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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边商业银行产品指南 



 
• PPCBank 金边商业银行 (PPCBank) 

         PPCBank（金边商业银行）创建于 2008 年 9 月柬埔寨的首都金边，至今为止已设立了 
23 家分支行遍布于柬埔寨全国（目前金边市设立有16 家分行）的商业银行。在金边对于多 
元化的客户，我们银行设立了3个窗口主要面向中小企业贷款的服务中心简称“SEM中心”，并设立

了6个贵宾服务台 (Gold Club) 及支持不种语言的服务台：中文服务台 (China Desk) ， 日本服

务台 (Japan Desk) ，韩国服务台 (Korea Desk）等外国人专属服务柜台 ，其分布在不同的分支行。

PPCBank 中文服务主要设立在四个分行，分别是： 总行中文服务台（马来西亚领事馆对面）； 
钻石岛中文服务台（韩国大使馆对面）；磅德拜中文服务台（越南大使馆正对面）：毛泽东中

文服务台（中国大使馆附近）， 以中文向中国客户提供便利和相关的银行业务及服务。无论是

个人还是公司， 本国人或者是外国人，我们都立志于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做您最值得信赖的银

行。 

银行背景 
银行全称 Phnom Penh Commercial Bank 金边商业银行 
注册日期 2008 年 09 月 01 日 
营业代码 00015794 
注册资金 US$ 80,000,000 

银行总行地址 #217, Norodom Blvd., Sangkat Tonle Bassac, 
Khan Chamkarmorn, Phnom Penh, Cambodia 

执行总裁 Baek Jongil , President 
员工人数 474 名（2020 年 12 月） 
分支行 全国 23 家分支行 
营业范围 商业银行 

银行股权配比 
Jeonbuk Bank Co., Ltd.: 50% 
Apro Financial Co., Ltd.: 40％ 
JB Woori Capital Co., Ltd.: 10％ 

 
 
 
 
 
 
 
 
 
 
 
 
 
 
 
 
 
 
 
 
 

银行简介 



 
 
       
   PPCBank金边市分支行及营业时间 

店舗名称 周 一～周 五 周    六 周   日 
• Main Branch（总部） 
• Ou Ruessei Branch（俄罗斯分

行） 
• Phsar Deum Kor Branch ( 
• Preah Sihanouk Blvd Branch 

8:00 – 20:00 8:00 – 18:00 

休 息 

• Bak Touk Branch 
• Boeng Trabaek Branch（磅德拜

分行） 
• Central Market Branch 
• Chbar Ampov Branch 
• Heng Ly Market Branch 
• Koh Pich Branch 
• Mao Tse Toung Branch 
• Stueng Meanchay Branch 
• Sen Sok Branch 
• Teuk Thla Branch 
• Toul Kork Branch 
• Chraoy Chongvar Branch 

8:00 – 16:00 8:00 – 12:00 

中小型企业贷款部「SME」 

VIP 黄金俱乐部「Gold Club」 
外国组专员服务台「Foreigner Desk」 
Koren Desk 
Japan Desk 
China Desk 
 

           PPCBank省外分支行及营业时间 
店舗名称 周 一～周 五 周    六 周   日 
• Battambang Branch( 
• Siem Reap Branch 
• Preah Sihanouk Branch 

8:00 – 16:00 8:00 – 12:00 

休 息 • Kampong Cham Branch 
• Kampong Thom Branch 
• Kampot Branch 
• Kandal Branch 

8:00 – 16:00 休 息 

 

 
 存款账户类别 与利率 
a) 活期储蓄账户 / Saving Account 

年费 年费 USD 5 美金。（第一年免费），存折本免费。3 个月后如果销户

可退回。 
利率(P.A) 年利率：0.50%(美金)/ 1.50%（瑞尔） 

税费 长期居住者：4％、非长期居住者：14％（税率基于银行存款扣掉本

金后的利息） 
币种 美金（USD）/瑞尔(KHR) 

b) 现金支票账户 / Current Account 

银行账户类别概述 



开户最低存款金额 
US $100～开户后冻结$50，3 个月后如果取消账户可退回，存折本免

费。 
利率(P.A) 无利息 
支票本费用 US$ 5 /本（25 张） 
币种 美金（USD）/瑞尔(KHR) 

c) VIP活期储蓄账户 / VIP Saving Account 

开户最低存款金额 
US $10000 开户后冻结 $10000，3 个月后如果取消账户可退回，存

折本免费。 

利率(P.A) 存款: USD10000-30000：年利率 1.50％ p.a 
存款大于 USD30000：年利率 1.00％ p.a  

税费 
居住者：4％、非居住者：14％（税率基于银行存款扣掉本金后的利

息） 
福利 可以免费申请支票本，国际汇款也有优惠 

 
d) 定期存款利率及分类/ Fixed Deposit Account 

 
 利息在定期到期后结算/Interest Payment at Maturity Date 
开户最低存款金额 US$ 500 

利率(P.A) 

