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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已获得金钱服务经营者牌照（牌照号码:13-03-01142），并受到香港海关的
监管。



转账所需资料：

• 汇款人姓名

• 汇款人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 汇款人旅行证件签发地

• 汇款人地址

• 受款人姓名

• 受款人地址

• 受款银行名称

• 受款银行和分行代码

• 受款银行SWIFT代码

• 受款人账户号码

在香港透过本地同业拨账服务以美元、离岸人民币、
港元进行转账。

证明文件：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汇款目的；业务性质；合同期限；商业协议；
或近期发票。

本地同业拨账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2



电汇

转账所需资料：

• 汇款人姓名

• 汇款人地址

• 受款人姓名

• 受款人地址和邮政编码

• 受款银行名称

• 受款银行和分行代码

• 受款银行地址和邮政编码

• 受款银行SWIFT / Fedwire代码

• 受款人账户号码 / 国际银行账户号码（IBAN）

电汇是一种将资金转账到银行账户的电子方式。

证明文件：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汇款目的；业务性质；合同期限；商业协议；
或近期发票。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3



转数快

转数快是香港一个实时净结算支付系统，用于港元和
离岸人民币支付。

转账所需资料：

• 汇款人姓名

• 汇款人地址

• 受款人姓名

• 受款人地址

• 受款银行名称

• 受款银行SWIFT代码

• 受款人账户号码

转数快参与机构一览表：https://www.fpsconsole.hkicl.com.hk/pub/p1/FPSD2005.pdf

证明文件：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汇款目的；业务性质；合同期限；商业协议；
或近期发票。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4

https://www.fpsconsole.hkicl.com.hk/pub/p1/FPSD2005.pdf


Faster Payments 是英国一个实时净结算支付系统，用于英镑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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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er Payments

证明文件：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汇款目的；业务性质；合同期限；商业协议；
或近期发票。

昆侖國際貿易(香港)有限公司

转账所需资料：

• 汇款人姓名

• 汇款人地址

• 受款人姓名

• 受款人地址

• 受款银行名称

• 受款银行Sort 代码

• 受款人账户号码



SEPA (单一欧元支付区) 是欧盟创建的支付系统，适用于欧元
区国家之间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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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 / SEPA Instant

证明文件：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汇款目的；业务性质；合同期限；商业协议；
或近期发票。

昆侖國際貿易(香港)有限公司

转账所需资料：

• 汇款人姓名

• 汇款人地址

• 受款人姓名

• 受款人地址

• 受款银行名称

• 受款银行SWIFT代码

• 受款人国际银行账户号码（IBAN）



7 昆侖國際貿易(香港)有限公司

备注：

SEPA国家 IBAN前缀 长度

奥地利 AT 20

比利时 BE 16

保加利亚 BG 22

克罗地亚 HR 21

塞浦路斯 CY 28

捷克共和国 CZ 24

丹麦 DK 18

爱沙尼亚 EE 20

芬兰 FI 18

法国 FR 27

德国 DE 22

希腊 GR 27

匈牙利 HU 28

冰岛 IS 26

爱尔兰 IE 22

意大利 IT 27

列支敦士登 LI 21

立陶宛 LT 20

卢森堡 LU 20

马耳他 MT 31

摩纳哥 MC 27

荷兰 NL 18

挪威 NO 15

波兰 PL 28

葡萄牙 PT 25

罗马尼亚 RO 24

斯洛伐克 SK 24

斯洛文尼亚 SI 19

西班牙 ES 24

瑞典 SE 24

瑞士 CH 21

英国 GB 22

S E P A  /  S E P A  I n s t a n t



账户名称 KVB Trading (Hong Kong) Limited

银行名称 星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办公室地点 九龙尖沙咀弥敦道 132-134 号美丽华大厦 1208-18 室

银行国际代码 DHBKHKHH

银行编号 016

分行编号 494 (九龙区)

账户名称 KVB Trading (Hong Kong) Limited

货币 账户号码

港元转数快邮箱号 37018180@kvbkunlun.com

美元账号 470218193

港元账号 470634588

离岸人民币账号 473957579

美元账号 473599777

港元账号 473599777

离岸人民币账号 473599777

澳元账号 473599777

加元账号 473599777

欧元账号 473599777

英镑账号 473599777

日元账号 473599777

新加坡元账号 473599777

新西兰元账号 473599777

KVB结算交收指示详情如下：

KVB入金选项 (香港银行)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8



账户名称 KVB Trading (Hong Kong) Limited

银行名称 Banking Circle S.A.

