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DD  /  MM  /  YYYY 

印鉴卡（非个人） 

分行: 

客户编号:       账号.              
客户名称: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合伙公司                       

□公开发行有限公司                 □其他…………………………………… 

公司名称: 

电话号码: 传真机号码: 

地址 

业务性质: 

公司注册证书编号. 注册成立日期 

登记资本额 股数 

开立账户种类/币别(请打勾 ) 

□ 支票存款    □ 定期存款 

□  美金                                 □ 柬币                                  □其他币……………………… 

股东讯息 

股东/ 

董事姓名 
    

身份证号码     

护照号     

出生日期     

股数     

电话/手机号码     

签名 

 

 

    

开户目的:  

 

 

 

 

 

 

 



 
 

 

 

适用于公司的特殊情况和授权的签名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组     
签名 

 
    

公司印章 要签名的账户 

□任何人 

□任何两个人共同 

□所有账户持有人一起签字 
□其他…………………………………… 
□加盖公司印章 

仅供银行使用 
推荐人: 
 

签名 
 

电话号码: 

资料登打员 確認客戶/见证人 覆核人员 批准人员 

为了支持上述规定，我们特此向您提供： 

□商务部业务发展部注册证书 

□所述公司备忘录和组织章程/状态的认证副本 

□公司董事会任命贵银行作为公司往来银行的决议的认证副本 
□规范账户行为的决议的核证副本 
 

我 们 进 一 步宣 布 ， 此要求 是 根 据 该公 司 董 事会在 … … … …… … .... 会 议上 通 过 的 以下 决 议 提 出

的。 ………………………………………………的名称是被授权支付所有看来是要代表公司开具的支票以及所有明

示为要代表公司接受或开立的汇票和本票，并应在银行将该笔支票借入该公司存放在他们的账户中，无论该账户

是信用账户还是其他账户，只要它们已通过上面的名称列表和授权签名进行签名即可。应书面通知他们可能不时

在同一时间进行的所有变更，并将本决议的核证副本提供给上述银行，并在该银行收到银行的全额付款之前一直

有效。该公司将通过的决议的副本，该副本须提供给银行。 

我们确认代表公司收到了银行的经常账户操作规则，并宣布公司已同意遵守上述规则并受其约束，并随后对其进

行任何修改。 

我们进一步同意并承认，我们有责任和责任检查月结单中的条目，并进一步承诺立即将其中的任何差异以书面形

式通知银行。 

 

 

 



 
 

支票簿申请表 

致分行经理 日期: DD  /  MM  /  YYYY 

亚太发展银行 

分行  :          

申请人姓名 :         

账号 : 

 

--------------------------------------------------------------------------------------------------------------------------- 

申请 

请向我/我们提供_______________支票的支票簿，并从我/我们的帐户中扣除费用。 

仅供银行使用 

从支票号码  

到支票号码  

账户持有人的签名之

验证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账户持有人的签名和/或橡皮图章 

--------------------------------------------------------------------------------------------------------------------------- 

委托第三方之授权 

我/我们特此授权 

国民身份证/护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代表我/我们收取支票簿。 
 

考虑到上述情况，我/我们特此同意并承诺免除您的一切责任，债权，要求，成本，收费和开

支，并使您免于承担任何可能造成的任何损害，赔偿，并使您免于承担任何责任， 或由授权人

员收集并确认所述支票簿并由我接收而产生。  

 

仅供银行使用 

账户持有人的签名之

验证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账户持有人的签名和/或橡皮图章 

---------------------------------------------------------------------------------------------------------------------------

第三方的确认 

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特此确认已收到以下支票号码的所述支票簿：__________________至__________________ 

仅供银行使用 

确认收件人者  

与账户持有人确认 时间: 

日期: DD  /  MM  /  YYY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件人签名 

日期: DD  /  MM  /  YYYY  

    -    -      -  



 

公司名称 

公司编号 

 

董事于本公司章程细则之…………日通过……………………之核心决议案。 

解决:  

1. 在亚太发展银行有限公司开设账户  

1.1.公司已获批准并在此开设并维持在亚太发展银行的存款账户（该账户）。 （银行）

金边分行位于 No.132, Norodom Blvd. Corner of Street 294, Sangkat Tonle Bassac, Khan 

Chamkarmon, Phnom Penh, Cambodia. 

