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 开户」常见问题

开户问题

1. 「e 开户」是什么？
答：「e 开户」是指全新客户无须亲临分行，只须透过工银亚洲手机银行应用程序开立本行银行账户，
并可以透过开通的银行账户使用指定银行服务。

2. 全新客户指的是什么？
答：「全新客户」指在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本行」或「银行」）审批手机银行「e
开户」之申请时，并没有在本行持有任何银行账户或信用卡账户之客户。

3. 透过「e 开户」开立银行户口需符合哪些基本条件？
答：- 全新客戶

- 为香港居民并持有有效香港居民身份证，国籍（国家或地区）为中国（香港） /中国(內地） /

中国（澳門）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暂不接受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推出之新智能身份证及暂不接受曾经更改姓名的客户）

- 提供税务居民编号等资料

- 年满十八岁或以上

- 并无拥有美国税务居民身份

4. 为什么我要通过「e 开户」开立银行户口？
答：「e 开户」带给您全新的理财体验。

- 快速开户，约 8 分钟完成申请提交；

- 随时随地开户，无需亲临分行；

- 兼享精选优惠及开户奖赏; （请按此参阅有关详情及条款）

5. 如何透过「e 开户」服务开立本行户口？
答：请先下载工银亚洲手机银行应用程序，于手机银行应用程序主页点击「e 开户」图标，并按页
面指示完成开户流程。请确认您的流动设备能支持以下操作系统，并配有前后摄像镜头及重力传感器以便
身份验证。以下为建议操作系统及手机牌子/型号，规格内容只供参考:

- Apple iOS 4.3.3 或以上的iPhone

- Android OS 2.2 或以上的手机

6. 通过「e 开户」服务可以申请本行哪种类型的银行账户？
答：「e 开户」申请开立的银行账户是本行综合账户。

7. 透过「e 开户」服务申请开立户口会收取费用吗？
答：开户手续费全免，我们会就个别银行服务收取相关费用，详情请点选以下连结查询更多：
服务收费

https://www.icbcasia.com/icbc/ekyctnc_cn
https://www.icbcasia.com/ICBC/%e6%b5%b7%e5%a4%96%e5%88%86%e8%a1%8c/%e5%b7%a5%e9%93%b6%e4%ba%9a%e6%b4%b2/CN/e%e5%b7%a5%e5%85%b7/%e6%9c%8d%e5%8a%a1%e6%94%b6%e8%b4%b9/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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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 开户」需时多久？

答：全新客户填写完成所有开户资料，并符合所有开户要求，最快 8 分钟可以完成申请。如阁下
于星期一至五早上 9 点至下午 5 点提交申请，我们将即日处理阁下的申请（公众假期除外）。如阁
下未在上述指定时间内提交申请，申请将于下一个工作日处理。我们会通过短讯或电邮通知您申请结果。

9. 「e 开户」需要在工作时间内进行吗？
答：通过「e 开户」开立户口并不受时间或地域限制，你可随时随地、24 小时输入相关数据进行
开户。若你符合所有要求，最快可于 8 分钟内完成开户申请。

如阁下于星期一至五早上 9 点至下午 5 点提交申请，我们将即日处理阁下的申请（公众假期除
外）。如阁下未在上述指定时间内提交申请，申请将于下一个工作日处理。我们会通过短讯或电邮
通知您申请结果。

10. 如未能透过「e 开户」成功开户怎么办？
答：如未能通过「e 开户」方式处理阁下的开户申请，请阁下亲临分行办理开户手续或致电工银亚
洲服务热线 218 95588。

11. 为什么要在申请过程中发送一次性密码？
答：在「e 开户」过程中，我们会透过短讯及电邮发送一次性密码至您提供的流动电话号码及电邮地
址，以验证你的身份。请在收到一次性密码后于指定时间内输入（短讯一次性密码有效时间为100 秒，
电邮一次性密码有效时间为 300 秒）。若你的密码已过期，你可以在相关验证页面按

「重新发送」按钮取得新的一次性密码。

12. 为什么我还未收到一次性密码？
答： 一次性密码只会发送至您在开户过程中提供的流动电话号码及电邮地址，即使已启动短讯转驳服
务，该短讯亦不会转发到其他手机号码。请阁下确保已输入正确的流动电话号码及电邮地址，阁下可以
在相关验证页面按「重新发送」取得新的一次性密码。请注意也有可能阁下输入验证码错误次数已超过
上限，请于 24 小时后再尝试。

