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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本服務收取的費用分別為 (i) 230港元（匯往中國內地的美元電匯),和 (ii) 350港元（匯往中國內地以外地區的美元電匯， 以
及指定貨幣電匯）。此費用包含上述150港元的費用及其他銀行費用, 最高限額為400港元。對於超出400港元的部分，滙豐保留向
匯款人索回差額的權利。請注意，本服務不適用於匯往美國的美元電匯。匯款人必須在匯款指示中填寫“PPRO”指定代碼。有
關代碼格式的輸入詳情，請參閱“匯出匯款客戶參考資料表”的“美元電匯”部分。<https://www.business.hsbc.com.hk/-
/media/library/business-hk/pdfs/zh-hk/rem165tc.pdf> 
2.  請注意，由於其他海外銀行的業務慣例不受滙豐控制、或滙豐與收款銀行無直接代理銀行關係、或匯款指示中填寫的代碼格式不
符合規定等原因，滙豐將無法保證受款人將會全額收到匯款。 
3.  如客戶在指示中提供的資料不正確、不完整或不清晰，其他銀行可能會收取額外費用。有關費用可能在匯款或客戶戶口中扣
取， 而未必按照客戶最初的收費指示。 

4.  如匯款至本行可經「即時支付結算系統」付款的本地受款銀行，「即時支付結算系統」付款的收費將適用。

5.  對於經「即時支付結算系統」匯出的匯款，由2016年2月1日起 ，匯款人可選擇由本人支付所有其他銀行費用，使受款人能全額
收到匯款。本服務除收取「即時支付結算系統」的標準收費外，還會加收220港元費用。此費用包含最多300港元的其他銀行費 用。
對於超出300港元的部分，滙豐保留向匯款人索回差額的權利。匯款人必須在匯款指示中填寫“PPRO”指定代碼。請注意，由於
受款銀行的業務慣例不受滙豐控制、或滙豐與收款銀行無直接代理銀行關係、或匯款指示中填寫的代碼格式不符合規定等原因，
滙豐將無法保證受款人將會全額收到匯款。 參與者指「轉數快」的參與者，該參與者可為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零售支付系統營運
者、儲值支付工具持牌人或任何其他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不時接納為「轉數快」的參與者。 

