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NO CLUB会员限定优惠推广条款及细则：

一般条款及细则：

1. 所有优惠不能兑换为现金。

2.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本行」或「工银亚洲」）并非奖赏下之

礼品或服务之供应商，对此奖赏礼品或服务并无作出任何声明或担保；因此有关

礼品或服务的各方面（包括但不限于质素及供应量），本行无须负上任何责任。

如对有关礼品或服务有任何争议或投诉，客户应直接联络有关供应商。所有礼品

或服务之使用须受有关供应商所订定之条款及细则约束（如适用）。

3. 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礼品图片只供参考。本行有权以其他

礼品取代而毋须另行通知。

4. 本行保留可随时更改及/或终止本推广，及不时修订本条款及细则的权利，毋

须事先通知。本推广活动有任何争议，本行保留一切最终和不可推翻决定权。

5. 并非本条款及细则任何一方的任何人士或实体，将不会拥有于合约（第三者

权利）条例（第623 章）下强制执行本条款及细则任何部分的权利。

6. 本条款及细则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异，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SINO CLUB会员限定 - 工银亚洲新客户开户赏条款及细则:

1. SINO CLUB会员限定 - 工银亚洲新客户开户奖赏(「开户赏」)之推广期由2020

年8月31日至10月31日，包括首尾两天(「推广期」)。

2. 只有新「理财金账户」客户（「新客户」）方合资格享开户赏。「新客户」

指开户前12个月内不曾持有以个人或联名名义开立任何账户(只有信用卡账户者

除外)的客户。本行保留对新客户人士定义的最终诠释权。

3. 每名新客户只可参加开户赏一次。联名账户客户以一户计算，并只可获一次

开户赏，将由主账户持有人领取。

4. SINO CLUB会员须为新客户并须符合以下指定要求(「合资格客户」)方可享开

户赏 - 高达HK$8,000信和酒店住宿及餐饮礼券:

i) 于推广期内于分行出示其有效的SINO CLUB会员卡及成功开立「理财金账户」;

ii) 并于开户后首3个月内维持以下指定每日平均理财总值。

每日平均理财总值包括客户在本行名下的所有存款结余及投资的市值。如账户

为单名持有，客户其他联名账户的存款结余及投资市值亦计算在内。联名账户的

理财总值只计算于主账户持有人的理财总值内。

5. 开户赏之首3个月每日平均理财总值的计算期（曾于第4项条款中提及）及奖

赏期如下：

新客户于分行

成功开户日期

首3个月每日平均理财

总值的计算期

奖赏期

新客户开户后首 3 个月内每日平均理财总值达 开户赏 -
信和酒店住宿及餐饮礼券

HK$8,000,000 或以上 HK$8,000
HK$3,000,000 - HK$8,000,000以下 HK$3,000
HK$800,000 - HK$3,000,000以下 HK$1,000



2020年8月31日至9月30日 2020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 2021年2月底

2020年10月1日至31日 2020年11月1日至2021年1月31日 2021年3月底

6. 信和酒店住宿及餐饮礼券将于奖赏期内以电邮形式发送予至合资格客户于本

行所登记之最新及有效的电邮地址。如需向本行登记电邮地址或更新阁下于本行

登记的电邮地址，请于推广期内与本行分行职员联络。如在任何情况下(包括但

不限于客户所提供之电邮地址属无效或不正确)无法送递，本行将不承担任何责

任及不会补发得奖通知电邮。

7. 合资格客户须根据礼券供应商订立并列于礼券的条款及细则使用。

8. 开户赏不可转让、退换或兑现金。任何遗失、盗取或损毁的礼券均不能补发。

9. 合资格客户于本行发放奖赏时，必须仍然持有该「理财金账户」，方能获得

奖赏。

10. 开户赏不适用于本行员工。
11.若合资格客户于开立「理财金账户」后12个月内取消其「理财金账户」，本

行有权于客户之任何一个账户扣除已送赠开户赏的相同价值, 而不预先通知。

12.以上开户赏均受「理财金账户」的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SINO CLUB会员限定 - 工银亚洲新客户早鸟赏条款及细则:

