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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分類 項 目  收 費  

支票活期 

存款賬戶 

(適用於港元、 

美元及人民幣 

支票活期 

存款賬戶) 

退票 因存款不足而退票 每張 HK$150/ US$20 / RMB200 

 因客戶技術性錯誤而退票 每張 HK$70 / US$10 / RMB50 

 支票因未到期 / 過期而退票 免 

 因單一人民幣支票金額超過 RMB80,000而退票 每張 RMB200 

臨時通融 

 

 

過額透支 / 臨時透支 

每筆 HK$120，另加透支利息（港元最優惠利率+年息 9%或隔夜銀行同業

拆息利率，取高者）/ 每筆 US$15 ，另加透支利息（美元最優惠利率+年

息 9%或美元倫敦隔夜同業拆息，取高者）/ 每筆 RMB200 ，另加透支利

息（隔夜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年息 9%或本行資金成本，取高者） 

 票據抵用 每張 HK$120 / US$15 / RMB200 

客戶要求銀行保兌支票 銀行派人保兌 每張 HK$200 / US$26（另加對方銀行收費） 

 客戶自行保兌 每張 HK$100 / US$13（另自付對方銀行收費） 

止付支票 建立 / 取消止付檔案 每次 HK$100 / US$13 / RMB100 

止付支票（網上交易） 建立止付檔案 每次 HK$100/US$13/ RMB100 

印製專用支票 普通 / 熨金 收工本費 

印製專用入數紙 收工本費 

寄遞支票簿 平郵 免 

 掛號郵寄 每次 HK$25（最多兩本） 

寄回退票 雙掛號郵寄 每次雙掛號郵費 HK$35 

開戶後三個月內結清賬戶 每戶 HK$200 / US$25 / RMB200 

美元支票賬戶存入 / 提取美元現鈔 按每筆存入 / 提取金額之 0.25%計收 

儲蓄存款賬戶 

掛失 / 補發存摺（因存摺遺失 / 損毀或圖章遺失） 每本 HK$100 

合併補記項目通知書 每份 HK$70 

開戶後三個月內結清賬戶 每戶 HK$200 

賬戶服務月費（註 1） 平均結餘低於等值 HK$5,000（由上月底會計日至

當月底前一會計日） 

每月 HK$60 

「自助通」 

儲蓄存款賬戶 

透過本行分行櫃檯辦理：提取現金、賬戶轉賬、CHATS轉賬及查詢賬戶結餘(註

2) 

櫃檯交易收費為每筆交易 HK$20 

提款卡年費 免 

賬戶服務月費 平均結餘低於等值 HK$5,000（由上月底會計日至

當月底前一會計日） 

免 

定期存款賬戶 

(包括零存整付存款) 

到期前提取 每筆 HK$200（另視乎情況再加罰息） 

自動櫃員機卡/ 

雙幣卡/港幣銀聯

自動櫃員機卡 

(註 4) 

年費 (註 3) 每張 HK$50 

遺失 掛失而重領 每張 HK$50 

掛失而不重領 免 

收不到新卡而掛失重領 免 

在國內交通銀行自動櫃員機現金提款（只適用於自動櫃員機卡/港幣銀聯自動櫃

員機卡） 

每次 HK$8 

在澳門或國內銀通自動櫃員機現金提款 每次 HK$10 

在 PLUS網絡自動櫃員機現金提款 每次 HK$25 

在中國內地銀聯網絡自動櫃員機現金提款（只適用於雙幣卡） 每次 RMB15 

在全球(不包括中國內地)銀聯網絡自動櫃員機現金提款（適用於港幣銀聯自動櫃

員機卡及雙幣卡） 

每次 HK$15 

信用卡 收費請參考「交通銀行信用卡收費表」/「交通銀行銀聯雙幣信用卡收費表」 

保管箱 

補發單一保管箱鎖匙 每條 HK$200（另加工本費） 

遺失全部鎖匙及鑿箱費 每個 HK$300（另加工本費，已包補發鎖匙） 

“非”以本行賬戶自動轉賬繳付箱租手續費 每次 HK$50 

本票 

簽發本票 每張 HK$50 

要求在本票背面確證購買者姓名 免 

退回本票 每張 HK$50 

掛失 每張 HK $60（另加銀行公會 / 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收費） 

保兌銀行本票 每張 HK$50 

自動轉賬 

(扣款服務) 

