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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登入滙豐網址www.hsbc.com.hk，

享用省錢、省時、省事的

商務「網上理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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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

本簡介所載的費用只作參考之用，本行可隨時修改其中內容。此等費用只適用於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開立的滙豐戶口。本行保留權利增設本簡介未列載的費用。

此外，請注意以下各點：

1.	 外幣戶口的服務費用雖以港元為單位，但所有費用均以其等值的外幣計算。

2.	 如支付外幣現鈔，金額須視乎本行的存量而定。

3.	 匯款的服務費用並不包括海外銀行所徵收的任何費用。

4.	 本簡介未能盡錄所有費用，本行可隨時修改其中內容，而毌須另行通知。

5.	 於本簡介引進的修訂或修改費用（如有），均註以紅色標誌*。

6.	 如本簡介未有列載所需的服務費用資料，請聯絡我們任何分行或您的客戶經理。

透過電子服務處理交易，服務費用顯著較使用紙張為低。

本簡介乃一摘要，中文譯本如與英文原文有歧異，概以英文本為準。

請注意，除非本簡介內另有註明，否則如非本行客戶，在使用各種銀行服務時，須額
外繳付相等於正常收費一倍的附加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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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省錢貼士
1.	經「即時支付結算系統」跨行轉賬
透過商務「網上理財」服務或滙豐財資網辦理，較於分行辦理可節省超過70%收費。

2.	匯出電匯
透過商務「網上理財」服務或滙豐財資網辦理，較於分行辦理可節省多於52%收費。

若您透過商務「網上理財」服務或滙豐財資網電匯存入滙豐中國內地戶口，可享減收15港元優惠。

3.	貿易服務
透過商務「網上理財」服務或滙豐財資網開立/修改進口信用證或轉讓出口信用證，每次均可獲享30港元的佣
金折扣。

4.	簽發支票
為免繳付退票手續費，宜在簽發支票前確定往來戶口備有足夠款項；此外，成為商業綜合戶口客戶，更可享
有透支保障。

透過商務「網上理財」服務及商業電話理財服務，您不但能輕鬆查閱最新戶口結餘詳情，更可即時在公司名
下戶口之間調撥資金，避免因款項不足而遭罰款。

5.	儲蓄戶口月費
只要把港元儲蓄戶口的結餘維持在25,000港元或以上，便可毋須繳付50港元月費。

此外，選用以下任何一種滙豐服務，亦可獲豁免這項收費，包括：商業綜合戶口、單位信託基金、定期存
款、透支、借貸及銀行信貸服務。

6.	繳賬
透過商務「網上理財」服務即時繳款或預設自動繳款日期，可確保準時繳清賬項，避免不必要的逾期罰款。
此外，只須透過商務「網上理財」服務設定直接付款授權指示，即可使用自動轉賬繳付多間商號之賬項。

7.	公司卡
滙豐公司卡助您靈活處理商務開支之餘，更尊享多項簽賬優惠及獎賞。憑公司卡簽賬，您可於指定商戶享有全
年消費優惠及各類商務折扣。此外，每次簽賬可享0.4%現金回贈或賺取「獎賞錢」換領精選禮品及商戶禮券。

8.	自動轉賬
透過商務「網上理財」服務或滙豐財資網的自動支賬服務，您可輕鬆繳付定期支出，例如薪金、股息、商貿
發票等。不但避免發生逾期付款的風險，也大大節省開票寄票的成本。

此外，自動入賬服務定期為您從客戶收取賬款，助您減低收賬的營運成本。

9.	郵寄結單費用
	「商貿理財」戶口、「商業」理財戶口、滙豐「理財易」商務戶口、港元往來戶口、外幣往來戶口客戶、港元
結單儲蓄戶口及「外幣通」結單儲蓄戶口，只要選用電子結單服務（費用全免），便可無須繳付20港元郵寄
結單費用（以每一份計）。為環保出一分力，實踐無紙生活，請即登記電子結單服務。

三大省時省事貼士
1.	成為商業綜合戶口客戶
商業綜合戶口提供高達10,000港元的透支保障額，更讓您自由享用按戶口每日資產自動調節的備用信貸額，
全面照顧您在透支以至開立信用證及銀行擔保書的需要。

