拆息加 4%，以較高者為準)

業務分類

項目
未經授權透支

收費/說明
每張 CNY 120.00，另加透支利息（按
人民幣最優惠利率加 10%，或隔夜香
人民幣
港銀行同業人民幣拆息利率加
10%，以較高者為準）
每張 HKD120.00,另加透支利息(按
港幣 最優惠利率加 10%，或與隔夜同業拆
息利率比較，以較高者為準)

臨時授信通融
透支超過原訂
額度

往來賬戶

美元

每張 USD15.00,另加透支利息(按美
元優惠利率加 8%，或美元倫敦隔夜
同業拆息加 4%，以較高者為準)

每張 CNY 120.00，另加透支利息（按
人民幣最優惠利率加 10%，或隔夜香
人民幣
港銀行同業人民幣拆息利率加
10%，以較高者為準）
每張 HKD120.00/USD15.00/ CNY
抵用未經收妥票據
120.00
於美元（支票）電匯賬戶存入美元現鈔

每戶每天存入超過 USD1,500.00，
按 存 款 金 額 收 0.25% ； 每 天 存 入
USD1,500.00 或以下，可獲豁免費
用

於美元（支票）電匯賬戶提取美元現鈔

每戶每天提取超過 USD1,500.00，
按 提 取 金 額 收 0.25% ； 每 天 提 取
USD1,500.00 或以下，可獲豁免費
用

於人民幣賬戶存入人民幣現鈔

每次按存款金額收 0.125%港元
最低收費 HKD15.00

人民幣支票處理費

因款項不足而轉賬支 每次按轉賬金額收 1%，最低收費
付
CNY 200.00

補發存摺

每戶 HKD100.00

於開戶後三個月內結清賬戶

每戶 HKD50.00

儲蓄賬戶
服務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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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

業務分類

項目
服務月費

收費/說明

人民幣儲蓄賬戶

豁免

瑞士法郎(「CHF」)儲蓄 按該賬戶當月 CHF 的平均結餘收取
賬戶或外匯寶儲蓄賬戶 1.00%年利率的服務月費。該服務月
內 CHF 的每月平均結餘 費將以 CHF 計算
超過 CHF500,000.00
丹麥克朗(「DKK」)儲蓄
賬戶或外匯寶儲蓄賬戶 按該賬戶當月 DKK 的平均結餘收取
內 DKK 的每月平均結餘 0.85%年利率的服務月費。該服務月
超過
費將以 DKK 計算
DKK4,000,000.00

服務月費
(只適用於企業 瑞典克朗(「SEK」) 儲
客戶)
蓄賬戶或外匯寶儲蓄賬 按該賬戶當月 SEK 的平均結餘收取
戶內 SEK 的每月平均結 1.00%年利率的服務月費。該服務月
餘超過
費將以 SEK 計算
儲蓄賬戶
SEK5,000,000.00
歐羅(「EUR」)儲蓄賬戶
按該賬戶當月 EUR 的平均結餘收取
或外匯寶儲蓄賬戶內
EUR 的每月平均結餘超 0.40%年利率的服務月費。該服務月
過 EUR5,000,000.00 費將以 EUR 計算
港元活期儲蓄賬
於分行櫃檯提款或轉賬
戶註一

豁免

於人民幣賬戶存入人民幣現鈔

每次按存款金額收 0.125% 港元,
最低收費 HKD15.00
每戶每天存入超過 USD1,500.00，
按存款金額收 0.25%；每天存入
USD1,500.00 或以下，可獲豁免費
用
每戶每天提取超過 USD1,500.00，
按 提 款 金 額 收 0.25% ； 每 天 提 取
USD1,500.00 或以下，可獲豁免費
用

於美元電匯賬戶存入美元現鈔

於美元電匯賬戶提取美元現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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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類