新建立 / 更改自動轉賬檔案  每筆 HK$50 / RMB50 

退回自動轉賬 存款不足 每筆 HK$150 / RMB150 

 其他理由 每筆 HK$20 / RMB20 

銀聯跨境自動轉賬服務年費 每年 HK$50 / RMB50（以每一自動轉賬檔案計算） 

註 1： 收費不適用於所有 65歲或以上的長者、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士、領取政府傷殘津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人士(需提供有效證明文件)、低收入人士(需簽署客戶聲

明)、公司戶、社團戶、信託戶及選用本行不時指定的服務或產品的客戶。指定服務或產品包括：通達理財、交銀理財、樓宇按揭、透支或信貸、交心寶寶儲蓄戶、證

券戶、投資戶、外匯孖展、定期存款/零存整付存款、交通銀行太平洋信用卡、S 2出糧戶。(如於當月底會計日客戶仍屬於上述客戶類別或持有上述產品/服務，該儲蓄

存款賬戶則可免收當月費用) 

註 2：客戶另需繳付敍做有關交易之費用，例如: CHATS 轉賬交易之費用。 

註 3：收費不適用於通達理財、交銀理財客戶及長者戶。 

註 4：海外當地銀行或會徵收附加費（如適用）。請留意於海外自動櫃員機提取當地貨幣，會從港幣結餘扣賬而非外幣結餘（如有）。如閣下選用雙幣卡，在國內自動櫃員機

（不包括香港及澳門）提取人民幣，交易金額將直接在雙幣卡內的人民幣結餘進行扣賬而不涉及兌換。外幣匯率及手續費會因應海外自動櫃員機網絡而有所不同。請

細閱以下有關於海外自動櫃員機提款時從港幣結餘扣賬的資料：1. 當透過「國內交通銀行」自動櫃員機進行交易，交易金額將按照交易時國內交通銀行訂定的當日匯

率（匯率可透過國內交通銀行網頁查詢）直接進行兌換為港元；2. 當透過「銀通」網絡進行交易，若交易涉及兌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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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進行兌換為港元；3. 當透過「銀聯」網絡進行交易，交易金額將按照交易時中國銀聯訂定的當日匯率（匯率可透過中國銀聯網頁查詢）

直接進行兌換為港元；4. 當透過「VISA / PLUS」網絡進行交易，交易金額將按照交易時 VISA訂定的當日匯率（匯率可透過 VISA網頁查詢）直接兌換為港元，再

加 1.95%的額外兌換手續費（當中包括 VISA向銀行收取的 1%交易徵費）。請留意由於匯率釐定時間，數目取整可能的差別及兌換手續費並未計算在內，網絡商/國內

交通銀行於其網頁所提供的參考匯率或與實際用於提款中的匯率有所不同。如提款卡/信用卡項下的銀行賬戶多於一個，而該海外自動櫃員機並不提供客戶選擇提款賬

戶的服務，在這情況下，除非提供海外自動櫃員機服務的銀行另有限制，否則卡內的主賬戶會用作扣賬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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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分類 項 目  收 費  

IAH/CCASS 

自動轉賬 

(扣款服務) 

新建立 / 更改自動轉賬檔案 每筆 HK$50 / RMB50 / US$6.5 

退回自動轉賬 存款不足 每筆 HK$150 / RMB150 / US$20 

其他理由 每筆 HK$20 / RMB20 / US$3 

收款服務 

(收款方) 

首次建立費 免 

櫃檯繳費服務 每筆 HK$5 / RMB5 / US$0.7 

使用表格 每筆 HK$5 / RMB5（最低收 HK$100 / RMB100） 

代客發薪 

使用表格 首次建立費 HK$200 / RMB200 

 存入本行賬戶 每筆 HK$1 / RMB1（最低收 HK$50 / RMB50） 

 存入其他銀行賬戶 每筆 HK$4 / RMB4（最低收 HK$100 / RMB100） 

使用磁碟/USB 首次建立費 HK$200 / RMB200 

 存入本行賬戶 免 

 存入其他銀行賬戶 每筆 HK$1 / RMB1（最低收 HK$70 / RMB70） 

上載批量文檔 - 發薪  

(企業網上銀行) 