1.2.根据以下规定，以下人员已被授权做以下行为：执行银行可能要求的有关开户和操

作的任何和/或所有此类文件: 
 

授权人姓名 国民身份证/护照号 名称 组 

    

    

    

    

 

1.3.账户操作的授权应为: ……………………………... ……………………………... ……… 

1.4.授权人员向银行提供其个人资料，印鉴签名，印鉴印章或橡皮图章以及银行为开设

和经营该账户可能需要的任何其他信息。 

1.5.无论公司的账户是否贷记，无论是否在公司账户中，银行都有权并荣幸地兑现接受

或代表公司制作的支票和汇票，以按照任何指示行事并接受与该账户有关的任何收

据或其他文件 ，公司的交易或事务（前提是如上所述）代表公司签名。 

1.6.被授权人现并被授权以书面形式指示公司代表将资金从账户转移到任何其他账户。 

 

2. 该决议将一直有效，直到银行收到董事通过的，经修订和/或撤销的经核准的决议为止。 

 

 

 

 

 

 

 

日期: DD  /  MM  /  YYYY 

 

董事会 

 



 

  

姓名 

国民身份证/护照号  

姓名 

国民身份证/护照号 

  

姓名 

国民身份证/护照号 

姓名 

国民身份证/护照号 

  

姓名 

国民身份证/护照号 

姓名 

国民身份证/护照号 

公司印章 

 

 

 

 

  

 

 

 

 

 



 

非个人/组织账户开户预评估表格 

账号名称: 
 

客户编号  : 

                

                   

 账号. : 

    

- 

   

- 

     

- 

 

(开户后由分行完成) 

您的组织是否具有与美利坚合众国（美国）相关的以下信息？ 
 

1. 它在美国注册吗？   是   否 

 如 果 该 组 织 在 美 国 注 册 成 立 ， 请 提 供 该 组 织 的 美 国 税 务 识 别 号

（TIN）：…………………………………………………………………… ………………………………… 
        

2. 任何美国股东/所有者？   是   否 

  
 

该组织的授权签字人 

姓名 身份证/护照号 签名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  

 

 

仅供银行使用 
 

如果第（1）至（2）项中的一项或两项与美国有关，则客户需遵守 FATCA 尽职调查（FDD），分支机构应遵

循 FDD 程序开设新账户。 

 

如果上述所有与美国无关，请按照正常的开设程序开设新账户。 

见证人（CSR /官员）:                                                                                                   日期: DD  /  MM  /  YYYY 

 

 

验证人（分行行长/分行副行长/分行资深经理）:                                               日期: DD  /  MM  /  YYYY 

 

 

 

 

 

 



 

支票存款的法规和规则 

尊敬的客户 

接受申请由亚太发展银行自行决定。 （银行）保留拒绝申请的权利，而无须透露任何理由。 

以下列举了有关在银行开立和运作支票存款的一般规则和规定。 

1. 开户 

开户，请提供以下信息: 

1.1. 印鉴卡应在银行授权官员在场的情况下正式完成并签字。 

1.2. 需要由银行认可且知名的知名人士/公司/公司的介绍人。介绍人信息必须在印鉴卡的介

绍人部分中填写。 

1.3. 最低初始存款。本行保留就最低初始存款额作出规定及不时变动的权利。 

 

2. 联名账户 

除以下情况外，以与个人帐户相同的方式开设联名账户: 

2.1. 所有希望开设该账户的个人必须在银行授权人员在场的情况下签署印鉴卡。 

2.2. 必须从所有希望开设该账户的个人处获得有关该账户在印鉴卡中运作的授权以及银行

可接受的实质内容。 

2.3. 如果任何联名账户持有人死亡，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本行有权将余额记入贷方余额中

并支付给幸存者，该笔付款应构成本行的有效解除权 应收帐款。 

 

3. 独资/合伙账户 

3.1. 印鉴卡应以公司名义填写，并由独资经营者或所有合伙人（如果本公司为合伙企业）

在银行授权官员在场的情况下妥善签署。 要求标本与以下文件一起提交，以供银行授

权人员查验/验证: 

3.1.1. 确认营业执照的正副本相符。 

3.1.2. 确认商务部（MOC）的注册证明书的正副本相符。 

3.1.3. 确认经济和财政部（MEF）的注册证明书的正副本相符（如适用）。 

3.1.4. 确认备忘录和组织章程细则/合伙协议/合伙契约/合伙章程的正副本相符

（如果有）. 