办公室地点 Amerika Plads 38, 2100 Kobenhavn, Denmark

银行国际代码 SXPYDKKK 

账户名称 KVB Trading (Hong Kong) Limited

货币 国际银行账号 (IBAN)

欧元账号 DK3289000095405468

美元账号 DK3289000095405468

瑞士法郎账号 DK3289000095405468

丹麦克朗账号 DK3289000095405468

匈牙利福林账号 DK3289000095405468

挪威克朗账号 DK3289000095405468

波兰兹罗提账号 DK3289000095405468

罗马尼亚列伊账号 DK3289000095405468

瑞典克朗账号 DK3289000095405468

KVB结算交收指示详情如下：

KVB入金选项 (欧洲银行)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9



账户名称 KVB Trading (Hong Kong) Limited

银行名称 Banking Circle S.A.

办公室地点 24 King William Street, London, EC4R 9AT, United Kingdom

银行国际代码 SAPYGB2L

国际银行账号 (IBAN) DK3289000095405468

账户名称 KVB Trading (Hong Kong) Limited

英国银行代码* 608382

英镑账号* 0095405468

KVB结算交收指示详情如下：

KVB入金选项 (欧洲银行)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10

*英国银行代码及英镑账号只适用於当地英镑结算



货币代码 货币 转数快 本地同业拨账/ 直接汇款 电汇 合作伙伴

截汇时间 （香港）

AED 阿联酋迪拉姆 17:00

ARS 阿根廷比索 17:00

AUD 澳元 14:00 13:30

BRL 巴西雷亚尔 17:00

CAD 加元 16:30

CHF 瑞士法郎 17:00

CNH 离岸人民币 17:00 17:00 15:30

CNY 人民币 11:00

CZK 捷克克朗 17:00

DKK 丹麦克朗 17:00

EUR 欧元 17:00 17:00 17:00

FJD 斐济元 17:00

GBP 英镑 17:00 17:00 17:00

HKD 港元 17:00 17:00 17:00

HUF 匈牙利福林 17:00

IDR 印尼盾 17:00

INR 印度卢比 17:00 17:00

JPY 日元 16:30 9:00

KRW 韩元 17:00

MXN 墨西哥比索 17:00 17:00

MYR 马来西亚令吉 13:30

NOK 挪威克朗 17:00

NZD 新西兰元 16:00 15:00

PGK 巴布亚新几内亚基那 17:00

PHP 菲律宾披索 14:30 17:00 13:00

PKR 巴基斯坦卢比 17:00

PLN 波兰兹罗提 17:00

RON 罗马尼亚列伊 17:00

SAR 沙特里亚尔 17:00

SBD 所罗门群岛元 17:00

SEK 瑞典克朗 17:00

SGD 新加坡元 16:00

THB 泰铢 17:00 17:00

TOP 汤加潘加 17:00

USD 美元 17:00 17:00

VND 越南盾 17:00 13:30

VUV 瓦努阿图瓦图 17:00

WST 萨摩亚塔拉 17:00

XPF 太平洋法郎 17:00

货币列表

11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美元

网络参与者 銀行

渠道 本地同业拨账：所有香港银行

电汇：所有非香港银行

支付方式 B2B B2P P2P

每个用户的交易限额 无限制 无限制 无限制

截汇时间（香港） 17:00

一般到账时间 本地同业拨账：T+0

电汇：T+1

证明文件 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汇款目的；业务性质；

合同期限；商业协议；或近期发票。

收款人叙述 附言，下发单号，客户号码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12



*转数快每笔汇款限额：相当于500万港元

港元及离岸人民币

网络参与者 銀行

渠道 本地同业拨账：所有香港银行

电汇：所有非香港银行

转数快：参与机构（银行及储值工具）

支付方式 B2B B2P P2P

每个用户的交易限额 无限制 无限制 无限制

截汇时间（香港） 转数快 / 本地同业拨账：17:00

港元：电汇 17:00

离岸人民币：电汇 15:30

一般到账时间 转数快 / 本地同业拨账：T+0

电汇：T+1

证明文件 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汇款目的；业务性质；

