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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

本費率由匯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以下稱“本行”、“我行”或“匯豐中國”）
制定，適用于本行向本行私人銀行業務客戶提供的服務。

本刊費率于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生效。本行可不時酌情或按法律法規
政策和/或有關政府部門或監管機構的指令、要求或指引調整（包括但不限于
增加、减少、取消、改動）本費率所載之收費、賬戶和服務項目和條款。經本行
不時調整的賬戶和服務費率將以公告方式（在本行營業場所張貼相關告示和/
或在本行網站發布相關告示）通知客戶。如果客戶在本行公告通知的相關調整
的生效日後繼續在本行持有賬戶和/或使用本行服務，將被視為瞭解並同意經
本行不時調整的賬戶和服務費率。

本費率所載之收費並不包括其他機構（包括，但不限于，基金公司、保險公司、
匯豐集團境內外其他成員及有關代理行）及政府機關或監管機構所收取的費
用及稅款。該等費用及稅款（如有）應按照該等其他機構及有關政府機關或監
管機構所定之費率繳交。

賬戶服務下的文件和賬戶工具通常以我行確定的普遍適用于本行私人銀行業
務客戶的方式(“通常方式”)免費寄送，比如賬戶結單和通知書等以平信方式
向客戶寄送，網上銀行安全密碼器等以挂號信方式向客戶寄送。如果客戶要求
以通常方式以外的方式(“非通常方式”)遞送賬戶服務下的文件和/或賬戶工
具，則使用非通常方式安排遞送所實際發生的費用(由遞送服務提供商收取)由
客戶自行承擔和支付。

對于本費率所載的每一項服務，本行有權根據具體情况、相關法律法規政策 
（包括監管機構的指令、要求或指引，無論是口頭的還是書面的）以及本行的
內部操作規則和指引全權决定提供或不提供相關服務，相關服務之提供需受
限于以及遵守本行不時制定和調整的相關條款和條件。本費率所載之內容並
不限制本行在任何其他相關賬戶條款和/或服務條款下享有的權利。

除另有規定外，本文件中的收費均以人民幣計價和收取。若相關收費以本文件
中注明的計價貨幣以外的其他貨幣予以支持，則所付貨幣金額應與本文件中注
明的計價貨幣金額等值，按本行于付款時確定的匯率換算。

無論是否存在其它不同或相反規定，本行可全權酌情决定向賬戶總余額低于我
行不時厘定的私人銀行業務客戶最低賬戶總余額的客戶提供或取消全部或部
分私人銀行服務，及/或給予或取消該等客戶的私人銀行業務客戶身份。

在不違反法律法規强制性規定的前提下，本行可全權酌情决定在特定情况下
為特定客戶在標準價格的基礎上作適當减免。

本文件中提及的“同一客戶號碼下的所有賬戶之月內日均總余額”在計算時包
括以下項目：（1）人民幣及外幣存款；（2）雙幣投資、到期保本型/到期部分保
本型結構性投資產品的投資本金額；（3）我行推出的其他投資產品的市值。

本文件中提及的“中國內地”或“中國境內”指中國大陸，僅為本文件下事宜之
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

本文件中的“同城”範圍不小于地級市行政區劃。具體定義如下：

(1)“行內异地服務”指客戶在“非客戶開戶行所在城市”的我行的分/支行請求
提供服務。我行營業網點所在城市請參考如下鏈接： 
http://www.hsbc.com.cn/1/2/misc-cn/branches-and-atms.

(2) 就我行人民幣國內付款，由于同城與异地收費相同，因此我行人民幣國內
付款的“同城”範圍不再具體列示。 

國務院價格主管部門、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制定的政府定價，按照政府
定價收取。

如果銀行向客戶提供特殊或定制服務且/或雙方對收費另有合同約定的，相關
收費以雙方另行簽訂的合同為准。

屬於政府定價及政府指導價範圍的服務項目

1.	 現金服務

1.1	 同城本行櫃檯提取人民幣現鈔

	 免費

1.2	 將人民幣現鈔存入异地本行賬戶

	 免費

1.3	 异地本行櫃檯提取人民幣現鈔

	 免費	

 � 提取人民幣現鈔單日超過5萬元（含）需至少提前一個工作日通知您要前去 
 取款的分/支行，並以相應分/支行的確認為准。

 � 定價依據：根據《關於銀行業金融機構免除部分服務收費的通知》銀監發 
 [2011]22號免除同城本行取款手續費。異地存取現鈔收費根據銀（2016）261 
 號《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加強支付結算管理、防範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有 
 關事項的通知》免除。