存入本行賬戶 每筆 HK$0.1 / RMB0.1 

存入其他銀行賬戶 每筆 HK$1 / RMB1 

通達理財服務 

服務維護 客戶名下指定賬戶（註 1）每月每日之平均結餘總額低

於等值 HK$1,000,000 

每月 HK$300 

重新申請服務 取消服務後 6個月內重新申請（註 2） 每次 HK$100 

交銀理財服務 

服務維護 客戶名下指定賬戶（註 1）每月每日之平均結餘總額低

於等值 HK$200,000 

每月 HK$100 

重新申請服務 取消服務後 6個月內重新申請（註 2） 每次 HK$100 

租購貸款 

(適用於的士/非

專營巴士) 

辦理車輛套牌/更改車牌號碼手續費 每次 HK$600 

辦理車輛更改引擎手續費 每次 HK$600 

行使租購權之選擇價 每次 HK$700 

辦理車輛車殼轉換手續費 每次 HK$1,000 

DreamCash 

私人貸款/ 

稅務貸款服務 

貸款手續費 每年貸款金額的 1% 

貸款期不足一年的部份亦當作一年計算 

逾期還款利息 逾期之每月還款金額按月息 3%計算，由逾期首天起計 

逾期還款手續費 每月 HK$500 

提早清還手續費 貸款金額的 2%計算及 HK$200 

銀行證明 

銀行加簽印鑑  每份 HK$150 / US$20（如加簽多份，其後每份 HK$20 / US$3） 

一般性質資料證明 賬戶餘額證明 每份 HK$150 / US$20（如加簽多份，其後每份 HK$20 / US$3） 

 客戶賬戶/ 服務資料證明 每份 HK$300 / US$39（如加簽多份，其後每份 HK$20 / US$3） 

 作押物業資料證明 

 授信額度證明 

 交易資料證明 

具評語的資料證明 擔保親屬留學 每份 HK$300 / US$39（如加簽多份，其後每份 HK$20 / US$3） 

 擔保僱員公幹簽證 

 申請旅遊簽證 

 聘用海外勞工 

 一般商務證明 

 一般個人證明 

非常規性資信證明  每份 HK$300 / US$39 

一般服務 

開立特別公司賬戶 信託性質賬戶 每次 HK$20,000 

公司架構具有三層以上 每次 HK$20,000 

開立本地註冊公司賬戶 每次 HK$3,000 

開立海外註冊公司賬戶 每次 HK$20,000 

商業登記 / 公司註冊查冊 每份 HK$200，海外註冊公司另議（最低收 HK$2,000） 

經儲蓄存款賬戶或支票活期存

款賬戶提取現金、賬戶轉賬及

CHATS轉賬(註 3) 

客戶透過本行分/支行櫃檯辦理交易的數目超過本行不

時指定的「每月免費使用櫃檯交易筆數」 

每月辦理的交易超過該月指定交易數目後，就該月辦理交易收取的

櫃檯交易收費為每筆交易 HK$20 

 

客戶要求查取其儲蓄或定期 提供一年資料  每戶 HK$250 

存款賬戶歷史資料記錄 提供兩年資料 每戶 HK$750 

(註 4) 提供三年資料 每戶 HK$1,000 

 三年以上資料（最多七年） 每年加收 HK$1,000 

會計師樓交來要求加簽證明賬戶餘額 每賬戶 HK$150（最低 HK$300至最高 HK$1,000） 

覆同業查詢 每份 HK$350 

覆律師樓要求普查客戶資料 每份 HK$100 

查閱個人紀錄資料 每次 HK$300（如無賬戶亦須繳付） 

客戶要求影印資料 影印申請日期起計三年或以下的資料每張 HK$50，影印申請日期起

計超過三年（最多七年）的資料每張 HK$100； 

託收票據 收妥或退票 每張票據計收 HK$150，另加掛號或快遞費如下：（另加代理行費用） 

 

掛號信件費: 

所有地區一律 HK$30; 

 

快遞信件費: 

澳門 HK$130; 

非澳門 HK$250 

註 1：儲蓄存款賬戶、支票活期存款賬戶、定期存款賬戶、證券賬戶、股票掛鈎投資賬戶、債務票據賬戶、投資基金賬戶、外匯孖展交易賬戶-現金保證金、結構性存款、強

積金賬戶、無抵押貸款賬戶的結欠及保單的現金價值。  

註 2：同時適用於取消以個人名義開立，而是次以聯名名義重新申請通達理財服務 / 交銀理財服務，反之亦然。 

註 3：「每月免費使用櫃檯交易筆數」﹕通達理財- 無限制﹔交銀理財 - 每月 30筆﹔一般客戶 - 每月 8筆。客戶另需繳付敍做有關交易之費用，例如: CHATS轉賬交易之費

