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銀行服務收費表 (DBS Account及星展豐盛理財客戶) 旨在讓客戶清楚知道星展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本行」) 一般銀
行服務之收費(2021年6月14日起生效)(除特別註明外)。此收費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開立之本行之客戶。
此服務收費表內所載之各項收費於付印時均為正確。惟本行有權隨時調整所列之任何收費，本行亦保留權利增加本表所
未載列之收費。若本收費表未有列出客戶所需要的服務收費資料，請向本行職員查詢或查閱有關服務之冊子。如客戶對
所列之收費有任何疑問，請隨時與各分行聯絡或瀏覽網頁www.dbs.com.hk。
中英文版本內容有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To obtain an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booklet, please contact our branch staff or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db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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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讓您理財無間
1.

繳付賬單
使用星展iBanking網上理財及DBS digibank HK，24小時均可提交繳費指示。

2.

DBS DigiMortgage
網上提交按揭申請，一分鐘獲取批核結果。當資料核實與遞交的文件相符，即可落實一分鐘即時批核
結果，助您加快置業步伐。

3.

隨時隨地買賣證券
透過電話理財、星展iBanking網上理財及DBS digibank HK，享受24小時交易、最新市場資訊和專業分
析。

4.

網上海外轉賬服務
使用星展iBanking網上理財及DBS digibank HK，只需幾個步驟，即可輕鬆轉賬至世界各地。

5.

資產備用信貸服務
適用於DBS Account或星展豐盛理財客戶，讓您迅速套現，以更充裕的資金應付各種財務需要。

6.

港元跨行轉賬
您可透過星展iBanking網上理財及DBS digibank HK處理跨行轉賬。

7.

匯出電匯
星展iBanking網上理財讓您輕鬆處理匯出電匯，同時節省手續費。

8.

成為DBS Account或星展豐盛理財客戶
每月單一綜合結單，詳列您所有戶口和銀行產品資料 (包括保單、投資、貸款和按揭)，一目了然。

9.

儲蓄支票二合一
儲蓄同時賺取利息，為財富不斷增值。 同一個戶口兼備儲蓄及支票戶口功能，以支票輕鬆付款，無需
逐次轉賬。

10. 星展豐盛理財客戶尊享禮遇
星展豐盛理財客戶可享有多種銀行服務收費豁免或優惠。

11. 資產組合概覽及分析 (只適用於已開設財富管理戶口之星展豐盛理財客戶)
透過星展iBanking網上理財及DBS digibank HK檢視資產組合內的資產變動、持有投資、交易紀錄、資產
分配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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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獨家享用星展豐盛理財中心
晉身星展豐盛理財，可於本行的星展豐盛理財中心尊享優越銀行服務。

13. 年滿65歲或以上長者費用豁免
年滿65歲或以上長者可享有個別銀行服務費用豁免。

14. 透過分行或電話理財進行交易的服務費用
在大部份情況下，透過星展iBanking網上理財及DBS digibank HK進行交易所收取的服務費用，均低於經
分行或電話理財辦理。
15. 星展的數碼平台和自動櫃員機服務保安周全，讓您無論身在何處，都可以輕鬆方便地存取銀行賬戶，滿
足日常理財需要。

交易

星展iBanking
網上理財

DBS digibank HK

自動櫃員機

查詢戶口結餘
支票存款
現金存款
提取現金
轉賬
經PayFast本地轉賬
經Scan & Pay支付賬單
開立定期存款
經星展特快海外轉賬匯款至外地

兌換外幣

(只限港元兌換人民幣
及提取現金)

買賣證券

認購 / 贖回基金

(只適用於
財富管理戶口)

設立常行指示
索取支票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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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星展iBanking
網上理財

DBS digibank HK

(只適用於
財富管理戶口)

(只適用於
財富管理戶口)

自動櫃員機

查詢交易紀錄
信用卡還款
申請、閱覽或下載電子結單 / 電子通知書

資產組合概覽及分析

更多有關網上理財及流動理財應用程式的資訊，請瀏覽 www.dbs.com.hk/personal-zh/deposits/digital-services/default.
page 及 www.dbs.com.hk/treasures-zh/accounts/services/default.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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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客戶層
收費

服務種類
連續三個月平均個人理財總值
服務月費要求
服務月費

DBS Account

星展豐盛理財

HK$200,000

HK$1,000,000

HK$100

HK$200

HK$3,000，於過往三個月全面
理財總值必須達HK$20,000
(或其等值貨幣) 方可享有
此透支保障

HK$10,000，於過往
三個月全面理財總值必須達
HK$200,000 (或其等值貨幣)
方可享有此透支保障

(適用於未開設「豐盛理財資產備用
信貸」及財富管理戶口之客戶)

