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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商業卡
I1. 信用卡／簽賬卡

項目 收費 

公司卡 人民幣公司卡 環球商務卡／商務卡  環球美元商務卡／商務卡  萬事達採購卡／Purchasing Card 
年費（每個持卡人） 萬事達白金公司卡／公司金卡 550港元 1-2人 人民幣850元 1-2人 550港元 統一付賬 40美元 1-30人 350港元 

環球公司卡公司金卡／白金公司卡 3-5人 人民幣680元 3-5人 480港元 個別付賬 75美元 31-40人 300港元 

1-2人 980港元 6-9人 人民幣480元 6-9人 400港元 41-60人 250港元 

3-5人 780港元 10人或以上 人民幣260元 10-20人 300港元 61人或以上 200港元 

6-9人 550港元 21-250人 200港元 

10人或以上 300港元 251人或以上 120港元 

新設卡信貸費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信貸額的1%（最低收費500港元／ 65美元），加每年釐定信貸額費用（另議） 

補發新卡費用（到期前補發新卡） 100港元 人民幣85元 100港元 13美元 100港元 

參與計劃費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500港元 

交易費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每次5港元 

現金貸款費 
從自動櫃員機提取*（每項交易）

現金貸款費2%，另加相等於貸款額3%的手續費（最低收費55港元／人民幣50元／7美元）†
櫃位貸款（每項交易） 

現金貸款費2%，另加相等於貸款額3%的手續費（最低收費80港元／人民幣70元／10美元）† 
最低付款額 當期月結單誌入的所有費用，及截至結單日結單結欠（不包括當期 月結單誌

入的任何費用）的1%（最低收費50港元／人民幣50元），再加上過期款項

或超額款項，以較高者為準。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結單副本（每張） 30港元 人民幣26元 30港元 4美元 30港元 

財務費用 如在到期日或之前已將結欠總額存入信用卡戶口，毋須繳付任何財務 費用。如持卡人或公司在到期日仍未向本行清付結單結欠的全部款項，則（a）所有未清付的結單結
欠須從到期日前一個結單日起計息直至所有款項清繳為止，以及（b）所有在到期日前一個結單日後記誌的新交易款項須根據交易日期起計息，直至所有款項清繳為止。

財務費用以月息2.5%（相當於下列的年利率）／採購卡2%月息，按日計息。 

年利率‡ 

購物款項 34.46% 34.46% 33.37% 33.37% 25.43% 

現金貸款（此年利率已包括現金貸款費及手續費在內） 35.61% 35.61% 35.61% 35.61% 不適用 

逾期費用 最低付款額或250港元／人民幣250元／32美元以較低者為準 

超出信用限額手續費 
如目前總結欠（扣除當期月結單誌入的任何費用後）超出
當時獲授予的信用限額 

180港元 人民幣160元 180港元 23美元 130港元 

外幣支票結算費用 100港元 不適用 100港元 13美元 100港元 

退票／退回直接付款指示（付款銀行並非滙豐） 100港元 人民幣85元 100港元 13美元 100港元 

簽賬單影印本（每張） 30港元 人民幣28元 30港元 4美元 30港元 

卡證明書 150港元 人民幣150元 150港元 20美元 150港元 

櫃位繳付賬項手續費 每項交易20港元 每項交易20港元 每項交易20港元 每項交易20港元 不適用 

公司開支管理報告（只適用於以郵寄方式收取報告） 每年150港元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 在海外提款，如採用Visa／Plus 自動櫃員機，所提取貨幣將以Visa 訂定的當日匯率直接兌換為港元，再加額外兌換手續費。如採用其他自動櫃員機，所提取貨幣將以滙豐訂定的當日匯率直接兌換為港元，再加額外兌換手續費。

† 此項收費同時適用於非滙豐客戶。

‡ 此年利率乃根據銀行營運守則提到的有關指引所訂一套準則計算，適用於個別卡戶口的年利率或有差異。商務卡，美元商務卡及採購卡屬於100%簽賬卡並須全數繳付結欠，以上的年利率只供參考。