2.	 人民幣支票

2.1	 支票工本費

	 每張人民幣0.4元

2.2	 支票手續費

	 每筆人民幣1元

2.3	 支票挂失	

	 按支票金額的0.1%收取，最低人民幣5元

 � 我行將按本（25張）出售及收取支票手續費。如果支票作廢或客戶未
使用整本支票的，客戶可要求銀行退還作廢或未使用部分的手續費。

定價依據：人民幣支票相關收費根據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發展改
革委令（2014年第1號）和發改價格[2014]268號收取。

3.	 人民幣國內付款

3.1	 銀行本票

	 免費

3.2	 本票挂失

	 免費

3.3	 通過櫃檯將個人客戶的資金從本行賬戶轉移到其他銀行（含同城和异地）
的賬戶

每筆劃匯金額 每筆收費標準

人民幣2,000元/以下（含2,000元） 人民幣2元

人民幣2,000-5,000元 (含5,000元) 人民幣5元

人民幣5,000-10,000元 (含10,000元) 人民幣10元

人民幣10,000-50,000元 (含50,000元)            人民幣15元

人民幣50,000元以上 0.03%最高人民幣50元/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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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

屬於政府定價及政府指導價範圍的服務項目（續）

3.	 人民幣國內付款（續）

3.4	 通過櫃檯將公司客戶的資金從本行賬戶轉移到其他銀行（含同城和异地）
的賬戶

每筆劃匯金額 每筆收費標準

人民幣10,000元/以下（含10,000元） 人民幣5元

人民幣 10,000 - 100,000元（含100,000元） 人民幣10元

人民幣 100,000 - 500,000元（含500,000元） 人民幣15元

人民幣 500,000 - 1,000,000元（含1,000,000元） 人民幣20元

人民幣1,000,000元以上 0.002%最高人民幣 
200元/每筆

 � 人民幣國內付款收費屬政府定價及政府指導價的收費項目，若主管部
門有新的規定，我行將及時對照調整。

 � 向救灾專用賬戶捐款的跨行轉帳手續費、電子匯劃費和電報費均為免費。

 � 海外人民幣儲蓄賬戶/海外人民幣結算賬戶匯款由匯豐中國收費部分
參照執行以上收費標準，可能另有相關代理行收費。

定價依據：人民幣國內付款的相關收費根據以下法規制定：

 � 國家計委、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制定電子匯劃收費標準的通知計價格
[2001]791號

 �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發展改革委令（2014年第1號）和發改價
格[2014]268號

 � 中国银行业監督管理委員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員会发改价格规[2017]1250号

屬於市場調節價範圍内的服務項目

賬戶費率

1.	 服務月費

最低賬戶總余額

人民幣6,800,000元/等值

服務月費	

如同一客戶號碼下的所有賬戶的月內日均總余額低于最低賬戶總余額，本行將
每月收取人民幣1,000元或等值外幣的服務月費。

如果私人銀行賬戶之同一客戶號碼下持有住房按揭貸款，在而且僅在住房按揭
貸款放款金額滿足一定條件的情况下，服務月費可在銀行規定的一定期間內予
以免收。詳情請諮詢私人銀行專屬客戶經理。

任何賬戶連續兩個月無結余，本行有權撤銷該等賬戶。

最低賬戶余額可由本行酌情决定不時予以調整。

定價依據：上述服務月費是我行根據銀行的服務成本來制定的,包括賬戶運營、
管理和一系列免費服務等因素,私人銀行業務對客戶提供的服務並非大众化批
量服務，而是一對一的專業化服務，客戶除享受日常賬戶操作和服務之外，亦
有專業團隊為客戶專門打造量身定做的產品，此外，借助私人銀行業務及客戶
經理的資源，還將獲得一系列增值服務。

活期賬戶

外幣活期賬戶

多種外幣儲蓄賬戶 適用貨幣

現匯賬戶： 美元、港元、日元、歐元、澳元、加元、英鎊、新加
坡元、新西蘭元、瑞士法郎等

現鈔賬戶： 美元、港元、日元、歐元

(在符合法律法規的前提下，本行可能根據自身業務發展需要增加其他幣種的
現匯賬戶和現鈔賬戶，詳情請洽開戶分行)