(適用於未開設「豐盛理財資產備用
信貸」及財富管理戶口之客戶)

本行最優惠利率5 + 5%

本行最優惠利率5 + 3.75%

1

2,3

4

透支保障利率

透支保障之最高透支額

利率

II. 年利率計算基準
貸款及存款利息年利率計算如下：
港元、英鎊及新加坡元 : 365 日
其他貨幣
: 360 日

III. 存款服務
服務種類

收費
一般 / DBS Account

星展豐盛理財

A. 存款
1) 每客戶 (不論總戶口數目多少) 每日存入港元輔幣
存入 ≤ 50 枚輔幣

豁免

存入 > 50 枚輔幣

存款總金額之2%，最低收費HK$100

2) 每客戶 (不論總戶口數目多少) 每日存入港元紙幣
存入 <200 張紙幣
存入 ≥ 200 張紙幣

豁免
存款總金額之0.5%，
最低收費HK$250

存款總金額之0.25%，
最低收費HK$125

3) 存入人民幣現鈔
存入 <200 張紙幣
存入 ≥ 200 張紙幣

豁免
存款總金額之0.5%，
最低收費HK$125

存款總金額之0.25%，
最低收費HK$50

不適用

US$10,000

4) 以相同貨幣現鈔存入 (不包括港元及人民幣現鈔)
每日存款上限 (或其等值)
存款超過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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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之0.25% ，最低收費
HK$50 / US$7

存款總金額之0.125%6，
最低收費HK$25

餘下每張HK$2

餘下每張HK$1

5) 每客戶 (不論總戶口數目多少) 每日存入港元支票
存入超過15張

註：
1. 「連續三個月平均個人理財總值」為連續3個月內每日個人理財總值的總結餘，除以該3個月的總日數 (以曆日計) 所得的平均結餘。「個人理財總
值」的計算乃綜合自以下您存放於本行的資產，包括個人及聯名持有的資產。資產包括港幣，人民幣及外幣存款，外幣掛鈎投資本地及海外證
券、基金、債券，以及其他掛鈎或結構性投資產品之市場價值。
2. (i) 如客戶只持有單名戶口，適用的費用及收費以持有人所屬客戶層為釐定基準; (ii) 如客戶持有聯名戶口，適用的費用及收費以主要戶口持有人所
屬客戶層為釐定基準; (iii) 本行保留權利就一切有關計算個人理財總值及適用費用和收費的事宜作最終決定。
3. 如連續三個月平均個人理財總值低於服務月費要求 (或其外幣等值)，客戶須繳付服務月費。
4. 服務月費不適用於以下客戶： (i) 65歲或以上的人士; (ii) 18歲以下的人士; (iii) 殘疾人士(包括身體或心智機能殘疾的客戶); (iv) 入息低於香港特別行
政區強積金供款最低有關入息水平的客戶; (v) 領取政府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的客戶(需提供有關證明); (vi) 領取政府傷殘津貼的客戶(需提供有關證
明); (vii) 於本行開立存款戶口的強制性公積金客戶(3個月豁免期)。
5. 當香港銀行同業拆息(HIBOR) / 美元同業拆息(LIBOR)比最優惠利率 / 美元最優惠利率為高時，本行可酌情決定，採用當時的香港銀行同業拆息 /
美元同業拆息以取代最優惠利率 / 美元最優惠利率，作為釐訂利率的基準。
6. 日元餘數將被上調至最接近之100日元。其他貨幣餘數不足$1將上調至最接近之$1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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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

服務種類

一般 / DBS Account

星展豐盛理財

存入至相同貨幣戶口

支票金額之0.25%，
最低收費HK$50

豁免

存入至不同貨幣戶口

支票金額之0.25%，最低收費
HK$50，最高收費HK$100

豁免

不適用

US$10,000

6) 每客戶 (不論總戶口數目多少) 每日存入外幣支票

B. 提款
1) 以相同貨幣現鈔支取 (不包括港元及人民幣現鈔)
每日支取上限 (或其等值)

1

總額之0.25% ，
最低收費HK$50 / US$7

支取超過上限

支取總金額之0.125%1，
最低收費HK$25

C. 往來、Save & Cheque戶口及Cashline循環貸款戶口
1) 因戶口活動不當遭本行結束戶口

每個戶口HK$200 / US$25

2) 申請支票簿
特別印製支票

按成本收費(包括造稿、對稿及印刷費)