用。本行保留不時修改櫃檯交易收費適用的服務範圍及「每月免費使用櫃檯交易筆數」之權利。收費不適用於所有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 

註 4：「提供一年資料」指提供某一年度(1月 1日至 12月 31日)內的資料，不足 1年亦當「提供一年資料」計算，如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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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分類 項 目  收 費  

一般服務 

買入匯款 收妥或退票 每張申請書計收 0.5%（最低收 HK$100）（另加代理行費用） 

書面授權撥款/常行指示 每筆 HK$100 / RMB100 

禮券 每張 HK$10 

禮物卡 

(註 1) 

 

購買手續費 每張 HK$10 

於到期日前退款之行政費 HK$100 

到期日後之每月服務費 每月 HK$100，從預付金額的餘額中扣除，直至餘額為零。 

大量港元現鈔存入 / 提取 / 處

理 

每位客戶每天交易﹙必須已分類﹚張數超過 200 張或金額

超過 HK$50,000 

每張 HK$0.3 或按每筆金額之 0.5%計收，取高者（最低收

HK$100） 

存入 / 提取 / 處理外幣現鈔 

（不包括美元鈔戶） 

美元 按每筆存入 / 提取 / 處理之金額 0.25%計收 

人民幣（註 2） 按每筆存入 / 提取 / 處理之金額 0.25%計收 (最低收 RMB20) 

其他外幣（祇限英鎊、澳元、加元及日圓） 按每筆存入 / 提取 / 處理之金額 0.375%計收 

輔幣找換（註 3） 每卷 / 包 HK$4 

存入港元輔幣（必須已分類） 300個輔幣或以下豁免 

300個輔幣以上按存入金額的 2%計收（最低收 HK$50） 

外幣現鈔兌換 

（不包括人民幣） 

本行客戶 免（註 4） 

非本行客戶 每筆 HK$100 

人民幣現鈔兌換  本行客戶 每筆 HK$50；另加收外幣存入 / 提取 / 處理原幣現鈔費用 

非本行客戶 每筆 HK$100；另加收外幣存入 / 提取 / 處理原幣現鈔費用 

存入大量支票 一日內不超過 30張 免 

一日內超過 30張 餘下每張 HK$2 

圖文傳真 往香港 HK$50（五頁以內） 

往香港以外國家或地區 HK$100（兩頁以內） 

超過指定之頁數 每頁另加 HK$50 

收取實物結單 免 

印發月結單副本 

(包括重印電子綜合結單） 

一個月以內 每份等值 HK$50 

一個月至最多七年 每份 HK$70 / US$9 / RMB70（每一結單周期作一份計算） 

補發通知書 / 收條副本 一年以內 每頁 HK$50 

一至兩年 每頁 HK$100 

二至三年 每頁 HK$150 

三至四年 每頁 HK$200 

四至五年 每頁 HK$250 

五至六年 每頁 HK$300 

六至七年（最多七年） 每頁 HK$350 

保安編碼器 首次發放  免 

 更換失效/損壞保安編碼器 免 

 因遺失而重領 HK$100 

跨境賬戶查詢 建立查詢賬戶 / 建立授權查詢賬戶 每戶 HK$200 

CHATS轉賬 要求以 CHATS代撥款(港元)到其他 CHATS銀行 每筆 HK$180 

（櫃檯交易）(註 5) 要求以 CHATS代撥款(美元)到其他 CHATS銀行 每筆 US$23 / HK $180 

 要求以 CHATS代撥款(歐羅)到其他 CHATS銀行 每筆 EUR 17 / HK $180 

 要求以 CHATS代撥款(人民幣)到其他 CHATS銀行 每筆 RMB 180 / HK $180 

 要求以 CHATS代撥款(港元)到深圳銀行 每筆 HK $180 

CHATS轉賬 要求以 CHATS代撥款(港元)到其他 CHATS銀行 每筆 HK$50 

（網上交易 / 智易通） 要求以 CHATS代撥款(美元)到其他 CHATS銀行 每筆 US$6 

 要求以 CHATS代撥款(歐羅)到其他 CHATS銀行 每筆 EUR5 

 要求以 CHATS代撥款(人民幣)到其他 CHATS銀行 每筆 RMB50 

 附言費 免 

本行賬戶（中國地區）轉賬 

（網上即時到賬轉賬交易） 

以港元轉賬至交通銀行內地分行「太平洋借記卡」儲蓄存款賬

戶 

每筆 HK$100 

以美元轉賬至交通銀行內地分行「太平洋借記卡」儲蓄存款賬

戶 

每筆 US$13 

以人民幣轉賬至交通銀行內地分行「太平洋借記卡」儲蓄存款

賬戶 

每筆 RMB80 

FPS轉賬服務 

（網上交易） 

(註 6) 