人民幣活期賬戶

人民幣	
結算賬戶

人民幣	
支票賬戶

海外人民幣儲蓄賬戶/
海外人民幣結算賬戶

最低存款額 人民幣1元 人民幣5,000元 人民幣1元

通知存款

外幣通知存款

普通型 增强型*

通知期 七天 七天

適用貨幣 現匯賬戶：

美元、港元、日元、歐元、澳
元、加元、英鎊、新加坡元

現鈔賬戶：

美元、港元、日元、歐元（如
需開辦其他幣種的通知存
款業務，請洽開戶分行）

現匯賬戶：

美元、港元、歐元 

現鈔賬戶：

美元、港元、歐元

最低存款額 人民幣50,000元/等值 人民幣100,000元/等值

最低取款額 每次人民幣50,000元/等值
（如部分支取，則取款後的
賬戶余額不得低于人民幣
50,000元/等值）

每次人民幣50,000元/等值
（如部分支取，則取款後的
賬戶余額不得低于人民幣
100,000元/等值）

* 目前北京、天津、太原、杭州分行不適用，詳情請洽開戶分行。

人民幣通知存款

普通型 增强型*

通知期 一天、七天 七天

最低存款額 人民幣50,000元 人民幣100,000元

最低取款額 每次人民幣50,000元 
 （如部分支取，則取款後的
賬戶余額不得低于人民幣
50,000元）

每次人民幣50,000元（如部
分支取，則取款後的賬戶余
額不得低于人民幣100,000
元）

* 目前北京、天津、太原、杭州分行不適用，詳情請洽開戶分行。

注：對于公司客戶而言，適用的“最低存款額”及“最低取款額”與上述規定有
所不同，具體請參見適用的《通知存款賬戶–一般條款》/《增强型七天通知存
款一般條款》（視情况而定）。



