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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贷款（包括分期付款购买贷款）

文件费

€50 融资金额€20.000以下，自然人/小企业的固定费用。

€75 融资金额€20.000以上，自然人/小企业的固定费用。

€100 中小企业固定费用。

€200 企业客户固定费用。

抵押贷款提取 €50 提前还款时（除重新贷款外)。

已批准贷款（未执行）取消费 0.5% 最高费用€1,000。

承诺费 1.5% 季度收费，根据未使用贷款金额计算。

贷款提取费	-	自然人 €20 每次提取。

贷款提取费	-	法人实体 €25 每次提取。

预付款费用/提前还款费用（适用于《消费
信用法》（Credit	Consumer	Law）范围
内的贷款）

根据该法第35条规定。

预付款费用/提前还款费用（适用于《消费
信用法》范围外的贷款）

就银行承担的全部损失、费用或责任（包括利润损失）作出的补
偿，取决于提前偿还的贷款的期限和市场利率。

购买选择权费
€50	/	CHF80	/	
GBP35

适用于欧元、瑞士法郎和英镑的分期付款购买贷款。

贷款拖欠

2% 贷款拖欠需收取额外利息，直至偿清。在终止账户时收取。

€5 每月费用，适用于六十天以内的拖欠。

€20 每月费用，适用于六十天以上的拖欠。

2.账户

分行 1bank

开设新账户 无费用

活期帐户的透支维护费用

€3,000以下：€3

季度费用

€3,000-€10,000：€5

€10,000-	€100,000：€35

€100,000-€1,000,000：€200

€1,000,000以上：€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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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账户

                                                                                  分行 1bank

维护费	-	自然人 €25 季度费用

维护费	-	法人实体 €50 月费

活期账户发生未授权超额（超过授权限
额）

2%
未授权超额部分需收取额外利息，直至偿
清。在终止账户时收取。

€12
账户发生借因为借记交易导致或增加未授
权超额的当天收取该费用。

信用账户超额

2%
未授权借方余额需收取额外利息（在透支
账户最大利息之外收取)。

€12
账户因为借记交易导致或增加借方金额的
当天收取该费用。

通知账户（本地货币）的
无通知取款	

2%
每月允许一次€2,000以下的取款，无费
用。

每日免费用无通知转账
限额：
• E-Notice（电子通

知）账户，€500
• 其余通知账

户，€300

固定利率的定期存款账户
到期前支付

银行收取的费用将根据取款金额以及存款
到期剩余天数来计算。

支付给客户的金额为本金加上完整存期的
利息，减去根据到期剩余天数算得的利息
(采用通行的欧元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或伦
敦银行间拆放款利率)，再加上根据存期
算得的差价：

• 定期存款，8天及以下：2%
• 定期存款，9至35天：3%	
• 定期存款，35天以上：5%

结单打印和邮寄费用

€3	-	€6 自然人最低/最高费用

€3	-	€75 法人实体最低/最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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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账户

                                                                  分行 1bank

休眠账户（通知账户和储
蓄账户）

未成年人：无费用

€5
季度费用。仅适用于余额低于€200的账
户

活期账户低活跃度费用	-	自然人 €10

特定月份内交易数量不超过两次的活期账
户的月费。月平均余额超过€5,000的账户
不收费。当余额低于€10时，收费后账户
余额将减为零。

活期账户低活跃度费用	-	法人
实体

€20

特定月份内交易数量不超过四次的活期账
户的月费。月平均余额超过€20,000的账
户不收费。当余额低于€20时，收费后账
户余额将减为零。

账户关闭 €200

3.支票

                                                                  分行 1bank

因资金不足退还的支票 €35 每张支票（开票行收费)。

因资金不足退还两次或两次以上
的支票

€10 每张支票（受益人收费)。

付讫支票退还至开票行 €10	/	€50 每张支票最低费用/每日最高费用。

止付申请 €10	/	€25 每张支票最低费用/每次申请最高费用。 无费用

支票本 €15 本地货币和外币账户（美元/英镑）费用。 €6

特殊印刷支票本 费用取决于支票数量和颜色。

连续纸印刷的支票本 €5
每100张支票。每张支票收取€0.05的额外印花税。不包括
印刷费用。

特殊提供的支票 €20
塞浦路斯银行提供给其他本地银行的每张发票，或每张提供
给其他本地银行的塞浦路斯银行发票。

开具本地银行汇票 0.15% 最低费用€5	/	最高费用€20。

支票兑换

0.2%	最低€5 其他本地银行支票。

无费用 塞浦路斯中央银行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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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支付和外汇