合同期限；商业协议；或近期发票。

收款人叙述 附言，下发单号，客户号码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13



英镑

网络参与者 銀行

渠道 Faster Payments︰所有英国银行

电汇：所有银行

支付方式 B2B B2P P2P

每个用户的交易限额 Faster Payments︰

1,000,000英镑

电汇：无限制

Faster Payments︰

1,000,000英镑

电汇：无限制

Faster Payments︰

1,000,000英镑

电汇：无限制

截汇时间（香港） 17:00

一般到账时间 Faster Payments︰T+0

电汇：T+1

证明文件 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汇款目的；业务性质；

合同期限；商业协议；或近期发票。

收款人叙述 附言，下发单号，客户号码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14



欧元

网络参与者 銀行

渠道 SEPA︰SEPA银行

SEPA Instant︰SEPA银行

电汇：所有银行

支付方式 B2B B2P P2P

每个用户的交易限额 无限制 无限制 无限制

截汇时间（香港） 电汇: 17:00

一般到账时间 SEPA︰T+1

SEPA Instant︰T+0

电汇：T+1

证明文件 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汇款目的；业务性质；

合同期限；商业协议；或近期发票。

收款人叙述 附言，下发单号，客户号码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15



澳元

网络参与者 銀行

渠道 直接汇款：所有澳洲银行

电汇：所有银行

支付方式 B2B B2P P2P

每个用户的交易限额 无限制 无限制 无限制

截汇时间（香港） 直接汇款：14:00

电汇：13:30

一般到账时间 直接汇款：T+0

电汇：T+1

证明文件 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汇款目的；业务性质；

合同期限；商业协议；或近期发票。

收款人叙述 附言，下发单号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16



新西兰元

网络参与者 銀行

渠道 直接汇款：所有新西兰银行

电汇：所有银行

支付方式 B2B B2P P2P

每个用户的交易限额 无限制 无限制 无限制

截汇时间（香港） 直接汇款：16:00

电汇：15:00

一般到账时间 直接汇款：T+0

电汇：T+1

证明文件 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汇款目的；业务性质；

合同期限；商业协议；或近期发票。

收款人叙述 附言，客户号码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17



新加坡元

网络参与者 銀行

渠道 电汇：所有银行

支付方式 B2B B2P P2P

每个用户的交易限额 无限制 无限制 无限制

截汇时间（香港） 电汇：16:00

一般到账时间 电汇：T+1

证明文件 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汇款目的；业务性质；

合同期限；商业协议；或近期发票。

收款人叙述 附言，下发单号，客户号码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18



日元及加元

网络参与者 銀行

渠道 电汇：所有银行

支付方式 B2B B2P P2P

每个用户的交易限额 无限制 无限制 无限制

截汇时间（香港） 电汇：16:30

一般到账时间 电汇：T+1

证明文件 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汇款目的；业务性质；

合同期限；商业协议；或近期发票。

收款人叙述 附言，下发单号，客户号码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19



菲律宾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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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参与者 銀行

渠道 所有菲律宾银行

支付方式 B2B

每个用户的交易限额 无限制

截汇时间（香港） 本地同业拨账：14:30

电汇：17:00

一般到账时间 电汇：T+1

必需提供资料 汇款人姓名

汇款人地址 (包括城市及国

家)