項目

收費/說明

每戶每天存款/提取金額在下列限額
以內，可獲豁免費用：
500 澳元 500 加元 500 瑞士法郎
500 歐羅 500 英鎊 70,000 日圓
儲蓄賬戶 於其他外幣電匯賬戶存入/提取原幣現鈔 500 紐元 500 新加坡元
如超過上述限額，本行會按存款金額
0.3125% 計 收 ， 或 按 提 取 金 額
0.1875%計收
其他貨幣（無論任何金額）
：以港幣現
鈔買入/ 賣出方式處理
若本行酌情允許客戶在到期前提取有
關定期存款，客戶將不獲得任何利
息，並須按照下列計算方式繳付手續
費(取其高者)，最低手續費為
HKD200.00:
1. 定期存款本金 x [(最優惠利率* –
2.50%) – 定期存款年利率] x
尚餘到期日數 / 一年總日數
2. 定期存款本金 x (同業拆息拆出利
率* – 定期存款年利率) x 尚餘到
期日數/一年總日數
*有關利率將按本行不時公佈的利率
為準。

定期存款 到期前提取

年費

提款卡(基本賬戶為港幣賬 豁免
戶)/南商簡易卡
提款卡(基本賬戶為人民幣賬 豁免
戶)
豁免

提款卡-商業
提款卡
補發提款卡

因客戶遺失提款卡(基本賬戶
為港幣賬戶)/ 南商簡易卡而 HKD50.00
須掛失重領
因客戶遺失提款卡(基本賬戶
CNY50.00
為人民幣賬戶)而須掛失重領
未能收取新卡而掛失重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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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

業務分類

項目
收費/說明
新卡的基本賬戶為港幣賬戶 HKD50.00
因損毀轉換
新卡的基本賬戶為人民幣賬
新卡
CNY50.00
戶
透過『銀通』網絡自 於中國內地/澳門提
每次 HKD20.00
動櫃員機提取現鈔註二 取現鈔

提款卡

憑提款卡透過人民
每次 CNY15.00
透過「銀聯」自動櫃 幣賬戶提取現鈔
員機網絡提取現鈔註三
憑提款卡透過港幣
每次 HKD15.00
賬戶提取現鈔
透過『VISA/PLUS』網絡自動櫃員機提取
現鈔
每次 HKD25.00
(適用於已附加銀行賬戶的中銀VISA信用
卡)註四

保管箱

透過「MasterCard/Cirrus」網絡自動櫃
員機提取現鈔(適用於已附加銀行賬戶的 每次 HKD25.00
中銀萬事達信用卡) 註五
補發單一保管箱鎖匙
HKD100.00 (另加工本費)
HKD200.00 (另加工本費,已包補發
遺失全部鎖匙及鑿箱費
匙)
每張 HKD50.00

簽發本票(港幣/美元/人民幣)
簽發電子本票(港幣/美元/人民幣)
本票

在本票背面證明購買者身份
註銷本票並重入客戶的賬戶
掛失本票
保兌本行本票(港幣/美元/人民幣)
銀行加簽印鑑

銀行證明

證明賬戶結餘

每張 HKD50.00/ USD6.00/
CNY40.00
豁免
每張 HKD50.00
按交換所規定收費,每張另加
HKD50.00
每張 HKD50.00
首份 HKD150.00 (如加簽多份,其後
每份 HKD20.00)
HKD100.00 (每一附加賬戶，另加收
HKD20.00)

加簽賬戶餘額證明 (由會計師樓提交有關
每份 HKD300.00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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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類

項目

銀行證明 簽發賬戶財務狀況證明書
建立或修改直接付款授權(DDA)檔案
建立或修改常設指示-自動轉賬付款
南洋商業銀行、
透過分 中銀香港或集友
行或指 銀行賬戶註六
交 定地點
機構客戶- 易 提交檔 其他銀行賬戶
自動轉賬 指 案
付款
示
費 透過電 南洋商業銀行、
子渠道 中銀香港或集友
註六
上載檔 銀行賬戶
案
其他銀行賬戶

每筆 HKD0.30/CNY0.25
每筆 HKD0.60/CNY0.50
每筆 HKD15.00/CNY13.00

建立收款檔案

自動轉賬

收費/說明
首份 HKD300.00 (如簽發多份,其後
每份 HKD25.00)
豁免
每筆 HKD60.00/CNY48.00
每筆 HKD0.50/CNY0.40
(每次最低收費 HKD20.00/
CNY17.00)
每筆 HKD1.00/CNY0.80
(每次最低收費
HKD30.00/CNY25.00 )