分行 1bank

外币交易手续费 欧元交易手续费

4.1	外币纸币购买

欧元支付或欧元账户存款 2%	最低€5 不适用

相同外币账户存款 0.5% 不适用

不同外币账户存款 0.5% 不适用

未使用纸币的购回 无费用 不适用

4.2	外币纸币购买

欧元现金接收或欧元借记账户/
相同/不同外币账户

1%	最低€2	/	最
高€40

不适用
通过ATM：0.5%
最低€1	/	最高€20

4.3	旅行支票购买		

欧元现金支付或欧元账户存款 1%	最低€7 不适用

相同外币账户存款 无费用 无费用

不同货币账户存款 1%	最低€7 1%	最低€7

每张旅行支票的邮费 每张旅行支票€1 每张旅行支票€1

4.4	外币支票购买		

欧元现金支付或欧元账户存款
0.4%	最低€5	/
最高€400

0.5%	最低€5	/
最高€50

相同外币账户存款
0.5%	最低€5	/
最高€50

不适用

不同货币账户存款
0.4%	最低€5	/
最高€400

0.4%	最低€5	/
最高€400

每张支票的邮费 每张€1 每张€1

4.5	外币支票签发		

欧元现金接收或欧元借记账户
0.4%	最低€5	/
最高€400

0.15%	最低€5	/
最高€400

相同外币借记账户
0.15%	最低€5	/
最高€400

不适用

不同货币借记账户
0.4%	最低€5	/
最高€400

0.4%	最低€5	/
最高€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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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支付和外汇

  分行 1bank

外币交易手续费 欧元交易手续费

4.6	相同货币账户间转账

相同客户的两个账户间转账

自然人：€1,000以
下：无费用
€1,000以上：€5 无费用 无费用

法人实体：€10

不同客户的两个账户间转账

自然人：€10

无费用 无费用

法人实体：€20

4.7	汇出支付*	

塞浦路斯国内及SEPA区
（欧盟）内，€50,000以下

不适用

自然人：
€1,000以下：€6
€1,000-	€5,000：€8
€5,000-€50,000：€12 €1,000以下：€3

€1,000-€50,000：€6

法人实体：
€1,000以下：€10
€1,000-	€50,000：€25

• 塞浦路斯国内及SEPA区内，欧元交易,	
€50,000以上

• 塞浦路斯及SEPA区以外，欧元交易，		
任何金额

• 所有外币，任何金额，任何地区

自然人：
转账手续费：0.2%	最低
€7	/	最高€500	+	手续
费€15

自然人：
转账手续费：0.2%	最低
€7	/	最高€500	+	手续
费€15

自然人：
0.15%	最低€5	/	最高
€250	+	手续费€10

法人实体：
转账手续费：0.2%	最低
€10	/	最高€500	+	手
续费€25

法人实体：
转账手续费：0.2%	最低
€10	/	最高€500	+	手
续费€25 

法人实体：
0.15%	最低€5	/	最高
€250	+	手续费€17

当日收款、相同货币的SWIFT转账
附加费用0.05%	最低€20	
/	最高€200

附加费用0.05%	最低€20	
/	最高€200

向申请人收取的代理费用（委托账户扣费，
即OUR）

€10,000以下：€12 €10,000以下：€12

€10,000-€50,000：€40 €10,000-€50,000：€40

€50,000以上：€60 €50,000以上：€60

客户付款指令的差异费用/改单费 €50 €50

IBAN缺失/无效时收费 €30 €30

集团内相同客户、相同货币账户间支付 50%折扣 50%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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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支付和外汇

分行 1bank

外币交易手续费 欧元交易手续费

4.8	汇入支付*	

通过任何支付系统汇给塞浦路
斯银行客户的款项

€2,000以下：€2 €10,000以下：无费用

€2,000-€50,000：€10 €10,000-	€50,000：€4

€50,000以上：€40 €50,000：€30

汇给其他银行客户的款项

€2,000以下：€2	+	€12
手续费

欧洲经济区

（EEA）国家：

无费用

欧洲经济区

（EEA）国家以外：
€10,000以下：
€12手续费
€10,000-	€50,000：€4	
+	€12手续费
€50,000以上：
€30	+	€12手续费