以平郵寄遞支票簿

不另收費

以掛號寄遞支票簿

每本HK$25 / US$3
每次HK$50 / US$6.5

代存支票簿
3) 未經授權透支 - 若戶口並無透支安排或透支金額超出指定限額
2

因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而透支

當時適用的透支利息

因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以外的任何透支活動
4) 退回支票

當時適用的透支利息另加手續費每次HK$120 / US$15

2

其他理由 (期票 / 過期票除外)

每張HK$100 / US$13
每張HK$150 / US$19.5

款項不足

按成本收費 (以掛號郵件寄出)

寄遞退票
5) 因支票填寫錯漏而作出的特殊結算處理
6) 票據抵用

3

每張HK$100 / US$13
每次HK$50 / US$6.5

7) 停止支付
透過分行停止支票付款
- 每張或有關的支票號碼為順序

HK$100 / US$13

豁免

透過星展iBanking網上理財停止支票付款
- 「一張支票」交易類別
- 「多張支票」交易類別4

每項指示為HK$50 / US$6.5
每項指示為HK$100 / US$13
(於同一項指示，最多可處理同一支票簿內50張順序號碼之支票)

透過自動電話理財服務停止支票付款
- 「一張支票」交易類別
取消停止支票支付指示

每項指示為HK$30 / US$4
每次HK$100 / US$13

註：
1. 日元餘數將被上調至最接近之100日元。其他貨幣餘數不足$1將上調至最接近之$1計算。
2. 不適用於Cashline循環貸款。
3. 由銀行按個別情況酌情決定是否處理及處理方法。
4. 當客戶確認交易後，不論客戶的指示能夠停止之支票數量多少，本行將會從客戶選擇的戶口內扣除HK$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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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

服務種類

一般 / DBS Account

星展豐盛理財

D. 定期存款戶口
港元
定期存款本金 x (本行港元最優惠利率 - 合約利率) x
到期日尚餘日數÷365日
最低收費為HK$200
到期前提取

註：港元最優惠利率將按本行不時之決定而釐訂

外幣
定期存款本金 x 2% x 到期日尚餘日數÷3651/3601日
最低收費為HK$200或等值
註：
定期存款的現行利率可視乎市場情況而隨時調整，並可能變成負利率。如有其他查詢，請與您的客戶經理/分行聯絡。

E. 多種貨幣儲蓄戶口及財富管理戶口下的多種貨幣結算戶口
未償還結欠款項
(只適用於財富管理戶口下的多種貨幣結算戶口)

負利率

港元 / 美元
本行最優惠利率2 + 5% (年息)
外幣
資金成本 + 9% (年息)
某些外幣的戶口結餘如高於特定金額，將被徵收負利率。
此負利率可視乎市場情況而隨時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詳情請參閱 http://go.dbs.com/hk-mcsa。

F. 其他收費 (適用於所有存款戶口)
1) 於開戶後三個月內取消戶口
2) 以託收形式處理新加坡元鈔票 (適用於一萬元面額)
(服務只提供予星展豐盛理財客戶)

HK$200 / US$25及不支付利息
不適用

3) 報失存摺 / 圖章或存摺損毀

以代理銀行徵收之費用為準
HK$100

IV. 匯款
匯入匯款
1. 有關代理銀行費用另計
2. 匯款服務收費雖以港元為單位，相關費用均可以其等值的外幣計算，有關兌換率以本行不時釐定的兌換率為準。匯
款服務收費的貨幣會於提交指示時確認，詳請向本行職員查詢。
服務種類

收費
DBS Account

星展豐盛理財

A. 海外外幣支票
1) 存入外幣支票於相同貨幣的戶口

每張HK$200另加有關代理銀行徵收之費用及電報費 (如適用)

i) 款項在下列時間後才可動用及利息 (如適用) 由存款曆日後11日起計
貨幣			
可動用日
		 美元
		
存款日後21個日曆日
		 英鎊/加元			
存款日後28個日曆日
		 其他
		
存款日後42個日曆日
ii) 兌現在澳門付款之港元支票或澳門幣支票

每張HK$200另加有關代理銀行徵收之費用及電報費 (如適用)

iii) 退回支票 (每張支票)

每張HK$200另加有關代理銀行徵收之費用及電報費 (如適用)

註：
1. 港元、英鎊及新加坡元：365日，其他貨幣：360日
2. 當香港銀行同業拆息(HIBOR) / 美元同業拆息(LIBOR)比最優惠利率 / 美元最優惠利率為高時，本行可酌情決定，採用當時的香港銀行同業拆息 /
美元同業拆息以取代最優惠利率 / 美元最優惠利率，作為釐訂利率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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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種類

