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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融資服務收費表 

2022 年 9 月 30 日生效 

進口押匯項目 收費 

開立不可撤銷信用

證/背對背信用證/

循環跟單信用證 

首 5 萬美元或等值貨幣，按信用證有效期計算，開證手

續費每 6 個月收 1/4%，不足 6 個月亦按照 6 個月計

算，開證金額超過 5 萬美元者，超出金額部分按 1/8%

計算。最低收費港幣 450 元。  

背對背信用證最低收費港幣 650 港元。 

遠期跟單信用證承兌手續費，按匯票期限每 1 個月收

1/16%，不足 1 個月亦作 1 個月計算， 

最低收費港幣 350 元。 

開證手續費須於開證時付足。 

循環跟單信用證議付金額在信用證面額以內者不必收

費，超過信用證面額每次議付均按 1/8%計收， 

最低收費港幣 500 元。 

開立備用信用證 首 1,000,000 港幣或等值貨幣，備用信用證有效期每月

收 1/8%，不足一個月按 1 個月計算。超出 1,000,000 萬

港幣者，超出金額部分另議。 

修改信用證 有關增額及展期之修改，按開出不可撤銷信用證手續費

標準計算。其他修改，手續費一律收取港幣 400 元。背

對背信用證的修改最低收費港幣 550 元。 

入口托收單據手續

費 

首 5 萬美元或等值貨幣，按 1/8%計收, 超過 5 萬美元

者，超出金額部分另議。 

最低收費港幣 350 元。 

擔保提貨手續費 每一筆擔保收費港幣 350 元，如本行在 3 個月之內仍未

收到有關檔者，貨單金額之首 5 萬美元或等值貨幣，按

1/4%計收額外手續費（最低收費港幣 450 元），超過 5

萬美元者，超出金額部分另議。 

支付信用證項下港

幣匯票 

首 5 萬美元或其他等值貨幣，按 1/4%計收， 

超過 5 萬美元者，超出金額部分另議。 

最低收費港幣 3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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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押匯項目 收費 

無兌換手續費 首 5 萬美元或其他等值貨幣，按 1/4%計收，超過 5 萬

美元者，超出金額部分另議。 

最低收費港幣 350 元。 

 

信用證金額超支 超支部分按 1/4%計收 

逾期超過六個月的跟單信用證提款， 

最低收費港幣 450 元。 

差異費 每宗收費港幣 500 港幣或美元 64 元或其他等值貨幣。 

發票融資 首 5 萬美元或其他等值貨幣，按 1/4%計收，超過 5 萬

美元者，按 1/8%計收。  

最低收費港幣 450 元。 

非經本行押匯後勤

中心辦理交易結算

之入口托收承兌單

據手續費 

每宗收費港幣 1,000 元。 

  

 

出口押匯項目 收費 

議付出口單據之手

續費 

 外幣單據 

 

 

 港幣單據 

 

 

單據金額少於 1 萬美元或其他等值貨幣，每單收取小額

出口單手續費最低收費港幣 200 元。超出 1 萬美元者，

免受上述手續費。 

首 5 萬美元或其他等值貨幣，按 1/4%計收，最低收費

港幣 350 元。超過 5 萬美元者，超出金額部分另議。 

 

承兌或承擔延期付

款其他銀行開出之

信用證 

按承兌匯票期限或延期付款有效期內每月收 1/16%，不

足 1 個月亦作 1 個月計算 

最低收費港幣 3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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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其他本地銀行

議付之出口單據手

續費 

 無追索權 

 

 有追索權 

  

 

 

首 5 萬美元或其他等值貨幣，按 1/8%計收，最低收費

港幣 350 元。超過 5 萬美元者，超出金額部分另議。 

首 5 萬美元或其他等值貨幣，按 1/4%計收，最低收費

港幣 350 元。超過 5 萬美元者，超出金額部分另議。 

信用證通知/修改 每宗收費港幣 300 元。 

  