3 个月      2.50% (USD)         4.00%(KHR) 
6 个月      3.50% (USD)         5.00%(KHR) 
12 个月    4.80% (USD)         6.00%(KHR) 
18 个月    5.00% (USD)         6.25%(KHR) 
24 个月    5.20% (USD)         6.50%(KHR) 
36 个月    5.30% (USD)          N/A 
48 个月    5.40% (USD)          N/A  
60 个月    5.50% (USD)          N/A 

税费 
居住者：6％、非居住者：14％（基于银行存款到期后扣掉本金后的利

息） 
币种 美金（USD）/瑞尔(KHR) 
 利息结算于每个月 /  Monthly Interest Payment 
开户最低存款金额 US$ 500 

利率(P.A) 

3 个月      2.25% (USD)         3.75%(KHR) 
6 个月      3.30% (USD)         4.75%(KHR) 
12 个月    4.60% (USD)         5.50%(KHR) 
18 个月    4.75% (USD)         5.80%(KHR) 
24 个月    4.95% (USD)         6.10%(KHR) 
36 个月    5.05% (USD)          N/A 
48 个月    5.15% (USD)          N/A  
60 个月    5.25% (USD)          N/A 

税费 
居住者：6％、非居住者：14％（基于银行存款到期后扣掉本金后的利

息） 
币种 美金（USD）/瑞尔(KHR) 
e) 零存整取/ Installment Deposit Account 
 零存整取最低开户金额 
开户最低存款金额 US $10（单次存款最少 US $10～）只限美金账户 

利率(P.A) 6 个月       3.30% (USD)          
12 个月     4.60% (USD)          



24 个月     4.95% (USD)          
36 个月     5.05% (USD)          

税费 长期居住者：6％、非长期居住者：14％（税率基于银行存款扣掉本金

后的利息） 
 分期存款整取 

 
开户最低存款金额 US $500（单次存款最少 US $500～）只限美金账户 

利率(P.A) 

6 个月       3.50% (USD)          
12 个月     4.75% (USD)          
24 个月     5.10% (USD)          
36 个月     5.20% (USD)          

税费 长期居住者：6％、非长期居住者：14％（税率基于银行存款扣掉本金

后的利息） 
 
P.4) 任何开设账户/ 开户条件  

a) 个人账户（Personal Individual Account） 
开户需准备的文件如下： 
 柬埔寨人：个人身份证原件/ 出生证明 
 中国人： 

1. 个人护照原件（签证必须超过 3 个月以上） 
2. 柬埔寨公司提供的工作证明 /劳务合同/购买的房产合同/ 公司营业执照的法人文件/ 

劳工证（自营业的不可使用） 
3. 租赁合同/购房合同 
4. 个人名片职位 
5. 柬埔寨本地的电话号 

b) 联名账户 （Joint Account） 
联名账户顾名思义即是两个人或者更多人一起联名使用的账户， 开户时联名的。联名客户

必须都要到柜台并携带个人护照或者柬埔寨 ID，在柬的工作证明及在柬的租赁合同或者购

房合同等地址证明。 
c) 公司账户（Corporate Account） 

 
 中国客户的公司开户需准备的文件如下： 

1. 公司营业执照 
2. 公司章程 
3. 税务登记证 （有效期内的税务登记证） 
4. 公司董事决议书（授权书：所有股东决议被授权人及其使用账户的方式， 例如被授

权人单个或者多人签名，亦可签名加公司公章） 
5. 公司租赁合同 
6. 公司营业范围 
7. 法人护照原件 

 

 
 
