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香港)金边分行 特选企业客户员工
综合个人金融服务及尊享优惠！
欢迎您有意成为我们的客户。我们了解您工作繁忙，因此，我们诚意为您提供一站式个人银行服
务及产品，为您日常生活实现便利，同时轻松照顾远方的家人。

日常生活/Daily Life
产品/服务名称 / List of Products/Services 具体优惠/服务内容 / Exclusive Privileges / Service Details

【代发薪 双标借记卡】

➢
➢
➢
➢
➢
➢
➢

支持美元与人民币双币种/
银联/CSS 双标卡
享受 CSS 网络 ATM 取款手续费优惠，每笔仅 0.45USD
享受不定期的银联网络借记卡线上线下消费返现活动
享受国内中国银行 ATM 取款，每月免前两笔手续费
享受年费减免
享受中国银行（香港）金边分行优惠商户优惠折扣

➢ VISA 非接信用卡，享受 VISA 网络线上线下优惠折
➢ 享受积分兑换礼品活动，积分永久有效，
➢ 1 美元 = 1 积分

【VISA 非接信用卡】

➢ 享受中国银行（香港）金边分行优惠商户优惠折扣
➢ 支持刷卡、芯片插入、非接触式三种方式，方便使用
➢ 关联账户自动还款，每月收到信用卡账单邮件及还款
短信，减少您的顾虑，使您放心使用信用卡
➢ 每年消费满 6 笔，享受年费减免
➢ 方便安全的汇款服务, 支持国际汇款、人民币预结汇、
境内跨行转账。
➢ 享受手机银行国际汇款、人民币预结汇手续费八折优
惠。
➢ 境内他行转账手机银行美元转账每笔仅 3 美金。

【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

➢ 境内跨行转账，400,000 瑞尔（含）以下的瑞尔转账交
易，免手续费。
➢ 账户汇总管理，一目了然掌握资金状况
➢ 信用卡积分查询及信用卡还款，方便实时了解积分及
待还款情况
➢ 支持支票止付服务，无需担心支票丢失或写错导致的
资金损失
➢ 定活互转，使您随时开立定期存款，增加利息收益；
也能随时将定期转入活期，无需前往柜台操作，方便
您灵活使用您的资金

➢ 房屋贷款利率最低 5.49%（首年）

【按揭贷款】

【中银理财】

➢
➢
➢
➢
➢

最长贷款年限 20 年
专业贷款服务团队
申请即送精美礼品
额外信用卡积分
专属的企业员工按揭利率

为企业高管办理中银理财高端客户服务，并可同时享受
柬埔寨、香港、马来西亚三地的中银理财品牌互认，无
论在以上哪个国家，都可享受更专业、尊贵及专属的理
财服务及贵宾待遇

照顾家人 / Take Care of Family
产品/服务名称 / Product and Services 具体优惠/服务内容 / Specific Discount/Service Details

【人民币直汇】

➢ 客户通过中国银行将工资收入以优惠的汇率兑换成人
民币后汇到中国境内，汇款安全速度快，不占用国内
结汇额度。
➢ 我们建议您选择国内中国银行作为收款行，这样最为
便捷，到账时间最快，并且手续费最优惠，还免电报
费。

【美元/欧元汇款】

➢ 客户根据具体用途将在柬埔寨合法收入通过中国银行
汇出柬埔寨以外的国家或地区
➢ 支持 GPI 汇款，客户可跟踪汇款各个环节，在中间
环节也能收到短信通知
➢ 这是一种汇款人将美元等外币资金以汇款当日汇率预
先兑换成人民币，然后汇到国内收款人人民币账户的

【人民币预结汇】

汇款方式。这是为客户提供的汇款+兑换一次性完成的
服务
➢ 客户可以在汇款时就锁定汇率，收款人不必在中国境
内再进行结汇。但请留意这种汇款也会受到国内每年
5 万美元的结汇额度限制
➢ 在我行柜台办理此汇款业务可支持汇往所有国内银行
➢ 在手机银行/网上银行上可支持国内四大银行的收款
账户，四家银行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
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 企业客户通过中国银行将员工工资发放到员工的中国
境内的银行账户，为企业对员工提供的一项福利，既

【薪汇达】

【代发薪】

为员工节省了汇款手续费，又让员工安心工作，无需
每月为去银行办理汇款而操心
➢ 员工无需再提供薪资证明
➢ 为企业员工提供更优惠的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价格，
且不占用国内每年 5 万美元的结汇额度限制
➢ 代发薪卡在中国国内中国银行 ATM 取款，可享受每
月免前两笔取款手续费。并享受年费减免
➢ 为企业提供代发工资服务
➢ 支持代发美元及人民币两种货币
➢ 代发薪卡在中国国内中国银行 ATM 取款，还可享受
每月免前两笔取款手续费。并享受年费减免

【留学金融】

➢ 为员工子女提供中国内地或香港的留学咨询服务
➢ 中国银行（香港）金边分行还将为其提供假期实习生
名额
➢ 柜台汇学费、生活费，手续费全免
➢ 留学生卡在中国国内中国银行 ATM 取款，还可享受
每月免前两笔取款手续费。并享受年费减免
➢ 提供国内见证开户咨询服务
➢ 免费开立存款证明，用于留学签证、
➢ 通过手机银行、留学生卡等产品实现 0 手续费、生活
费学费实时到账，为留学生生活提供便利
➢ 短信通知关联国内或柬埔寨多个手机号，家长实时掌
握子女资金状况
➢ 享受手机银行、借记卡、信用卡等各项优惠服务