收費
DBS Account

星展豐盛理財

每次HK$65

豁免

B. 電匯 / 經即時支付結算系統處理的本地轉匯1
1) 存入本銀行戶口
電匯
即時支付結算系統

每次HK$15

2) 存入其他銀行戶口

每次HK$200

3) 查詢 / 更改匯款內容或退回匯款 / 本地轉匯

每次HK$200另加電報費

4) 有關代理銀行費用
從收款人戶口扣除

按成本收費

匯出匯款
有關代理銀行費用另計
A. 匯票
1) 發出匯票手續費
透過分行

豁免

每張HK$60

2) 報失匯票

每張HK$250另加有關代理銀行徵收之費用及電報費

3) 退票

每張HK$100另加有關代理銀行徵收之費用及電報費

4) 已兌換票據之副本

每次HK$100

B. 經星展iBanking網上理財或DBS digibank HK星展特快海外轉賬2
1) 電匯手續費

豁免

2) 電報費

豁免

3) 有關代理銀行費用

豁免

C. 電匯
1) 每筆電匯手續費
透過星展iBanking網上理財

(零售銀行服務個人及非個人客戶；人
民幣電匯至星展銀行可獲豁免手續費)

(零售銀行服務個人及非個人客戶)

豁免

每次HK$100
透過分行

(零售銀行服務個人及非個人客戶；人
民幣電匯至星展銀行可獲豁免手續費)

(零售銀行服務個人及非個人客戶)

每次HK$200
2) 電報費
3) 若電文內包含中文字
4) 發放額外電報至收款銀行

豁免

每次HK$100
HK$150
(透過DBS iBanking提交之電匯付款指示可豁免此項收費)

每次HK$100

5) 有關代理銀行費用
交易時從申請人戶口扣除3
- 人民幣 (至中國大陸)

按成本收費

- 人民幣 (至海外)

每次HK$250

- 歐羅 / 英鎊

每次HK$400

- 港元 / 美元及其他貨幣

每次HK$250

註：
1. 適用於港元/美元/人民幣。
2. 適用於轉賬美元至美國、加元至加拿大、英鎊至英國、澳元至澳洲、新加坡元至新加坡、人民幣至中國、歐羅至歐洲指定國家、印度盧比至
印度、印尼盾至印尼及菲律賓披索至菲律賓。
3. 若實際費用高於本收費表所載，本銀行可酌情決定採用較高收費。

8

收費

服務種類

DBS Account

星展豐盛理財

D. 以港元/美元/人民幣經即時支付結算系統本地轉匯1
1) 透過分行

每次HK$200

2) 透過星展iBanking網上理財或DBS digibank HK
特快轉賬 (只限港元)

