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行服务收费表
本中文译本仅供参考。
如中英文内容不相符，以英文本为准。



本页有意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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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银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与阁下之间并无订定明确协议的情况下，本
表中规定的费用和收费将适用于本行向您提供的服务。本行可自行决定变更本表所载费用
和收费，除非费用和收费变更不在本行控制范围内，否则将提前30天发出通知。有别于以
下标准的收费将根据个别情况处理，并须经本行批准。本表中未列明的交易和服务收费将
于申请时提供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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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披露通知

本行在各类交易中的权力

除非另行通知，否则本行将在执行您下达指令的任何合约或交易中，作为您的交易对手，并作为委托人与您进行交
易。  在本行作为委托人与您进行交易时，本行将提供一个总报价，该报价可能包含本行与交易对手执行价格的溢
价。 该溢价称为“价差”。

对于以下产品：外汇、贵金属、场外期权/衍生品、结构性票据、双币投资、掉期交易和掉期期权，本行可能以更优
惠的价格与交易对手执行交易。上述情况下，本行将保留任何价格优惠收益，但溢价或价差幅度不会超过本表详列的
最高费用金额或百分比范围。 

本行将作为您的代理人执行有关交易所买卖证券、单位信托基金单位投资以及共同基金、私募基金或对冲基金权益的
合约或交易。

本行与产品发行人和基金公司的关系

本行是新加坡华侨银行有限公司（简称为“华侨银行”）的全资子公司。本行有权代销华侨银行及本行其他关联公司
（如利安资产管理公司）（统称为“本集团”）发行的产品，而华侨银行及其关联公司有权单独收取佣金。本行可转
介及/或执行本集团直接或间接获得收益的交易。例如，本集团旗下公司可能与代表您的账户进行证券买卖的公司拥
有银行业务、顾问或其他方面的关联和布局。

产品分销相关的现金和非现金收益披露

本行有权向任何交易对手、经纪人、代理人或本集团旗下的其他公司，就以您名义执行的任何买卖、交易或服务收取
佣金、费用、回佣或非现金收益（如免费证券报价、研究刊物及研讨会邀请）。您同意本行有权保留该等佣金、费
用、回佣及非现金收益。

本行在销售投资产品（交易所买卖证券除外）过程中的义务

本行并非独立中介机构，因为：

1. 本行将对向您代销的投资产品向其他相关方（可能包括产品发行人）收取有关的费用、佣金或其他现金收益。
具体详情，请参阅本行的现金收益披露，本行有义务在执行任何交易或进行产品投资之前或之时，披露相关现
金收益；及/或

2. 本行有义务披露从其他相关方获得的非现金收益，或本行向您代销/销售的产品有密切关联或其他法律或经济关
系的发行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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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收费

汇入收费

电汇 免费

银行本票/当地银行开具的本币支票 免费

即期汇票/外币支票 20美元

现金存款 外币

现金金额的1%
本币

免费

汇出收费

电汇 30美元

签发银行本票/支票/即期汇票 30美元

提现 外币

现金金额的1%
本币

免费

如适用，本行将就汇入汇出资金收取第三方费用。

其他收费

账户余额服务费
（少于300万美元）

2,500美元/半年

审计确认费 50美元

银行资信证明 50美元

提前终止定期贷款或定期存款费用 最低收费60美元

重发过往通知单/结单 每份通知单/结单收取30美元

汇款明细调阅费 每份明细100美元

账户关闭费 25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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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业务收费

以下各节所述全部费用及收费均适用于下列证券的认购、购买、出售及赎回。

交易所买卖产品交易收费

一级市场交易及首次公开发行股权认购费1 最高为交易额的1%（最低200美元）

二级市场产品（不包括交易所买卖期权 (ETO) ）
交易经纪费2

最高为交易额的1%（最低200美元）

交易所买卖期权2的经纪费按以下货币计费：

港币 总期权价格的2.4%，最低收费为2,000港元

其他货币 总期权价格的2.4%，最低收费为250（以交易所买卖期权的相
应计价货币为单位）

1   认购费不包括向第三方经纪公司支付的费用，以及第三方、相关证券交易所和税务机构收取的其他费用。向客户收取的其他未包含费用和
收费，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2   经纪费包括向第三方经纪公司支付的费用，但不包括第三方、相关证券交易所和税务机构收取的其他费用。向客户收取的其他未包含收
费，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无须交收款项的证券提取/过户收费

本行将向客户收取每只证券100美元的管理费，以及任何第三方费用。

全权委托/顾问投资服务收费

本行提供全权委托/顾问投资服务，即全权委托投资组合管理 (DPM) 和顾问投资组合管理 (APM) 服务。上述服务的
管理费或服务费将按季度收取，最高为每年投资总价值（定义见全权委托投资组合管理 (DPM)/顾问投资组合管理 
(APM) 协议）的2.0%。