€2,000-€50,000：€10	
+	€12手续费

€50,000以上：€40	+	
€12手续费

集团内相同货币账户、相同客户间支付 无费用 无费用

差异费用 €30 €30

4.9	其他费用

办事处服务费 €40 €40

远期外汇合同
0.2%	最低€35	/	最高
€1,000

交易调查 1%	最低€30 1%	最低€30

*兑换佣金：
在汇入/汇出支付中发生两种不同货币（包括欧元）的兑换时，需收取额外的兑换佣金：0.4%	最低€5	/	最高€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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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银行卡

5.1	信用卡佣金和费用

会员费 持卡人 附属卡持卡人 企业持卡人

VISA     

BUSINESS CARD €45

VISA CLASSIC €10 €5

VISA GOLD €50 €25

VISA PLATINUM €90 €65

WOMAN’S CARD CREDIT VISA (注 1) €60 €40

CARD & FLY CLASSIC CREDIT VISA (注 1) €26 €18 €90

CARD & FLY GOLD CREDIT VISA (注 1) €70 €52

CARD & FLY PLATINUM CREDIT VISA (注 1) €140 €90

BUDGET12 / 18 / 24 /36 (注 1) 无费用

AMERICAN EXPRESS     

AMERICAN EXPRESS BLUE (注 2) €25 €25

AMERICAN EXPRESS GREEN €50 无费用

AMERICAN EXPRESS GOLD €85 无费用

AMERICAN EXPRESS GREEN CASHBACK €25 €25

AMERICAN EXPRESS GOLD CASHBACK €60 €60

AMERICAN EXPRESS PLATINUM CASHBACK €90 €90

AMERICAN EXPRESS GREEN ETEK €40 无费用

AMERICAN EXPRESS GREEN BUSINESS €68

AMERICAN EXPRESS GOLD BUSINESS €90

AMERICAN EXPRESS GOLD BUSINESS CASHBACK €60	

MASTERCARD     

MASTERCARD BLUE €15 €15

MASTERCARD CLASSIC €20 €20

MASTERCARD GOLD €50 €25

FOOTBALL CLUB CARD     

AEL VISA €25 €25 €25

APOLLON VISA €25 €25 €25

ΟΜΟΝΟΙΑ VISA €25 €25 €25

AEK VISA €25 €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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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信用卡佣金和费用

会员费 持卡人 附属卡持卡人 企业持卡人

FOOTBALL CLUB CARD 卡     

APOEL VISA €25 €25 €25

ANORTHOSIS MASTERCARD €25 €25 €25

最低还款额

分期定额（信用卡限额%):
BUDGET 12
BUDGET 18
BUDGET 24
BUDGET 36
MASTERCARD BLUE

最低金额	€17
8,89%
6,11%
4,72%
3,33%
8,80%

全球现金预支费用 3,33%	最低金额	€5

服务费和管理费 1Bank

银行卡重发（注3）
重新生成PIN（注3）
交易副本

€10 €5

结单副本 €3,40 无费用

优先直通 每人€24

利率 10.5%

逾期费用（逾期金额€20以下不收取费用） 每月2%

非欧元和瑞典克朗交易管理费 3%

注：(1)该产品不面向新客户。(2)对于所有2014年4月16日前核发的AMEX	BLUE卡，旅游保险金仍为可选。无旅游保险的AMEX	BLUE，订
阅费仍为€17。(3)上述费用不适用于AMERICAN	EXPRESS卡（GOLD、GOLD	CASHBACK、GREEN	BUSINESS、GOLD	BUSINESS、GOLD	BUSINESS	
CASHBACK和PLATINUM	CASHBACK）、VISA卡（BUSINESS、PLATINUM、CARD	&	FLY	BUSINESS和CARD	&	FLY	PLATINUM）。