一張綜合結單，一目了然，管理公司戶口自然更便捷。您並可隨時隨地透過自動化的商務「網上理財」服
務、電話理財及自動櫃員機服務，完全掌握您的商業財務。

2.	合併戶口
將您的不同銀行戶口合併，撥歸一個金融機構，使您更清楚您整體的財務狀況，不但可節省管理多個戶口的
時間，理財亦更加輕鬆簡易。

此外，透過與銀行建立更緊密的商務關係，您並可享有為特別客戶專設的存款或借款優惠利率。

3.	使用保安嚴密的自助銀行服務
滙豐提供多種自動化的自助銀行服務，讓您處理日常銀行事務，更見靈活方便。

商務「網上理
財」服務

滙豐	
財資網

滙豐
流動理財

商業電話
理財

自動	
櫃員機

自助銀行
服務機†

自動轉賬  
查閱戶口結餘     
查閱交易紀錄    
查閱已發出的紙張支票紀錄  
索取紙張支票簿   
存入紙張支票  
查閱已發出的電子支票紀錄 
查閱已入賬的電子支票紀錄  
發出電子支票 
存入電子支票  
存入現金  
查閱投資組合  
買賣本地股票  
繳賬   
匯款交易   
轉來資金通知  
更新存摺紀錄 
準備、查閱及提交強積金匯款報表 
設立直接付款授權書 
開立/更新定期存款  
轉賬及付款     
貿易服務：交易及查詢  
提取現金 
檢視環球戶口 
檢視非滙豐銀行戶口 
於付款時獲取即時匯率   
付款通知書  
申請本票/匯票  

†	 自助銀行服務機包括：「入票易」服務、「存錢妥」機及「打簿快」機。

•	如欲享用24小時免費自動電話理財服務，請即登入我們的網址www.hsbc.com.hk並按「表格下載中心」，以下載「登記電話理財
服務申請表格」。

•	商務「網上理財」服務提供一系列的服務及功能，讓您以更便捷及具成本效益的方式，穩妥地管理公司各項財務。查詢財務詳情，
請瀏覽我們的網址www.hsbc.com.hk或致電滙豐的24小時熱線2748	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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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般服務	—	所有戶口

項目 收費

戶口地址確認書 每份100港元

戶口紀錄報告

於某一年度內1的任何戶口 250港元

於某兩年度內的任何戶口 750港元

於某三年度內的任何戶口 1,000港元

三年度以上的任何戶口（最多七年） 每年加收1,000港元

重新啟動戶口 1,000港元

銀行確認資料	—	供核數用

由滙豐為每個月結報告（即每個月最後一日）提供資料確認 每個戶口300港元（最低600港元）

應客戶要求確認其他日期的報告 額外手續費300港元

銀行證明書

銀行證明書 每份300港元

副本 每份100港元

特快申請 本行保留權利徵收額外費用

在非滙豐集團文件加簽證明

加簽證明 每份150港元

副本 每份20港元

大量現金存款	—	港元/人民幣現鈔（每客戶每日）

200張現鈔或以下 豁免

200張現鈔以上 存款額的0.25%（最低50港元）2

大量紙張支票存款（每客戶每日）

30張支票或以下 豁免

30張支票以上 每張額外支票收取1港元3

櫃位交易4（每客戶每月）

0-50次 豁免5

50次以上 由第51次起每次交易收取10港元

商務「網上理財」服務

不動賬戶收費 250港元6

申請/更換保安編碼器 每個100港元

項目 收費

本票

於分行發出/購回本票，或經商務「網上理財」服務發出指示，	
並選擇於分行領取本票

每張50港元

經滙豐財資網或商務「網上理財」服務發出指示，並選擇送遞予	
申請人或受款人

每張40港元，另加送遞費用7

處理非使用本行指定表格作付款指示的額外費用 150港元

發出報失本票通告費用（代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收取） 每張60港元另加306港元由香港
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發出報失
本票通告的代收費用

戶口結餘證明書

證明戶口結餘 每個戶口200港元

證明戶口所得利息 每個戶口150港元（最低250港元）

輔幣存款（每客戶每日）

500個輔幣以下 豁免

500個輔幣或以上 存款額的2%（最低50港元）

修訂公司資料

更改董事/合夥人/委員會成員/授權簽署人 100港元

公司查冊

代客向商業登記處或公司註冊處查冊 每間公司150港元

戶口申請收費 每個申請1,200港元

^	 每客戶每日200張現鈔或以下。
1.	某一年度是指1月1日至12月31日。
2.	使用「存錢妥」機存入現鈔，則可豁免手續費。
3.	 	使用「入票易」機或其他非分行櫃位渠道存入紙張支票，則可豁免手續費。
4.	•	下列於分行櫃位由分行職員協助進行的交易將被視作櫃位交易：存入現金（包括存入大量現金）；提取現金；存入紙張支票	(包	
	 括存入大量紙張支票及存入滙豐紙張支票）；紙張支票提款；混合存款；及轉賬提款（滙豐戶口之間的本地轉賬）。
•	由您公司或第三者進行的以上櫃位交易均被納入計算您公司的櫃位交易總次數。
•	櫃位交易總次數是根據您公司於滙豐以同一商業登記號碼持有的所有戶口的櫃位交易總數來計算。

5.	不適用於滙豐「理財易」商務戶口客戶。滙豐「理財易」商務戶口客戶應跟從其櫃位交易月費列表。
6.	適用於指定時段內沒有登入的商務「網上理財」賬戶，而該指定時段由本行最新釐定。此費用於每年6月及12月收取。
7.	本地送遞費用10港元，海外16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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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收費