4

滙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

屬於市場調節價範圍的服務項目（續）

1.	 服務月費（續）

定期存款

外幣定期存款 人民幣定期存款

適用貨幣 現匯賬戶：

美元、港元、日元、歐元、澳元、
加元、英鎊、新加坡元

現鈔賬戶：

美元、港元、日元、歐元 （如需
開辦其他幣種的定期存款業
務，請洽開戶分行）

-

最低存款額 美元2,000元/等值 人民幣50元

存期 七天、十四天、一個月、兩個月、
三個月、六個月、一年和兩年 
 （存期為七天、十四天和兩個月
的外幣定期存款僅在部分城市
提供）

三個月、六個月、一年、兩
年、三年和五年）

服務費率

2.	 賬戶服務

2.1	 開立賬戶結余證明書*	

 每份人民幣50元/等值

2.2	 開立凍結存款證明書* 

 每份人民幣100元/等值

2.3	 提供結單副本* 

 結單月距今十二個月內，免費

 結單月距今十二個月以上，每份每月人民幣30元/等值

 單次（指客戶一次性提出的所有該項服務要求）最高人民幣300元/等值

2.4		 提供交易憑證副本/已兌現支票副本*

 憑證日/支票兌現日距今十二個月內，免費

 憑證日/支票兌現日距今十二個月以上，每份人民幣30元/等值

 單次（指客戶一次性提出的所有該項服務要求）最高人民幣300元/等值

2.5	 幫助客戶發送圖文傳真*

 在中國內地，五頁以內：人民幣50元/等值

 往中國內地以外國家/地區，兩頁以內：

 人民幣100元/等值

 往任何國家/地區（包括在中國內地之內），若超過上述指定頁數，每頁另
加：人民幣50元/等值

2.6	 當面見證客戶在文件上的簽字（見證簽字）/對客戶提供的文件進行正本鑒
定（鑒定正本）*

 匯豐集團文件：免費©

© 如需將見證簽字或正本鑒定的文件轉遞到匯豐集團其他分支機構，需另
加“跨境轉遞匯豐集團文件”之收費。

 非匯豐集團文件：每份人民幣100元/等值©

© 本行可酌情决定是否為非匯豐集團文件和海外匯豐集團文件提供見證
簽字/鑒定正本服務。

2.7	 跨境轉遞匯豐集團文件* 

 快遞©：每份人民幣150元/等值

 挂號信©：每份人民幣50元/等值

© 由于郵政、快遞或其他第三方因素所造成的文件遺失或未及時送達，我
行不予承擔責任

2.8	 常行指示設定、修改或停止（常行指示是指由客戶指定金額及周期的多次
轉帳指示）*

 設定：每次人民幣200元/等值

 修改：每次人民幣200元/等值

 停止：每次人民幣200元/等值 

2.9	 確認審計材料

 每次人民幣200元/等值

2.10	如遺失或因疏忽導致損壞而需更換網上銀行“安全密碼器”*

 每次人民幣100元/等值

2.11	 由外幣現鈔賬戶轉帳至現匯賬戶*

 按轉帳金額的1%收取

2.12	單個賬戶以SWIFT方式傳遞客戶/結單通知(每種SWIFT報文類型每個報	
文接收方)

 MT940/MT950：每月人民幣800元/等值

 MT942

 日發送頻率1-12：每月人民幣800元/等值

 日發送頻率13及以上：每月人民幣1600元/等值

 MT900/MT9l0：每月人民幣1600元/等值

定價依據：上述賬戶服務費率是我行根據提供上述服務所發生的人工成本、系
統開發和使用成本、工本費、通訊費、郵寄費以及其他管理成本綜合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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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

屬於市場調節價範圍的服務項目（續）

3.	 現金服務

3.1	 同城本行櫃檯提取外幣現鈔

 適用貨幣 

 美元、港元、日元、歐元(其他幣種請洽開戶分行)

3.1.1 在櫃檯提取外幣現鈔* 

按取款金額的0.25% - 0.4%©收取

每筆最低人民幣40元/等值

©各分行的收費可能在規定範圍內(0.25% - 0.4%)稍有不同

 � 外幣現鈔的提取應遵守有關現金管理的法律法規的規定。

 � 提取外幣現鈔需提前兩天通知本行，並以本行庫存外幣現鈔量為限。

 � 如提取現鈔幣種與賬戶幣種不同，將以人民幣的外幣現鈔兌換率牌價
換算。

3.2		 現鈔兌換

 適用貨幣

 美元、港元、日元、歐元(其他幣種請洽開戶分行)

3.2.1 私人銀行業務客戶兌換外幣現鈔

免費

 � 外幣現鈔的兌換應遵守有關外幣兌換的法律法規的規定

定價依據：上述現金服務費率是我行根據庫存現鈔成本、人工成本以及其他管
理成本綜合制定的。

4.	 行內异地服務

4.1	 由接收單據/指令的匯豐中國分支行（非客戶開戶行所在城市的境內分支
行）直接處理的服務項目

4.1.1   提取外幣現鈔* 

取款金額的0.25% - 0.4%© 

每筆最低人民幣40元/等值

另加异地服務費人民幣100元/等值每筆

©各分行的收費可能在規定範圍內(0.25% - 0.4%)稍有不同

4.1.2  外幣現金存款* 

异地服務費人民幣100元/等值每筆

4.1.3    行內人民幣資金劃轉*

免費 

4.1.4   行內外幣資金劃轉* 

劃轉金額的0.5%

每筆最低人民幣30元/等值

每筆最高人民幣50元/等值

4.1.5  定期存款賬戶的開立，續存，支取* 

開立及續存：免費

外幣支取：每次人民幣30元/等值

人民幣支取：免費规

4.1.6  通知存款賬戶的開立，續存，支取* 

開立及續存：免費

外幣支取：每次人民幣30元/等值

人民幣支取：免費

4.1.7   休眠賬戶©激活 

© 因連續十二個月未進行任何收支操作（系統自動扣賬交易除外）而
進入休眠狀態的賬戶*

人民幣休眠賬户激活：免費 ©       

外幣休眠賬户激活：人民幣20元/等值 ©

© 指客戶的一次指令，可包括同一客戶號碼下的所有休眠賬戶激活

4.1.8 靜止賬戶©激活

© 因連續二十四個月未進行任何收支操作

 （系統自動扣賬交易除外）而進入靜止狀態的賬戶*

 人民幣休眠賬户激活：免費 ©        

外幣休眠賬户激活：人民幣40元/等值 ©

                  © 指客戶的一次指令，可包括同一客戶號碼下的所有靜止賬戶激活

4.1.9 提供額外結單* 

 結單距今十二个月結內，免費。 
結單距今十二个月以上，每份每月人民幣30元/等值 
單次（指客户一次性提出的所有該項服务要求）最高人民幣300元/
等值

4.1.10 開立賬戶結余證明書* 

 每份人民幣50元/等值

定價依據：根據銀髮（2016）261號《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加強支付結算管
理、防範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有關事項的通知》免除人民幣相關業務異
地手續費

