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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銀行服務收費的通知

親愛的客戶：

謹此通知，本行將於 2021年 7月 5日起，調整保管箱租金。關於保管箱之新租金收費，請向任何提供保管箱服務的
分行查詢。

另外，由 2021年 7月 26日(「生效日期」)起，本行將調整一般服務收費，請參照下表。修訂之內容已用底線標示。

1.一般銀行服務項目
項目 修訂前收費 修訂後收費

櫃位存款

大量輔幣存款
總存款金額之 2% (最低港幣 50元)
(每日存入 200枚以上)

總存款金額之 2% (最低港幣 50元)
(每客戶每日存入 200枚以上)

大量港元現鈔存款
總存款金額之 0.25% (最低港幣 50元)
(每日存入 200 張以上/金額達等值港幣
100,000元以上)

總存款金額之 0.25% (最低港幣 50元)
(每客戶每日存入 200 張以上 /金額達港幣
50,000元以上)

大量支票存入
每張額外支票收取港幣 2元
(每日存入 30張以上)

每張額外支票收取港幣 2元
(每客戶每日存入 30張以上)

外幣現鈔存款/提款

美元
總金額之 0.25% (最低港幣 50元)
(每日金額 1,000 美元以上 / 鈔票逾 500
張)

總金額之 0.25% (最低為 6美元)
(每客戶每日存款/提款超過 2,000美元以上/
鈔票逾 500張)

人民幣
總金額之 0.25% (最低人民幣 42元)
(每日金額人民幣 20,000元以上)

總金額之 0.25% (最低人民幣 50元)
(每客戶每日存款 /提款超過人民幣 10,000
以上/鈔票逾 200張)

其他貨幣
總金額之 0.25% (最低人民幣 50元)
(每日金額 1,000 美元等值 / 鈔票逾 500
張)

總金額之 0.25% (最低 10澳元 / 5英鎊 / 10
加元 / 1,000日圓 / 6瑞士法瑯 / 10新加坡
元 / 6歐羅)
(每客戶每日每貨幣存款/提款鈔票逾 500張
/超過以下限額：2,000澳元 / 2,000英鎊 /
2,000 加元 / 2,000 歐羅 / 200,000 日圓 /
2,000瑞士法瑯 / 2,000新加坡元)

港幣自動櫃員機卡使用香港境
外自動櫃員機提取現金
(只適用卡內登記的港幣賬戶)

每項港幣 10元
(於澳門經 JETCO網絡提取)

每項港幣 25元
(於香港境外經 JETCO網絡提取)

常行指示

-經網上銀行設定 - 每項指示港幣 50元 -豁免

-臨時特設付款指示 - 每項指示港幣 70元 -每項指示港幣 100元

賬戶紀錄副本 賬戶紀錄副本
賬戶紀錄副本
(只適用於存摺儲蓄賬戶及定期存款賬戶)

港幣儲蓄/往來賬戶服務費
(只適用於公司客戶)

每月港幣 50元
(港幣儲蓄/往來賬戶每月平均理財總值
少於港幣 5,000元)

每月港幣 50元
(港幣儲蓄/往來賬戶每月平均理財總值少於
港幣 10,000元)

往來賬戶 -退票
每張港幣 70元 / 10美元 /人民幣 50元
(因票面資料錯誤)

每張港幣 70元 / 10美元 /人民幣 50元
(其他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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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前提取定期存款 由銀行酌情決定並收取手續費

本行可酌情容許定期存款於到期前提取。
有關定期存款利息將不會支付，並會按以
下計算方法收取手續費：

定期存款本金 X (最優惠利率# -定期存款
年利率) X尚餘到期日數 /一年總日數*

#有關利率將按本行不時公佈的利率為準

*港元、英鎊及新加坡元：365日；其他外
幣：360日

遺失兩條保管箱鎖匙
(需要強行開箱)

港幣 800元 港幣 800元 (另加工匠費用)

以掛號形式郵寄支票簿之郵費 每次港幣 25元 每本港幣 25元

購回發出匯票 每張港幣 80元 每張港幣 100元

2.綜合賬戶服務優惠項目
2.1調整項目
賬戶類別 修訂前收費 修訂後收費

理財金賬戶客戶
每項交易港幣 200元或等值外幣之豁免
上限

取消，並按 (2.2)收費

理財 e時代賬戶客戶
每項交易港幣 30元或等值外幣之豁免上
限

取消，並按 (2.2)收費

綜合賬戶客戶 客戶享每項交易收費減半 取消，並按 (2.2)收費

2.2修訂後收費

項目
修訂後收費

理財金賬戶 理財 e時代賬戶 綜合賬戶

本票

發出本票
-在分行遞交申請 - 每張港幣 25元/3美元/人

民幣 20元
- 每張港幣 40 元 /4.8 美元 /
人民幣 32元 #

- 每張港幣 50元/6美元/人
民幣 40元

-經網上銀行遞交申請 - 每張港幣 25元 -每張港幣 40元 -每張港幣 50元

購回發出本票
每張港幣 25元/3美元/人民

幣 20元
每張港幣 50元/6美元/人民幣 40元

停止支付遺失之本票 每張港幣 60元 / 7.5美元 /人民幣 40元，另加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費用