信用證註銷 每宗收費港幣 100 元。 

信用證轉讓手續費 1. 按信用證原條款一次過轉讓者，收費港幣 450 元，

受讓之受益人在香港以外地區者，收費港幣 500 元。 

2. 部分轉讓或轉讓時包括更改原證條款者： 

   - 首 5 萬美元或其他等值貨幣，按 1/4%計收。 

   - 超過 5 萬美元者，超出金額部分另議。 

   - 受讓之受益人在本港者，最低收費港幣 650 元，

在海外者最低收費港幣 700 元。 

3. 每宗修改收費港幣 300 元。有關增額之修改，按信

用證轉讓手續費標準計收。 

保兌其他銀行開出

的信用證保兌手續

費 

按信用證有效期，每 1 個月收 1/16%，不足 1 個月亦作

1 個月計（最低收費港幣 350 元），如信用證規定之延

期索匯時間超過信用證有效期，其超過之期間另每月收

1/16%, 最低收港幣 350 元 

出口托收單 首 5 萬美元或其他等值貨幣，按 1/8%計收, 超過 5 萬美

元者，超出金額部分另議。 

最低收費港幣 350 元 

無兌換手續費 首 5 萬美元或其他等值貨幣，按 1/4%計收, 超過 5 萬美

元者，超出金額部分另議   

最低收費港幣 350 元 

索匯 每次收費港幣 450 元。 

不即時議付之外幣

單據手續費 

首 5 萬美元或其他等值貨幣，按 1/8%計收 

超過 5 萬美元者，超出金額部分另議。 

最低收費港幣 350 元 

信用證審單手續費 每單概收港幣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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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買賣雙方直接結

算之出口單據手續

費 

每宗收費港幣 400 元。 

發票貼現 首 5 萬美元或其他等值貨幣，按 1/4%計收，超過 5 萬

美元者，按 1/8%計收。 

最低收費港幣 450 元。 

 

訂單融資 首 5 萬美元或其他等值貨幣，按 1/4%計收， 

最低收費港幣 450 元。 

超過 5 萬美元者，按 1/8%計收。 

退還已墊支之出口

單據手續費 

每宗收費港幣 400 元。 

打包放款手續費 每宗申請/展期/到期收費港幣 250 元。 

以非有關出口單據償還打包放款，每次收費港幣 250

元。 

 

本行保留隨時調整以上各項收費及按時收取其他專案服務費用之權利，屆時

將另行通知。 

 

本通知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准。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852) 3711 0117 或與本行職員聯絡。  

 

招商永隆銀行有限公司 謹啟  

2022 年 8 月  

 

招商永隆銀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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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融资服务收费表 

2022 年 9 月 30 日生效 

进口押汇项目 收费 

开立不可撤销信用

证/背对背信用证/

循环跟单信用证 

首 5 万美元或等值货币，按信用证有效期计算，开证手

续费每 6 个月收 1/4%，不足 6 个月亦按照 6 个月计

算，最低收费港币 450 元。背对背信用证最低收费港币

650 港元。  

开证金额超过 5 万美元者，超出金额部分按 1/8%计

算。 

远期跟单信用证承兑手续费，按汇票期限每 1 个月收

1/16%，不足 1 个月亦作 1 个月计算， 

最低收费港币 350 元。 

开证手续费须于开证时付足。 

循环跟单信用证议付金额在信用证面额以内者不必收

费，超过信用证面额每次议付均按 1/8%计收， 

最低收费港币 500 元。 

开立备用信用证 首 1,000,000 港币或等值货币，备用信用证有效期每月

收 1/8%，不足一个月按 1 个月计算。超出 1,000,000 万

港币者，超出金额部分另议。 

修改信用证 有关增额及展期之修改，按开出不可撤销信用证手续费

标准计算。其他修改，手续费一律收取港币 400 元。背

对背信用证的修改最低收费港币 550 元。 

入口托收单据手续

费 

首 5 万美元或等值货币，按 1/8%计收 

超过 5 万美元者，超出金额部分另议。 

最低收费港币 350 元。 

担保提货手续费 每一笔担保收费港币 350 元，如本行在 3 个月之内仍未

收到有关档者，货单金额之首 5 万美元或等值货币，按

1/4%计收额外手续费（最低收费港币 450 元），超过 5

万美元者，超出金额部分另议。 

支付信用证项下港

币汇票 

首 5 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按 1/4%计收。超过 5 万

美元者，超出金额部分另议。 

低收费港币 3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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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押汇项目 收费 