银行卡的种类 及申请条件和费用 
 
我们银行的 VISA 卡可以在任何一个 ATM 机取现、无论是在柬埔寨境内或者是不同的国家任何有标

志 VISA 的 ATM 机都可以随时取现，当然我们的 VISA 卡也可以随时随地支付全球任何一款的刷卡

机（POS 机 ）并且我们客服热线 24 小时全年无休随时欢迎咨询。 
 

金边商业银行卡业务 



PPCB 的银行卡产品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VISA 借记卡 (Visa Debit Card)  
 

 VISA 信用卡 (Visa Credit Card) 
 

 VISA借记卡 (Visa Debit Card)  
 
我行发行的 VISA 借记卡在使用刷卡和提款的时候，金额会自动从我们银行的客户所使用的

卡所连接的账户直接扣除的，使用的是客户自己存款账户里的金额。 
 

 
Visa Debit Card 
Visa 借记卡 

 
年費 US $5 /年（第一年免费）3 年有效期 

卡費 免费（申请储蓄卡的时候冻结 US $5，退卡的时候我们退回该金

额）补卡费用：US $5 
POS 刷卡额度 US $10,000 /单笔、US $10,000 /单日 最多刷卡不能超过 20 次 

ATM 取现额度 US $1,000 /单笔、US $3,000 /单日 

ATM 机取现 

 
• PPCBank 的 ATM 机：免费 
• 柬埔寨境内的 ATM 机：US $4 /单笔 
• 转款 US $1,000 /单笔、US $3,000 /单日 
• 国外的 ATM 机：最低费用 US $5 起到取款总金额的 2％ 不等 

 

开卡条件： 

 
a) 年满 18 岁以上； 
b) 身份证或者护照原件； 
c) 外国人需要持有三个月以上的工作签证； 
d) 必须在我们银行已开有账户的客户（个人活期储蓄或者支票

账户亦可）。 
 

 
 VISA信用卡 (Visa Credit Card) 

 
我行发行的信用卡支持全球 Pos 机刷卡支付结算，并可在全球任何一个 ATM 机取现，我们的 VISA
信用卡， 按照信用等级分为 个人白金卡， 个人金卡和公司商务金卡。我们支持 7*24 小时的电话银

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的金融服务。 
 

 
Visa 信用卡 
1．个人白金卡 
2．个人金卡 
3．公司商务金卡 

 

        
 

申请私人信用银卡/
金卡的条件 

• 身份证或护照年满 18 岁以上（16 岁或者以上可以申请附属卡需

要户口本证明）； 
• 近期照片 1 张（规格为 4x6）； 
• 必须要有定期存款账户（信用卡额度的需要与定存账户的金额相

等）； 
• 身份证或护照原件， 外国人需要持有签证至少三个月以上的工

作签证， 低于三个月的签证需要提供所在公司的工作证明； 
• 必须在我们银行已开有定期账户的客户；（定存账户作为抵押金



来担保信用卡，另使用信用卡期间定存不可以解封） 
• 另开设个人金卡的需要确认客户的在柬征信（即 CBC）。 

 