建立或修改常設指示-自動轉
賬收款
南洋商業銀行、
透過分行 中銀香港或集友
註六
或指定地 銀行賬戶
機構客戶自 動 轉 賬 交 點提交檔
易 案
收款
其他銀行賬戶
指
示
南洋商業銀行、
費 透 過 電 中銀香港或集友
子 渠 道
銀行賬戶註六
上 載 檔
案
其他銀行賬戶

每筆 HKD60.00/CNY48.00
每筆 HKD0.50/CNY0.40
(每次最低收費
HKD20.00/ CNY17.00)
每筆 HKD1.00/CNY0.80
(每次最低收費 HKD30.00/
CNY25.00)
每筆 HKD0.30/CNY0.25
每筆 HKD0.60/CNY0.50

直接付款授權
每筆 HKD150.00/CNY130.00
退回自動轉賬(因款項不 (DDA)
足)
常設指示–自動
每筆 HKD150.00/CNY130.00
轉賬付款
再次執行直接付款授權(DDA)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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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筆 HKD100.00/CNY90.00

業務分類

項目

交
易
指
代客發薪 示
費

收費/說明

每筆 HKD0.50/CNY0.40
南洋商業銀行、中銀香港或
(每次最低收費
透過分行 集友銀行賬戶註六
HKD20.00/ CNY17.00)
或指定地
點提交檔
每筆 HKD1.00/CNY0.80
案
其他銀行賬戶
(每次最低收費
HKD30.00/CNY25.00)
南洋商業銀行、中銀香港或
每筆 HKD0.30/CNY0.25
透過電子 集友銀行賬戶註六
渠道上載
檔案
其他銀行賬戶
每筆 HKD0.60/CNY0.50
每次 HKD100.00/CNY90.00

再次執行發薪指示

透過分行特快轉賬(RTGS/CHAT)調撥港
每筆 HKD180.00
元/美元/歐元/人民幣款項至其他銀行註七
申請更改、查詢、取消、退出特快轉賬
(RTGS/CHATS)的手續費
透過電子渠道轉賬
(FPS/RTGS/CHATS)調撥港
個人客戶
元/美元/歐元/人民幣款項至
撥款至本 其他銀行
地其他銀
行
透過電子渠道特快轉賬
(RTGS/CHATS)調撥港元/
美元/歐元/人民幣款項至其
他銀行

豁免

中銀香港或集友銀行賬戶註六﹕豁免
其他銀行賬戶﹕每筆 HKD55.00
企業客戶

透過電子渠道轉賬 (FPS)調
撥港元/人民幣款項至其他銀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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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類

項目

收費/說明

港元/美元/歐元/人民幣 (通
個人客戶
過 FPS/RTGS/CHATS)
由其他本 港元/美元/歐元/人民幣 (通
地銀行撥 過 RTGS/CHATS)(只適用於
款至本行 RTGS/CHATS 存入金額達
企業客戶
等值 HKD500.00 以上)

每筆 HKD15.00

港元/人民幣 (通過 FPS)

豁免

有限公司
無限公司
一年資料
索取儲蓄或
兩年資料
定期賬戶歷
三年資料
史資料紀錄
三年以上資料(最多七年)
索取各類結單副本(申請日起計的最近一
個月至最多七年內資料)
建立/修改常設指示
書面授權撥款指示(非使用本行指定表格)
提供客戶資料副本
禮券(港幣/人民幣)
貴金屬存摺 補發存摺
一、二角
輔幣找換
其他

HKD150.00
HKD100.00
每個賬戶 HKD250.00
每個賬戶 HKD750.00
每個賬戶 HKD1,000.00
每年加收 HKD1,000.00
每份 HKD50.00(每一結單周期作一
份計算)註八
HKD70.00
每次 HKD150.00
每張 HKD50.00，另加工本費
本行客戶每張 HKD10.00
每戶 HKD100.00
每 HKD20.00 收 HKD1.00

