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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银行服务收费的通知

亲爱的客户：

谨此通知，本行将于 2021年 7月 5日起，调整保管箱租金。关于保管箱之新租金收费，请向任何提供保管箱服务的
分行查询。

另外，由 2021年 7月 26日(「生效日期」)起，本行将调整一般服务收费，请参照下表。修订之内容已用底线标示。

1.一般银行服务项目
项目 修订前收费 修订后收费

柜位存款

大量辅币存款
总存款金额之 2% (最低港币 50元)
(每日存入 200枚以上)

总存款金额之 2% (最低港币 50元)
(每客户每日存入 200枚以上)

大量港元现钞存款
总存款金额之 0.25% (最低港币 50元)
(每日存入 200 张以上/金额达等值港币
100,000元以上)

总存款金额之 0.25% (最低港币 50元)
(每客户每日存入 200 张以上 /金额达港币
50,000元以上)

大量支票存入
每张额外支票收取港币 2元
(每日存入 30张以上)

每张额外支票收取港币 2元
(每客户每日存入 30张以上)

外币现钞存款/提款

美元
总金额之 0.25% (最低港币 50元)
(每日金额 1,000 美元以上 / 钞票逾 500
张)

总金额之 0.25% (最低为 6美元)
(每客户每日存款/提款超过 2,000美元以上/
钞票逾 500张)

人民币
总金额之 0.25% (最低人民币 42元)
(每日金额人民币 20,000元以上)

总金额之 0.25% (最低人民币 50元)
(每客户每日存款 /提款超过人民币 10,000
以上/钞票逾 200张)

其他货币
总金额之 0.25% (最低人民币 50元)
(每日金额 1,000 美元等值 / 钞票逾 500
张)

总金额之 0.25% (最低 10澳元 / 5英镑 / 10
加元 / 1,000日圆 / 6瑞士法琅 / 10新加坡
元 / 6欧罗)
(每客户每日每货币存款/提款钞票逾 500张
/超过以下限额：2,000澳元 / 2,000英镑 /
2,000 加元 / 2,000 欧罗 / 200,000 日圆 /
2,000瑞士法琅 / 2,000新加坡元)

港币自动柜员机卡使用香港境
外自动柜员机提取现金
(只适用卡内登记的港币账户)

每项港币 10元
(于澳门经 JETCO网络提取)

每项港币 25元
(于香港境外经 JETCO网络提取)

常行指示

-经网上银行设定 - 每项指示港币 50元 -豁免

-临时特设付款指示 - 每项指示港币 70元 -每项指示港币 100元

账户纪录副本 账户纪录副本
账户纪录副本
(只适用于存折储蓄账户及定期存款账户)

港币储蓄/往来账户服务费
(只适用于公司客户)

每月港币 50元
(港币储蓄/往来账户每月平均理财总值
少于港币 5,000元)

每月港币 50元
(港币储蓄/往来账户每月平均理财总值少于
港币 10,000元)

往来账户 -退票
每张港币 70元 / 10美元 /人民币 50元
(因票面资料错误)

每张港币 70元 / 10美元 /人民币 50元
(其他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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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前提取定期存款 由银行酌情决定并收取手续费

本行可酌情容许定期存款于到期前提取。
有关定期存款利息将不会支付，并会按以
下计算方法收取手续费：

定期存款本金 X (最优惠利率# -定期存款
年利率) X尚余到期日数 /一年总日数*

#有关利率将按本行不时公布的利率为准

*港元、英镑及新加坡元：365日；其他外
币：360日

遗失两条保管箱锁匙
(需要强行开箱)

港币 800元 港币 800元 (另加工匠费用)

以挂号形式邮寄支票簿之邮费 每次港币 25元 每本港币 25元

购回发出汇票 每张港币 80元 每张港币 100元

2.综合账户服务优惠项目
2.1调整项目
账户类别 修订前收费 修订后收费

理财金账户客户
每项交易港币 200元或等值外币之豁免
上限

取消，并按 (2.2)收费

理财 e时代账户客户
每项交易港币 30元或等值外币之豁免上
限

取消，并按 (2.2)收费

综合账户客户 客户享每项交易收费减半 取消，并按 (2.2)收费

2.2修订后收费

项目
修订后收费

理财金账户 理财 e时代账户 综合账户

本票

发出本票
-在分行递交申请 - 每张港币 25元/3美元/人

民币 20元
- 每张港币 40 元 /4.8 美元 /
人民币 32元 #

- 每张港币 50元/6美元/人
民币 40元

-经网上银行递交申请 - 每张港币 25元 -每张港币 40元 -每张港币 50元

购回发出本票
每张港币 25元/3美元/人民

币 20元
每张港币 50元/6美元/人民币 40元

停止支付遗失之本票 每张港币 60元 / 7.5美元 /人民币 40元，另加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费用

