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費率表

銀行服務收費

服務 新加坡地區收費標準 香港地区收费标准

1. 跨行轉帳（網上轉帳-不適用費率） 電匯 – $35美元/等值 電匯 – $35美元/等值

2.  MAS 新元本地轉帳 $20新元 -

3.  RTGS 香港本地轉帳 (USD, HKD, EUR & CNY) - $200港元

4.  本票/其他幣種 $10新元/$30美元 $30港元/$5美元

5.  止付 20新元 50港元

6.  退票 免费 50港元

7. 保付支票  100新元 50港元

8. 提前終止定期存款 在花旗銀行同意後可提前終止
定期存款，但花旗銀行可能會
收取提前終止相關費用且不支
付任何應計利息。

在花旗銀行同意後可提前終止
定期存款，但花旗銀行可能會
收取提前終止相關費用且不支
付任何應計利息。

9. 外國支票寄往海外托收並存入客戶帳戶 無標準費率 無標準費率

10.  查閱歷史結單/通知書 1996年以前的結單，每頁收取
10新元
1996年以後的結單查閱請求，
每頁收取5新元

1年以內，每份收取30港元
超過1年，每份收取60港元

11.  稽核確認書 無 無

網上交易服務費率

服務 新加坡地區收費標準 香港地區收費標準

1. 股票網上交易 最高1.0% 最高1.0%



重要提示和披露：銀行服務、網上交易服務費率及通知存款利率相關費用（“費用”）應與您花旗銀行（“花旗銀行”）帳戶適用的條款和條件一同閱
讀，而不是取代該等條款和條件。 客戶（“您”）使用花旗銀行提供的任何服務時應被視為接受並同意支付該等費用。 花旗銀行可根據您帳戶適用的條
款和條件隨時修訂、補充或替換本協定中包含的條款、費率或利率。 對於股票相關產品，花旗銀行將以代理人身份行事，並執行與關聯或非關聯協力
廠商的交易。 將根據錶中列示費率收取費用。 除上述規定費用外，按執行經紀人確定費率收取費用的交易可能額外收取手續費和交易系統使用費。 
此外，可能收取印花稅和/或其他與交易相關的應付稅費。 除非另有說明，股票網上交易相關費用以所占名義金額（資金來源非預置型產品）/投資本
金金額（資金來源預置型產品）的百分比表示。

此外，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花旗銀行可能會獲取或收到報酬、利潤、手續費、傭金、回扣、折扣或其他利益或好處（無論是財務或其他方面的），
包括但不限於因執行交易而導致的價格上漲帶來的任何利益。

花旗銀行將按原價收取其對提供以下服務協力廠商的應付款的墊付和實付費用，包括註冊費、律師費、郵費、快遞費等。 該等費用或參照各機构/實體
收取的標準市場費率，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花旗銀行（香港）/（新加坡）依據美國法律採取有限責任形式成立

www.citiprivatebank.com

通知存款利率

幣種 貨幣代碼 通知利率

加拿大元 CAD 0.10%

瑞士法郎 CHF 0.00%

英鎊 GBP 0.05%

澳元 AUD 0.05%

人民幣 CNY 0.05%

新西蘭元 NZD 0.05%

美元 USD 0.10%

新加坡元 SGD 0.01%

港元 HKD 0.01%

歐元 EUR 0.01%

日元 JPY 0.00%

備註：活期通知存款利率—截至2023年04月04日。 本錶所示利率/通知存款利率如有變動，恕不先行通知。

資金轉賬預計時間說明：

花旗銀行在非工作日或在工作日規定的截止時間之後（由花旗銀行不定期調整）收到資金轉賬的申請將會在下一個交易日進行處理。

對於境內轉賬，如果花旗銀行在工作日規定的截止時間之前收到資金轉賬申請，資金當日即可匯至收款行，而對於跨境轉賬，則需要約五個工作日進
行處理。如有花旗銀行、任何處理轉賬的中轉行或收款行不可控情況出現（例如，一個或多個機構的欺詐篩查程序，反洗錢、經濟制裁或類似法律和
法規的合規程序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則轉賬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匯至收款人手中。關於轉賬截止時間，可向客戶經理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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