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貿易融資服務收費表 

 服務 收費 

(A) 進口跟單信用證 – 即期 / 遠期 

i. 開證 

a) 一般跟單信用證* 首五萬美元或等值收 1/4%， 餘額收 1/8%  (最低 500 港元) 

b) 背對背跟單信用證* 首五萬美元或等值收 1/4%，餘額收 1/8%  (最低 800 港元) 

透過 IDEALTM 平台遞交申請 每筆可享開證費 300 港元折扣，但受到以上提及的最低

收費標準約束 

ii. 修改 

a) 修改不包括增額或延展有效期不超過六個月: 

 一般跟單信用證 400 港元 

 背對背跟單信用證 500 港元 

b) 修改包括增額或延展有效期超過六個月 按開證手續費 

iii. 註銷 500 港元 

 

(B) 進口跟單信用證提款 
i. 遠期跟單信用證承兌 / 延期付款費** 每月 1/16% (最低 350 港元) 

ii. 差異費 首套運輸文件收 60 美元或等值，其餘每套 25 美元或等

值 

iii. 超額提款及逾期超過六個月的過期跟單信用

證提款 

按開證手續費 

 

(C) 出口跟單信用證 – 即期 / 遠期 
i. 通知跟單信用證 (或其修改書) 300 港元 

ii. 保兌跟單信用證 按本行報價 

iii. 轉讓跟單信用證: 

a) 全部轉讓而毋需更換單據 450 港元 

b) 部份轉讓而需 / 毋需更換單據* 首五萬美元或等值收 1/4%， 餘額收 1/8%  (最低 700 港元) 

c) 修改已轉讓跟單信用證:  

 修改不包括增額或延展有效期不超過

六個月 

500 港元 

 修改包括增額或延展有效期超過六個

月 

按轉讓跟單信用證手續費 

iv. 跟單信用證貨物付運前融資 (打包放款) 

a) 手續費 300 港元 

b) 延期手續費 200 港元 

c) 非經由出口單據償還予本行的手續費 1/4% (最低 300 港元) 

v. 不融資單據 

a) 手續費 1/8% (最低 350 港元) 
 
 
 
 
 
 
 
 
 
 
 
 
 
 
 
 
 
 
 
 
 
 
 
 
 
 
 
 
 
 
 
 
 
 
 

服務 收費 

(D) 跟單托收 
i. 入口跟單托收 

a) 手續費 1/8% (最低 350 港元) 

ii. 出口跟單托收 

a) 融資托收 

 手續費 150 港元 

b) 非融資托收 

 手續費 1/8% (最低 350 港元) 

  

(E) 擔保提貨 / 空運單背書 
i. 貨運文件經本行跟單信用證 300 港元 

ii. 貨運文件經本行跟單托收 400 港元 

iii. 貨運文件在會簽/背書後未有經過本行 1/4% (最低 300 港元) 

iv. 超過一個月仍未收到有關貨運文件 / 仍未能

贖回擔保提貨書 

每月 200 港元 

  

(F) 擔保函 / 備用跟單信用證 
i. 開證 

a) 本行直接開出** 

 履約保證 每月 1/8% (最低 1,000 港元) 

 融資保證 每月 1/6% (最低 1,500 港元) 

b) 本行間接開出– 即跟據本行的會保由本

行的海外分行 / 分支機構 / 關聯銀行發出

擔保函 / 備用跟單信用證 

按本行報價，視乎其複雜性，附加海外銀行開證手續費 

ii. 修改  

a) 修改不包括增額或延展有效期 450 港元 

b) 修改包括增額或延展有效期 按開擔保函 / 備用跟單信用證手續費 

iii. 註銷 500 港元 

iv. 通知擔保函 / 備用跟單信用證 (或其修改書) 300 港元 

v. 保兌備用跟單信用證 按本行報價 

vi. 托收遞交付款要求和文件服務 1/8% (最低 350 港元) 

  



 

貿易融資服務收費表 

 服務 收費 

(G) 掛賬貿易融資 
i. 貨物付運後融資: 

a) 應收賬款融資~ 首五萬美元或等值收 1/4%， 餘額收 1/8% (最低 300 港元) 

b) 應付賬款融資~ 首五萬美元或等值收 1/4%， 餘額收 1/8% (最低 300 港元) 

ii. 貨物付運前融資: 

a) 憑賣家的訂單 / 入口合約或預做發票融資~ 首五萬美元或等值收 1/4%， 餘額收 1/8% (最低 300 港元) 

b) 憑買家的訂單 / 出口合約~ 首五萬美元或等值收 1/4%， 餘額收 1/8% (最低 300 港元) 

c) 貨運貸款融資~ 首五萬美元或等值收 1/4%， 餘額收 1/8% (最低 300 港元) 