註： 商業卡的交易如非以港元（指港元卡）及美元（指美元卡）為交易貨幣，本行會先將有關交易款項兌換為港元或美元，然後再從商業卡戶口扣除經兌換後款項。交易款項兌換的匯率乃參考兌換當日Visa或萬事達卡所釐定的匯率加本行收取的0.95%（採購卡為0.75%）及Visa 或萬

事達卡就兌換該等賬項向本行收取之1%交易徵費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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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自動櫃員機卡／商業扣賬卡／其他戶口卡 

項目 收費 

年費 豁免 

使用海外自動櫃員機提取現金 †, ‡（每次） 

使用香港以外的滙豐集團自動櫃員機網絡 20港元 

使用海外自動櫃員機網絡（菲律賓的ExpressNet或Megalink網絡、廣州的中國工商銀行、 美國的富國銀行） 

使用「銀聯」網絡 50港元 

使用Visa／Plus網絡 40港元 

使用MasterCard／Cirrus網絡 

使用本地自動櫃員機提取現金 

使用滙豐集團在香港的自動櫃員機網絡 不另收費 

使用在香港的非滙豐自動櫃員機網絡（Visa／Plus或MasterCard／Cirrus網絡） 每次25港元 

使用在香港的非滙豐自動櫃員機網絡（「銀聯」網絡） 每次15港元 

補發新卡費用（卡齡三個月以上、兩年以下，因遺失或損壞而需補發新卡，信用卡除外） 每張50港元 

查察客戶錯誤進行的自動櫃員機交易 每次120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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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幣，會從你的港元戶口扣帳而非你的外幣戶口(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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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港元戶口扣帳的資料：
• 經Visa 或PLUS 網絡提款 － 所提取的外幣會以Visa於交易日釐定的匯率兌換為港元等值；滙豐另外會於該港元等值上收取1% (PLUS提款卡)／1.95% (經Visa信用卡相連的銀行戶口) 之兌換手續費，其中之1%會用作支付Visa 向銀行收取之相關費用。如欲查詢Visa的參考匯
率，可瀏覽https:／／travel.visa.com／apcemea／hk／en／travel-tools.html 。 
• 經MasterCard 或Cirrus 網絡提款 － 所提取的外幣會以MasterCard於交易日釐定的匯率先兌換為美元等值；該美元金額其後會以滙豐為交易日釐定的匯率兌換為港元等值；滙豐另外會於該港元等值上收取1.95%之兌換手續費，其中之1%會用作支付MasterCard 向銀行收取之
相關費用。如欲查詢MasterCard的參考匯率，可瀏覽 http:／／www.mastercard.com／global／currencyconversion／index.html。 

• 經銀聯網絡提款 － 所提取的外幣會以銀聯於交易日釐定的匯率兌換為港元等值；該交易並無兌換手續費。如欲查詢銀聯的參考匯率，可瀏覽 http:／／www.unionpayintl.com 。

• 經指定地點*的滙豐海外自動櫃員機提款 － 所提取的外幣會以滙豐為交易日釐定的匯率兌換為港元等值；滙豐另外會於該港元等值上收取1%之兌換手續費。如欲查詢滙豐的參考匯率，可瀏覽https:／／www.hsbc.com.hk／1／2／chinese／hk／investments／mkt-

info／fc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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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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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與你的提款卡／信用卡相連的銀行戶口多於一個，請留意個別海外自動櫃員機並不容許客戶選擇提款的戶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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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你卡上所示的戶口會用作扣款之用。 

* 適用於滙豐集團於以下地點的自動櫃員機（截至2015年5月31日）： 
亞美尼亞、澳洲、巴林、孟加拉、百慕達、汶萊、加拿大、中國大陸、埃及、印度、印尼、黎巴嫩、澳門、馬來西亞、馬爾代夫、馬耳他、毛里裘斯、阿曼、菲律賓、卡塔爾、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里蘭卡、台灣(除經銀聯網絡提款外)、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英國、美國、越南

注意：以上名單可隨時更新而不作事前通知。 

http://www.mastercard.com/global/currencyconversion/index.html
http://www.mastercard.com/global/currencyconversio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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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sbc.com.hk/1/2/chinese/hk/investments/mkt-info/f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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