3.2. 如果是合伙账户，则必须在银行授权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所有合伙人都同意该账户的

运作方式（并在印鉴卡的规定副本中注明/签名） 

 

4. 有限公司账户 

印鉴卡必须由公司的账户持有人在授权银行在场的情况下，由公司的账户持有人根据公司

授权开设账户的董事会决议适当完成和执行。 要求印鉴卡与以下文件一起提交，以供银行

授权人员查验/验证: 

4.1. 确认备忘录和章程/状态的正副本相符。 

4.2. 确认商务部（MOC）的注册证明书的正副本相符。 

4.3. 确认经济和财政部（MEF）的注册证明书的正副本相符（如适用）。 

4.4. 确认税务登记表的正副本相符。 

4.5. 确认授权的董事会决议的正副本相符: 

4.5.1. 在银行特定分支机构开设账户。 



 

4.5.2. 特别人员（并注明其全名，身份和在公司的职位）以完成并签署印鉴卡以

开设账户。 

4.5.3. 负责操作该账户的特定人员（并说明其全名，身份和在公司的职位）并说

明其操作方式。 

 

5. 社团/俱乐部/非政府组织/社团账户 

印鉴卡应以相关社团/俱乐部/非政府组织/协会的名义填写，并在组织的授权人员在场的情

况下，由经组织授权的授权人员妥为签署 社团/俱乐部/非政府组织/协会。开户印鉴卡提供

以下文件，以供银行授权人员查验/验证: 

5.1. 与柬埔寨内政部和/或政府机构的正式协议和/或注册文件/证书。 

5.2. 确认会议纪要的正副本相符，可在银行的特定分支机构开设账户，并进一步授权指定

人员以社团/俱乐部/非政府组织/协会批准的方式操作账户。 

5.3. 确认授予会议代表或代表社团/俱乐部/非政府组织/协会行事的委员会会议记录或任务授

权的正副本相符。 

5.4. 确认社团/俱乐部/非政府组织/协会规则和条例的正副本相符。 

 

6. 外国人账户 

印鉴卡应在银行授权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完成，并由该授权人员妥善签署。开户印鉴卡提供

以下文件，以供银行授权人员查验/验证: 

6.1. 外国人账户可以由非居民（即非居民的个人，公司，机构或公司）开设。 

6.2. 除非非居民有专业活动或其在柬埔寨的主要居住地超过 182 天，否则不得拥有居民账户。 

6.3. FATCA 表格（由外国个人申请人填写）应由非居民妥善填写并签名 

 

7. 使馆账户 

印鉴卡应以使馆的名义填写，并在经银行授权的授权人员在场的情况下，经使馆组成的授

权人员妥善签署。开户印鉴卡提供以下文件，以供银行授权人员查验/验证: 

7.1. 大使为此目的签署的一封信支持开立该账户的请求。 

7.2. 要求使馆向银行提交一封信，授权指定人员以使馆大使授权的方式操作该账户。 

 

8. 橡皮图章 

印鉴卡上必须贴有公司/俱乐部/非政府组织/协会/大使馆的橡皮图章的印记，以及授权操作

该账户的人员的签名。 

9. 账户币别 

账户应以美元，柬币或银行同意的任何其他货币开立，所有支票开立只能依其所开户的币

别签发。 

 

10. 记录变更 

相关记录的任何更改，例如授权签字人的更改，地址，电话号码的更改以及组织章程大纲

和细则的更改，均应书面通知银行。 

 

11. 存款 

11.1.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将资金存入您的账户: 