每次HK$75

3) 有關代理銀行費用
從收款人戶口扣除

按成本收費

E. 經電子轉賬系統在本地轉賬港元
透過星展iBanking網上理財或DBS digibank HK
(只限港元)

免費

F. 查詢/修改/取消電匯或本地轉匯
HK$200另加電報費及有關代理銀行徵收之費用 (如適用)

每次

V. 一般收費
收費

服務種類

DBS Account

星展豐盛理財

A. 提款卡
1) 年費

豁免年費

2) 因遺失或損壞而補發卡
透過分行

豁免

每張HK$50

透過 DBS digibank HK

豁免

3) 自動櫃員機現金提款 (於澳門及中國使用)2,3,4

每張HK$25

豁免

4) 使用Visa Plus網絡現金提款3,4,5

每張HK$25

豁免

由港元戶口支賬

每次HK$15

豁免

由人民幣戶口支賬

每次RMB15

豁免

5) 使用中國銀聯網絡現金提款

3,4,6

B. 自動轉賬服務
1) 自動付款 / 代客發薪 / 自動收款7
以自動轉賬申請表提交 - 於交易日前提交

每筆HK$16，最低收費每份HK$1,600

以光碟提交 - 於交易日前提交

每筆HK$3.5，最低收費每批HK$350

2) 設立自動轉賬指示
每張授權書

免費

每日所收支付自同一戶口之授權書

免費

3) 更改自動轉賬指示 (除更改債務人參考外)
4) 自動轉賬查詢
5) 因存款不足退回電子交易付款

每筆HK$30
每次HK$200另加電報費及有關代理銀行徵收之費用 (如適用)
每筆HK$150

C. 銀行加簽證明
每份

HK$150

每一額外副本

HK$20

註：
1. 適用於收款銀行為香港即時支付結算系統會員。 2. 使用銀通網絡提取現金，所提取的澳門幣將按銀通訂定的當日兌換率直接兌換為港元，客戶可
致電銀通客戶服務熱線25201747查詢有關匯率，而提取的人民幣將按提供櫃員機服務的銀行訂定的當日兌換率直接兌換為港元。 3. 只有港元及/或
人民幣戶口才可以附加於提款卡，及只有港元戶口才可以附加於信用卡。部分海外自動櫃員機不提供賬戶選擇功能，而且客戶或只能夠從提供自動
櫃員機服務的當地銀行所指定的戶口提款，提款交易或會涉及外幣兌換。 4. 於海外提供自動櫃員機服務的當地銀行或會就提款收取費用，提款前請
注意有關費用。 5. 只適用於附加於信用卡內之銀行戶口。使用Visa Plus網絡提取現金，所提取貨幣將以Visa Plus訂定的當日兌換率先兌換為美元再
兌換為港元，客戶可瀏覽Visa Plus網站www.visa.com查詢當日兌換率。 6. 使用中國銀聯網絡提取現金，所提取貨幣將以中國銀聯訂定的當日兌換率
直接兌換為港元，客戶可瀏覽中國銀聯網站www.unionpayintl.com查詢當日兌換率。 7. 自動付款 / 代客發薪 / 自動收款服務收費以獨立形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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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種類

收費
DBS Account

星展豐盛理財

D. Cash Collect
現金押運服務

因應收款地點及收集現金次數有差別，
請聯絡有關客戶經理查詢

E. 本票及禮券
1) 本票
發出及退回本票
- 港元本票

每張HK$60 / US$7.5

- 美元本票

每張HK$60 / US$7.5

- 人民幣本票
以與本票相同貨幣現鈔支付之附加費

豁免

每張HK$30/RMB25
1

總額之0.25% , 最低收費US$7
每張HK$60 / US$7.5
另加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所收取之費用

報失
2) 禮券

HK$7.5

每張

豁免

F. 輔幣找換
手續費

每包/卷HK$2

G. 公司查冊
1) 代客戶向商業登記處或公司註冊處查冊
2) 代客戶向海外註冊公司查冊

每份HK$1502
每份HK$2,0002

H. 圖文傳真服務
香港境內 (五頁以內)

HK$50

香港境外 (兩頁以內)

HK$100

往所有國家而超過以上指定之頁數，每頁加收

HK$50

I. 保證書

3

代客戶發出保證書

年費為保證書金額的1.5%，最低收費HK$1,000

J. 代客收費服務3
使用印備之入數紙

每筆HK$2，最低收費HK$150

K. 索取銀行報告 / 文件副本
1) 儲蓄及定期戶口過往紀錄
申請日起一年內

每戶HK$250

申請日起兩年內

每戶HK$750

申請日起三年內

每戶HK$1,000

若超過三年，每年計 (最多至七年)

每戶HK$1,000

2) 銀行核數證明書

每份HK$350

3) 銀行證明書
每封

HK$300

每一額外副本

HK$20

4) 戶口結餘證明書
每戶

HK$100

每一附加戶口

HK$20

註：
1. 美元不足$1將上調至最接近之$1計算。
2. 此費用將於每次進行公司查冊時收取，公司查冊用途包括但不限於開戶，恆常客戶盡職調查及更改董事/合夥人/委員會成員/授權簽署人。
3. 只適用於個人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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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

服務種類

DBS Account

星展豐盛理財

HK$50/US$6.5

(索取自申請當日起一年內的
綜合月結單副本可獲豁免此項收費)

5) 結單、傳票、支票或綜合結單副本
透過分行 (每頁)

HK$50/US$6.5

透過星展iBanking網上理財 (往來戶口 / Save & Cheque 戶口 / 儲蓄戶口 / 星展豐盛理財戶口 / DBS Account) (每頁)
- 郵寄本月月結單

免費

- 郵寄過往月結單

HK$30 / US$4 (已登記電子結單的客戶可獲豁免此項收費)