1. SINO CLUB会员限定 - 工银亚洲新客户早鸟赏(「早鸟赏」)之推广期由2020

年8月31日至9月15日，包括首尾两天(「推广期」)。

2. 只有新「理财金账户」客户（「新客户」）方合资格享早鸟赏。「新客户」

指开户前 12 个月内不曾持有以个人或联名名义开立任何账户(只有信用卡账户

者除外)的客户。本行保留对新客户人士定义的最终诠释权。

3. 每名新客户只可参加早鸟赏一次。联名账户客户以一户计算，并只可获一次

早鸟赏，将由主账户持有人领取。

4. SINO CLUB会员须为新客户并须符合以下指定要求(「合资格客户」)方可享早

鸟赏 - 信和月饼礼盒馥郁系列 (六个装) 礼券 (价值: HK$358)一张:

i) 于推广期内于分行出示其有效的SINO CLUB会员卡; 及

ii) 成功开立「理财金账户」。
每张信和月饼礼盒馥郁系列(六个装) 礼券可换领迷你斑兰蛋黄月饼 (两个)、
迷你奶黄月饼 (两个) 及迷你姜汁莲蓉蛋黄月饼 (两个) (价值: HK$358)。有
关早鸟赏之参考零售价只供参考, 该等参考零售价并不是由本行厘订, 本行对
有关礼品之参考零售价与其于市场上之真正零售价之差异恕不负责。
5.合资格客户须根据礼券供应商订立并列于礼券的条款及细则使用。
6. 早鸟赏不可转让、退换或兑现金。任何遗失、盗取或损毁的礼券均不能补发。
7. 早鸟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行保留以其他礼品代替早鸟赏的
权利而无须事先通知。
8. 早鸟赏不适用于本行员工。
9. 若合资格客户于开立「理财金账户」后12个月内取消其「理财金账户」，本
行有权于客户之任何一个账户扣除已送赠早鸟赏的相同价值, 而不预先通知。
10.以上早鸟赏均受「理财金账户」的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SINO CLUB 会员专享 - 分行新客户港币定期存款推广条款及细则：

1. SINO CLUB 会员专享 - 分行新客户港币定期存款推广期为 2020 年 10 月 5 日

至 10 月 31 日（包括首尾两天）（「推广期」）。SINO CLUB 会员专享 - 分行新客

户港币定期存款推广优惠（「分行定存优惠」）先到先得，额满即止。



2. 分行定存优惠只适用于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本行」或「工银亚

洲」）零售银行个人客户及于分行叙造 228 天港币的定期存款。

3. 推广期内，新客户须到任何一家工银亚洲分行出示其有效的 SINO Club 会员

卡，于分行开立「理财金账户」，并以上述特定金额的港币全新资金开立指定期

限（如上表所示）之港币定期存款，才能享受分行定存优惠。

4. 新客户在开立上述第 3条所指之定期存款时，须同时申请本行的「活期宝」

账户或证券账户，才可享受分行定存优惠。

5. 「新客户」指开户前 12 个月内不曾持有以个人或联名名义开立任何账户（只

有信用卡账户者除外）的客户。

6. 「全新资金」不包括透过本行发出的本票/支票及本行其他账户转账/汇款存

入本行账户的款项。有关「全新资金」的定义，请向本行职员查询。如有任何争

议，本行保留对「全新资金」定义的最终决定权。

7. 上表所示之上述特惠定期存款年利率为 2020 年 9 月 30 日本行公布之定期存

款年利率并仅供参考。本行保留权利随时调整存款年利率而毋须另行通知。

8. 在本行酌情决定及收取手续费下，可准许到期前提取定期存款。本行保留不

支付所有应计利息的权利。另外，扣除有关收费后，客户有可能会取回少于本金

之金额。客户可向本行职员查询有关收费详情。

9. 如有任何争议，本行保留一切最终决定权。

基金认购费优惠条款及细则:
1. 基金认购费优惠 (「本优惠」)之推广期由2020年8月31日起至2020年12月31
日为止，包括首尾两日（「推广期」）。
2. 本优惠不可与其他优惠同时使用。
3. 本优惠只适用于本行可分销并获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认可的基金。
4. 本优惠不适用于基金转换交易和基金月供计划之认购交易。
5. 若交易以外币进行，其交易金额将根据本行指定汇率兑换成港元后，再作计
算优惠之用。
6. 本行保留随时更改或终止本优惠或更改优惠计算方法或其条款及细则之权利，
而无须另行通知。如有任何争议，本行保留一切最终决定权。

