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產品
活期／支票賬戶 各幣別最低開戶金額／活存賬戶計息額(最低存款餘額標準)

2

賬管費-不動(靜止)戶

各幣別賬戶壹年內無存提款交易且於每

年6/30及12/31當日存款餘額低於標準者

2.1
每半年於賬戶內扣取等值HKD100元／MOP 100元；

每半年倍數遞增

3.1
個人戶依賬戶幣別或等值USD65元／EUR57元／HKD500元／

MOP515元計收

3.2
法人戶依賬戶幣別或等值USD200元／EUR175元／HKD1,600

元／MOP1,650元計收

4.1 25張支票簿HKD75元／MOP77元

4.2 50張支票簿HKD150元／MOP155元

5.1 兩岸四地每次HKD250元／MOP258元

5.2 其他地區每次HKD400元／MOP412元

美元現鈔(無兌換)

存入／提取 6.1 按存取金額計收0.5%；或等值HKD/MOP計收

港元現鈔

存入（3萬元以上） 7.1 每萬元收HKD15元 (不足者以萬元計)

提取（20萬元以上） 7.2 每10萬元收HKD50元 (不足者以10萬元計)

存入港元紙幣面值100元(含)以下 7.3
按存入金額計收0.5%；或等值MOP計收

(最低HKD 10元／MOP 11元)

存入港元硬幣 7.4
按存入金額計收2.5%；或等值MOP計收

(最低HKD50元／MOP52元)

人民幣現鈔

存入／提取 8.1
存取RMB5,000元(含)以內免收，超過免收金額部份，按超

過金額0.5%計算；或等值MOP計收

9 遺失存摺補發 9.1 每本等值USD40元／HKD300元／MOP309元

10 不同戶名賬戶轉賬 10.1 每筆等值USD7元／EUR6元／HKD50元／MOP52元(臨櫃免收)

補發對賬單及各類交易水單(當月免收)

一年內 11.1 每次等值USD13元／EUR11元／HKD100元／MOP103元

一年(含)以上至五年以內 11.2 每次等值USD65元／EUR57元／HKD500元／MOP515元

五年(含)以上(最長七年內) 11.3 每次等值USD128元／EUR112元／HKD1,000元／MOP1,030元

本票 申請本行本票 12.1 每張等值HKD100元／MOP103元

註銷本行本票 12.2 每張等值HKD200元／MOP206元

掛失本行本票 12.3 每張等值HKD300元／MOP309元

支票 退票 13.1 每張HKD200元／MOP206元

註銷／止付／取消止付支票 13.2 每張HKD300元／MOP309元

託收支／本票 支／本票託收

寄往香港地區 14.1 每張等值USD7元／HKD50元／MOP52元

未到期支票 14.2 每張另加收等值USD7元／HKD50元／MOP52元

託收支票被退票 14.3 每張等值USD26元／HKD200元／MOP206元

澳門分行一般銀行服務收費表
生效日期：2019年1月1日

項目 收費

其他外雜幣等值USD100元／支票存款及其他外雜幣不予計息／其他外雜幣最低存款餘額等值USD1,000元

開戶金額免收存款手續費

1

MOP 1,000元／8,000元

HKD 1,000元／8,000元

USD 100元  ／1,000元

CNY 1,000元／10,000元

4 支票賬戶申請支票簿

5 郵寄支票簿(限快遞)

3 開戶/解靜止審查手續費

13

14

11

如對賬單超過壹頁每頁加收等值USD3元／EUR3元／HKD20元／MOP21元

12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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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澳門分行一般銀行服務收費表
生效日期：2019年1月1日

項目 收費

匯出匯款 傳真∕臨櫃匯款

電匯∕票匯 15.1 每筆等值USD33元／EUR30元／HKD250元／MOP258元

全額到款 15.2
除電匯/票匯手續費外，每筆另加收等值USD52元／EUR46

元／HKD400元／MOP412元 及收款行求償費用

網銀匯出

匯款至同行或聯盟行 16.1 每筆等值MOP70元

匯款至非同行 16.2 每筆等值MOP120元

全額到款 16.3 每筆另加收等值MOP400元 及收款行求償費用

17 改匯∕取消匯款 17.1
每筆等值USD40元／EUR36元／HKD300元／MOP309元，另加

解款銀行收取之費用(如適用)