此外，对于DPM或APM投资组合进行的任何交易，本行将不时通知您可能适用的此类其他费用和收费。 

增强型基金存取账户收费

月收费将于每个日历月月末计费，最高为年资产价值的2%，并按季度收取。其中包括本行的认购费和托管费，但不
包括基金的年度管理费和手续费，以及基金所收取的任何认购或赎回费用。如果在1年的最低投资期限内提前终止增
强型基金存取账户，则须支付交易费用函件中列明的最低费用。

托管费

月托管费根据每季度月末持有证券总价值计算，最高为0.25%，并按季度收取（最低5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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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业务收费

金融工具交易收费

私募股权基金*

配售费 最高为承诺资本的3%

服务费 每年最高为承诺资本的1%

*   本行可向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人收取配售代理费。该等费用因不同基金而异，通常根据本行持有的总权益计算，因此在交易时可能无法量化。

共同基金/对冲基金

认购费 最高为交易金额的2%（最低375美元），不包括基金公司向客户收取的认
购费（如适用）。

赎回费 最高为交易金额的2%，不包括基金公司向客户收取的赎回费（如适用）。

基金销售佣金 最高为每年投资证券市值的1.5%（由本行向基金公司收取并保留）

服务费 最高为每年投资证券市值的0.5%。

债券（利差）

一级市场债券 最高为名义金额的1%

二级市场债券 最高为名义金额的2%

一级市场债券回佣 最高为名义金额的1%（本行向发行人收取）

结构性票据（利差）

期限最高为两年 最高为名义金额的2%

期限为两年以上 最高为名义金额的5%

场外期权/衍生品/双币投资/掉期期权 

（价差）

期限最高为两年 最高为名义金额的2%

期限为两年以上 最高为名义金额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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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业务收费

金融工具交易收费

利率掉期/交叉货币掉期/其他非外汇掉

期（价差）

最高为每年名义金额的1%

外币交易（价差）

即期、远期或掉期合约 最高为名义金额的1% 

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 最高为名义金额的1% 

贵金属（非实物）交易收费

即期、远期或掉期合约 最高为名义金额的1% 

过户费用 每次转入和转出收取30美元

未分配托管费 每年5个基点（0.05%），按每日下午定盘市值加上每季度应付托管费计算
（对每单位客户持仓收取最低10美元）

实物黄金交易收费

价差 最高为交易额的1%

托管费 每年最高为账户中持有的实物黄金市值的0.60%

结构性交易收费

转介费
（由本行收取）

转介合作伙伴收取最高90%的费用

保险经纪人转介费

转介费
（由本行收取）

最高为产品佣金的70%（成功转介佣金）

本文件仅提供一般收费信息，仅供阁下使用。本文件不构成、也不应作为买卖证券或金融工具的要约或建议，或任何理财要约。请注意，并非所
有上述产品和服务均适用于您。未经本行书面同意，不得转载本文件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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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信息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具体收费

印花税 交易金额的0.13%（四舍五入至最近的港元）（由香港特区政府收取）

交易征费 交易金额的0.0027%（四舍五入至最近的港仙）（由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
监察委员会收取）

交易费 交易金额的0.00565%（四舍五入至最近的港仙）（由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收取）

财务汇报局 (FRC) 交易征费 
（于2022年1月1日生效）

产品（不包括交易所买卖期权）成交额的0.00015%（四舍五入至最近的港
仙）(由香港财务汇报局收取)

转手纸印花税 * 每张新转手纸收取5港元

过户费用 * 每张新发股票收取2.50港元

股票提取费 * 每手股票（及碎股）收取3.50港元

股票过户费 1,000港元（只向收款方收取）

* 在适用情况下，针对无须交收款项的实物证券的提取或过户。

除本行收取的经纪费，上述印花税、征费和手续费将另行向客户收取。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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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信息

沪港通/深港通具体收费

印花税 交易金额的0.1%（四舍五入至最近的人民币元）（由国家税务总局收取）

证管费 交易金额的0.002%（四舍五入至最近的人民币分）（由中国证监会收取）

经手费 交易金额的0.00487%（四舍五入至最近的人民币分）（由上海证券交易所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取）

资本利得税和营业税 以个股具体要求为准

过户费用 交易金额的0.004%（四舍五入至最近的人民币分）（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及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分别收取0.002%）。

除本行收取的经纪费，上述印花税、收费和税费将另行向客户收取。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本文件仅提供一般收费信息，仅供阁下使用。本文件不构成、也不应作为买卖证券或金融工具的要约或建议，或任何理财要约。请注意，并非所
有上述产品和服务均适用于您。未经本行书面同意，不得转载本文件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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