13. 为什么我的香港身份证拍摄不成功？
答：请确保阁下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证，并按照提示进行拍摄： 将证

件摆放在平坦、整洁的平面上；
将证件摆放在深色背景的平面上；
确保证件完整没有破损；

确保文字清晰、没有反光或被阴影遮挡；

将证件对准拍摄框，点击荧幕任意位置，拍摄将会自动开始；

需拍摄两次，第一次拍摄完后请勿移开手机，第二次拍摄时，闪光灯会自动打开；
拍摄完成后系统会显示刚才拍摄的证件照片，如果照片有问题，如︰反光、阴影、失焦或
模糊，客户可以重拍。确认照片无误后即可上传进行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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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为什么需要进行自拍？
答：在「e 开户」申请过程中，在完成香港身份证拍摄后，需要进行自拍，是因为我们需进行人脸识
别，确保您是该香港身份证持有人本人，让您无需亲临分行进行面对面的身份认证。

15. 为什么我的自拍不成功？
答：请您不要戴帽、太阳眼镜及其他遮盖脸部的饰物，并露出耳朵和额头；将相机置于视线水平位
置，待识别框变绿后，拍摄会自动进行，请根据指示对镜头作出相关动作，速度不宜过快。

16. 为什么我的身份验证不成功？
答：请确保您为身份证持有人本人，并已按照提示进行拍摄；另外，由于但不限于进行香港身份证
及自拍照拍摄的环境，如强光、身份证上的划痕、损耗等因素，都可能影响我们对比您的自拍照及
身份证上的相片之准确性。我们可能会要求您亲临本行任何一间分行进行开户。

17. 在申请开户中途可以退出吗？如何保存已填资料？
答：客户的开户资料将会于申请过程中自动储存；客户可于申请过程中暂停，保存后在 30 天内可
随时通过继续申请功能继续未完成的开户申请。在「e 开户」功能首页选择「继续申请」；输入证
件号码后四位、申请时登记的流动电话号码并进行验证，便可继续未完成的开户申请。在上次申请保存
30 天之后，请重新提交开户申请。

18. 于中途退出后，如何继续未完成的开户申请？
答：在「e 开户」功能首页选择「继续申请」；输入证件号码后四位、申请时登记的流动电话号码并
进行验证，便可继续未完成的开户申请。在上次申请保存后 30 天内可随时继续未完成的开户申

请，如超过 30 天，则需要重新提交开户申请。

19. 开户申请成功或失败是否会通知我？

答：- 如阁下成功开通账户，我们会通过短讯或电邮通知您。

- 如阁下申请失败，我们亦会通过短讯或电邮通知您。
- 如阁下于星期一至五早上 9 点至下午 5 点提交申请，我们将即日处理阁下的申请（公众假期

除外）。如阁下未在上述指定时间内提交申请，申请将于下一个工作日处理。

20. 我已提交开户申请，为什么还未收到电邮或短讯通知我申请成功或失败？
答：如你还未收到电邮或短讯确认，请阁下确保已输入正确的流动电话号码及电邮地址，或可检查
电邮信箱内的「垃圾电邮」。请注意，如阁下于星期一至五早上 9 点至下午 5 点提交申请，我们将
即日处理阁下的申请（公众假期除外）。如阁下未在上述指定时间内提交申请，申请将于下一个工作日处
理。

21. 提交开户申请后，我可以更改个人资料吗？

答：不可以。



22. 如何查询开户申请的进度？
答：在「e 开户」功能首页选择「查询进度」；输入申请时提供的身份证号码后四位及流动电话号码
并进行验证，便可查询开户申请的进度。

23. 如何取消户口？

答：请携同您的身份证明文件亲临本行指定分行取消户口。

24. 当我使用[e 开户]服务时遇到困难应该怎么办？

答: 您可于办公时间内致电 218 95588 与本行的客户服务部联络。

「e 开户」的服务范围
25. 透过「e 开户」开立的账户可以使用哪些服务？
答：服务包括

 资产总览

 货币买卖

 定期存款

 缴付账单

 最新消息

 零售网点

 开立综合投资账户

 港股买卖

 基金认购或赎回

 查询交易记录

 资金转入转出 (转数快)