賬戶查冊

其他

豁免

每 HKD50.00 收 HKD1.00

大量輔幣存款(必須先自行分類）

存入 500 枚或以上輔幣，按總存入金
額 的 2% 計 收 ； 每 次 最 低 收 費
HKD50.00

大量現金存款/交易(港幣/人民幣)註九

存入 200 張以上鈔票/存入金額達等
值 HKD100,000 以上，按總存入金
額 的 0.25% 計 收 ； 每 次 最 低 收 費
HKD50.00

豁免
存入大量 一日內不超過 30 張
支票
一日內超過 30 張，餘下每張 HKD1.00
中國信達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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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類

項目

收費/說明
每次 HKD100.00
按 金 額 收 0.375%( 每 次 最 低 收 費
HKD50.00)，另加代理行費用(如有)

現鈔兌換(非賬戶持有人)
其他銀行簽發的票據
買入票據
其他

HKD100.00，另加代理行費用(如有)
及利息
每張 HKD150.00(包郵費)，另加代
理行費用
每張 HKD100.00，另加代理行費用
(如有)及利息

退票
非進出口押匯項下

光票託收
退票

每筆 HKD20.00，每月首 10 筆櫃枱
交易免收註十

企業客戶櫃枱交易

註一：包括原提存易港幣儲蓄賬戶，現已納入本行的港元活期儲蓄賬戶類別。
註二：當透過「銀通」網絡進行交易，若交易貨幣為人民幣，交易金額將按照交易時該「銀通」會員銀行
於自動櫃員機畫面所顯示的匯率進行兌換；
註三：如客戶採用「銀聯」網絡，若交易貨幣為港幣或人民幣，所涉及的匯率將以交易時本行提供的匯率
直接進行兌換；若交易貨幣為港幣或人民幣以外的貨幣，所涉及的匯率將以中國銀聯訂定的當日匯
率直接進行兌換。
註四：如客戶採用『VISA/PLUS』網絡，所提取貨幣將以 VISA 訂定的當日匯率直接兌換為港元，再加
約 1% 的額外兌換手續費。
註五：當透過「MasterCard / Cirrus」網絡以銀行賬戶進行交易，交易金額將按照交易時MasterCard
訂定的當日匯率（匯率可透過MasterCard網頁查詢）先兌換成美元再兌換為港元，再加1%的額
外兌換手續費。
註六：「中銀香港」指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集友銀行」指集友銀行有限公司。
註七：如選擇收款銀行費用由匯款人承擔，本行有權於辦理轉賬時預收收款銀行的費用及本行的額外處理
費用。預收的金額由本行按相關收款銀行的徵費紀錄釐訂而不作通告，預收的金額不會退回；但，
如果實際被徵收的費用高於預收的金額，本行則有權收回差額。另外，請注意因這種收費選擇涉及
較多工作，收款銀行向匯款人的徵費一般比較由收款人承擔高。
註八: 由 2020 年 3 月 29 日起，如選擇只收取電子結單之個人客戶，可透過本行網上銀行索取過往 7 年
期間綜合月結單副本，每年免費申請重發 6 份郵寄結單，超過份數後，本行將按每份額外郵寄結單
收取手續費。
註九: 本行保留徵收額外費用的權利。
註十: 下列於本行分行進行的櫃枱交易均會被視作櫃枱交易：存入現金、提取現金、存入支票、賬戶轉賬
以及混合存款。本行根據每名企業客戶於本行開立的所有賬戶的櫃枱交易，以及由第三方進行的櫃
枱交易（包括向該企業客戶賬戶存入現金及支票），以計算有關企業客戶的當月櫃枱交易總筆數。
此外，本行企業客戶將可按其「商業理財」賬戶類別，每月免費獲享指定的櫃枱交易筆數，詳情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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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行職員查詢。所需支付的櫃枱交易費（如有）將從企業客戶的港幣儲蓄或往來賬戶中扣取。

客戶如需英文版本，請向本行職員索取。Please contact our staff if you want to get the
English version.
以上收費未能盡錄，詳情請向本行職員查詢。收費僅供參考，本行保留權利調整有關費用。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謹啟
2020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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