特快轉賬 要求以 FPS系統轉賬 (港元) 其他本地銀行 每筆 HK$50 

要求以 FPS系統轉賬 (人民幣) 其他本地銀行 每筆 RMB50 

一般轉賬 要求以 FPS系統轉賬 (港元) 其他本地銀行 每筆 HK$5 

要求以 FPS系統轉賬 (人民幣) 其他本地銀行 每筆 RMB5 

註 1：退款服務及到期日後之每月服務費只適用於卡面印有(由金融管理專員編配的)儲值支付工具牌照編號 SVFB023的禮物卡。 

註 2：不適用於以人民幣現鈔繳付交通銀行銀聯雙幣信用卡之結欠 

註 3：HK$0.1、HK$0.2每卷 / 包 HK$20；HK$0.5每卷 / 包 HK$25；HK$1、HK$2及 HK$5每卷 / 包 HK$100；HK$10每卷 / 包 HK$200。 

註 4：本行保留權利對處理大量現鈔兌換徵收額外費用。 

註 5：若客戶指定所有收款行費用由客戶承擔（收款人收取全數），需另加收款銀行費用 HK$300 (已包郵電費)。本行在確定收款行實收費用後，向客戶另收不足的差額。 

註 6：透過 FPS轉賬服務 (網上交易)，款項存入時間將因收款人的銀行服務時間而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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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款服務 

服務分類 項 目  收 費  

匯出匯款 

電匯 

發出電報 本行客戶 匯交本行國內分行（含快匯） 每次 HK$170 

  匯交其他銀行或本行海外分行（註 1） 每次 HK$220 

 非本行客戶（註 1） 每次 HK$300 

附言費（超出 10個字） 每次 HK$80 

修改資料 / 查詢 / 退匯 每次 HK$220（另加代理行費用） 

網上匯款 / 智易通匯款 網上外幣 / 海外銀行轉賬（註 1） 每次 HK$100 

網上查詢 / 取消外幣 / 海外銀行轉賬（註 2） 免 

附言費 免 

於櫃檯修改 / 查詢 / 退回網上外幣 / 海外銀行轉賬 每次 HK$150 

華僑函託匯款 參照上述匯出匯款收費 

覆函郵費 每次 HK$10 

約期匯款： 

社會福利署(社會保障)之 

各項計劃 

首次建立申請 免 

發出電匯 每次 HK$30 

修改資料（不包括社署要求修改之資料） 每次 HK$20 

查詢 免 

 退匯 每次 HK$150 

 

 

票匯 

 

 

發出匯票 本行客戶 匯交本行國內分行 每張 HK$50 

  匯交其他銀行或本行海外分行（註 3） 每張 HK$100 

 非本行客戶（註 3） 每張 HK$180 

退回匯票 每張 HK$150（另加代理行費用） 

掛失 / 止付匯票 每張 HK$300（另加銀行公會費用及代理行費用） 

確證匯款 以電報方式向受款銀行確證匯款 每次 HK$120 

代客以長途電話向付款行查詢匯款解付情況 每次 HK$120 

匯入匯款 

 資料相符 由本行國內分行存入本行賬戶 免 

  由其他銀行或本行海外分行存入本行賬戶 每次 HK$60 

 資料不符，通融存入本行賬戶 每次 HK$100 

電匯／信匯／票匯 收款人提出轉匯 轉至其他銀行或本行國內/海外分行之同名賬戶 每次 HK$100（另加匯出匯款收費） 

  轉至其他銀行或本行國內/海外分行之第三者賬戶 每次 HK$200（另加匯出匯款收費） 

 收款人開立本票 每次 HK$100（另加本票收費） 

查詢 需發電報查詢資料者  每次 HK$150 

註 1：若電匯至歐羅地區 / 英國而金額等於或少於 EUR150 / GBP100，另加收 HK$190代理行手續費。 

若選擇的匯款貨幣為非收款國家的當地貨幣 / 非港元、非美元或非歐羅，另加收 HK$100郵電費。 

若客戶指定所有代理行費用由客戶承擔（收款人收取全數），需另加收等值 HK$350之代理行費。 

本行在確定代理行實收費用後，向客戶另收不足的差額。 

註 2：“已執行”的網上外幣 / 海外銀行轉賬不可取消；如客戶申請退款，則必須親臨本行各分 / 支行辦理，而有關申請需收取手續費。 

註 3：若票匯貨幣為 SEK，另加收 SEK50之代理行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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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款服務 