申请公司商务信用

卡/金卡的条件 

1. 需要抵押（定存帐户或者冻结相同金额在储蓄账户里）； 
2. 公司申请的商务信用卡需要公司作为担保（申请前需确认信

息：申请的信用卡类型（银卡或者金卡即金额），公司的信用

额度，公司的账户，及结算帐号）； 
3. 公司章程； 
4. 公司的税务登记证； 
5. 公司董事决议书（授权书：所有股东决议被授权人及其使用方

式， 例如被授权人单个或者多人签名，亦可签名加公司公章； 
6. 公司营业执照； 
7. 公司营业范围及租赁合同。 

年費 US $15 /年  US $30 /年（第一年卡费免费）补卡费用：US $10  

抵押金 
开卡需要定期账户来担保开户或者活期储蓄里冻结相同申请金额来担

保信用卡申请额度（期间的定存和冻结的金额不可以使用直到取消使

用信用卡结清还款金额） 

信用卡开卡額度 【个人信用卡银卡】最高额度 US $3,000 /月  
【个人/商务信用卡金卡】最高额度 US $50,000 /月 

费用利率 • 信用卡刷卡：月利率 1.50％ 
• 信用卡取现：月利 1.70％ （取现额度：信用卡额度 30%可取现） 

取现费用 US$ 5 / 单次取款金额的 2% 
滞纳金（延迟还款

费用） US$ 10 或者当月帐单的 5% 为最低还款金额 

最低还款额度 US$ 25 或者当月帐单的 20% 

还款流程表 

1. 每个月的 25 号到下个月的 24 号为结算月，账单于第二个月 25
号发到客户在银行所留存的邮箱，即帐单需开始支付于第二个月

25 号。 
2. 付款期限为 14 日的周期，即支付从第二个月 25 号到第三个月

的 8 号，如若您于 24 号到付款周期内还款的话，无需支付任何

手续费。 
3. 我们有两款支付方式： 

（1）全额还款  
（2）最低还款金额 US $25 或者当月帐单的 20% 

    4.      逾期的付款结算需要收取滞纳金。 
 

 
            电子银行业务 / 申请条件： 

 手机银行 2.0 
手机银行是我行针对个人客户提供的通过手机办理帐户管理，转账汇款，定存贷款，消费支

付等服务的电子银行业务。个人手机银行使用便捷，申请便利，功能丰富，安全可靠 ，输入

手指纹便于在海外使用。 
手续费  免费 
手机版本  苹果 iOS 11 / 安卓 Android 8 版本以上 

应用语言 中语、英语、柬语、日语、韩语 

转款限额  US $10,000 /单次、US $10,000 /单日 

电子银行业务及介绍 



主要功能 

• 设立新的帐户或者关闭/ 取消账户 
• 柬埔寨境内境外汇款 
• 预约取款 
• 定期转款 
• 电话充值 
• 支付水电费 
• 申请贷款 
• 通过（Mobile Pay 手机支付）直接支付与我们配合的商家等 

申请条件 
• 护照/身份证原件到就近的柜台申请办理 
• 柬埔寨的本地号码 
• 需已有帐户的客户 

 
 企业网上银行 1.5 

  网上银行是我行针对柬埔寨本地企业及个人在海外专门设立的通过互联网或专线网络，为

企业客户或者在海外的客户提供帐户管理，定期存款转款，客户服务，电子发薪，在线支付，

本地或者国际转账等金融服务的渠道。 
 

手续费  US $10 /月（第一年免费，账户存款高于 1 万美金免手续费，低于 1 万

每个月收取 US$ 10 /月） 

硬件配置 
只需要电脑网页平台，无需安装软件， 任何 OS（或者 Windows / 
Mac 等） 
 SmartBiz专用网页URL： https://smartbiz.ppcbank.com.kh/login 

应用语言 中语、、英语、柬语 

转款限额 
 US $10,000 /单次、US $50,000 /单日 
 WING 转款 US $2500/单次/单日 
※  转款汇款需要使用我们银行软件内的 OTP 动态密码 

主要功能 

• 设立新的帐户或者关闭/取消账户 
• 柬埔寨境内支持多次转账和及时到帐 
• 境外汇款 
• 定期转款 
• 申请贷款 
• 定期付款 
• 明细查帐 

申请条件 
• 护照/身份证原件到就近的柜台申请办理 
• 柬埔寨的本地号码 
• 需已有帐户的客户 

 
  短信通知服务 

SMS 短信通知服务是我行通过手机短信为客户所作的金融转款时提供的即时且 7*24 小时的无休的

信息提醒服务。主要有两种 SMS 短信通知服务： 
 银行账户信息提示业务 SMS Account Alerts Service 
 银行卡信息提示业务    SMS Card Alerts Service 

 
 银行账户信息提示业务 SMS Account Alert Service 

业务范围 账户存款，取款，转账， 支票存款，取款，关联账户的储蓄卡 ATM
取现 

手续费 
1. US $1.00 /毎月（SMS 通知第一个月免费，短信提示次数不限

固定收费）  
2. US $0.05 /每次（SMS 通知按次数收费） 

https://smartbiz.ppcbank.com.kh/login


备注 

• 短信服务我们只提供给本地电话号码，开户的时候我们会提示客

户是否使用该业务，需要护照才可办理该业务， 
• 如逾期 5 天未结清短信服务费用我们将暂停服务直至结清为止 
• 服务停用超过 3 次，我们将停止提供短信服务。 
• 对于贷款客户，我们贷款专员会给已经放款的客户自动注册还款

信息及还款提示。 

 银行卡信息提示业务   SMS Card Alert Service 
业务范围 VISA 储蓄卡信用卡，刷卡网上购物 
手续费 免费 

备注 

• 短信服务我们只提供给本地电话号码 
• 申请 VISA 储蓄卡信用卡会自动注册短信提示业务 
• 短信服务我们只提供给本地电话号码，如逾期 5 天未结清短信

服务费用我们将暂停服务直至结清为止 
• 服务停用超过 3 次，我们将停止提供短信服务。 
 

 
 