汇款目的

受款人姓名

受款人地址 (包括城市及国

家)

受款人银行名称

受款人银行分行代码

受款人账号

PESONet / Instapay 代码

Swift 代码

证明文件 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业务性质；合同期限；

商业协议；或近期发票。

收款人叙述 -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越南盾

网络参与者 銀行

渠道 电汇：所有银行

支付方式 P2P

每个用户的交易限额 3亿越南盾

截汇时间（香港） 17:00

一般到账时间 电汇：T+1

必需提供资料 汇款人姓名

汇款人身份证号码

汇款人地址

汇款人邮政编码

汇款人帐户类型

受款人姓名

受款人地址

受款人城市

受款人国家

受款人银行名称

受款人银行分行代码

受款人账号

证明文件 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

收款人叙述 -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21



小币种

货币
丹麦克朗、挪威克郎、所罗门群岛元、瓦努阿图瓦图、斐济元、
巴布亚新几内亚基那、瑞典克朗、萨摩亚塔拉、印度卢比、泰铢、
太平洋法郎、墨西哥披索、巴基斯坦卢比、汤加潘加

网络参与者 銀行

渠道 电汇：所有银行

支付方式 B2B B2P P2P

每个用户的交易限额 无限制 无限制 无限制

截汇时间（香港） 电汇：17:00

一般到账时间 电汇：T+1

证明文件 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汇款目的；业务性质；

合同期限；商业协议；或近期发票。

收款人叙述 附言，客户号码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22



合作伙伴 - 日元

网络参与者 合作伙伴

渠道 所有日本银行

支付方式 B2B B2P P2B P2P

每个用户的交易限额 3,000,000

日元

3,000,000

日元

3,000,000

日元

3,000,000

日元

截汇时间（香港） 09:00

一般到账时间 电汇：T+0

必需提供资料 汇款人姓名

汇款人地址

汇款人出生日期

汇款人身份证号码

汇款目的

受款人姓名

受款人地址

受款人邮政编码

受款人银行名称

受款人银行分行代码

受款人账号

收入来源

证明文件 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汇款目的；业务性质；

合同期限；商业协议；或近期发票。

收款人叙述 汇款人姓名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23



合作伙伴 – 人民币

网络参与者 合作伙伴

渠道 所有中国银行

支付方式 B2B B2P P2B P2P

每个用户的交易限额 无限制 无限制 - 无限制

截汇时间（香港） 11:00

一般到账时间 T+0

必需提供资料 汇款人姓名

汇款人地址

汇款目的

受款人姓名

受款人地址

受款人银行名称

受款人银行地址

受款人银行分行代码

受款人账号

证明文件 -

收款人叙述 -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24



合作伙伴 – 泰铢

网络参与者 合作伙伴

渠道 所有本地银行

支付方式 B2B B2P P2B P2P

每个用户的交易限额 49,999 泰铢 49,999 泰铢 49,999 泰铢 49,999 泰铢

截汇时间（香港） 17:00

一般到账时间 T+1

必需提供资料 汇款人姓名

汇款人邮政编码

汇款人电话/手机号码

汇款人地址

汇款目的

受款人姓名

受款人地址

受款人银行名称

受款人银行SWIFT

受款人银行分行代码

受款人账号

受款人号CUIT / CUIL号码

收入来源

证明文件 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业务性质；合同期限；

商业协议；或近期发票。

收款人叙述 -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25



合作伙伴 – 英镑

网络参与者 合作伙伴

渠道 所有本地银行

支付方式 B2B B2P P2B P2P

每个用户的交易限额 100,000 英镑 100,000 英镑 100,000 英镑 100,000 英镑

截汇时间（香港） 17:00

一般到账时间 T+1

必需提供资料 汇款人姓名

汇款人邮政编码

汇款人电话/手机号码

汇款人地址

汇款目的

受款人姓名

受款人地址

受款人银行名称

受款人银行SWIFT

受款人银行分行代码

受款人账号

受款人号Sort代码

收入来源

证明文件 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业务性质；合同期限；商