无兑换手续费 首 5 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按 1/4%计收， 

超过 5 万美元者，超出金额部分另议。 

最低收费港币 350 元。 

 

信用证金额超支 超支部分按 1/4%计收 

逾期超过六个月的跟单信用证提款， 

最低收费港币 450 元。 

差异费 每宗收费 500 港币或美元 64 元或其他等值货币。 

发票融资 首 5 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按 1/4%计收， 

超过 5 万美元者，按 1/8%计收 

最低收费港币 450 元。 

非经本行押汇后勤

中心办理交易结算

之入口托收承兑单

据手续费 

每宗收费港币 1,000 元。 

 

 

出口押汇项目 收费 

议付出口单据之手

续费 

 外币单据 

 

 

 港币单据 

 

 

单据金额少于 1 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每单收取小额

出口单手续费最低收费港币 200 元。超出 1 万美元者，

免受上述手续费。 

首 5 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按 1/4%计收。超过 5 万

美元者，超出金额部分另议。最低收费港币 350 元 

承兑或承担延期付

款其他银行开出之

信用证 

按承兑汇票期限或延期付款有效期内每月收 1/16%，不

足 1 个月亦作 1 个月计算， 

最低收费港币 350 元。 

送交其他本地银行

议付之出口单据手

续费 

 无追索权 

 

 有追索权 

  

 

 

首 5 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按 1/8%计收，最低收费

港币 350 元。超过 5 万美元者，超出金额部分另议。 

首 5 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按 1/4%计收，最低收费

港币 350 元。超过 5 万美元者，超出金额部分另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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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证通知/修改 每宗收费港币 300 元。 

信用证注销 每宗收费港币 100 元。 

信用证转让手续费 1. 按信用证原条款一次过转让者，收费港币 450 元，

受让之受益人在香港以外地区者，收费港币 500 元。 

2. 部分转让或转让时包括更改原证条款者： 

   - 首 5 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按 1/4%计收。 

   - 超过 5 万美元者，超出金额部分另议。 

   - 受让之受益人在本港者，最低收费港币 650 元，     

在海外者最低收费港币 700 元。 

3. 每宗修改收费港币 300 元。有关增额之修改，按信     

用证转让手续费标准计收。 

保兑其他银行开出

的信用证保兑手续

费 

按信用证有效期，每 1 个月收 1/16%，不足 1 个月亦作

1 个月计（最低收费港币 350 元），如信用证规定之延

期索汇时间超过信用证有效期，其超过之期间另每月收

1/16%, 最低收港币 350 元 

出口托收单 首 5 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按 1/8%计收, 超过 5 万美

元者，超出金额部分另议。 

最低收费港币 350 元 

无兑换手续费 首 5 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按 1/4%计收 

 超过 5 万美元者，超出金额部分另议。 

最低收费港币 350 元 

 

索汇 每次收费港币 450 元。 

不实时议付之外币

单据手续费 

首 5 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按 1/8%计收, 超过 5 万美

元者，超出金额部分另议。 

最低收费港币 350 元 

信用证审单手续费 每单概收港币 300 元。 

由买卖双方直接结

算之出口单据手续

费 

每宗收费港币 400 元。 

发票贴现 首 5 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按 1/4%计收，超过 5 万

美元者，按 1/8%计收。 

最低收费港币 4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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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融资 首 5 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按 1/4%计收，超过 5 万

美元者，按 1/8%计收。 

最低收费港币 450 元。 

退还已垫支之出口

单据手续费 

每宗收费港币 400 元。 

打包放款手续费 每宗申请/展期/到期收费港币 250 元。 

以非有关出口单据偿还打包放款， 

每次收费港币 250 元。 

 