11.1.1. 填写银行存款单的相关详细信息，并将其与相关的现金/支票/汇票一起提

交到适当的柜台； 



 

11.1.2. 如果账户持有人以外的任何其他人进行现金存款超过或等于 USD10,000.00

或 KHR40,000,000.00 或等值外币，则存款人必须向银行提供其身份证件。如

果没有提供存款人的身份证件，则只要银行可以通过电话或账户持有人提供

的任何其他方式与帐户持有人确认，并且银行可以从我们的系统中获取交易，

则可以处理交易，否则，交易将被银行酌情拒绝；和 

11.1.3. 等待柜员退还存款单存根。确保此存款单存根签名带有银行授权人员的签

名，或者经过银行柜员机的验证。除非该签名带有银行授权官员的完整签名，

否则对存款单存根进行的任何重大更改都将无效。 

11.2. 收到支票，汇票等仅作托收之用，不应将提供给您的存根解释为已清算您账户中

的存款。 您可以通过特殊安排或在银行清收收到的待收项目后，在银行贷记您的账户

后从中提取。 

11.3. 存入但随后被拒付的支票，汇票等，将自担风险和费用，退还至您在银行注册的

最后一个已知地址，费用自负。 

 

12. 支票 

12.1. 已发行并出示给银行以收取的支票必须符合柬埔寨国家银行的 Prakas 规定。 

12.2. 您负责保管支票簿。万一支票遗失，被盗或错位，您应立即通过书面通知银行来

报告此事。 

12.3. 支票不得以银行提供的形式和实质以及为每个帐户注册的形式在银行支票。支票

簿的申请应在支票簿中预先打印的支票簿重新订购表格上进行。您必须妥善签署支票

簿重新订购表格，并保护您的利益，请您仔细阅读并严格遵循支票簿内页上的注意事

项。 

12.4. 如果您在账户上开了几张支票或发出了几条付款指示，而支票或付款指示的总金

额超过了您的可用信用余额或与银行的任何先前安排，则无论银行在银行的开立日期

如何，银行均有权享有此权利。支票或上述指示的日期，接收时间或金额，由其自行

决定确定要支票或执行其中的哪些支票或指示。 

12.5. 您应向银行（作为代收银行）赔偿银行因担保任何支票，账单，汇票或任何其他

要收取的票据而背书和/或清算以及银行提供的每项此类保证而蒙受的任何损失在每种

情况下，均应视为已根据您的明确要求提供。 

12.6. 支票可以用英语或柬埔寨语支票。银行有权在任何时候有权拒绝托收并拒付以其

他任何语言发行的支票。 

 

13. 透支 

透支额度只能由银行酌情决定。 利息将按银行规定的利率每天在最后的借方余额中计算。 

 

14. 停止付款（回收付款） 

14.1. 您打算停止付款的任何支票必须以书面形式发出。确保在通知书中注明正确的账

号，正确的支票号码和相关详细信息（例如金额，日期，收款人等）。 

14.2. 银行只有在收到并确认您的通知书后，才会执行指示以“停止付款”的方式支票。

如果未告知本行停止付款的要求，并且本行未收到并确认通知书，本行将不承担任何

损失。 

14.3. 银行不接受任何以口头或电话，传真，互联网电子邮件，电传或电报方式停止支

票支付的指示。但是，如果出于任何原因必须这样做，则应立即以书面形式确认您的

指示。特此通知，银行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对您因口头，电话，传真，互联网电子邮件，

电传或电报而停止支票支付给您造成的任何损失负责. 



 

 

15. 变更/签名差异 

15.1. 银行可以拒绝兑现签名与提供给银行的印鉴卡不同的支票。 支票的任何更改均应

由出票人的完整签名确认，银行可能会拒绝以初始或不完整签名确认的支票。 

15.2. 不应使用电动/电子打字机和可擦除墨水来绘制支票。 对于任何无法轻易发现的

变更造成的损失，本行概不负责。 

 

16. 借方帐户的权力 

对于因不兑现或未付款而先前贷记或折现的任何支票，汇票或其他票据以及由此产生的任

何其他费用/支出，银行拥有绝对权利从您的账户中扣除。 

 