业协议；或近期发票。

收款人叙述 -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26



合作伙伴 – 欧元

网络参与者 合作伙伴

渠道 所有单一欧元支付区银行

支付方式 B2B B2P P2B P2P

每个用户的交易限额 250,000 欧元 100,000 欧元 100,000 欧元 100,000 欧元

截汇时间（香港） 17:00

一般到账时间 T+1

必需提供资料 汇款人姓名

汇款人邮政编码

汇款人电话/手机号码

汇款人地址

汇款目的

受款人姓名

受款人地址

受款人银行名称

受款人银行SWIFT

受款人银行分行代码

受款人国际银行账户号码

受款人号Sort代码

收入来源

证明文件 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业务性质；合同期限；商

业协议；或近期发票。

收款人叙述 -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27



合作伙伴 – 阿根廷比索

网络参与者 合作伙伴

渠道 所有本地银行

支付方式 B2B B2P P2B P2P

每个用户的交易限额 100,000 美元 25,000 美元 - -

截汇时间（香港） 17:00

一般到账时间 T+2

必需提供资料 汇款人姓名

汇款人邮政编码

汇款人地址

汇款目的

受款人姓名

受款人手机号码

受款人地址

受款人邮政编码

受款人银行名称

受款人银行SWIFT

受款人银行分行代码

受款人账号

受款人号CUIT / CUIL号码

收入来源

证明文件 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业务性质；合同期限；

商业协议；或近期发票。

收款人叙述 -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28



合作伙伴 – 巴西雷亚尔

网络参与者 合作伙伴

渠道 所有本地银行

支付方式 B2B B2P P2B P2P

每个用户的交易限额 100,000 美元 25,000 美元 - -

截汇时间（香港） 17:00

一般到账时间 T+1

必需提供资料 汇款人姓名

汇款人邮政编码

汇款人地址

汇款目的

受款人姓名

受款人手机号码

受款人地址

受款人银行名称

受款人银行SWIFT

受款人银行分行代码

受款人账号

银行汇款路径号码

受款人账户类别

受款人号CPF / CPNJ号码

收入来源

证明文件 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业务性质；合同期限；

商业协议；或近期发票。

收款人叙述 -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29



合作伙伴 – 印度卢比

网络参与者 合作伙伴

渠道 所有本地银行

支付方式 B2B B2P P2B P2P

每个用户的交易限额 1,500,000 印

度卢比

25,000 美元 - -

截汇时间（香港） 17:00

一般到账时间 T+1

必需提供资料 汇款人姓名

汇款人邮政编码

汇款人地址

汇款人出生日期

汇款公司成立日期

汇款目的

受款人姓名

受款人地址

受款人银行名称

受款人银行SWIFT

受款人银行分行代码

受款人账号

银行汇款路径号码

受款人银行IFSC代码

收入来源

证明文件 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业务性质；合同期限；

商业协议；或近期发票。

收款人叙述 -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30



合作伙伴 – 印尼盾

网络参与者 合作伙伴

渠道 所有本地银行

支付方式 B2B B2P P2B P2P

每个用户的交易限额 100,000 美元 25,000 美元 - -

截汇时间（香港） 17:00

一般到账时间 T+0

必需提供资料 汇款人姓名

汇款人邮政编码

汇款人电话/手机号码

汇款人地址

汇款目的

受款人姓名

受款人地址

受款人银行名称

受款人银行SWIFT

受款人银行分行代码

受款人账号

银行汇款路径号码

收入来源

证明文件 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业务性质；合同期限；

商业协议；或近期发票。

收款人叙述 -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31



合作伙伴 – 马来西亚令吉

网络参与者 合作伙伴

渠道 所有本地银行

支付方式 B2B B2P P2B P2P

每个用户的交易限额 999,999 马来

西亚令吉

70,000 马来西

亚令吉

70,000 马来

西亚令吉

70,000 马来西

亚令吉