财务规划 / Financial Plan
产品/服务名称 / Products and Services 具体优惠/服务内容 / Service / Discount Offer Details

【财产保险】

【开立香港账户】

➢ 中国银行已与柬埔寨实力最雄厚的保险公司 FORTE
保险建立合作关系，企业客户或其员工可以通过中国
银行享受 FORTE 保险公司专业的服务，为企业客户
或其员工可在中国银行买到经过精选的最合适、可靠
的保险产品
➢ 中国银行可以帮助企业客户或其员工对接专属保险公
司人员，获得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服务
客户可以通过中国银行（香港）金边分行转介服务，前
往中银香港服务，可以在中银香港享受专属的高端服

务，投资面向全球的投资理财产品，拥有定制化的家庭
财富传承方案

【中银智慧付 - 收单服务】

➢ 为商户提供多种收款服务：微信支付、支付宝、银联
/VISA 刷卡
➢ 提供线上收款服务：微信支付宝线上收单、银联线上
支付
➢ 为商户提供优惠的费率
➢ 提供免费装机，定期培训服务
➢ 线上对接服务，我行免费提供技术支持
➢ 为企业财务提供清算明细报表，线上 Portal 实时查
询。提供专业人员咨询服务，以及专属客户经理服务

优惠条款及细则
•

手机银行/个人网银-境内他行转账手续费优惠活动
活动截止日期： 2021年12月31日
瑞尔交易 / KHR Transaction
渠道

0 – 400,000瑞尔

大于400,000瑞尔(含)

手机银行

免费

12,000瑞尔/笔

网上银行

免费

24,000瑞尔/笔

柜台

40,000瑞尔/笔

40,000瑞尔/笔

美元交易 / USD transaction
手机银行

所有金额

手机银行

3 美元/笔

网上银行

6 美元/笔

柜台

10 美元/笔



手机银行-国际汇款/人民币预结汇-手续费优惠活
通过手机银行进行国际汇款或人民币预结汇，手续费（不包含电报费）八折优惠, 活动截止日
期：2021年12月31日.


优惠商户信息如下

酒店 / Hotels

更多商户信息可关注我行官方社交媒体

餐饮/ Restaurants

更多商户信息可关注我行官方社交媒体

购物/Shopping

更多商户信息可关注我行官方社交媒体

休闲娱乐/Entertainment



有关按揭贷款具体优惠利率、美元/人民币兑换优惠利率，以及商户收单业务优惠费率，如有需
要，請聯系我行了解相关产品及具体优惠方式。



信用卡积分兑换礼品列表如下。礼品信息持续不断更新，我行会不定期发布积分礼品信息，请以
我行最新发布的信息为准，关注我行官方社交媒体（微信公众号、FB、Instagram等）。：
礼品

积分

中银 LOGO 记事本

2000

中银 LOGO 折叠伞

2000

中银 LOGO 指甲包

2000

名片包

1200

醉春秋，同享普洱茶

2000

Aeon vouchers 5 美元

1500

Aeon vouchers 10 美元

2500

Aeon vouchers 20 美元

5000

Brown 咖啡 VIP 卡 20 美元

5000

产品及服务等相关条款及细则：


如有需要，請聯系我行了解相關產品及服务的条款和細則

一般条款 ：


中国银行（香港）金边分行保留有关内容的最终解释权，如有调整，将另行通知



如本宣传产品中，英文版有歧义，均以中文版为准



请通过官方软件应用商店或中国银行官方网站下载手机银行APP，请注意搜寻的识别字样



如有争议，中国银行（香港）金边分行保留最终决定权

想了解更多产品服务及优惠详情，欢迎来电或亲临分行查询
客户服务热线：（00855）23988886
官方网站: www.bankofchina.com.kh

企业金融客户经理：+855 23988886 分机：8832
个人金融客户经理：+855 23988886 分机：8770

*金边分行营业部 / Phnom Penh Branch - Banking Department：
柬埔寨 金边市 莫尼旺315号 加华大厦1-2层
1st & 2nd Floor, Canadia Tower, No. 315Ang Doung Street (Corner of Monivong Street) P.o. BOX 110, Phnom Penh, Cambodia.
电话/Telephone：+855 23988886 分机号：8821
*金边分行五洲支行 / Phnom Penh Branch – Intercon Sub-Branch：
柬埔寨 金边市 五洲酒店C座#5-7A/168号
Intercon C Building #5-7A/168, Phnom Penh, Cambodia
电话/Telephone：+855 23988886 分机号：8688
*金边分行奥林匹克支行 / Phnom Penh Branch – Olympic Sub-Branch：
柬埔寨 金边市西哈努克大道275号
No. 275, Sihanouk Boulevard, Phnom Penh, Cambodia
电话/Telephone：：+855 23988886 分机号：8599/8588
*金边分行暹粒支行 / Phnom Penh Branch – Siem Reap Sub-Branch：
柬埔寨 暹粒市 遂隆贡分区蒙多二村57号
No. 57, Phum Mondol 2, Sangkat Svay Dankum, Krong Siem Reap, Siem Reap Province
电话/Telephone：+855 63969518/63969519
*金边分行西港支行/ Phnom Penh Branch – Preah Sihanouk Provincial Sub-branch：
柬埔寨 西港市 西港二分区第一村独立街144号
No. 144, Ekareach Street, Phum 1, Sangkat 2, Krong Sihanouk, Preah Sihanouk Province
电话/Telephone：+855 34934048

本宣传品由中国银行（香港）金边分行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