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Import Bills1. Import Bills1. Import Bills1. Import Bills進口服務進口服務進口服務進口服務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首五萬美元 餘數 統一價格 最低收費

開出信用證 0.25% 0.125% 不適用 HKD500 按六個月為一期收取，不足六個月亦計為一期

開出背對背信用證 0.25% 0.125% 不適用 HKD700 按六個月為一期收取，不足六個月亦計為一期

開出循環信用證 不適用 不適用 0.25% HKD500

- 提支費用 (原信用證) 不收費 不收費 不收費 不收費

- 提支費用 (其後再提支) 不適用 不適用 0.125% HKD500 按每次提支收取

開出備用信用證 不適用 不適用 0.125% HKD600 按一個月為一期收取，不足一個月亦計為一期

修改信用證 (增額) 按每筆修改收取

修改信用證 (如展期後已超越六個月期限) 按每筆修改收取

修改信用證 (如展期後仍未超過六個月期限)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HKD400 按每筆修改收取

修改信用證 (其他條款)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HKD400 按每筆修改收取

信用證過度提支費用 不適用 不適用 0.125% HKD500 只適用於信用證項下單據

遠期信用證承兌費用 不適用 不適用 0.0625% HKD350 按一個月為一期收取，不足一個月亦計為一期

港幣單據支付費用 0.25% 0.125% 不適用 HKD350 只適用於信用證項下進口單據

入口代收單據費用 不適用 不適用 0.125% HKD350 只適用於代收項下單據

逾期或延期償還入口代收單據 不適用 不適用 每月收取 不適用 適用於代收項下單據， 並逾期一個月仍未償還

HKD100 或承兌

直接償還費用 不適用 不適用 HKD200 不適用

差異文件處理費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USD70.00 按每筆信用證項下提支收取

擔保提貨 不適用 不適用 HKD300 不適用 按每筆簽發收取

 - 如本行於三個月內仍未收到正本貨運單據 不適用 不適用 0.25% HKD300 按發票金額收取

入口發票融資 0.125% 0.0625% 不適用 HKD450

外幣單據以原幣贖單 0.250% 0.1250% 不適用 HKD350

2. Export Bills2. Export Bills2. Export Bills2. Export Bills出口服務出口服務出口服務出口服務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首五萬美元 餘數 統一價格 最低收費

通知信用證或修改書 - 本行作為第一通知行 不適用 不適用 HKD350 不適用 按每筆信用證或修改書收取

通知信用證或修改書 - 本行作為第二通知行 不適用 不適用 HKD300 不適用 按每筆信用證或修改書收取

保兌信用證 (收費視乎不同國家而定) 不適用 不適用 0.0625% HKD600 按一個月為一期收取，不足一個月亦計為一期

轉讓全部信用證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HKD500

轉讓部份信用證 0.25% 0.125% 不適用 HKD650

修改轉讓信用證 (增額) 按每筆修改收取

修改轉讓信用證 (其他條款) 不適用 不適用 HKD400 不適用 按每筆修改收取

購付單據銀碼少於一萬美元或等值 不適用 不適用 HKD200 不適用 連同其他費用一同收取

送承付或承兌的非融資項下單據 不適用 不適用 0.125% HKD350

送無追索權議付的非融資項下單據 不適用 不適用 0.125% HKD350

送有追索權議付的非融資項下單據 0.25% 0.125% 不適用 HKD350

出口託收單據費用 不適用 不適用 0.125% HKD350

購付港幣單據費用 0.25% 0.125% 不適用 HKD350

打包/出貨前放款直接償還費用 不適用 不適用 HKD300 不適用 若非經由單據償還予本行

直接償還費用 不適用 不適用 HKD200 不適用

逾期償還單據費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每月收取 不適用 適用於逾期償還單據或超過三個月仍未承兌遠期

HKD100 單據

承兌他行開出遠期信用證費用 不適用 不適用 0.0625% HKD350

審單費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HKD350 只適用於信用證項下單據

修改託收條款指示 不適用 不適用 HKD200 不適用

信用證項下償付 不適用 不適用 HKD500 不適用 按每筆償付收取

出口發票貼現費用 0.125% 0.0625% 不適用 HKD450

外幣單據以原幣支付 0.25% 0.125% 不適用 HKD350

3. Others其他服務其他服務其他服務其他服務

首五萬美元 餘數 統一價格

簽署核實費 不適用 不適用 HKD100 按每頁文件收取

郵寄費 / 速遞費  收費視乎郵件重量, 目的地及郵遞方式而定

電報費 / 交換所即時轉賬費  收費視乎文件長度及傳遞方式而定

4. General Terms其他條款其他條款其他條款其他條款
(a) 若本行或本行之往來機構因應額外服務需要而引致額外費用或支出 ，本行將按每項支出另行收費。

(b) 上述資料僅供參考而未能盡錄，所有收費項別及費用可另行調整。

(c) 若對收費表有任何疑問或需要其他特別安排，歡迎聯絡本行客戶經理或貿易融資部。

(d) 如本通知之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異之處，以英文版本為準。

                                 生效日期: 二零一六年八月一日

貿易服務標準收費貿易服務標準收費貿易服務標準收費貿易服務標準收費

服務或交易類別服務或交易類別服務或交易類別服務或交易類別 佣金佣金佣金佣金/服務收費服務收費服務收費服務收費

與新開信用證相同

與新開信用證相同

服務或交易類別服務或交易類別服務或交易類別服務或交易類別 佣金佣金佣金佣金/服務收費服務收費服務收費服務收費

與新開轉讓信用證相同

服務或交易類別服務或交易類別服務或交易類別服務或交易類別 佣金/服務收費佣金/服務收費佣金/服務收費佣金/服務收費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