5.2	借记卡佣金和费用

会员费 持卡人 附属卡持卡人 企业持卡人

VISA

欧元（EUR）

BUSINESS CARD €25

VISA ELECTRON €5 €5

VISA CLASSIC €5 €5

VISA GOLD €50 €25

VISA PLATINUM €90 €65

YOUTH CARD 18-25 无费用

STUDENT CARD 无费用



佣金和费用表

5.2	借记卡佣金和费用

会员费 持卡人 附属卡持卡人 企业持卡人

MASTERCARD 

MASTERCARD CLASSIC €5 €5

MASTERCARD GOLD €50 	€25

欧元（USD）

BUSINESS CARD $30

VISA ELECTRON $5 $5

VISA CLASSIC $25 $15

VISA GOLD $50 $30

VISA PLATINUM $100 $75

英镑（USD）

BUSINESS CARD £20

VISA ELECTRON £5 £5

VISA CLASSIC £15 £10

VISA GOLD £40 £20

瑞典克朗（SEK）

VISA ELECTRON 60 60

服务费和管理费 1Bank

银行卡重发（注1）
重新生成PIN（注1）
交易副本（注1）

EUR	10 EUR	5

USD	13 USD	7

STG	9 STG	5

SEK	120 SEK	60

塞浦路斯境内塞浦路斯银行ATM取现费用 无费用

ATM取现费用（注2）
·其他本地银行
·JCC	ATM
·全球ATM取现（欧元和瑞典克朗）

EUR	3

USD	4

STG	3

SEK	36

全球ATM取现（非欧元和瑞典克朗，注2）

3,33%	最低金额：

EUR	5

USD	7

STG	5

SEK	60

第10页，共16页 塞浦路斯银行公共有限公司–	51	Stassinos	Street,	CY-2002	Strovolos.Reg.No.HE165|	01	版		01/10/2016



5.2	借记卡佣金和费用

非欧元和瑞典克朗交易管理费 3%

注：
(1)上述费用不适用于VISA	PLATINUM和VISA	BUSINESS。
(2)上述费用不适用于STUDENT、HAKKI、YOUTH	CARD	18-25。

5.3	其他银行卡产品佣金和费用

会员费 持卡人 附属卡持卡人

AMERICAN EXPRESS

EVERYDAY CARD AMERICAN EXPRESS €15 €15

EVERYDAY eCARD AMERICAN EXPRESS €5 不适用

无限额卡

INTERNET VISA (注 1) 无费用 不适用

VISA ΟΜΟΝΟΙΑ PREPAID / VISA AEL PREPAID / VISA 
APOLLON PREPAID / VISA AEK PREPAID/ VISA APOEL 
PREPAID

€10 不适用

VISA PREPAID YELLOW / GREEN / PINK / DARK BLUE / 
LIGHT BLUE €5 不适用

服务费和管理费

银行卡重发（注2）
重新生成PIN（注2）
交易副本（注2）

€10

塞浦路斯境内塞浦路斯银行	ATM取现费用（注2） 无费用

ATM取现费用（注2）
·其他本地银行
·JCC	ATM
·全球ATM取现（欧元和瑞典克朗）

€3  

全球ATM取现（非欧元和瑞典克朗，注2） 3,33%	最低金额	€5

VISA PREPAID YELLOW / GREEN / PINK / DARK BLUE
/ LIGHT BLUE
·银行卡重发
·重新生成PIN

€5

非欧元和瑞典克朗交易管理费 3%

注：(1)该产品不面向新客户。(2)上述费用不适用于INTERNET VISA。

佣金和费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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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金和费用表

6.贸易金融服务

6.1 托收票据

6.1.1  代收和代付

交易费 €40

托收手续费 0.2% 最低€20	/	最高€100

改单费 €30

手续费 0.25% 最低€10	/	最高€500

拒付通知费 €35

承兑担保/展期手续费 0.2% 月费，3个月起，最低€25

6.1.2	收款支票

交易费 €40

改单费 €30

手续费 0.25% 最低€10	/最高€500

未付支票退还 €30 每张支票

6.1.3	付款支票

交易费 €40

托收费 €20

改单费 €30

手续费 0.25% 最低€10	/	最高€500

6.2		信用证

6.2.1	进口信用证

交易费 €40

开证手续费/展期-不保兑 0.2% 月费，3个月起，最低€50

开证手续费/展期-保兑
0.125%	-	
0.42%

月费，3个月起，最低€50

改单费 €30

手续费 0.25% 最低€10	/	最高€1,000

承兑手续费 0.2% 月费，3个月起，最低€50

差异费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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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贸易金融服务