本行保留随时调整以上各项收费及按时收取其他项目服务费用之权利，届时

将另行通知。 

 

本通知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异，一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客户服务热线 (852) 3711 0117 或与本行职员联络。  

 

招商永隆银行有限公司 谨启  

2022 年 8 月  

 

招商永隆银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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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B Wing Lung Bank Trade Finance Service 

List of Service Charges 

Effective on 30 September, 2022 

Imports Charge Scale 

Opening Irrevocable 

Documentary 

Credits/Back-To-

Back Documentary 

Credits/Revolving 

Documentary 

Credits 

On the first US$50,000.00 or equivalent, 1/4% for each 

validity period of 6 months or part thereof, minimum 

HK$450.00 

Charges as for the opening of Back-To-Back Documentary 

Credits, minimum HK$650.00  

On any balance in excess of US$50,000.00, 1/8% 

On credits calling for usance drafts with reimbursement 

instructions that the issuing bank undertakes to pay the 

negotiating bank on maturity of the draft, an additional 

charge of 1/16% per month (or part thereof) for the usance 

of the bill drawn thereunder shall be charged, minimum 

HK$350.00 

Commission shall be paid in full at the time a Documentary 

Credit is issued. 

Drawings up to the face value of the credit to be free of 

commission and thereafter 1/8% to be levied on all 

drawings, minimum HK$500.00 

Opening Stand-by 

Credits 

On the first HK$1,000,000.00 or equivalent, 1/8% for each 

month of the validity of the credit or part thereof 

On any balance in excess of HK$1,000,000.00, negotiable 

Amendments to 

Documentary 

Credits 

A flat charge of HK$400.00 except increases in amounts or 

extensions in validity, for which the usual commission will 

be charged as for the opening of irrevocable documentary 

credits. For Back-to-Back L/C, minimum charge HK$550.00. 

Import Bills for 

Collection 

On the first US$50,000.00 or equivalent, 1/8%  

On any balance in excess of US$50,000.00, negotiable 

minimum HK$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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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s Charge Scale 

Shipping Guarantees A flat charge of HK$350.00 will be collected for each 

guarantee issued. In the event that the relative documents 

are not received by our bank within 3 months, an 

additional charge of 1/4% of the invoice value of the goods 

(minimum HK$450.00) will be charged on the first 

US$50,000.00 or equivalent, on any balance in excess of 

US$50,000.00, negotiable. 

Commission on 

Drawings under our 

HK$ Documentary 

Credits 

On the first US$50,000.00 or equivalent, 1/4%,  

On any balance in excess of US$50,000.00, negotiable. 

minimum HK$350.00 

Commission in Lieu 

of Exchange 

On the first US$50,000.00 or equivalent, 1/4% , On any 

balance in excess of US$50,000.00, negotiable. 

minimum HK$350.00 

Documentary Credit 

Overdrawn 

Commission 

1/4% on excess amount, drawing against expired DC 

beyond 6 months,  

minimum HK$450.00  

Documentary Credit 

Cancellation 

A flat charge of HK$100.00 for each item. 

Discrepancy Fee A flat charge of HK$500.00 / US$64.00 (or equivalent) for 

each item. 

Invoice Financing On the first US$50,000.00 or equivalent, 1/4%  

On any balance in excess of US$50,000.00, 1/8%  

minimum HK$450.00 

Commission on 

Import Documentary 

Collection Against 

Acceptance if the 

settlement of 

transaction is not 

handled by our Bills 

Operations Centre 

A flat charge of HK$1,000.00 for each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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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s  Charge Scale 

Commission on 

Export Bills 

Purchased 

 For Foreign 

Currency Bills 

 

 For HK Dollars 

Bills 

 

 

 

On amounts less than US$10,000.00 or equivalent, 

minimum handling charge HK$200.00 as Small Amount Bill 

Commission. On amounts over US$10,000.00 free. 