4.2	 需將客戶指令傳遞至開戶分支行處理的服務項目

對于超出以上範圍的服務項目，接收單據/指令的匯豐中國分支行可對客
戶指令進行見證簽字，並將指令原件傳遞至匯豐中國的客戶關係行或開
戶分支行進行後續處理。需收取匯豐中國內部跨分支機構文件傳遞費。

4.2.1  匯豐中國內部跨分支機構文件傳遞*

挂號信：每份人民幣10元/等值

EMS：每份人民幣30元/等值

定價依據：上述行內异地服務費率是我行根據因异地操作所產生的額外人工
成本、電信通訊費、郵寄費用以及其他管理費用綜合制定的。



6

滙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

屬於市場調節價範圍的服務項目（續）

5.	 海外匯款

5.1			 匯出匯款

5.1.1 電匯

5.1.1.1 發出電匯 

按匯款金額的0.1%收取

每筆最低人民幣100元/等值

個人客戶每筆最高人民幣500元/等值

公司客戶每筆最高人民幣800元/等值

另加電報費

5.1.1.2 電報費

每筆人民幣120元/等值

5.1.1.3 附加電報內容 

每頁人民幣100元/等值

5.1.1.4 外幣現鈔轉兌現匯* 

按外幣金額的1%收取

5.1.1.5 修改電匯/取消電匯 

五份電報以內：人民幣200元/等值

五份電報以上，每份另加：人民幣40元/等值

另加相關海外銀行收費

 � 如匯款人要求美元匯出匯款全額劃付收款人，我行將預先向
匯款人收取人民幣200元/等值作為預扣海外代理行費用及我
行就此項特殊安排收取的費用，不足部分再根據海外代理行
的通知另行收取。

5.2			即期匯票

5.2.1  發出匯票 

每張0.1%

最低人民幣100元/等值

最高人民幣300元/等值

5.2.2  取消匯票 

不涉及電報發送：

每次人民幣120元/等值

涉及電報發送：

五份電報以內：每次人民幣200元/等值

五份電報以上，每份另加：人民幣40元/等值

另加相關海外銀行收費

5.2.3  挂失/止付匯票 

五份電報以內：每次人民幣200元/等值

五份電報以上，每份另加：人民幣40元/等值

另加相關海外銀行收費

5.2.4  外幣現鈔轉兌現匯 

按外幣金額的1%收取 *

5.3			匯入匯款

5.3.1 海外匯入匯款

5.3.1.1 匯款存入匯豐中國賬戶免費 

 （此處的免費是指滙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滙丰中国“）
免收因滙入滙款存入滙丰賬户而发生的應由滙丰中国收取
的本地手續費规

5.3.1.2 匯款經本行劃撥至其他本地/海外銀行（匯豐中國作為中 
轉行） 

匯款金額的0.125%

每筆最低人民幣200元/等值

每筆最高人民幣600元/等值

另加電報費

5.3.1.3 海外外幣入帳退匯手續費（對收款信息不完整或有差錯導致
我行不能入帳的海外外幣匯入匯款而收取的退匯手續費）

匯款金額>100美元或其他等值外幣

每筆人民幣120元/等值

匯款金額≤=100美元或其他等值外幣

免費 

5.3.2  票據托收（不包括旅行支票, 含电子票据）

5.3.2.1  托收票據

 （適用于每一金額為美元5,000元/等值以下的票據）

海外：人民幣300元/等值/每張

市外：人民幣200元/等值/每張

市內：人民幣80元/等值/每張

另加相關代理行收費

（若于深圳托收香港的港幣和美元支票，手續費為票 
面金額的0.1%，最低人民幣20元/等值，最高人民幣
1,000元/等值）

5.3.2.2 托收票據

（ 適 用于 每 一 金 額 為 美 元 5 , 0 0 0 元 / 等 值 以 上 的 票
據）*# 

海外：人民幣300元/等值/每張

市外：人民幣200元/等值/每張

市內：人民幣80元/等值/每張

另加相關代理行收費

（若于深圳托收香港的港幣和美元支票，手續費為票 
面金額的0.1%，最低人民幣20元/等值，最高人民幣
1,000元/等值）

（客戶享受該項目免費時,仍需支付相關代理行收費）

本行可酌情决定是否提供支票托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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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