17. 抵销权 

银行可在任何时间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抵销或转移该账户贷方中的任何款项，以共同或

个别地偿还存户的任何其他账户中的任何负债。 

 

18. 服务费 

18.1. 账户持有人同意支付并授权银行从账户中扣除以下费用: 

18.1.1. 本行将对所有账户收取服务费； 

18.1.2. 因资金不足和/或停止付款而拒付的每张支票的服务费； 

18.1.3. 发行新的支票簿； 银行结单的附加/副本； 和 

18.1.4. 银行不时对提供给账户持有人的服务和设施收取的其他合理费用。 

18.2. 银行保留不时收取任何其他服务费或通过在银行和银行网站（如果有）上显示新

服务费来更改现有服务费的权利。 

 

19. 对账单 

您的帐户月结单将每月显示一次。您同意并承诺将仔细检查对账单中的所有条目，并立即

向银行报告其中发现的任何错误或差异。如果银行在声明所涵盖的月份的最后一天之后的

十四（14）个日历日内未收到任何关于声明中借方或贷方条目的错误或差异的书面通知，

则您被视为接受截至声明中最后输入日期的此类输入是正确，具有约束力，最终和决定性

的。在上述十四（14）个日历日的期限届满后，您不得质疑任何帐户对账单中的任何项目，

只要银行始终具有绝对的权利撤消错误计入您账户的任何信贷项目。您还承诺对因错误的

信用额进入您的账户而导致银行蒙受的任何损失向银行退还和赔偿. 

 

20. 责任 

20.1. 如果您在银行的正常收款过程中存入的任何支票，汇票等丢失，错放，放错位置，

被残损或毁坏，您在此同意对任何损失，责任或损坏不承担任何责任。您可能会因此

而承受，招致或承担责任。 

20.2. 当银行代表您或应您的要求接受或产生负债时，存入您自己并由其掌握在银行中

的任何资金，证券和其他贵重物品将自动成为银行的担保。银行有权将这些资金，证

券或贵重物品保留在银行或其任何部分的手中，并有权全权酌情决定甚至退还您的支

票，直到债务清偿为止。 

20.3. 您在此同意银行向其披露诸如柬埔寨国家银行根据其指示可能需要的信息，和/

或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披露以进行真诚信用评估或在以下情况下完成的信息：银行。

这样做可以免除银行的任何责任。 



 

20.4. 如果银行保留或有义务保留律师以行使本协议项下或其他方面的任何权利，无论

是通过司法程序还是其他有关您账户的方式，您都有责任向银行支付与该账户有关的

所有费用，费用和收费。银行有权从您的帐户中扣除所有费用和费用。 

20.5. 您同意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并应全额赔偿银行，并使您或银行因任何或所有银

行账户而蒙受的所有损失，成本和费用免受损害，或由银行执行任何指令，或者您的

任何银行账户或其任何部分被任何政府或官方机构减少或冻结 

 

21. 账户关闭 

21.1. 如果您想关闭自己的账户，请遵守以下规定: 

21.1.1. 就您打算关闭账户发出由您正式签署的书面通知。 银行不接受通过口头或

电话，互联网电子邮件，电传或电报方式关闭账户的指示。 

21.1.2. 立即将所有未使用的支票退还银行。 

21.2. 您应按照本规则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处理您的账户，否则，本行可以绝对酌情决定

通过书面通知关闭您的账户，并且本行无须披露或指定任何理由。 

21.3. 如果本行怀疑该账户被用于任何非法目的，则本行保留随时决定阻止该账户进行

任何操作的权利。 

 

22. 规则变更 

本行保留随时酌情决定酌情权不经另行通知而增加新规则，更改或修改上述现有规则的权

利。 任何增加，变更或修改应立即视为最终的和具有约束力的。 

 

23. 规则和法规 

除银行的规则和法规外，您账户的操作还应受柬埔寨国家银行（NBC）和其他相关监管机

构不时发布的法规，规定和准则的约束，并受其约束。此类规则，法规和准则一经发布则

具有法律效力。 

 

 

[该页面的其余部分已全部保留为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