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行专用

转让参考编号   通知行号码 

这是有关下列贸易服务的申请书。
请填妥所须信息和提供任何有关贸易服务的指示。

2. 跟单信用证转让种类

部分转让（需要换单）/   部分转让（不需要换单）  /   全额转让

3.1 第一受益人名称（客户）   3.3 第一受益人电话号码

3.2 第一受益人的联系人

3.4 第一受益人传真号码  

4. 跟单信用证号码

5. 跟单信用证开证行

6.1 币种

6.2 金额

7. 出口账户号码

8. 通知第二受益人的方式: 全文电传 快递

9.1 第二受益人名称

9.3 第二受益人的联系人

9.4. 第二受益人电话号码

9.2 第二受益人地址

9.5 第二受益人传真号码

10.1 第二受益人的通知行

10.3 第二受益人的通知行 SWIFT

10.2 第二受益人的通知行地址 

转让的跟单信用证的新明细

11.1 新的金额（小写） 11.2 新的金额（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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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期

D D M M Y Y Y Y

11.3 新的最迟装运日期

D D M M Y Y Y Y

跟单信用证转让申请书

致：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分行



12. 特别指示（如有）

(如有其他指示，请另列于空白页并加上有效授权签署)

14. 请求:

转让  -  全额转让。

作为跟单信用证第一受益人的客户不可撤销地请求汇丰银行按照完全相同的条款和条件将跟单信用证转让予第二受益人。客户现不可撤销地
放弃对跟单信用证的一切权利。客户同意所有修订（不论是目前或将来）将直接告知第二受益人而无需通知客户。

部分转让  -  不需要换单
作为跟单信用证第一受益人的客户不可撤销地请求汇丰银行按照本申请书的条款将跟单信用证部分转让给第二受益人而无任何文件替代。客
户保留权利拒绝汇丰银行将跟单信用证的修订通知第二受益人。然而，汇丰银行可以将原跟单信用证日后的任何修订通知第二受益人而无需
事先取得客户同意，但有关跟单信用证金额或货物数量任何增加或延长装运或到期日的修订除外。

部分转让  -  需要换单

作为跟单信用证第一受益人的客户不可撤销地请求汇丰银行按照本申请书的条款将跟单信用证部分转让给第二受益人而且有文件替代。客户保
留权利拒绝汇丰银行将跟单信用证的修订通知第二受益人。

在第二受益人向汇丰银行提交汇票和文件的日期或之前，客户应遵照跟单信用证的规定向汇丰银行提交客户的汇票、发票和任何其它所须文件
（“该等文件”），以便将该等文件替代第二受益人的汇票和发票。如果客户未能按汇丰银行请求送交该等文件或该等文件有差异，汇丰银行
获授权将第二受益人的发票、汇票和其它文件转递予跟单信用证的开证行或保兑行（如有）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或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汇
丰银行向客户支付第二受益人的发票金额与该跟单信用证项下授权支付的金额之间任何差额的责任）。

11.4 新的货物数量和单价（如有） 11.5 新的有效期

D D M M Y Y Y Y

11.6. 交单期：

天

11.7 保险（如有）

被转让的信用证项下所须的保险百分率（如适用）增加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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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跟单信用证转让手续费

13.2 无兑换手续费

13.3 单据手续费

13.4 跟单信用证转让行的费用

13.5 跟单信用证开证行的费用

13.6 转让跟单信用证通知手续费和第二受益人的

银行费用

13.7 中转利息费用（如有）

13.8 其它费用

费用 - 由第一受益人（FB）或第二受益人（SB）支付 FB SB FB SB

13.9 收取费用的账户号码

我们谨提及汇丰银行(经不时修订的)标准贸易条款(“标准贸易条款”)。客户可通过www.gbm.hsbc.com/gtrfstt 取得、阅读并打印标准贸
易条款，或向客户经理索取标准贸易条款的复印件。

本申请书包含标准贸易条款并受其约束，如同标准贸易条款已完整地被载于本申请书中。本申请书与标准贸易条

款共同构成一份重要协议。

客户签署本申请书即表示：

• 客户不可撤销地请求汇丰银行根据本申请书的指示提供上述贸易服务；和

• 客户确认其已阅读和理解标准贸易条款，并同意本申请书包含标准贸易条款且上述请求的贸易服务适用于标准贸易条款。

代表客户签署：

授权签署及公司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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