透過星展iBanking網上理財 (信用卡戶口 / Cashline 循環貸款)
- 網上查詢月結單

免費

- 郵寄本月月結單

每期月結單每份HK$50

- 郵寄過往月結單

每期月結單每份HK$50

6) 信貸資料報告
替客戶查詢信貸資料報告 - 郵寄

HK$50另加郵費及海外銀行有關費用

替客戶查詢信貸資料報告 - 電匯

HK$50另加電報費及海外銀行有關費用

7) 查閱個人 / 其他資料

每次HK$2001

8) 交易單據之紀錄副本
3個月內之紀錄

不適用

每份HK$10 / RMB10

1年內之紀錄

不適用

每份HK$50 / RMB50

1年以上之紀錄

不適用

每份HK$100 / RMB100

L. 人民幣兌換
人民幣兌換

免費

M. 保管箱
1) 年租

請與有關分行聯絡查詢

2) 租箱按金

相等於一年箱租

3) 遺失箱匙一條

HK$150 (包括補發費用)

4) 遺失箱匙兩條及鑿箱費用

HK$800

N. 支票特別兌現
HK$60/US$8 另加其他銀行收費

發出特別兌現通知予客戶

HK$200/US$26 另加其他銀行收費

直接送交付款銀行
O. 常行指示
1) 設定常行指示
透過分行

每指示HK$100

透過 DBS digibank HK (只限本地轉賬)

免費

2) 人手安排執行付款指示

每次HK$100及有關費用

3) 更改常行指示
透過分行

每指示HK$100

透過 DBS digibank HK (只限本地轉賬)

免費

4) 暫停常行指示
5) 因存款不足退回

每指示HK$50
澳元20 / 加元20 / 瑞士法郎20 / 丹麥克朗120 / 歐羅15 /
英鎊15 / 港元150 / 日圓1,500 / 挪威克朗120 / 紐元25 /
人民幣130 / 瑞典克朗120 / 新加坡元25 / 美元20

P. 交易收費
本行保留權利對運作成本超過該戶在本行結餘額之戶口收取費用
註：
1. 若查閱涉及以微膠卷或以其他方法儲存之紀錄，本行將額外收取每小時HK$200查閱費。本行將按客戶之要求，以及所查閱資料的性質及程度而
提供所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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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種類

收費
DBS Account

星展豐盛理財

Q. 繳付賬項/電子賬單及繳費服務
透過星展iBanking網上理財或DBS digibank HK
- 因款項不足而未能完成之預設繳付賬項或捐款

每項交易HK$100

VI. 投資服務
服務種類

收費
DBS Account

星展豐盛理財

A. 證券買賣
1) 有關交易服務
香港證券
		 a) 經紀佣金
			 i) 透過星展iBanking網上理財或DBS digibank HK (如適用) 進行之交易
				 - 所有交易
				 - 最低收費

交易金額之0.2%
HK$100/RMB100

不設最低收費

			 ii) 透過自動電話理財服務、電話理財服務熱線或特快證券買賣專線之客戶服務主任進行之交易
				 - 所有交易

交易金額之0.35%

				 - 最低收費

HK$100/RMB100

			 iii) 透過股票專才進行之交易
				 - 所有交易
				 - 最低收費

不適用

高達交易金額之0.35%
HK$100/RMB100

		 b) 交易徵費及交易費
			 - 證監會交易徵費

交易金額之0.0027%

			 - 聯交所交易費

交易金額之0.005%

		 c) 印花稅

交易金額之0.1% (費用不足HK$1之數亦作HK$1計算)

上海證券
		 a) 經紀佣金
			 - 所有交易

交易金額之0.25%

			 - 最低收費

不設最低收費

		 b) 交易徵費及交易費
			 - 經手費 (上交所)
			 - 證管費 (中國證監會)

交易金額之0.00487%
交易金額之0.002%

			 - 過戶費
				 - 中國結算

交易面額之0.002%

				 - 香港中央結算

交易面額之0.002%

		 c) 交易印花稅 (國家稅務總局)

賣方交易金額之0.1%

深圳證券
		 a) 經紀佣金
			 - 所有交易

交易金額之0.25%

			 - 最低收費

不設最低收費

		 b) 交易徵費及交易費
			 - 經手費 (深交所)
			 - 證管費 (中國證監會)

交易金額之0.00487%
交易金額之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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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種類

收費
DBS Account

星展豐盛理財

			 - 過戶費
				 - 中國結算

交易金額之0.002%

				 - 香港中央結算

交易金額之0.002%

		 c) 交易印花稅 (國家稅務總局)