礼劵 豁免 每张港币 5元# 每张港币 10元
常行指示
-首次设定或修改指示

豁免 每项指示港币 35元# 每项指示港币 70元

柜位存款

大量港元现钞存款

总存款金额之 0.25% (最低
港币 50元)

(每客户每日存入 200张以
上/金额达等值港币
100,000元以上)

总存款金额之 0.25% (最低港币 50元)
(每客户每日存入 200张以上/金额达等值

港币 50,000元以上)

大量支票存入 每张额外支票收取港币 2元 (每客户每日存入 30张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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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币找换 每袋港币 2元

外币现钞存款/提款

美元
总金额之 0.25%
(最低 6美元)

(每客户每日超过 7,500美
元以上/ 钞票逾 500张)

总金额之 0.25% #

(最低 6美元)
(每客户每日超过 3,000美
元以上/ 钞票逾 500张)

总金额之 0.25%
(最低 6美元)

(每客户每日超过 2,000美
元以上/ 钞票逾 500张)

人民币 总金额之 0.25% # (最低人民币 50元)
(每客户每日超过人民币 20,000元以上/钞票逾 200张)

总金额之 0.25%
(最低人民币 50元)

(每客户每日超过人民币
10,000元以上/钞票逾 200

张)

其他货币

总金额之 0.25% #

(最低 10澳元 / 5英镑 / 10加元 / 1,000日圆 / 6瑞士法琅 / 10新加坡元 / 6欧罗 )
每客户每日每货币钞票逾
500张/超过以下限额，按
上述收费:
5,000澳元 5,000英镑
5,000加元 5,000欧罗
5,000瑞士法琅
5,000新加坡元
500,000日圆

每客户每日每货币钞票逾
500张/超过以下限额#，按
上述收费:
3,000澳元 3,000英镑
3,000加元 3,000欧罗
3,000瑞士法琅
3,000新加坡元
300,000日圆

每客户每日每货币钞票逾
500张/超过以下限额，按
上述收费:
2,000澳元 2,000英镑
2,000加元 2,000欧罗
2,000瑞士法琅
2,000新加坡元
200,000日圆

账户结余证明书 每项港币 160元 每项港币 200元

银行加签证明 每项港币 75元 每项港币 150元

银行资信证明 每份港币 240元 每份港币 300元

文件影印

-客户纪录(包括已付支票、银
行结单、收据及交易通知书)

每份港币 50元

-楼契约 每份港币 200元

临时客户资产概要 每份港币 50元

停止支付支票

-在分行递交指示 每项港币 100元/15美元/人民币 100元
- 经网上银行/电话理财递交指
示

每项港币 35元/5美元/
人民币 35元

每项港币 70元/10美元/人民币 70元

遗失存折/图章 每户港币 100元或等值外币

发出汇票

-在分行递交申请 - 每张港币 50元 -每张港币 80元# -每张港币 100元

-经网上银行递交申请 - 豁免 -每张港币 64元 -每张港币 80元

购回发出汇票 每张港币 50元 每张港币 100元

停止支付挂失汇票 每张港币 250元，另加代理银行收费(如有)

发出电汇

i.电汇汇往中国工商银行集团
各分行 -在分行递交申请

- 电报费每项港币 120元，
另加代理银行收费(如有)

-电报费每项港币 150元，另加代理银行收费(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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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电汇至中国(中国内地/香港/
澳门/台湾) 非中国工商银行集
团户口 -在分行递交申请

- 电报费每项港币 160元，
另加代理银行收费(如有)

-电报费每项港币 200元，另加代理银行收费(如有)

# 理财 e时代账户客户于使用此服务时，其名下账户之理财总值须为港币100,000 元或以上或等值；否则, 将依一般客户
收费。

3.新增项目
项目 收费内容

贷款违约利率

贷款违约利率:26.8%
当因贷款逾期而被银行要求全数清还贷款，银行有权以全数贷款余额的 2%按月以复
息计算，计算日期由银行发全额催收函要求全数清还贷款余额通知起至付清当日为
止。
实际年利率是一个参考利率，乃根据银行营运守则所设定之方法计算，以年化利率展
示出包括银行产品的基本利率及其他费用与收费。

以 CHATS 形式拨款到本地其
他银行
-修改/取消/查询 CHATS

每项港币 200元，另加代理银行收费(如有)

请注意，阁下于上述相应生效日期后继续使用有关服务，即被视为阁下同意上述调整。如阁下未能接纳上述收费调整，
本行将不能够继续为 阁下提供相关服务，请致电以下客户服务热线与本行联络以作安排。

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本行客户服务热线 218 95588、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icbcasia.com 或亲临本行各分行查询。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五月

（本通知之英文本与中文译本文义如有歧义，概以英文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