服務分類 項 目  收 費  

手續費 

申請手續費（抵押貸款）（註 1） 貸款額度的 0.5%（最低收費 HK$1,500） 

申請手續費（無抵押貸款） 貸款額度的 0.5%（最低收費 HK$2,000） 

額度轉期費 貸款額度的 0.25%（最低收費 HK$1,000） 

開出擔保函手續費  按每張開出擔保函金額全數每月以 0.125%計收（不足一個月亦作一個月

計） 

 每張開出擔保函最低收費 HK$800 

按揭貸款 

相關費用 

更改按揭計劃條款（例如轉按揭計劃、供款年期、供款日期、供款金額、還款

方式、更改按揭人/擔保人等） 

每項 HK$1,000 

按揭物業出租同意書（另加律師費用） 每份 HK$2,000 

分期貸款於罰息期後提前償還全數/部份貸款之手續費 每次 HK$1,000（不適用於居者有其屋及租者置其屋計劃之客戶） 

存契費（已清還樓宇按揭貸款但尚未辦理押記註銷） 每年 HK$3,000 

以銀主身份代按揭客戶繳付逾期費用（包括差餉、地租、管理費等）之手續費 每次 HK$500 

其他相關 

服務/費用 

 若透支額度用款率低於 30%，按透支額度未用金額部份計收 0.25%p.a. （每

天計算） 

提前還款手續費  貸款後一年內提前還款按還款金額收 3% 或 HK$50,000，高者為準 

 貸款後兩年內提前還款按還款金額收 2% 或 HK$30,000，高者為準 

 貸款後三年內提前還款按還款金額收 1% 或 HK$10,000，高者為準 

審批並非由本行指定保險公司所發出的火險保單條款內容之服務費用 每份保單 HK$500 

逾期還款利息 本行最優惠貸款利率加 4.25%p.a. 

逾期還款行政管理費 每次 HK$500 

重印分期貸款供款年結紀錄 每份 HK$100 

客戶要求影印資料 屋契 每份 HK$200 

其他授信文件 每頁 HK$50 

註 1：不適用於「居者有其屋」及「租者置其屋」計劃之客戶 

(i) 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本行)保留不時更改任何收費、優惠或其他服務之權利。 

(ii) 本行保留權利徵收賬戶在本行運作之費用。 

(iii) 收費未能盡錄，請向本行職員查詢  閣下所需服務的收費。 

(iv) 上述收費如有任何調整，將以最新公佈之收費為準。 

 

基金/ 債務票據投資服務 

服務分類 項 目  收 費  

基金 

認購費/贖回費/管理費/表現費/其他費用 按個別基金銷售文件所述為準 

轉換費 (轉換到相同基金公司之基金) (註 1) 轉換金額的 1% 

基金由本行投資基金賬戶轉戶至其他本行之投資基金賬戶 (相同賬戶持有人) 免費 

基金由其他金融機構轉入本行 免費 

基金由本行轉出至其他金融機構 每基金收費 HK$100 

債務票據 

買賣交易費 豁免 

到期贖回費 豁免 

存倉費 豁免 

代收利息費 豁免 

轉出債券 每次每隻債務票據 HK$500 (或其等值) 

存入債券 每次每隻債務票據 HK$100 (或其等值) 

註 1：客戶毋需另外支付基金所收取之轉換費(如有)。 

(1) 根據《綜合投資服務條款》，「債務票據」指銀行不時願意買賣或處理的任何種類的存款證、債券、票據、匯票或其他債務票據。 

(2) 客戶要求補發基金/債務票據賬戶之合約單據/交易確認書/月結單之收費， 將按本行一般服務之補發通知書/收條/往來戶口印發月結單副本辦理。 

(3) 本行保留不時對上述收費及服務作出調整的權利，並以本行認為適當之方式通知客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