 生物认证快速登入

 交易限额设置

 查询进度

 重置密码

 开立综合账户

 快速开通手机银行服务

（更多全新功能及服务将会陆续更新。）

*请注意：

- 不允许登录个人网上银行

- 资金转入转出仅限「转数快」(FPS)或本行转账，「转数快」资金转出累计限额上限为每日等值港币

10,000 元。资金转出限额预设为零，成功开户后，您可登录手机银行通过输入有效香港身份证号码

及短信验证码来调高转出交易限额。如阁下想享受更高转账额度，开户后可携同您的香港身份证亲

临本行任何一间分行升级至全功能账户，申领电子密码器即可进行更高金额转账。



或当您成功开立本行银行账户后，您需通过本地他行同名账户以转数快(电子钱包除外)转入首笔资
金至新开立的综合账户即可使用, 不设最低转入金额。您可登入手机银行使用「大额转出账户」功
能登记该账户为大额收款账户，以一次性短讯验証码认证每一笔交易, 即享受每日累计高达等值港
币 12 万元的资金转出限额。为方便阁下登记，本行会以本行记录在「大额转出账户」显示您的本
地他行同名账户讯息。此功能仅限于客户通过本地他行同名账户以转数快(电子钱包除外)转入首笔
资金至新开立的综合账户（请注意该账户一经登记后，往后于取消「大额转出账户」服务后再重新
登记此服务，客户均不允许更改为其他账户）。如您成功通过本地他行同名账户以转数快转入首笔
资金至新开立的综合账户, 您可实时享用登记「大额转出账户」服务;现时暂未支援透过本地他行同
名账户以支票转入首笔资金至新开立的综合账户的客户使用「大额转出账户」功能，有关服务将会
在稍后公布。

当您的「大额转出账户」服务开通后，您可按需要, 随时登入手机银行使用「大额转出账户」功能
登记或取消登记该账户为大额收款账户。上述的新登记或取消登记「大额转出账户」的申请将于三
个工作天后生效,所有成功的提交指令本行会以电邮/SMS 方式通知客户。阁下提交申请后需要三个
工作天后才能提交登记/取消的指令。

当您的登记「大额转出账户」服务生效后，在「e 秒转-fps」转出资金时，收款转账方式必须选择
「输入账号」及收款账户类型必须为「银行账户」且「收款账号」、「收款银行」、「收款人户名」
需与已登记大额转出账户之账户信息一致，才能享受每日累计高达等值港币 12 万元的资金转出限额。
如客户选用其他账户（非首笔同名转入资金的账户）转出资金，仍然会受到小额转账的限制。

- 支票存入只限首笔转账以激活账户

- 禁止柜面交易、ATM 交易、现金交易、跨境汇款交易、申领支票簿、证券交易等高风险交易

- 生物认证登入功能只限指定手机型号

26. 如何启动生物认证登入功能？
请确认您的流动装置支持生物认证功能，并依照指示启动此功能。
目前手机银行的「生物认证」服务仅适用于：

a. （就指纹识别而言）具有指纹识别传感器的
i). iOS7 或更新版本操作系统的 Apple iPhone 5s 或更新的 iPhone 型号；
ii).Android 6.0 或更新版本操作系统的 Android 手机

b. （就面孔识别而言）具有面孔识别传感器的

i). iOS11 或更新版本操作系统的 Apple iPhone X 或更新的 iPhone 型号; 或

c. 其他本行不时确定能够使用「生物认证」服务的电子设备，

（上述为「认可流动装置」）。

27. 开户之后，还需要做什么以启动户口？
答：即使本行已同意其「e 开户」服务之申请，通过「e 开户」开立的账户，在客户未启动情况下，
仅具备资金转入及查询功能。客户需通过存入支票或透过快速支付系统「转数快」FPS 由本地其他银
行(电子钱包除外)同名账户转入首笔资金进行启动才能正常使用。注意支账账户持有人名称必须与新
开立的账户的完全相同。



28. 首笔非同名转账会怎样处理?