6.2	信用证	

6.2.1	进口信用证

代理手续费 €35 信用证未使用情况下

付款/偿付费用 €100 适用于通过SWIFT转账（包括SWIFT信息）的付款

6.2.2	出口信用证

交易费 €40

通知手续费 0.05% 最低€50	/	最高€200

保兑手续费 0.2% 月费，3个月起，最低€100。因国家/银行风险的不同而变化。

承兑手续费（针对保兑信用证） 0.2% 月费，3个月起，最低€100。因国家/银行风险的不同而变化。

改单费 €30

手续费 0.25% 最低€10	/	最高€1,000

付款/执行手续费 0.25% 最低€50	/	最高€150

差异费用 €100

文件预检查 €50 最低金额

应得利益转让书 €50

6.2.3		可转让信用证

交易费 €40

转让/展期手续费 0.1% 月费，3个月起，最低€100

改单费 €30

付款/偿付费用 €100 适用于通过SWIFT转账（包括SWIFT信息）的付款

6.3	保证书

6.3.1	保证书	-	本地

交易费 €40 不适用于针对民事登记和移民部门的保证书。

开证/展期手续费：

每年。月费，3个月起，最低€25投标保证书 1%	-	1.5%

履约保证书 1%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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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保证书

6.3.1	保证书	-	本地

预付款/其他付款保证 1%	-	2% 每年。月费，3个月起，最低€25

针对民事登记和移民部门的保证书的开证/展期
手续费

€85

改单费 €30

6.3.2		国外收款保证书	-	通知保证书（无责任）

通知手续费 €50

改单费 €30

6.3.3  国外收款保证书	-	反担保（由代理银行提供反担保）

交易费 €40

开证手续费 0.2%
每季度最低百分比。最低€35。因国家/银行风险的不同而变
化。

改单费 €30

6.3.4  国外付款保证书/备用信用证

交易费 €40

开证/展期手续费
0,25%	-	
1,25%

每季度。每个额外的月份应支付月费，3个月起，最低€25

改单费 €30

6.3.5		保证书	-	其他费用

手续费 0.25% 最低€10	/	最高€500，适用于通过SWIFT转账的付款

索赔费用 €100

6.4  提货担保/担保书（适用于信用证和托收票据）

开证手续费 €50

6.5		保税仓库货物存/取

货物存放手续费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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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保税仓库货物存/取

取货费用 €50

货物视察 €100 每次视察

6.6  其他佣金和费用

兑换佣金 0.4% 最低€5	/	最高€400。发生货币兑换时收取，代替手续费。

调查费 €15

复杂案例评估 €50	-	€250

取消费 €20 适用于开证前/后发生的取消。

国外/国内快递费 €35	/	€10

邮费	-	国外 €10 适用于挂号信。

转账/付款手续费 €35
不适用于通过SWIFT转账进行的进口信用证和可转让信用证的支
付。

SWIFT费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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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服务

分行 1bank

定期付款指令 €10 开通/更改。 开通	-	无费用

执行定期付款指令

无费用 转账至其他塞浦路斯银行客户。

€3 转账至其他本地银行。

€5 因资金不足无法执行。

SEPA直接借记 €1 因资金不足无法执行。

非自动工资单支付费用 €3 每位员工最低费用。最高€500。 无费用

银行账单和往来信函归档

€200 自然人年费。

€300 法人实体年费。

账户结单副本 €5
根据每个结单的时间阶段收取
(与页数无关)。

无费用

临时账户结单打印 €2 无费用

凭单、支票等副本 €10 根据每个日期收取。 无费用

客户的利息和余额证书，应审计员要求

€60 法人实体年费。

€20 自然人年费。

€30 其他额外信息的费用。

特定账户的利息/余额证书 €5 每账户最低每年费用。 无费用

其他证书 €5 最低费用。

银行推荐信 €35

水电账单柜台支付 €2 无费用

硬币兑换/存/取 1%	最低€5 硬币金额超过€35时。

委托准备 €10

安全码 无费用

文件更新/查看费用 最低€100 仅适用于法人实体。

注：其他有关特别银行服务的信息，可向塞浦路斯银行任一分行/部门索取。

佣金和费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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