其他理财产品/服务推广优惠条款及细则:
所有优惠须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参阅相关适用的条款及细则。有关优
惠的详情，请浏览本行网站www.icbcasia.com、参阅有关宣传单张或向本行职员
查询。

风险披露：

投资涉及风险，证券及基金价格有时会大幅波动，价格可升亦可跌，更可变得毫

无价值。买卖投资产品未必一定能够赚取利润，反而可能会招致损失。任何基金

的过去表现并不一定可作为将来表现的指引。藉存放抵押品而为交易取得融资亏

损风险可能极大，你所蒙受的亏蚀可能会超过你存放于有关交易商或证券保证金

融资人作为抵押品的现金及任何其他资产。你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被要求存入额外

的保证金款项或缴付利息。假如你未能在指定的时间内支付所需的保证金款项或

利息，你的抵押品可能会在未经你的同意下被出售。此外，你将要为你的账户内

因此而出现的任何短欠数额及需缴付的利息负责。

认股证及牛熊证之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或会损失全部投资。挂钩资产的过



往表现并非日后表现的指标。阁下应确保理解认股证及牛熊证的性质，并仔细研

究认股证及牛熊证的有关上市文件中所载的风险因素，如有需要，应寻求独立专

业意见。没有行使的认股证于届满时将没有任何价值。牛熊证设有强制收回机制

而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i)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ii)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

投资者应该注意投资于交易所买卖基金的主要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与交易所买卖

基金相关指数所牵涉的行业或市场有关的政治、经济、货币及其他风险；交易所

买卖基金未必有流动的二手市场；交易所买卖基金资产净值的变动或会与追踪指

数的表现不一致；交易所买卖基金或会投资于单一国家及行业；追踪与新兴市场

相关指数的交易所买卖基金，或会较投资于已发展市场承受较大的损失风险；以

及与所有投资一样，须承担相关市场政策变动的风险。

杠杆及反向产品是在交易所买卖的衍生产品，虽然采用基金的结构，但有别于传

统的交易所买卖基金，具有不同的特性及风险。杠杆及反向产品并非为持有超过

一天的投资而设，而是为短线买卖或对冲用途而设。因为经过一段时间后，期内

有关产品的回报，与相关指数的特定倍数回报(如属杠杆产品)或相反回报(如属

反向产品)，可能会出现偏离或变得不相关，投资者可能蒙受重大甚至全盘损失。

买卖杠杆及反向产品涉及投资风险及并非为所有投资者而设，不保证投资者可取

回投资本金。阁下应仔细阅读杠杆及反向产品相关的上市文件，确保理解杠杆及

反向产品的特点和相关风险。

重要声明：

以上风险披露声明不能披露所有涉及的风险，如欲索取完整之风险披露声明，

可向本行各分行查询。投资前应先阅读有关产品发售文件、财务报表及相关的风

险声明，并应就本身的财务状况及需要、投资目标及经验，详细考虑并决定该投

资是否切合本身特定的投资需要及承受风险的能力。本行建议你应于进行任何交

易或投资前寻求独立的财务及专业意见，方可作出有关投资决定。本宣传品所载

资料并不构成招揽任何人投资于本文所述之任何产品。本宣传品由中国工商银行

（亚洲）有限公司刊发，内容未经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审阅。

本行分销基金公司的基金产品，而有关基金产品是基金公司而非本行的产品。对

于本行与客户之间因销售过程或处理有关交易而产生的合资格争议（定义见金融

纠纷调解计划的金融纠纷调解的中心职权范围），本行须与客户进行金融纠纷调

解计划程序；然而，对于有关基金产品的合约条款的任何争议应由基金公司与客

户直接解决。

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工银亚洲」乃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之简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