 

 PPCBank 同行转帐 (从 PPCBank 到 PPCBank） 

手续费 

•在金边（包括 Kandal）帐户之间：免费（不考虑金额） 
•金边/其他州/州/自治区/直辖市帐户：免费获得“每天 30,000 美元”的转账

 
超过“每天 30,000 美元”的金额的 0.10％ 

预计到帐时间 即时 
汇款限额 无限额 

 跨行转帐  (从 PPCBank 到别的银行） 
手续费 汇款金额的 0.10％（最低 US$ 2） 
预计到帐时间 大约 1-2 个工作日（具体取决于收款银行的流程） 
汇款限额 无限额 

 ※根据接收银行的规定，接收国内汇款时的押金可能会单独收取。 

 实时汇款/ RFT（以金融机构帐户或手机号码为目标） 

手续费 根据汇款金额、US $0.76 ～ US $3.81（KHR 3,000 ～ KHR 15,000） 
※请到 PPCBank 网点或电子银行上查看详细金额 

预计到帐时间 即时（在汇款到手机号码的情况下，将在目标金融机构网点接收现金） 

汇款限额 •转到目标金融机构帐户：US$ 50,000（KHR 200,000,000）  
•转到手机号码：US$ 1,000（KHR 4,000,000）  

RFT 目标金融机构 请从 PPCBank 窗口或电子银行服务中进行检查。 

 Wing 转帐（Wing 账户或手机号码） 

汇款手续费 
（电子银行） 
 

根据发送的金额和接收方式（到 Wing 帐户/到手机号码） 
0.50 美元〜1.00 美元（2,000 KHR〜4,000 KHR）/交易 
*请检查电子银行服务的详细金额。 
 

汇款手续费 
（PPCBank 窗口） 

取决于发送的金额和接收方式（到 Wing 帐户/到手机号码） 
$ 1.00〜US $ 1.50（KHR 4,000〜KHR 6,000）/交易 

*请检查 PPCBank 窗口以获取详细金额。 
收取费用 (Wing) 根据发送的金额（收到的金额），将收取在 Wing 一侧收取的费用。 

国内转帐服务 



预计到帐时间 即时（在汇款到手机号码的情况下，将在 Wing 代理商窗口中提取现

金） 

汇款限额 •到永安账户：2,500 美元（10,000,000 KHR） 
•手机号码：1,000 美元（4,000,000 KHR） 

 ※“Wing”是由 Wing（Cambodia）Limited 专业银行提供的汇款服务。 

 Bakong 转帐（Bakong Transfer） 
手续费 免费 0~ 10,000USD  (免费 ~ KHR 4,000,000) 
预计到帐时间 实时 
汇款限额 US $50,000（KHR 200,000,000）  
RFT 目标金融机构  

这是一种使用央行数字支付系统“Bakong”的汇款方式。 汇款手续费、汇款限额等 条
款和条件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P.22) 西联汇款        (Western Union Transfer) 
P.23) SWIFT 汇款   (SWIFT Transfer） 

a) 海外汇出  ( OTT) 
b) 海外汇入  ( ITT ) 
 国际汇款（从 PPCBank 银行到其他国家的账户） 

以下是国际汇款服务的概述，包括到外国金融机构帐户的 SWIFT 汇款，以及通过世界各地

的西联汇款合作伙伴（在大约 200 个国家/地区的 500,000 多个地点）进行西联汇款。 
即使您完成了从电子银行办理的手续，汇款费用也没有差别，但是如果您想超过电子银行服

务的汇款限额，请到 PPCBank 网点与我们联系。 

 SWIFT 汇款（SWIFT Transfer） 
手续费 •汇款金额在 1,000 美元或以下：20 美元（包括电汇费） 

•汇款金额在 1,000 美元至 10,000 美元或以下的金额：25 美元（包括电

汇费） 
•超过 10,000 美元的汇款金额：汇款金额的 0.17％+电汇费 15 美元 

预计到帐时间 视情况而定（通常约 1 周到 10 天） 
汇款限额 不需要特别注意*使用电子银行时，将适用每项服务的汇款限额。 
国际汇款程序所

需的信息 
收款银行信息（名称，SWIFT 代码，地址），收款帐户名称，收款帐

号，收款人地址，中介银行信息（名称，SWIFT 代码）等。 
*另外，有必要提交与汇款目的，关系，资源等有关的材料。 
*有关详细信息，请到 PPCBank 网点，了解汇款详细信息并进行检查。 