賣方交易金額之0.1%

美國證券
		 a) 經紀佣金
			 i) 透過星展iBanking網上理財或DBS digibank HK進行之交易
				 - 所有交易

交易金額之0.35%

				 - 最低收費

USD35

			 ii) 透過電話理財服務熱線進行之交易
				 - 所有交易

交易金額之0.50%

				 - 最低收費

USD35

			 iii) 透過股票專才進行之交易
				 - 所有交易

高達交易金額之0.50%

				 - 最低收費

USD35

		 b) 交易徵費

根據美國證交會最新擬定之條例及收費

加拿大證券
		 a) 經紀佣金
			 - 所有交易

交易金額之0.50%

			 - 最低收費

USD50

		 b) 結算費用

CAD10

新加坡證券
		 a) 經紀佣金
			 i) 透過星展iBanking網上理財或DBS digibank HK進行之交易
				 - 所有交易

交易金額之0.24%

				 - 最低收費

SGD20

			 ii) 透過電話理財服務熱線或股票專才進行之交易
				 - 所有交易

交易金額之0.35%

				 - 最低收費

SGD40

		 b) 結算費用
		 c) 交易費

交易金額之0.04% (最多SGD600)
交易金額之0.0075%

澳洲證券
		 a) 經紀佣金
			 - 所有交易

交易金額之0.40%

			 - 最低收費

AUD 30

日本證券
		 a) 經紀佣金
			 - 所有交易

交易金額之0.50%

			 - 最低收費

JPY3,000

英國證券
		 a) 經紀佣金
			 - 所有交易

交易金額之0.40%

			 - 最低收費

GBP25 / USD30 / EUR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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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

服務種類

DBS Account

星展豐盛理財

		 b) 交易徵費及印花稅
			 - 印花稅
			 - PTM 徵費

交易金額之0.50% (只適用於買盤)
註：在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愛爾蘭股票所徵收的
印花稅是交易金額的1%
定額GBP1
(只適用於交易金額超過GBP10,000) (或其他貨幣等值)

2) 有關交收服務及證券手續
		 a) 存入股票及認股權證費用
			 - 存入費用

每手HK$8 / RMB8
(不足一手亦作一手計算)

每手HK$5 / RMB5
(不足一手亦作一手計算)

			 - 最低收費

HK$30/RMB30

HK$30/RMB30

			 - 最高收費

HK$400/RMB400

HK$180/RMB180

		 b) 存入 / 提取證券服務
			 - 存入證券 (實物及非實物證券)

豁免

			 - 提取證券 (實物及非實物證券)

每項指示及每隻股票收費HK$300 / RMB300

		 c) 中央結算交收費
		 d) 雙幣雙股 (轉換由港幣櫃檯到人民幣櫃檯，
			 反之亦然)

按交易金額收取0.002%，最低收費HK$2，最高收費HK$100
每次轉換HK$30手續費

3) 資訊服務－股票即時報價服務
		 a) 證券戶口
			 - 每月收費

HK$330

		 b) 財富管理證券戶口
			 - 每月收費
			

- 香港證券

HK$235

			

- 美國證券

HK$23

			

- 新加坡證券

HK$57

4) 戶口管理
a) 股票保管費
		 於證券戶口的持倉
			 - 每半年收取一次，按每年6月1日及12月1日
			
繳付

每手HK$0.15 (不足一手亦作一手計算) (如在費用收取日，
股票賬戶並無股票以及沒有進行任何買賣，該費用將獲豁免)

			 - 最低收費

HK$100

			 - 最高收費

HK$2,500

於財富管理證券戶口的持倉
		
			 - 以每個投資組合計，於每年1月及7月繳付

每年0.025%，每月依投資組合的價值累積計算

			 - 最低收費

HK$100

			 - 最高收費

HK$2,500

b) 股票買賣單據之紀錄副本
			 - 3個月內之紀錄

每份HK$10/RMB10

			 - 1年內之紀錄

每份HK$50/RMB50

			 - 1年以上之紀錄

每份HK$100/RMB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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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種類

收費
DBS Account

星展豐盛理財

5) 代理人服務及代履行權責
		 a) 代收股息費
			 - 股息佣金

每次按所收金額收取0.5%

			 - 最低收費

HK$30/RMB30

			 - 最高收費

HK$2,500/RMB2,500

		 b) 中央結算代履行權責費

每手HK$2

		 c) 股票過戶登記
			 - 手續費

每手HK$5 / RMB5，最低收費HK$50 / RMB50

			 - 過戶處收費

每手HK$2.5

			 - 轉手紙的釐印費

每張HK$5

		 d) 現金 / 特別收購 / 私有化

收購價之0.5%

			 - 最低收費

HK$30/RMB30

			 - 最高收費

HK$2,500/RMB2,500

			 - 印花稅

交易金額之0.1% (費用不足HK$1之數亦作HK$1計算)

		 e) 行使認股權証

交易金額之0.5%

			 - 最低收費

HK$30/RMB30

			 - 最高收費

HK$2,500/RMB2,500

		 f) 代收紅股股權及以紅股股份代替現金股息
			 - 存入費用

每手HK$8 / RMB8
(不足一手亦作一手計算)