On the first US$50,000.00 or equivalent, 1/4% (minimum 

HK$350.00) 

On any balance in excess of US$50,000.00, negotiable 

Acceptance or 

Deferred Payment 

Undertaking under 

other banks' 

Documentary 

Credits 

Acceptance commission or deferred payment commission 

will be charged at 1/16% per month, or part thereof, for the 

validity of the acceptance or for the deferred period of 

payment, minimum HK$350.00. 

 

 

Commission on 

Documentary Bills 

presented to other 

local banks for 

negotiation 

 “without 

recourse” 

 

 “with 

recourse” 

  

 

 

 

 

On the first US$50,000.00 or equivalent, 1/8% (minimum 

HK$350.00) 

On any balance in excess of US$50,000.00, negotiable 

On the first US$50,000.00 or equivalent, 1/4% (minimum 

HK$350.00) 

On any balance in excess of US$50,000.00, negotiable 

Advising 

Commission on 

Documentary Credit 

/ Amendment 

A flat charge of HK$300.00 for each item. 

Documentary Credit 

Cancellation 

A flat charge of HK$100.00 for each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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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s  Charge Scale 

Commission on 

Transfer of 

Documentary 

Credits 

1. Simple Transfer of the Whole of a Documentary Credit 

without any Alteration to the original Terms and 

Conditions. HK$450.00 for local transfer, HK$500.00 for 

foreign transfer. 

2. Partial Transfer or Transfer involving Alterations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original Documentary Credit. 

   - On the first US$50,000.00 or equivalent, 1/4% 

   - On any balance in excess of US$50,000.00, negotiable 

   - Minimum charge for Local Transfer HK$650.00, for      

Foreign Transfer HK$700.00  

3. The flat charge for each amendment thereto will be    

HK$300.00 except increases in amounts, for which the 

usual commission will be charged as for the transferring 

of Documentary Credits. 

Confirmation of 

Documentary 

Credits opened by 

other banks 

1/16% per month, or part thereof, for the validity of the 

documentary credit (minimum HK$350.00). In those cases 

where we are asked to add confirmation to credits which 

provide for deferred payment, an additional charge of 

1/16% per month should be levied cove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expiry date of the credit to the latest date on 

which deferred payment may be received  

minimum HK$350.00. 

Export Bills for 

Collection 

On the first US$50,000.00 or equivalent, 1/8%, On any 

balance in excess of US$50,000.00, negotiable  

minimum HK$350.00 

Commission in Lieu 

of Exchange 

On the first US$50,000.00 or equivalent, 1/4%  

On any balance in excess of US$50,000.00, negotiable 

minimum HK$350.00 

Reimbursement A flat charge of HK$450.00 for each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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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 on 

negotiation of 

Foreign Currency 

Bills for which we 

are not providing 

immediate finance 

On the first US$50,000.00 or equivalent, 1/8%  

On any balance in excess of US$50,000.00, negotiable 

minimum HK$350.00 

 

 

Commission on 

Checking Export 

Documents drawn 

under Documentary 

Credit 

A flat charge of HK$300.00 for each item. 

Commission for 

direct settlement of 

bills between buyers 

and sellers 

A flat charge of HK$400.00 for each item. 

Export Invoice 

Discounting 

On the first US$50,000.00 or equivalent, 1/4% ,On any 

balance in excess of US$50,000.00, negotiable 

 

minimum HK$450.00 

Purchase Order 

Advance 

On the first US$50,000.00 or equivalent, 1/4%  

On the balance in excess of US$50,000.00, 1/8% 

minimum HK$450.00 

 

Commission for 

refund of financed 

export bills 

A flat charge of HK$400.00 for each item. 

Commission for 

packing loan 

A flat charge of HK$250.00 for each application / extension 

/ expire 

A flat charge of HK$250.00 for packing loan not retired by 

relative export proc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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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nk reserves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above charges at any time and 

other service charges may apply from time to time with prior notice. 

 

Should you have any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U-BANK@CMBWLB 

Services Hotline at 3711 0117 or contact our bank staff. 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s of this Notice, 

the English version shall prevail. 

 

For and on behalf of  

CMB Wing Lung Bank Limited 

August 2022                        CMB Wing Lung Bank Limi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