E4. 付款通知服務 
項目 收費 

付款通知服務 
透過商務「網上理財」服務發出指示的e-Advice電郵通知，

或透過滙豐財資網發出指示的流動電話短訊通知 
每個1港元 

透過滙豐財資網發出指示的電郵通知 豁免 

透過滙豐財資網發出指示的圖文傳真通知 每頁1.50港元，另加國際長途電話費用如適用 

透過滙豐財資網發出指示的郵寄通知 每頁2.00港元，另加郵費如適用 

E5. 自動轉賬服務 

項目 收費 

自動轉賬交易收費 使用滙豐財資網／商務

「網上理財」服務 

使用電腦可讀輸入模式

（最低收費 200港元） 

存款認可機構及銀行 每項交易2.20港元 每項交易8.30港元 

金融類別公司 每項交易1.10港元 每項交易5.50港元 

其他類別公司 每項交易0.65港元 每項交易5.20港元 

在遞交指示予本行後停止付款 60 港元 

自動轉賬代號收費 

申請額外自動轉賬代號（首4個自動入賬／支賬代號免費） 每個代號150港元 

文件送遞費用（以掛號／速遞形式寄出） 每份100港元 

直接付款授權設立及更改收費 不適用 

因戶口款項不足而退回自動轉賬付款指示 150港元 

F. 銀行擔保
項目 收費 

保證書種類 一般公用服務代按
金保證書 

契約及履約保證書 包含財務契約的付款

保證書 
金額為50,000美元或以下（或等值外幣） 每年2.0%（最低

1,000港元） 

每年2.0%（最低2,000港

元） 

每年2.5%（最低

2,500港元） 

金額高於50,000美元（或等值外幣） 另議 

紙張指示費用 
非滙豐財資網／商務「網上理財」服務遞交之申請*

100港元 

由本行代開發保證書之銀行作出通知及傳遞保證書服務 滙豐客戶 非滙豐客戶 

每次350港元 每次450港元 

郵費 視郵件重量、目的地及郵遞方式而定 

修改保證書 

不涉及增加金額，或延長有效期 每次500港元 

增加金額 以增加的金額計算，收費與上列同類的保證書
相同（最低500港元）。 

延長有效期 以延長的有效期部分計算，收費與上列同類的保
證書相同。各項最低收費適用。 

取消保證書 每次500港元 

電報費 

開立保證書 －首3頁 750港元（最低） 715人民幣^（最低） 

－其後每頁另加 250港元 240人民幣^ 

修改保證書（每頁） 250港元 240人民幣^ 

其他（每頁） 300港元 285人民幣^ 

求償費 (處理申索/再開證佣金/其他費用) 680港元 

處理申索手續費 1,000港元 

註： 1）每張保證書最少收取一個月的手續費。費用將於收費週期的首天全數繳付，所交款項將不按比例退還。 
2）由於產品最低收費以港元為貨幣單位，如果交易以外幣結算，最終收費或會因應匯率波動而有所偏差。
^ 人民幣收費只適用於人民幣計價交易 
*任何非最新版本智能表格或非電腦準備或人手改動之新智能表格作申請（除非本行另行同意) 會有額外200港元收費 
最新版本智能表格請參閱進出口服務表格頁面: https://www.business.hsbc.com.hk/zh-hk/form-download-centre/import
-and-export-forms

G. 進口／出口押匯
G1. 進口押匯項目收費

項目 收費 

開立信用證† 
不可撤銷／可撤銷信用證 每六個月有效期0.25%（最低500港元） 

背對背信用證（每六個月有效期，最低1,000港元） 首50,000美元 其後50,001 - 

100,000美元  

餘額 

0.5% 0.1875% 0.125% 

備用信用證 每年2%（最低1,000港元） 

循環信用證 信用證開立時面值的0.25%（最低500

港元） 

信用證超支費用 0.25% (最低500港元) 

信用證逾期費用 每六個月有效期0.25%（最低500港元） 

修改信用證† 
右列收費適用於所有信用證之修改或取消，惟增加信用證金額或延長 

信用證有效期超過六個月者，收費與開立信用證相同（見上文）。 

6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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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收費 
提貨擔保書／簽發提貨單／倉單 每次400港元‡ 
進口單據 
託收單據 0.125%（最低550港元） 
買方直接付款予賣方的／取消信用證／非信用證單據 600港元 
遠期付款或承兌 每月0.0625%（最低500港元） 
手續費（單據面額少於10,000美元或等值） 350港元 
逾期單據 每月500港元 

其他費用 
差異費 700港元 
港元單據手續費／代替匯兌佣金（如繳付單據／償還貸款時不經本行進 

行外匯兌換，將收取此費用） 

0.25%（最低500港元） 

修改費用 350港元 
買方貸款(付運前／後) 0.25%（最低500港元) 

紙張指示費用 -買家貸款（付運前／後） 
非滙豐財資網／商務「網上理財」服務遞交之申請* 100港元 

註：進口貸款將按本行的貿易融資利率計算利息。 
† 郵寄信用證／信用證修改書如四頁以上，額外頁數每頁加收150港元。 
‡ 如加簽提貨擔保書的一個月後仍未收到有關貨運文件，本行將會收取0.25%（最低350港元）手續費。之後每月收300 港元，直至本行收到貨運

文件或擔保書到期為止。 
*任何非最新版本智能表格或非電腦準備或人手改動之新智能表格作申請（除非本行另行同意) 會有額外200港元收費 

最新版本智能表格請參閱進出口服務表格頁面: https://www.business.hsbc.com.hk/zh-hk/form-download-centre/import-and-export-forms 