郵寄結單*

以郵寄方式收取結單 每份郵寄結單20港元

結單/傳票/已兌現支票/綜合結單紀錄/通知書副本

副本 每份50港元（非每頁計）

索取大量副本 另議

股息沖銷戶口

設立沖銷便利服務 每項1.50港元

結單副本/賬項摘要/中期結單

每月/每季/每半年/每年發出結單副本 每年200港元

在其他期間發出的結單副本 另議（最低每年200港元）

應客戶要求發出的賬項摘要/中期結單 每份50港元

SWIFT銀行賬戶結單 每月100美元

電郵8

應客戶要求發出匯款/轉賬通知 每封電郵60港元

以電報/電訊聯絡受託銀行或滙豐海外分行跟查

應客戶要求發出電報/電訊進行跟查 每次200港元，另加海外銀行所收
費用

外幣現鈔單日存/提款額（每個戶口）

在下述存/提款限額以內不收費用：
3,000澳元												300,000日圓
3,000加元										4,000新西蘭元
1,000瑞士法郎			1,000新加坡元
2,000歐羅												20,000泰銖
2,000英鎊												7,500美元

若單日存/提款總額超過上述限額，
本行會徵收以下的費用：
—	當日總存款額的0.25%
—	當日總提款額的0.25%
其他貨幣（無論任何金額）：
根據當行市場佣金收取費用本行
保留權利對大額現鈔存款徵收額
外費用

8	 只適用於客戶於本行登記的電郵。
*	 滙豐將行使向客戶收取郵寄結單費用的權利。郵寄結單費用適用於客戶選擇以郵寄方式收取滙豐「理財易」商務戶口、「商業」
理財戶口、「商貿理財」戶口、港元往來戶口、外幣往來戶口、港元結單儲蓄戶口及「外幣通」結單儲蓄戶口的結單（以每一份
計）。若戶口為「商貿理財」戶口、「商業」理財戶口及滙豐「理財易」商務戶口，郵寄結單費用會從閣下的港元儲蓄戶口內扣
除。若戶口為「外幣通」結單儲蓄戶口，郵寄結單費用會從閣下最高結餘的外幣戶口內扣除。如果閣下不再希望經郵寄方式收取
以上戶口結單，您可以透過商務「網上理財」或在滙豐銀行分行申請使用電子結單服務（費用全免）。	

項目 收費

人民幣現鈔單日存^/提款

人民幣現鈔存款 豁免

人民幣現鈔提款 豁免

外幣現鈔找換

於香港並無任何滙豐戶口的客戶買賣人民幣/外幣現鈔
人民幣現鈔
外幣現鈔

每次50港元
每次100港元

被香港公司註冊處剔除或撤銷註冊的公司於解散前應付的戶口處理費 每個戶口300港元

機器操作的大量紙張支票存款

大量紙張支票存款（客戶須將金額以磁墨壓印在每張紙張支票上，	
或提供內載每張紙張支票號碼及金額等資料的磁碟）

每張支票0.50港元

透過視像會議處理開戶申請 2,000港元

海外銀行服務

協助客戶於海外開立滙豐戶口 1,000港元

開立海外公司戶口* 10,000港元

開立特別公司戶口 10,000港元港元

•	公司的架構具有三層或以上
•	接管/清盤有限公司
•	信託基金戶口

索取滙豐銀行發出的意見書9

以郵寄/圖文傳真向本地銀行發出意見書 每份300港元

以圖文傳真/電報向海外銀行發出意見書 每份50美元

索取其他銀行發出的意見書

索取本地銀行發出的意見書 每份100港元，另加有關銀行	
所收費用

索取海外銀行發出的意見書 每份200港元，另加有關銀行	
所收費用

9	 非本行客戶的一倍附加費並不適用於銀行與銀行之間的服務。

*	 “海外公司”的定義包括	1)	適用於並無根據公司條例第16部（只適用於有限公司）及商業登記條例在香港登記之海外公司,	或	2)	
香港成立的公司擁有海外注册公司股东和/或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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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收費

自選賬戶號碼申請 每個賬戶號碼800港元

特別兌現安排

發出特別兌現通知書予一般客戶，以便送交紙張支票/本票的出票銀行 每張60港元，另加其他銀行收費

將紙張支票及匯票等直接送交付款銀行結算	 最低收費每張200港元，	
另加其他銀行收費

特別付款指示

使用非本行指定表格要求付款予任何滙豐戶口 每項交易150港元

非透過分行遞交本行指定表格要求付款予任何戶口滙豐的指示 每項交易150港元

常行指示

設定、修改或暫停付款指示 每項指示70港元

人手安排付款或特別要求付款予某滙豐戶口（非付款人戶口） 每次150港元

因戶口款項不足而退回常行指示 每次150港元

電報費用（往任何國家）

一頁 100港元

三頁以內 200港元

五頁以內 300港元

大量頁數 另議

交易費用 本行保留權利徵收戶口在本行
運作的交易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