透過 IDEALTM 平台遞交申請 每筆可享手續費 50港元折扣但受到以上提及的最低收費

約束 

(H) 其他 
i. 港幣單據手續費 / 外幣單據以原幣支付手續

費 / 信用證項下單據送交本港同業的融資手

續費~ 

首五萬美元或等值收 1/4%， 餘額收 1/8% (最低 350 港元) 

ii. 電報費 

a) 開出入口跟單信用證 / 擔保函 / 備用跟單

信用證 

500 港元[4 頁]# 

b) 修改入口跟單信用證 / 擔保函 / 備用跟單

信用證 

250 港元[1 頁]# 

c) 其他 200 港元[1 頁]# 

iii. 郵遞費 

a) 本地平郵 50 港元[0.5 公斤或以下]## 

b) 本地速遞 / 海外掛號郵件 60 港元[0.5 公斤或以下] ## 

c) 海外速遞 / 特快專遞 按重量、目的地和運送方法計算 

iv. 本地交換所即時轉賬費 (“RTGS”) 190 港元 

v. 發出及註銷本票 / 滙票手續費 60 港元 

vi. 修改出口跟單信用證或托收單據原先的付款

條款 

200 港元 

vii. 出口單據審查費 400 港元### 

viii. 出口遠期跟單信用證項下匯票的承兌 / 承擔

延期付款費** 

每月 1/16% (最低 350 港元) 

ix. 細額跟單信用證或托收單據手續費 (單據面

額一萬美元等值或以下) 

200 港元 

x. 長期 (多於兩個月) 未清還的跟單信用證或托

收單據手續費 

每月 350 港元 

xi. 部份贖還已融資的交易 150 港元 

xii. 報失跟單信用證手續費 400 港元 

xiii. 文件印鑑證明 100 港元 
 
 
 
 
 
 
 
 
 
 
 
 
 
 
 
 
 
 
 
 
 
 

服務 收費 

(I) 保理服務費  
i. 服務費用 商議 

a) 此服務費用按發票金額的固定比率計算，

主要作為管理代收賬款和信用保險。  

ii. 融資 / 貼現利息 商議 

a) 籌措資金利息是實際融資的費用，其收費

率與企業透支或貿易融資安排的利率  

iii. 查察／核對賃債務人費用  

a) 有追索權的債務人 年費 500 港元(首 5 個債務人免費) 

b) 無追索權的債務人 年費 1,000 港元 

iv. 處理償還款項手續費 每次 100 港元 

v. 應收帳融資  

a) 部份贖單手續費 每次 150 港元 

b) 發票超逾核準最長貸款期 每月 0.25% 發票面額，直至償還貸款 

vi. 發票理財／應收帳融資  

a) 逾期利息 月息兩厘 (以逾期金額計算) 

vii. 審計費用  

a) 現場審核應收帳 每次 1,500 港元                           
備註: 

1. “本行”是指星展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包括其承繼人和承受人) 。 

2. *收費以六個月為一期，不足六個月亦作一期計算。非星展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貿易客戶均一收費為

1/4%。 

3. **收費以一個月為一期，不足一個月亦作一期計算。   

4. ~非星展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貿易客戶均一收費為 1/4%。 

5. #本行保留對額外每頁收取 HK$150 的權利。 

6. ##如重量大於 0.5 公斤, 本行會以重量計算其收費。 

7. ###本行保留對多出的運輸文件或跟單信用證每套收取 HK$150 的權利。 

8. 貿易融資交易的利息，均會按本行內部報價。 

9. 以上收費表由本行自行決定，並只作參考用途。 

10. 本收費表內所載的各項收費於 2017 年 4 月 18 日生效。惟本行保留修訂各項收費及增設新收費項目的

權利。 

11. 請聯絡本行客户服務部職員 (電話: 852-22908068) 或瀏覽本行網站 www.dbs.com.hk 以瞭解更多詳情。 

12. 本收費表的英文與中文本如有任何歧異之處，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http://www.dbs.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