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DD  /  MM  /  YYYY 

印鉴卡（个人） 

分行: 

客户编号:       账号:              

开立账户种类/币别(请打勾 ) 

□  储蓄账户                 □ 支票存款  □ 定期存款     

□  个人户 □ 联名户 □ 其 他  ……………………… 

□  美金 □ 柬币 □ 其他币……………………… 

个人讯息及印鉴  

 账户持有人 I 账户持有人 I I 

姓名   

印鉴   

身份证号码   

护照号.   

出生日期   

国籍   

职称   

雇主名称   

开户目的   

电话/手机号码 

 

…………………………………

………………………………… 

 

……………………………………

…………………………………… 

电子邮件地址*   

微信号*   

Line 账号*   

地址   

介绍人的信息* 

姓名 : 印鉴* 

 

 
电话/手机号码 : 

注意：*任选. 

 

 

 

 

 



 

储蓄账户专用 

本人/我们授权银行接收转为贷记到我/我们的储蓄帐户中的钱，支票和其他工具。 

支票存款专用 

本人/我们授权银行按照与账户有关的指示行事，以兑现为支票账户债务而开立，接受或开立的支票，

票据和本票，无论该账户是贷方账户还是其他方式（前提是这些账户均由银行签字） 帐户的授权人。 

定期存款专用 

如果定期存款帐户到期，则存款人希望通过以下方式续签： 

□本息同时转定存单 

□只转本金为新定存单和索引转存到我/我们的帐户中。户口号码………………………………。） 

联名账户专用 

 

1. 我们授权银行将银行从支票或其他有利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或任何一个的可转让票据收到的

所有款项加入我们的联名帐户的贷方，到银行可能在我们的联名帐户中持有的 但是，银行保

留随时以任何理由自行决定拒绝接受任何票据或支票的权利 

2. 我们同意，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去世，银行有权将未偿还余额支付给幸存者，并且该笔

付款应构成银行对帐户中应付款额的有效解除. 

3. 我们决定关闭提款交易或关闭帐户，我们授权银行按照以下第 4 项所述的授权进行操作，并

确认此授权应视为来自联名帐户中所有帐户持有人的指示。 

4. 我们同意该帐户的操作方式应为： 

 

………………………………………………………………………………………………... 

 

5. 我们共同和个别地保证为银行提供无损害赔偿，一部分银行免于因上述我们的授权而蒙受的

所有损失，支出，要求，诉讼，成本，费用和其他责任。  

 

 

 

 

 

 …………………………………    ………………………………… 

 账户持有人 I 签名          账户持有人 II 签名 

仅供银行使用 

资料登打员 推荐人 確認客戶/见证人 覆核人员 批准人员 

 

 

 

 

 

 

 



 

开设个人账户的预评估表 

姓名:  
客户编号 :       客户编号 联名户:       

                  

账号 :     -    -      -  

(开户后由分行完成) 

 

您是否拥有与美国有关的以下信息？ 

1. 国籍………………………………  □是□否 

2. 出生地点…………………………  □是□否 

3. 电话号码…………………………  □是□否 

4. 地址………………………………  □是□否 

5. 美国税务居民……………………  □是□否 

 
全体账户持有人签名 

 

 

 

 

 

 

 
仅供银行使用 

如果一项或多项（1）至（5）与美国有关，则客户将受 FATCA尽职调查（FDD）的约束，

并且分支机构将遵循 FDD 程序开设新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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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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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活期/定期存款账户中的条件和协议 

 

账户持有人同意并同意受银行的条件和协议约束如下: 