G2. 出口押匯 

項目 收費 
信用證來證通知（適用於所有信用證／信用證修改／取消） 滙豐客戶 非滙豐客戶 

400港元／350人民幣^ 500港元／450人民幣^ 

信用證保兌手續費# 
即期付款信用證 最低500港元 

遠期付款信用證 最低800港元 

出口託收單據 
託收信用證／非信用證單據 0.125%（最低550港元） 

信用證單據送本港同業議付——同業有追索權 0.25%（最低550港元） 

信用證單據送本港同業議付——同業無追索權 0.125%（最低550港元） 

信用證單據——審核費* 每套發票, 每套信用證單據850港元 

賣方直接付款予本行的／取消出口信用證／非信用證單據 600港元 

出口單據押匯
買入出口單據——手續費 300港元 

信用證單據——審核費 每套發票, 每套信用證單據550港元 

廠商放款——手續費 0.125%（最低450港元） 

打包放款——手續費 0.125%（最低450港元） 

賣方直接付款予本行的打包放款 600港元 

賣方直接付款予本行的／取消出口信用證／非信用證單據 600港元 

信用證轉讓# 
全數轉讓而毋需更換單據 600港元 

部份轉讓而需／毋需更換單據 轉讓金額的0.25%（最低1,000港元） 

更換單據費 550港元 

修改已轉讓信用證# 
增加信用證金額而需／毋需更換單據 與信用證轉讓費用相同 

取消或修改其他項目而需／毋需更換單據 600港元 

其他費用 
逾期單據 每月500港元 

^ 人民幣收費只適用於人民幣計價交易
# 信用證保兌手續費視信用證開立地而定 
* 根據客戶要求而提供的服務 
# 郵寄信用證／信用證修改書如四頁以上，額外頁數每頁加收150港元。

項目 收費 
遠期付款或承兌 每月0.0625%（最低500港元） 

港元單據手續費／代替匯兌佣金 (如繳付單據／償還貸款時不經本行進行 
外匯兌換，將收取此費用) 

0.25%（最低500港元） 

手續費（單據面額少於10,000美元或等值） 350港元 
修改費用 350港元 
付運後賣方貸款  0.25%（最低500港元） 
匯入匯款費用-電匯 65港元 (或任何外幣等值) 
紙張指示費用 - 賣家貸款（付運前／後） 
非滙豐財資網／商務「網上理財」服務遞交之申請ǂ 100港元 

  ǂ任何非最新版本智能表格或非電腦準備或人手改動之新智能表格作申請（除非本行另行同意) 會有額外200港元收費 

     最新版本智能表格請參閱進出口服務表格頁面: https://www.business.hsbc.com.hk/zh-hk/form-download-centre/import-and-export-forms 

G3. 雜項收費（同時適用於進口及出口押匯服務） 

項目 收費 
匯出費用（適用於任何貿易產品項下的任何支出， 
但香港特別行政區匯豐賬戶之間的轉賬除外） 

680港元 

郵費 視郵件重量、目的地及郵遞方式而定 

電報費 (當本行發出電報時收取) 
開立信用証 －首3頁 750港元 715人民幣  ̂

－其後每頁另加 250港元 240人民幣^ 
修改信用証（每頁） 250港元 240人民幣^ 
其他 / 取消出口信用證（每頁）  ̂ 滙豐客戶 非滙豐客戶 

每頁300港元／285人民幣 ̂ 每頁400港元／380人民幣 ̂

索取報告／結單 每份報告／結單100港元 

信函方式開立信用証手續費 劃一費用：港幣九百元 

‘Contour’費用 

進口開立信用證 50 美元 

出口託收信用證單據 50 美元 

紙張指示費用 -出口貿易票據議付／託收
任何非最新版本智能表格*或非電腦準備或人手改動 

之新智能表格作申請（除非本行另行同意) 
100港元 

#最新版本智能表格請參閱進出口服務表格頁面: https://www.business.hsbc.com.hk/zh-hk/form-download-centre/import-and-export-forms 

^ 如發出及接收電報之銀行均為香港滙豐，則只收取120港元/ 15美元電報費 

G4. 債項利率 
項目 收費 
逾期進出口貸款* 逾期天數 

以港元／其他外幣為單位 <／=30日 

>30及<／= 60日

>60及<／= 90日

>90及<／= 120日

>120日

合約議定之利率 3.50% 

4.50% 

6.00% 

7.50% 

9.00% 

年利率

逾期進出口單據押匯 
以港元／其他外幣單位

視逾期天數而定，最高為合約議定之利率另加9% 年利率 

H. 應收賬融資
項目 收費 
買家信用保險額申請費 每項申請500港元 

買家非直接付款予銀行的處理費 每發票300港元 

非貼現單據付款處理費 每發票300港元 

審計費用 每次收費2,500港元 

滙豐乃香港銀行公會會員。本行恪守《Uniform Customers and Practice for Documentary Credits》， 
ICC Publication No. 600（2007年修訂版）及《Uniform Rules for Collections》，ICC Publication No. 522 

（1995年修訂版）所載內容。 

https://www.business.hsbc.com.hk/zh-hk/form-download-centre/import-and-expor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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