每手HK$5 / RMB5
(不足一手亦作一手計算)

			 - 最低收費

HK$30/RMB30

HK$30/RMB30

			 - 最高收費

HK$400/RMB400

HK$180/RMB180

6) 財務及其他服務
		 a) 追討股息手續費

每類股票HK$100 / RMB100，另代收中央結算及 / 或對方費
用，不論追收成功與否，均須繳付。

		 b) 代認購首次公開發售股份之手續費
			 透過星展iBanking網上理財

每份申請HK$50 / RMB50，如成功獲發首次公開發售
股份之股票，將收取存入股票費用。
(收費詳情請參閱「存入股票及認股權證費用」)

			 透過指定分行或電話理財服務熱線或特快證券
			 買賣專線之客戶服務主任
7) 代支中央存管處或本行保管人所徵收的費用

每次申請HK$100 / RMB100，如成功獲發首次公開發售
股份之股票，將收取存入股票費用 。
(收費詳情請參閱「存入股票及認股權證費用」)

註冊費、印花稅、結算費、郵費、電傳與傳真收費及
中央存管處(例如CDP/MCD/中央結算系統)或本行保管人不時
徵收的其他收費須由客戶償付。

B. 債券買賣
1) 零售債券買賣 (有關交易服務)
認購費
- 所有交易

不適用

豁免

- 透過櫃位認購

豁免

不適用

- 透過電話理財認購

豁免

不適用

債券提取費用 (從本行提走)

每項交易HK$1,000

2) 非零售債券買賣 (有關交易服務)
認購費
- 所有交易

不適用

獲分配債券面值之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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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種類

收費
DBS Account

星展豐盛理財

C. 基金投資
1) 有關交易服務
認購費 / 贖回費 / 管理費

按該基金之說明書內所述之有關收費之金額徵收

轉換費

1%
(若基金發行人不會就基金轉換交易收取轉換費，
有關轉換費將按上述收費由銀行收取。)

服務費 (只適用於贖回金額低於HK$20,000之基金投資
儲蓄計劃)

豁免

基金轉出費

每基金HK$100

VII. 貸款服務
服務種類

收費
DBS Account

星展豐盛理財

A. 按揭貸款
1)

樓契或按揭契副本

2)

貸款通知書副本

每張HK$100

3)

確認業權 / 按揭資料 / 尚餘欠款額 / 按揭還款
戶口

每張HK$200

4)

更改貸款年期 / 供款日期 / 供款額 / 供款方式 /
其他貸款條件

5)

估價費 (重建費用估價)

6)

補發還款本息明細表

7)

結單紀錄副本

每年紀錄HK$100

8)

過期還款利息

按已訂之年息+7% p.a. (與本銀行另有書面協議除外)

9)

取消按揭申請手續費(適用於已接納之貸款)

每項申請HK$5,000或貸款額的0.15%，以較高者為準

每頁HK$10，或每份HK$200，以較高者為準

每次HK$1,000
豁免
每張HK$100

10) 更改按揭計劃

每項申請HK$2,000

11) 更改香港房屋委員會貸款計劃的供款安排

每次HK$500

12) 更改按揭人 / 擔保人 / 按揭契

每項申請HK$1,000

13) 按揭物業出租同意書

每份HK$1,000

14) 已清還樓宇貸款而尚未辦理押記註銷之契據保管/
存契費

每年HK$4,000

15) 火險保單審閱費(適用於由客戶自行安排之火險
保單)

每份保單每年HK$200

16) 提前償還部分貸款 / 提早贖回物業行政費
17) 代交差餉及地租行政費

每項申請HK$1,000
每次HK$500 (按香港特別行政區之要求)

B. 無抵押信貸
臨時透支利率

P1 + 9% p.a.

所有有關其他信貸產品之條款及規條，請參閱有關之宣傳單張/申請表。
註：
1. 當香港銀行同業拆息(HIBOR)/美元同業拆息(LIBOR)比最優惠利率/美元最優惠利率為高時，本銀行可酌情決定，採用當時的香港銀行同業拆息
(HIBOR) /美元同業拆息(LIBOR)以取代最優惠利率/美元最優惠利率，作為釐訂利率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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