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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分行個人財富管理服務收費表 
生效日期：2020 年 8 月 17日 

項目 收費 

賬戶基本類 

1. 賬戶管理費 

 

 

 

過去連續三個月平均「綜合理財總值」
[1]
 每月收費

[2]
 

 低於 HKD10,000 

 HKD10,000 至低於 HKD100,000 

 等於或大於 HKD100,000 

HKD50/等值港元之外幣 

HKD10/等值港元之外幣 

豁免 

2. 電子結單服務月費 豁免 

3. 紙質結單服務月費
[3]
 每月 HKD20，另香港地址平郵免費，非香港地址快遞到付 

4. 保安裝置(UKey)工本費 首次申請豁免，補發每次 HKD50 

5. 銷戶 開戶未滿三個月銷戶，每賬戶 HKD150 

存款服務類 

1. 支票  

 退票 每張 HKD150 

 止付支票 每次 HKD100/ USD13 

 支票簿郵寄 香港地址平郵免費，非香港地址快遞到付 

2. 本票  

 發出/回購本票 每張 HKD50/ USD7 

 報失本票 每張 HKD50/ USD7，另加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規定費用 HKD300 

3. 貨幣兌換（經電子渠道） 豁免 

4. 定期存款到期前提取 本行保留收取手續費的權利 

轉賬匯款類 

1. 香港民生行內轉賬 豁免 

2. 轉賬匯款出款  

 至其他香港銀行  

- 電子渠道(FPS)
[4]
 豁免（每日交易限額為 HKD150,000/ 等值港元之人民币） 

- 電子渠道（CHATS）
[5]
 每項交易 HKD50/ USD7/ CNY50 

- 非電子渠道 每項交易 HKD150/ USD20/ CNY150 

 至海外/內地銀行（SWIFT）
[6]

 

 

 

- 電子渠道 

 

- 非電子渠 

- 非電子渠道 

 至內地民生銀行（「香港快匯」）
[7]

 

- 電子渠道 

- 非電子渠道 

每項交易 HKD150/ USD20/ CNY150 

每筆交易 HKD150/ USD20/ CNY150  - 非電子渠道 

 

每項交易 HKD200/ USD26/ CNY200 

 至內地民生銀行（「香港快匯」）
[7]

  

- 電子渠道 每項交易 HKD60/ USD8/ CNY60 

 - 非電子渠道 

 

每項交易 HKD120/ USD16/ CNY120 

 更改/取消/查詢電匯
 

每項交易 HKD200/ USD26，另加代理行收費(如有) 

3. 轉賬匯款入款  

 經其他香港銀行（FPS）
[4] 

豁免 

 經其他香港銀行（CHATS）
[5]

 每項交易 HKD15/ USD2/ CNY15/ 等值港元之外幣 

 經海外/內地銀行（SWIFT）
[6]

 

 由內地民生銀行（「香港快匯」）
[7]

 

每項交易 HKD30/ USD4/ CNY30/ 等值港元之外幣 

每筆交易 HKD15/ USD2/ CNY15/ 等值港元之外幣  經內地民生銀行（「香港快匯」）
[7]
 每項交易 HKD15/ USD2/ CNY15/ 等值港元之外幣 



 

WM/TARIFF/20200817 
 

 

 

其他服務類 

1. 索取文件副本  

 月結單副本 每份 HKD50 

 已兌現支票/交易通知書副本 每項交易 HKD50 

 其他文件副本 另議 

2. 銀行證明  

 匯款證明 每項交易 HKD150  

 存款結餘證明 每份 HKD150 

 銀行加簽證明/銀行背書 每份 HKD150  

3. 文件副本/銀行證明郵寄 香港地址平郵免費，非香港地址快遞到付 

 
[1]

 「綜合理財總值」包括 閣下賬戶之每日存款及指定投資理財產品之市值總結餘。所有外幣結餘以本行不時公佈的外匯牌價折合港幣

計算。 
[2]

 在開戶達三個完整日曆月後，第四個日曆月開始，每個月的 10 日扣收。舉例：若客戶於 7月 1 日開戶，三個完整日曆月為 7 月、8

月和 9 月，即 10月 10 日開始第一次收取賬戶管理費；若 7月 2 日至 7 月 31 日期間開戶，三個完整日曆月為 8 月、9 月和 10 月，即

11 月 10 日開始第一次收取賬戶管理費。若三個完整日曆月的平均「綜合理財總值」達等值 HKD100,000，則豁免當月收費。 

如扣收時賬戶港幣餘額不足，則扣收等值其他貨幣，扣取順序為 HKD、USD、CNH、EUR、GBP、JPY，執行匯率為扣收費用當時的銀行

牌價。本收費規則於 2018年 9月 17 日生效，首次收費日期為 2019 年 1月 10 日。 
[3]

 此項收費僅適用於客戶選擇每月以郵寄方式收取紙質月結單的賬戶。 
[4]

 FPS 指經本地清算所快速支付系統（Faster Payment System）轉賬，僅限參與 FPS 的收款銀行及其指定參與幣種。 
[5]

 CHATS 指經本地清算所自動轉賬系統（Clearing House Automated Transfer System – CHATS）轉賬。 
[6]

 SWIFT 指經 SWIFT(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匯款。 
[7]

 「香港快匯」指中國民生銀行為滿足本行客戶在中港兩地資金安全快速調撥而設的特色匯款渠道。 

 

附註： 

1. 各項服務若須支付代理銀行費用或其他收費，本行將另行收取。 

2. 以上服務收費适用於中國民生銀行香港分行個人財富管理賬戶，僅供參考，其他未有列載之收費及服務詳情請向本行查詢。 

3. 本行保留不時更改任何收費、優惠推廣或其他銀行服務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