18 EUR匯出另加收EUR20元作為負利率餘額補貼(即日匯出除外)

19 電報查詢 19.1 每筆等值USD23元／EUR20元／HKD180元／MOP185元

匯入匯款 電匯∕票匯

一般匯入款 20.1 每筆等值USD26元／EUR23元／HKD200元／MOP206元

一般匯入款轉匯或轉交他行客戶 20.2 每筆等值USD40元／EUR36元／HKD300元／MOP309元

電報查詢 20.3 每筆等值USD23元／EUR20元／HKD180元／MOP185元

退匯 20.4
依每筆退匯幣別扣MOP412元／HKD400元／USD50元／EUR45

元／JPY5,500元／CNY325元；或其他幣別扣等值USD50元

網銀匯入

網銀匯入款 (自動入賬) 21.1 免收

網銀匯入款 (人工介入作業) 21.2 按一般匯入款收費

網銀匯入款轉匯或轉交他行客戶 21.3 每筆等值USD40元／EUR36元／HKD300元／MOP309元

22 EUR匯入另加收EUR20元作為負利率餘額停泊補貼(除非即日匯出)

跟單託收 跟單託收 (出口∕入口) 23.1 依單據金額計收0.125%

最低收費 23.2 等值USD33元／EUR30元／HKD250元／MOP258元

出口信用狀 信用狀通知∕修改信用狀通知

本行客戶 24.1 等值USD33元／EUR30元 ／HKD250元／MOP258元

非本行客戶 24.2 等值USD58元／EUR52元／HKD450元／MOP464元

信用狀轉讓／轉讓修改

最低收費 25.1 等值USD58元／EUR52元／HKD450元／MOP464元

不換單轉讓 25.2 等值USD58元／EUR52元／HKD450元／MOP464元

換單轉讓(每三個月為一期) 25.3
第一期按轉讓金額計收0.25%或等值HKD/MOP計收

第二期起按轉讓金額計收0.125%或等值HKD/MOP計收

其他修改 25.4 等值USD58元／EUR52元／HKD450元／MOP464元

信用狀保兌手續費

最低收費 26.1 等值USD40元／EUR36元／HKD300元／MOP309元

按金額每月 26.2 0.0625%或等值HKD/MOP計收

若為延期付款另加 26.3 0.0625%或等值HKD/MOP計收

單據買單

押匯手續費：最低收費 27.1 等值USD40元／EUR36元／HKD300元／MOP309元

USD1~50,000元或其他等值外幣 27.2 按0.25%或等值HKD/MOP計收

USD50,001元(含)以上或其他等值外幣 27.3 按0.125%或等值HKD/MOP計收

押匯息 - 即期

一般 27.4 加計12天

瑕疵 27.5 加計19天

押匯息 - 遠期

一般 27.6 依匯票期限加計12天

瑕疵∕轉押匯 27.7 依匯票期限加計19天

2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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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澳門分行一般銀行服務收費表
生效日期：2019年1月1日

項目 收費

進口信用狀 開立信用狀(每叁個月為一期)

最低收費 28.1 等值USD77元／EUR70元／HKD600元／MOP618元

第一期 28.2 按開狀幣別金額0.25%計收

第二期及以後各期 28.3 按開狀幣別金額0.125%計收

電報費

香港地區 28.4 等值USD40元／EUR36元／HKD300元／MOP309元

其他地區 28.5 等值USD65元／EUR58元／HKD500元／MOP515元

最低收費 29.1 等值USD58元／EUR52元／HKD450元／MOP464元

按保證幣別金額 29.2 0.125%按月計收

增加金額 30.1 與開立信用狀相同

展期 30.2
按信用狀幣別金額計收0.125% (最低收費：等值USD33元

／EUR30元／HKD250元／MOP258元)或等值HKD/MOP計收

其他修改 30.3 等值USD33元／EUR30元／HKD250元／MOP258元

電報費 30.4 等值USD26元／EUR23元／HKD200元／MOP206元

遠期單據(承兌費)

最低收費 31.1 等值USD33元／EUR30元／HKD250元／MOP258元

每一個月 31.2 0.0625%或等值HKD/MOP計收

32 信用狀逾期六個月手續費(每件) 32.1 等值USD40元／EUR36元／HKD300元／MOP309元

33 贖單手續費(每件) 33.1 等值USD58元／EUR52元／HKD450元／MOP464元

檢查單據手續費 34 每套單據 34.1 等值USD26元／EUR23元／HKD200元／MOP206元

擔保提貨/

副提單背書
35 每筆 35.1 等值USD45元／EUR40元／HKD350元／MOP360元

雜項 其他電報(每筆) 36.1 等值USD26元／EUR23元／HKD200元／MOP206元

求償 36.2 等值USD13元／EUR12元／HKD100元／MOP103元

郵費

香港地區 36.3 等值USD10元／EUR9元／HKD80元／MOP82元

其他地區 36.4 等值USD20元／EUR18元／HKD160元／MOP165元

快遞費用(文件過重者依實際費用計收)

香港地區 36.5 等值USD26元／EUR23元／HKD200元／MOP206元

其他地區 36.6 等值USD58元／EUR52元／HKD450元／MOP464元

網路銀行服務 寰宇金融網

申請憑證載具 37.1 等值MOP430元(申請時收取一次費用)

憑證年費 37.2 等值MOP250元(每年收取一次)

金融卡(ATM) 新申請 38.1 等值MOP200元

年費 38.2 等值MOP150元

申請補發 38.3 等值MOP250元

澳門以外其他地區提領當地現鈔

永豐銀行自動櫃員機(自行) 38.4 每次提款扣取等值MOP30元

其他銀行貼有PLUS LOGO(跨行) 38.5 每次提款扣取等值MOP50元

放款業務 債務及額度證明書 39.1 每張等值USD26元／EUR23元／HKD200元／MOP206元

影印債權契約文件 39.2 每張等值USD26元／EUR23元／HKD200元／MOP206元

其他服務 會計師函證 40.1 每份等值USD65元／EUR58元／HKD500元／MOP515元

餘額∕資信證明 40.2 每份等值USD65元／EUR58元／HKD500元／MOP515元

替客戶傳真文件服務 40.3 每版等值USD7元／EUR6元／HKD50元／MOP52元

信用狀、擔保信用狀、履約保證函、進口分期付款保證函之修改

31

28

29

開立擔保信用狀、履約保證函、進口分期付款保證函

39

40

36

3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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