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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商盈」账户申请及授权委托书 

 

致：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_______分行（“银行”） 

         鉴 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 号 码 ：

_________________]（“我方”）将在银行开立账户，我方现向银行申请将根据与本

申请一并提交之开户申请所设立的新账户开立为“「逸商盈」账户”（Smart 

Business Account）。 

 

 

 

 

 

 

 

 

 

 

 

 

 

 

 

 

 

为申请「逸商盈」账户事宜，我方确认已仔细阅读银行以下条款并同意接受该等 

条款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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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商盈」账户条款与细则 

a) 「逸商盈」账户是指银行所提供的包含交易账户、电子月结单、电子交易通知书、电话银行、

Straight2Bank 网上银行、现金结算业务账单汇总系统、贸易服务、外汇服务等一揽子服务的特别账户，

银行将不时按其经营计划、集团政策等针对该等账户项下就某些项目/服务提供特别费率/安排。 

b) 本文件为客户向银行申请「逸商盈」账户的文件，不代表银行的任何承诺，银行有权按照自主决定是否接

受本申请，无论银行是否接受本申请均不影响客户与银行已经签署的其他文件的效力。 

c) 就「逸商盈」账户而言，客户有权享受银行为该类型账户客户特别提供的优惠，银行将不时将相关优惠及

收费的最新政策通知客户，且银行有权不时按照其经营计划、内部决定变更、修改、补充、撤销相关优惠

条件，且该等变更、修改、补充、撤销自银行通知之日起生效。 

d) 合格「逸商盈」白银客户的每月入账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 万元（不含 5 万元）或等值外币，合格「逸商

盈」黄金客户的每月入账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20 万元（不含 20 万元）或等值外币, 合格「逸商盈」白金

客户的每月入账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60 万元（不含 60 万元）或等值外币。 

e) 每月入账总金额指客户在我行所有账户的入账总金额，入账种类包括电汇汇入、汇入汇款、本币支票收款

资金清算、银行汇票/银行承兑汇票托收收款服务、直接借记渣打银行账户、现金存款、支票存款、虚拟

账户交易费等。 

f) 客户必须向银行递交此申请并将其中的各种所需信息*填妥，成功申请且为合格客户才可享受「逸商盈」

账户优惠。 

g) 成功申请「逸商盈」账户，银行会在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计算该月的每月入账总金额。若该月不满足账户

合格条件，则该月所有服务和交易费用银行会在下个月的第一个工作日根据「逸商盈」账户交易手续费的

标准费率收取（即不享受优惠），具体如下： 

 所有服务费用会从客户「逸商盈」账户中扣除 

 所有交易费用会从客户「逸商盈」账户或其他相关银行账户中扣除 

h) 所有费用会根据「逸商盈」账户所属币种扣除，如果该账户属外币账户，银行会根据所扣除当日的即期汇

率进行折算。 

i) 银行会定期审阅「逸商盈」账户交易费用缴费情况，如有缴费不按时或不足额，银行有权停止对客户「逸

商盈」账户项下就某些项目/服务提供特别费率安排。 

j) 电汇优惠只适用于汇入及汇出的电汇服务收费而并不适用于任何其他与电汇有关的额外费用。 

k) 客户在申请账户成功后，账户及手续费用减免于申请及系统设定成功当月生效。 

l) 银行有权根据其自主决定单方面调整或取消该账户中包括的交易类型，客户上述账户相关法律关系将继续

按照账户文件（指客户就上述账户签署的相关银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标准条款、账户条款、国别补充条

款、中小企业补充条款以及该等条款的不时补充、变更、修改等）约定执行，除非任何一方按照账户文件

约定决定终止账户关系。 

m)  “通知” 指银行通过以下一种或多种方式向客户披露信息：(1)口头，(2)由专人（包括本行职员或是代理

人）递交，(3)通过邮寄、传真或电子邮件等书面形式，(4)在本行营业场所放置或张贴、在报纸、电视、

广播、网络等媒体上刊登、或在本行网站上公布，及(5)本行认为适当且为法律法规所允许的其他方式，并

且，“获得通知”，“给予通知”及“通知”具有相应的含义。 

n) 无论本文件基于任何原因的失效或部分失效，均不影响其他条款及或账户文件的效力。 

o) 本文件为账户文件的一部分，就「逸商盈」服务而言，本文件有约定的，以本文件为准，本文件没有约定

的，以账户文件为准。 

p) 本行有义务对该服务进行进一步解释。 

q) 相关宣传资料中，中英文版本如有歧义，以中文版本为准，印刷资料与网站资料如有歧义，以网站资料为

准。 

* 包括但不限于「逸商盈」账户开户申请及授权委托书、中小企业账户开户申请表、中小企业电话银行服务申

请、电子月结单、电子交易通知书、Straight2Bank 网上银行服务申请、现金结算业务账单汇总系统、贸易服

务、 外汇服务等银行服务申请及银行其他业务标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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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商盈」账户交易手续费收费标准 