截汇时间（香港） 13:30

一般到账时间 T+1

必需提供资料 汇款人姓名

汇款人电话/手机号码

汇款人邮政编码

汇款人地址

汇款人身份证号码

汇款人身份证类型

汇款人身份证到期日（零售）

国籍 ISO 代码

出生日期

成立日期

汇款目的

受款人姓名

受款人地址

受款人银行名称

受款人银行SWIFT

受款人银行分行代码

受款人账号

受款人电话/手机号码

银行汇款路径号码

收入来源

证明文件 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业务性质；合同期限；

商业协议；或近期发票。

收款人叙述 -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32



合作伙伴 – 墨西哥比索

网络参与者 合作伙伴

渠道 所有本地银行

支付方式 B2B B2P P2B P2P

每个用户的交易限额 100,000 美元 25,000 美元 - -

截汇时间（香港） 17:00

一般到账时间 T+2

必需提供资料 汇款人姓名

汇款人电话/手机号码

汇款人邮政编码

汇款人地址

汇款目的

受款人姓名

受款人地址

受款人银行名称

受款人银行SWIFT

受款人银行分行代码

受款人Clabe账号

银行汇款路径号码

收入来源

证明文件 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业务性质；合同期限；

商业协议；或近期发票。

收款人叙述 -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33



合作伙伴 – 菲律宾披索

网络参与者 合作伙伴

渠道 所有本地银行

支付方式 B2B

每个用户的交易限额 100,000 美元

截汇时间（香港） 13:00

一般到账时间 T+1

必需提供资料 汇款人姓名

汇款人电话/手机号码

汇款人邮政编码

汇款人地址

汇款目的

受款人姓名

受款人电话/手机号码

受款人地址

受款人银行名称

受款人银行SWIFT

受款人银行分行代码

受款人账号

银行汇款路径号码

收入来源

证明文件 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业务性质；合同期限；

商业协议；或近期发票。

收款人叙述 -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34



合作伙伴 – 沙特里亚尔

网络参与者 合作伙伴

渠道 所有本地银行

支付方式 B2P

每个用户的交易限额 15,000 沙特里亚尔

截汇时间（香港） 17:00

一般到账时间 T+1

必需提供资料 汇款人姓名

汇款人邮政编码

汇款人地址

汇款目的

受款人姓名

受款人地址

受款人银行名称

受款人银行SWIFT

受款人银行分行代码

受款人BIC号码

受款人IBAN账号

银行汇款路径号码

收入来源

证明文件 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业务性质；合同期限；

商业协议；或近期发票。

收款人叙述 -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35



合作伙伴 – 韩元

网络参与者 合作伙伴

渠道 所有本地银行

支付方式 B2B B2P P2B P2P

每个用户的交易限额 5,000,000 美元 5,000,000 美元 5,000,000 美元 5,000,000 美元

截汇时间（香港） 17:00

一般到账时间 T+0

T+5 (1000万韩元以上)

必需提供资料 汇款人姓名

汇款人邮政编码

汇款人电话/手机号码

汇款人地址

汇款目的

受款人姓名

受款人地址及邮政编码

受款人银行名称

受款人银行SWIFT / BIC

受款人银行代码

受款人银行分行代码

受款人账号

受款人电话/手机号码

银行汇款路径号码

收入来源

证明文件 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业务性质；合同期限；商业协

议；或近期发票。

收款人叙述 -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36



合作伙伴 – 越南盾

网络参与者 合作伙伴

渠道 所有本地银行

支付方式 B2P

每个用户的交易限额 25,000 美元

截汇时间（香港） 13:30

一般到账时间 T+1

必需提供资料 汇款人姓名

汇款人邮政编码

汇款目的

受款人姓名

受款人地址及邮政编码

受款人银行名称

受款人银行SWIFT

受款人银行分行代码

受款人账号

受款人电话/手机号码

银行汇款路径号码

收入来源

证明文件 根据要求提供 – 汇款人与受款人关系；业务性质；合同期限；商业协

议；或近期发票。

收款人叙述 -

昆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