 ※根据中介银行和收款银行的规定，上述费用以外的其他费用可能会另外收取。 

 Western Union 汇款（西联汇款） 
手续费 根据汇款目的地（国家/地区）和汇款金额 

*有关详细信息，请到 PPCBank 网点或电子银行服务中进行检查。 
预计到帐时间 通常大约 15 分钟（根据西联汇款的过程） 
汇款限额 不同网点有不同的额度限制 

*有关详细信息，请到 PPCBank 网点或电子银行服务中进行检查。 
    

※  来自西联汇款合作伙伴的汇款和收据通常是免费的，但根据国家/地区的不同，可能需要缴税。 
 

国际汇款 



《请注意：关于国际汇款交易中需要确认的项目>> 
在柬埔寨中央银行的指导下，反洗钱和恐怖主义筹资措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作为维护柬埔寨和国际金融体系稳健性的基本措施，人们正在加紧努力。 。 
因此，即使对于与犯罪或恐怖活动无关的客户，我们也将提交详细的材料，以确认汇款

交易的目的和背景，与收款人的关系，资源的合法性等。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给您

带来不便，例如不得不拒绝交易本身。 
请联系 PPCBank 窗口以获取有关待确认项目的详细信息。 

 

 
贸易金融业务 
我们支持进出口业务必不可少的贸易交易，并为国内/国际交易提供银行担保。有关每种服

务的使用条款，所需文件，费用等详细信息，请联系就近的 PPCBank 网点（以下是每种服

务的处理细节和费用的示例）。 

Documentary Credit or Letter of Credit (L/C) 

 Export L/C and Import L/C 
 

Import L/C Issuance of Import 
LC 
 

0.10%/月 (Min. 2months but no less than $50) + 
Cable charge  

电报费 US $50 

Export L/C Advise 
Documentary 
Credit 

US $30 flat 

 Document Collection (DC) 
Inward Document 
Collection(Import) 
 

Inward Doc. 
Handling fee 

0.125% (Min.$50)  + Cable charge $15 
                                 + Outward remittance 
charge 

Inward Document 
Collection 
(Export) 
 

Outward 
Collection 

0.125% (Min. $50)  + DHL fee 

 银行担保 / Bank Guarantee (B/G) 
国内交易 
•Bid Guarantee 
(2%-5%) 
•Advance Payment 
Guarantee (10%-
15%) 
•Performance 
Guarantee (10%) 
•Payment 
Guarantee(Contract 
price or part 
thereof) 
•Retention 
Guarantee (5%-
10%) 

Guarantee against 
collateral 
 (Land & Building) 
LVR 80% 
 

Rate: 0.14% per month (Min.$50) 

Guarantee against 
cash (Term or 
Demand deposit) 
 

0.10% per month (Min. $10; Max $500) 
 
 

Formula: Issuance Fee= Issue amount * Rate * Month 

 
 

代收手续费 保证金额的 0.15％（最低 50 美元） 
 

贸易金融业务 



国际交易 
• 支持 
信用证（SBLC） 

电报费 US$ 15 

通知费 US$ 30 

 第三方托管服务 / Escrow Agreement 
一种信托服务，可降低高价值交易的风险，例如房地产交易，公司的并购（M＆A）。作为

买卖双方的“中立第三方”，我们确保付款安全。有关使用条款，所需文件，费用等的详细信

息，请联系就近的 PPCBank 网点。 
  

Formula: (Escrow amount x Escrow fee) + Lawyer fee 

Fee charge: 代管金额的 0.10％（最小 US$ 100～最大 US$ 1,000） 
Lawyer fee: US$ 100 flat 

 

 
 使用贷款服务 
拥有 PPCBank 帐户的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使用各种贷款服务。外国客户（包括中国人）

也可以使用贷款，但是请注意，有必要检查柬埔寨的抵押品和正常收入状况。 
有关各种贷款服务的详细信息，请联系就近的 PPCBank 网点。 

 贷款服务 
贷款类型                                                                                                                                                        担保人 可贷金额 期間 利率（大约） 
商业贷款 
 