屬於市場調節價範圍的服務項目（續）

5.	 海外匯款（續）

5.3.2.3 香港匯豐個人賬戶港幣支票代郵寄服務

每次人民幣80元/等值（僅在深圳提供）

 � 本行可酌情决定是否提供支票托收服務。

5.3.3 代為向開戶銀行要求以電匯方式匯入匯款

5.3.3.1  代為向開戶銀行發出電匯要求 

每次人民幣200元/等值

5.3.3.2 修改電匯要求/取消電匯要求 

每次人民幣500元/等值

5.4			匯款查詢/調查

5.4.1  以電報方式查詢/調查匯款* 

五份電報以內：人民幣200元/等值 

五份電報以上，每份另加：人民幣40元/等值

另加相關海外銀行收費

	（客戶享受該項目免費時,仍需支付相關代理行收費）

海外滙款及外幣国內滙款費率是我行根据人工成本，系统維护成
本，电報发送成本，以及其他管理成本綜合制定的

6	外幣國內匯款

6.1		 外幣國內付款

6.1.1   通過票據交換形式進行的外幣國內付款

6.1.1.1 通過票據交換形式進行的外幣國內付款

市內付款：每筆人民幣80元/等值

市外付款：每筆人民幣120元/等值

另加相關代理行收費

6.1.1.2  匯款修改/查詢/取消 

手續費為人民幣50元/筆

（不包括代理行可能收取的費用）

6.1.2 電匯

6.1.2.1  發出電匯 

電匯金額的0.1%

每筆最低人民幣100元/等值

個人客戶每筆最高人民幣500元/等值

公司客戶每筆最高人民幣800元/等值

另加電報費

6.1.2.2 電報費 

每筆人民幣120元/等值

6.1.2.3 附加電報內容 

每頁人民幣100元/等值

6.1.2.4  修改/取消電匯 

五份電報以內：人民幣200元/等值

五份電報以上，每份另加：人民幣40元/等值

另加相關海外銀行收費

 � 如匯款人要求美元匯出匯款全額劃付收款人，我行將預先向
匯款人收取人民幣200元/等值作為預扣海外代理行費用及我
行就此項特殊安排收取的費用，不足部分再根據海外代理行
的通知另行收取。

6.2	 外幣國內收款

6.2.1  從國內其他銀行收到外幣匯款

可能有相關國內中轉行收費

定價依據：上述海外匯款及外幣國內匯款費率是我行根據人工成本、系統維護
成本、電報發送成本以及其他管理成本綜合制定的。

7	理財產品業務

7.1			 代客境外理財計劃–開放式海外基金型

7.1.1 申購費 

不超過申購金額2.5%© 

© 根據代客境外理財計劃下具體投資的海外基金類型和申購金額
不同，申購費率有所不同，最高為申購金額的2.5%。

7.1.2 贖回費 

免費

7.1.3 轉換費 

不超過轉換金額的1%© 

© 根據代客境外理財計劃下具體投資的可轉換海外基金，轉換費
率有所不同，最高為轉換金額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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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市場調節價範圍的服務項目（續）

7	理財產品業務（續）

7.2			信托類理財計劃

7.2.1 管理費 

不超過申購面額的0.5% 
（具体参见相關產品的銷售文件）

定價依據：上述收費標準是我行根據理財產品托管銀行所收取的托管費率、本
行相關人員成本、系統開發成本以及銀行軟硬件成本,並參考國內同業同類產
品的收費標準而制定。

* 本行的私人銀行業務客戶如符合以下任一條件均可享受該項服務免費：

（1）上月同一客戶號碼下所有賬戶月內日均總余額不低于最低賬戶總余額；
或者

（2）已經全額繳付服務月費

# 若于深圳托收香港的港幣和美元支票則不適用。

^ 此處的免費是指匯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匯豐中國”）免收因匯入匯
款存入匯豐賬戶而發生的應由匯豐中國收取的本地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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