标准收费项

目号码 
收费项目名称 一般中小企业账户标准收费 白银组合 黄金组合 白金组合 

 每月入账额 低于 RMB50,000 RMB 50,000.01~RMB200,000 RMB200,000.01~RMB600,000 RMB600,000.01 以上 

人民币账户服务 

R6.6 
最低余额不足的账

户 

每月平均最低账户余额要求：人民币
40,000 

维护费：人民币 400/账户/月（以账户余

额为限扣完为止） 

免费 

 

免费 

 

免费 

 

Z1.1.1 

汇出汇款（同城/

异地：通过大额支

付系统） 

≤ 人民币 10,000 元 ，人民币 5 元/笔 

≤ 人民币 100,000 元 ，人民币 10 元/笔 

≤人民币 500,000 元 ，人民币 15 元/笔 

≤人民币 1,000,000 元，人民币 20 元/笔 

> 人民币 1,000,000 元， 0.002% 

最高人民币 200 元/笔 

25%减免 50%减免 免费 

Z1.1.2 

汇出汇款（同城/

异地 - 通过小额交

易系统） 

人民币 1.2/笔 25%减免 50%减免 免费 

R2.1.2 
汇出汇款（异地同

行） 

≤ 人民币 50,000 元 ，人民币 1.2 元/笔 

≤人民币 100,000 元 ，人民币 10 元/笔 

≤人民币 500,000.元 ，人民币 15 元/笔 

≤ 人民币 1,000,000.元 ，人民币 20 元/笔 

> 人民币 1,000,000 元，0.002% 

最高人民币 200 元/笔 

25%减免 50%减免 免费 

R2.2 
定期贷记（例如，

发放工资服务） 
人民币 2 元/笔 25%减免 50%减免 免费 

R2.4 人民币跨境汇款     

 手续费 (电子指令) 

汇款金额的 0.1% 

最低人民币 200 或等值 

最高人民币 850 或等值 

另加电传费人民币 140 或等值 

25%减免 50%减免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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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收费项

目号码 
收费项目名称 一般中小企业账户标准收费 白银组合 黄金组合 白金组合 

 
手续费 (纸质或传

真指令) 

汇款金额的 0.2% 

最低人民币 200 或等值 

最高人民币 850 或等值 

另加电传费人民币 140 或等值 

25%减免 50%减免 免费 

R2.5 
人民币非居民账户

间划转 
参考大额支付系统收费 25%减免 50%减免 免费 

R2.6 
人民币非居民账户

境内汇出汇款 
参考大额支付系统收费 25%减免 50%减免 免费 

R2.7 
人民币账户汇入非

居民人民币账户 
参考大额支付系统收费 25%减免 50%减免 免费 

外币账户服务 

F2.1 
汇出汇款 

通过跨境清算 

    

 

手续费 (电子指令) 汇款金额的 0.1% 

最低人民币 200 或等值 

最高人民币 850 或等值 

另加电传费人民币 140 或等值 

汇款金额的 0.1% 

最低人民币 200 或等值 

最高人民币 850 或等值 

另加电传费人民币 140 或等值 

汇款金额的 0.1% 

最低人民币 200 或等值 

最高人民币 850 或等值 

另加电传费人民币 140 或等值 

免费 

 

手续费 (纸质或传

真指令) 

汇款金额的 0.2% 

最低人民币 200 或等值 

最高人民币 850 或等值 

另加电传费人民币 140 或等值 

汇款金额的 0.2% 

最低人民币 200 或等值 

最高人民币 850 或等值 

另加电传费人民币 140 或等值 

汇款金额的 0.2% 

最低人民币 200 或等值 

最高人民币 850 或等值 

另加电传费人民币 140 或等值 

免费 

F2.5.1 
汇出汇款（通过同

行转账：同城同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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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收费项

目号码 
收费项目名称 一般中小企业账户标准收费 白银组合 黄金组合 白金组合 

行） 

F2.5.2 

汇出汇款（通过同

行转账：异地同

行） 

参照汇出汇款标准收费 参照汇出汇款标准收费 参照汇出汇款标准收费 免费 

渠道服务（仅适用于 Straight2Bank 的客户） 

C4.2 

Straight2Bank 网

上银行服务 维护

管理费（每月） 

人民币 300 元 免费 免费 免费 

C6.1.2 
付款受益人通知服

务 - 通过 Email 
人民币 1 元/笔，最少人民币 150 元 免费 免费 免费 

C6.2 

Info Manager – 

电邮报告服务 服

务费（每月） 

人民币 100 元 免费 免费 免费 

R6.4.2.1 
F5.4.2.1 

电子对账单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电话银行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 合格「逸商盈」账户定义，请参照「逸商盈」账户条款与细则。 

* 银行有权不时按照其经营计划、内部决定变更、修改、补充、撤销相关优惠条件，且该等变更、修改、补充、撤销自银行通知之日起生效。 

                                                                                                                                        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