要 请联系我们 长达 72 个

月 
年利 7.44％～ 

中小型企业贷

款 
要 请联系我们 长达 96 个

月 
年利 8.28％～ 

柬埔寨见习贷款

（韩国） 
担保人或抵押财产（请联系

我们） 
长达 24 个

月 
年利 12％～ 

汽车贷款 要 高达车价的 80％ 长达 72 个

月 
年利 8.50％～ 

房屋贷款 要 高达房子评估价
80% 

长达 240 月 年利 7.90％～ 

 
 
P.30)    代发工资服务业务 / 申请条件 (Payroll Service)： 

 代发工资业务是指我行接受代发工资单位委托，代理代发工资单位逐月向其员工账户发

放相对稳定薪资的一项中间业务，包括逐月稳定发放的工资、奖金、津补贴等款项。  
 特色优势 

受理范围广：我行能够为代发工资单位提供向同城、异地、本行、外币代发工资业务。

目前可支持通过我行系统，向在我行或他行开立个人结算账户的代发工资客户发放美元、

瑞尔薪资账户。 
处理渠道多：我行能够支持代发工资单位通过网上银行和柜面两大渠道办理代发工资业

务。 
受理时间：我行网上银行渠道可全年 7*24 小时受理代发工资业务；柜面渠道可在全年

任何一个工作日受理代发工资业务。 
到账速度快：通过我行网上银行办理系统内代发工资可实时到账；通过我行柜面渠道办

理系统内代发工资可在双方协定日期当日到账 
P.31) 如何申请代发工资服务 

其他服务 

贷款业务 



 办理流程  
代发工资单位与我行签订《金边商业银行代发工资业务协议书》，我行根据代发工资单

位要求向其员工发放工资。代发工资单位可通过我行企业网上银行自助式办理代发工资

业务；也可以选择通过我行柜面渠道以盘片或其他数据传输方式办理代发工资业务。具

体办理手续以当地分行有关规定为准。 
P.32)  POS 机  (POS Machine） 
 金边商业银行（PPCB）是一家自 2008 年以来在柬埔寨运营的持牌银行。该银行提供的服

务包括POS终端，这将为商家带来更多好处。例如增加销量，预防风险，管理控制，潜在客

户和豪华标准需求。 POS终端提供以下功能： 
1）方便客户付款（借记卡和信用卡） 
2）避免有假币的风险  
3）节省现金收款数钱带来的不便  
4）快速清除且易于应用  
5）免费提供打印纸和维修服务  
6）免费打印每月流水/商户流水  
7）免费使用手机银行  
8）免费代发薪水  
9）24/7 热线电话（023 909 909） 

 费用  
1）银行将从商户存入的销售总额中扣除商户折扣费。仅净额将记入商户结算帐户。（MDR 
2.5％） 
2）POS终端保证金：USD 100（冻结帐户） 
3）POS终端服务费:每月收费 3 美元。 
*POS终端连接的是商家的wifi，将没有每月 3 美元的服务费用  
*POS机支持：Visa卡（本地和国际Visa卡），银联卡（UPI），非接触式  
Visa和UPI卡，以及Master卡. 

 办理流程  
POS 机申请单位与我行签订《金边商业银行 POS 机管理协议书》，根据我行规定办理使用。

具体办理手续以当地分行有关规定为准。 
P.33)  手机扫描支付 ( QR code payment ):  PPCBank KHQR（移动支付mobilePAY） 这是一项免

费服务，支持柬埔寨餐馆和零售商的无现金支付。 从服务介绍到客户付款不收取任何费用或成本 。 
方便收款到销售方。 

付款方式 通过PPCBank手机银行操作支付 ,在手机银行选择商户信息或读取二维

码，支持使用KHQR会员金融机构手机APP进行二维码支付 。 
申请条件 o 工商登记相关资料（专利/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  

o 国内手机号码（每条支付信息将作为短信通知发送） 
o 代表/企业主的身份证或护照 

 
预计到帐时间 实时到帐 

 
P.34)  国家社会保障基金 (NSFF):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NSSF) 隶属于劳动和职业培训部，确保私营部门雇员的基本社会保障和健康保

险。 PPCBank 是柬埔寨提供 NSSF 捐款支付服务的八家银行之一。客户可以通过手机银行应用程

序、smartBiz或直接在 PPCBank 分行进行在线基金缴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