1. 储蓄账户 

1.1. 账户持有人的初始存款应不低于银行确定的金额，并且账户余额应应始终不低于银行的条款，

该条款可在银行认为适当的情况下进行更改。 

1.2. 绝对是否使用存折，账户持有人都可以在银行办公室将资金存入帐户。 

1.3. 无论是否使用银行存折，账户持有人都可以提款，转账，为商品/服务付款。 

1.4. 银行将存折交给账户持有人作为证据，并由账户持有人保存在安全的地方。如果损坏或丢失，

账户持有人需要联系银行以立即通知。 

1.5. 如果账户持有人账户中的存款余额超过银行要求的最低金额，或者超过一年的时间没有进行任

何交易，则账户持有人同意立即从银行账户持有人的账户中取代银行确定的金额，向银行支付

帐户维护费；如果没有存款，则帐户持有人允许银行立即关闭帐户，恕不另行通知。 

1.6. 银行同意按规定的时间和每次通知的利率向账户持有人支付利息，法律规定的预提税后的利息

也作为押金计入账户。   

2. 支票存款 

2.1. 账户持有人的初始存款应不低于银行确定的金额，并且账户余额应始终不低于银行的条款，该

条款可在银行认为适当的情况下进行更改。 

2.2. 如果账户持有人账户中的存款余额超过银行要求的最低金额，或者超过一年的时间没有进行任

何交易，则账户持有人同意立即从银行账户持有人的账户中取代银行确定的金额，向银行支付

帐户维护费；如果没有存款，则帐户持有人允许银行立即关闭帐户，恕不另行通知。 

2.3. 帐户持有人应支付订购支票簿费用金额由银行确定。 

2.4. 2 账户持有人在向向他人签发支票之前，必须确保他/她的帐户中有足够的余额。如果账户持有

人在没有足够资金的情况下签发支票，则账户持有人同意并同意银行从账户持有人的账户中扣

除任何适用的服务费。除其他费用外，根据适用法律，账户持有人将受到费用。 

2.5. 如果账户持有人向任何人发出了支票，但后来他/她决定不向该方付款，则在将支票兑现给该方

之前，账户持有人应向银行提供书面兑换，要求银行不兑现现付款。  

3. 定期存款 

3.1. 账户持有人每次应存入过多于银行为存款期确定的金额的款项。 

3.2. 在存款期限届满，银行同意以银行在存款日期和/或续期之日通知的利率向账户持有人支付利息。 

3.3. 如果在定期存款的到期日，帐户持有人未提取资金或未发出任何其他命令，则应考虑帐户持有

人已同意将这些资金（本金和利息）转移至储蓄帐户。 

3.4. 但是，如果银行预计流动性不足，则保留拒绝任何豁免的权利。 

3.5. 对于任何提前到期的定期存款结清，银行将按照实际时间从银行在相关时间通知的储蓄账户的

利率中支付索引 

4. 联名户 

4.1. 帐账户持有人的初始存款应不低于银行确定的金额，并且账户余额应始终不低于银行的条款，

该条款可在银行认为适当的情况下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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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如果账户持有人账户中的存款余额超过银行要求的最低金额，或者超过一年没有进行任何交易，

则账户持有人同意向银行支付账户维持费由银行确定。立即账帐户持有人的账户中删除；如果

没有存款，账户持有人将允许银行立即关闭该帐户，恕不另行通知。 

4.3. 账户持有人同意，如果一位账户持有人死亡，则银行有权调用账户的贷方余额支付给幸存者

（法律规定始终以柬埔寨或以后的法律规定为准），并且该笔付款应构成银行该账户应付款的

有效解除。 

4.4. 银行同意在指定的时间向账户持有人支付利息，具体时间确定开户类型和银行每次通知的利率，

并且法律规定的预扣税后的索引也应包括在内存入账户。 

4.5. 账户持有人同意让本行以现金或通过电子资金转账，支票和其他可转让给任何一个账户持有人

或应付给任何一个账户持有人的账户记入其联名账户。考虑到上述情况，本行同意将本行收到

的所有款项，无论是现金还是通过电子资金转帐，或从支票或其他有利于任何一个账户持有人

的可转让票据，存入我们的联名帐户的贷方，并存入向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任何一个人交付任何

工具或银行可能在我们的联名账户中持有的支票。 

5. 賬户持有人承诺保护无損害賠償，并保证本行对上述损失，索赔，要求，诉讼，损害，费用，支出

和其他负债的任何赔偿，无论何时何地，均由我们的上述授权引起， 银行有权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

由拒绝接受银行，银行收到的任何现金，电子资金转账，支票或其他票据，或者由于银行拒绝采取

行动或按照我们的指示关闭联名账户而拒绝的权利 并按照我们的指示在联名賬户中支付余额。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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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无法获得存款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并且银行可

以通过电话或帐户持有人提供的任何其他方式与帐户持有人确认，并且可以从我们的系统中获取，

则可以处理该交易。 由银行酌情拒绝。 

7. 如果账户持有人欠银行的债务，无论有无抵押，账户持有人均同意允许银行从存款账户中提取资金，

以及账户持有人拥有的或构成应付账款的货币 银行，以立即清偿债务，恕不另行通知。  

8. 账户持有人同意允许银行在其认为适当的情况下向任何人询问信息或向任何人部分或全部披露与账

户持有人有关的细节，即使该账户被取消或关闭，该同意也将永久有效。   

9. 账户持有人同意，银行有权将账户持有人的所有信用信息披露给从事信用信息业务的法人，且该法

人是银行的会员，并且该法人可以披露 信用信息给银行或金融机构成员。  

10. 本行保留更改，添加或取消其认为适当的权利或协议和条件并对账户持有人具有约束力的权利，而

无需发出通知。 

11. 依法，本申请书中的协议和条件以及银行规则行使银行权利的任何延误或弃权绝不构成银行对银行

违反账户持有人协议的放弃或同意。。 

12. 账户持有人同意保留已按本申请通知发送至账户持有人地址或办公室的银行任何文件或信函，已由

银行适当地发送至帐户持有人。 如果账户持有人的地址，办公室和电话号码发生任何变化，账户持

有人将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银行。  

13. 美国外国账户税收合规法案(FATCA)  

13.1. 根据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外国账户税收合规法案》（FATCA）的参与外国金融机构，

该法案要求对APD银行的客户/账户持有人加强尽职调查程序，以进行识别和报告人士以及外国

实体在美国的主要美国股东向柬埔寨主管当局，最终向美国国税局（IRS）转让。根据柬埔寨王

国与美国之间的政府间协议（IGA），柬埔寨主管当局已发布指南，以使柬埔寨的外国金融机

构遵守 FATCA。 

13.2. 在某些情况下，APD 银行会要求其客户/账户持有人提供某些信息，以履行其 FATCA 义

务。客户/账户持有人未向柬埔寨主管当局提交信息可能会导致对某些美国来源收入付款（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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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征收 30％的预扣税。只要按照指示向 APD 银行提供了有关其身份的适当证明或其他文

件，向 APD 银行的客户/账户持有人付款通常不会被扣款。为确保客户/帐户持有人的信息准确

无误，APD 银行要求客户/账户持有人在客户信息发生变化（包括居住地变更）时提供通知地址，

邮寄地址，电话号码和国籍. 

 

 

本人/我们确认已确认并透彻了解使用银行服务的内容和条件，同意并同意约束我/我方在各个方面

遵守此类条件。 如果本人/我们不遵守这些条件，从而对银行或第三方造成任何损害，则本人/我们同意在

各方面承担责任  

 

 

 

[该页面的其余部分已全部保留为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