禮劵 豁免 每張港幣 5元# 每張港幣 10元
常行指示
-首次設定或修改指示

豁免 每項指示港幣 35元# 每項指示港幣 70元

櫃位存款

大量港元現鈔存款

總存款金額之 0.25% (最低
港幣 50元)

(每客戶每日存入 200張以
上/金額達等值港幣
100,000元以上)

總存款金額之 0.25% (最低港幣 50元)
(每客戶每日存入 200張以上/金額達等值

港幣 50,000元以上)

大量支票存入 每張額外支票收取港幣 2元 (每客戶每日存入 30張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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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幣找換 每袋港幣 2元

外幣現鈔存款/提款

美元
總金額之 0.25%
(最低 6美元)

(每客戶每日超過 7,500美
元以上/ 鈔票逾 500張)

總金額之 0.25% #

(最低 6美元)
(每客戶每日超過 3,000美
元以上/ 鈔票逾 500張)

總金額之 0.25%
(最低 6美元)

(每客戶每日超過 2,000美
元以上/ 鈔票逾 500張)

人民幣 總金額之 0.25% # (最低人民幣 50元)
(每客戶每日超過人民幣 20,000元以上/鈔票逾 200張)

總金額之 0.25%
(最低人民幣 50元)

(每客戶每日超過人民幣
10,000元以上/鈔票逾 200

張)

其他貨幣

總金額之 0.25% #

(最低 10澳元 / 5英鎊 / 10加元 / 1,000日圓 / 6瑞士法瑯 / 10新加坡元 / 6歐羅 )
每客戶每日每貨幣鈔票逾
500張/超過以下限額，按
上述收費:
5,000澳元 5,000英鎊
5,000加元 5,000歐羅
5,000瑞士法瑯
5,000新加坡元
500,000日圓

每客戶每日每貨幣鈔票逾
500張/超過以下限額#，按
上述收費:
3,000澳元 3,000英鎊
3,000加元 3,000歐羅
3,000瑞士法瑯
3,000新加坡元
300,000日圓

每客戶每日每貨幣鈔票逾
500張/超過以下限額，按
上述收費:
2,000澳元 2,000英鎊
2,000加元 2,000歐羅
2,000瑞士法瑯
2,000新加坡元
200,000日圓

賬戶結餘證明書 每項港幣 160元 每項港幣 200元

銀行加簽證明 每項港幣 75元 每項港幣 150元

銀行資信證明 每份港幣 240元 每份港幣 300元

文件影印

-客戶紀錄(包括已付支票、銀
行結單、收據及交易通知書)

每份港幣 50元

-樓契約 每份港幣 200元

臨時客戶資產概要 每份港幣 50元

停止支付支票

-在分行遞交指示 每項港幣 100元/15美元/人民幣 100元
- 經網上銀行/電話理財遞交指
示

每項港幣 35元/5美元/
人民幣 35元

每項港幣 70元/10美元/人民幣 70元

遺失存摺/圖章 每戶港幣 100元或等值外幣

發出匯票

-在分行遞交申請 - 每張港幣 50元 -每張港幣 80元# -每張港幣 100元

-經網上銀行遞交申請 - 豁免 -每張港幣 64元 -每張港幣 80元

購回發出匯票 每張港幣 50元 每張港幣 100元

停止支付掛失匯票 每張港幣 250元，另加代理銀行收費(如有)

發出電匯

i.電匯匯往中國工商銀行集團
各分行 -在分行遞交申請

- 電報費每項港幣 120元，
另加代理銀行收費(如有)

-電報費每項港幣 150元，另加代理銀行收費(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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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電匯至中國(中國內地/香港/
澳門/臺灣) 非中國工商銀行集
團戶口 -在分行遞交申請

- 電報費每項港幣 160元，
另加代理銀行收費(如有)

-電報費每項港幣 200元，另加代理銀行收費(如有)

# 理財 e時代賬戶客戶於使用此服務時，其名下賬戶之理財總值須為港幣100,000 元或以上或等值；否則, 將依一般客戶
收費。

3.新增項目
項目 收費內容

貸款違約利率

貸款違約利率:26.8%
當因貸款逾期而被銀行要求全數清還貸款，銀行有權以全數貸款餘額的 2%按月以複
息計算，計算日期由銀行發全額催收函要求全數清還貸款餘額通知起至付清當日為
止。
實際年利率是一個參考利率，乃根據銀行營運守則所設定之方法計算，以年化利率展
示出包括銀行產品的基本利率及其他費用與收費。

以 CHATS 形式撥款到本地其
他銀行
-修改/取消/查詢 CHATS

每項港幣 200元，另加代理銀行收費(如有)

請注意，閣下於上述相應生效日期後繼續使用有關服務，即被視為閣下同意上述調整。如閣下未能接納上述收費調整，
本行將不能夠繼續為 閣下提供相關服務，請致電以下客戶服務熱線與本行聯絡以作安排。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本行客戶服務熱線 218 95588、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icbcasia.com 或親臨本行各分行查詢。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五月

（本通知之英文本與中文譯本文義如有歧義，概以英文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