答：透过快速支付系统「转数快」FPS 系统转入则自动拒绝入账，如是存入支票则分行拒绝处理。

29. 开户之后，首笔存入银行本票，可以吗?
答：不可以。

30. 如果需要使用自动柜员机、分行服务或其他服务（如网上银行服务等），可以怎样做？
答：如果你是透过「e 开户」开立户口的新客户，请带备香港身份证到分行办理。

31. 申领支票簿的流程?
答：透过「e 开户」开立的银行户口不支持申领支票簿。如需申请此服务，客户需携同身份证明文件
亲临本行任何一间分行升级至全功能客户，届时需要采集阁下的签名，并通过本行审批成功、获 取全
功能的银行户口之后，即可申请此服务。

32. 如何申请全功能的银行户口？
答：如阁下想申请本行全功能的银行户口，需携同您的身份证明文件及最近三个月的住址证明(开
立投资服务适用)亲临本行任何一间分行升级至全功能客户，届时需要采集阁下的签名，并通过本

行审批成功之后即可获取全功能的银行户口。

手机银行/电话银行服务

33. 为什么要在开户时设定手机银行用户名/密码？
答：于手机银行申请「e 开户」时设定手机银行用户名/密码，成功开立账户即可使用该用户名/密

码登录手机银行。

34. 成功开立账户而未有开通手机银行，如何开通手机银行？
答：若成功开立账户但未有开通手机银行，您可于手机银行「e 开户」首页点击「查询进度」按钮，
输入阁下的证件号码后四位及流动电话号码，并进行短讯一次性密码验证；申请结果显示阁下成功开户
后，进入设置手机银行服务页面，输入手机银行用户名、密码，并再次输入密码以确认密码

（请注意手机银行用户名只能输入 6-15 位，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且至少包含一个字母；手机

银行密码必须为 8-30 位的字母和数字的组合），点击「确认」以申请开通手机银行。

35. 如何开通电话银行服务？

答：您需携带开户时留存的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亲临分行办理电话银行服务。

手机银行用户名称或密码

36. 首次登入手机银行的密码是什么？
答：首次登录无需再修改密码，用阁下在开通手机银行服务时设定的用户名称和密码即可登入手机
银行。



37. 如果我忘记了手机银行用户名称或密码怎么办？
答：如您连续 3 次输入错误的登入密码，您当日的手机银行服务将被临时暂停，如记起登入密码，
可于第二天再行尝试登入。您可以使用手机银行登陆页面「忘记密码」功能重置登陆密码，重置密码
功能仅适用于在线开户客户。如果阁下的账户并非由在线开立，则请阁下通过个人网上银行或亲临分
行办理。

「忘记密码」功能操作流程：
请于手机银行登录页点击「忘记密码」按钮，在页面指定位置输入阁下的账号或用户名、證
件號碼後四位；

输入申请时登记的流动电话号码并进行一次性密码验证；
进入重设密码页，输入手机银行用户名、密码，并再次输入密码以确认密码（请注意手机银
行用户名只能输入 6-15 位，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且至少包含一个字母；手机银行密码

必须为 8-30 位的字母和数字的组合），点击「确认」按钮以重设密码。

个人资料

38. 所收集的个人资料是否受到保障？
答：我们尊重客户之私隐，而且会采取一切合理措施确保客户之个人资料受到保护。详情请参考本

行《私隐声明及责任声明》。

任何经「e 开户」提供用作申请本行服务之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客户之身份证明文件之任何图像）
可能会被传送予本行之服务提供商（包括环联信息有限公司），并根据本行对提供有关服务的「认
识你的客户」的要求及程序用于核证用途。所有数据，包括您的身份证相片、自拍照、个人资料、
用户名称及密码，于传送过程中都会受到强大的点对点加密程序保护。

39. 成功开户后，如何更新我的资料？
答：如阁下想更改您的资料，需携同您的身份证明文件亲临本行任何一间分行升级至全功能客户，
届时需要采集阁下的签名，并通过本行审批成功转为分行客户之后才可以更新阁下的资料。

综合户口服务

一般服务

1. 我如何获知工银亚洲最新产品及服务信息？

答：您可透过手机银行「消息」功能收取工银亚洲最新产品及服务消息。

2. 我可否查询工银亚洲所有分行网点信息？
答：可以。您可透过手机银行「零售网点」查询到工银亚洲所有网点的具体信息，包括地址、电话、
传真。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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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览

3. 我可否查询我于工银亚洲开立的综合户口结余？

答：您可透过手机银行的「资产总览」查询您已登记于手机银行账户内所有相同名称的账户之余额。

4. 如我未能在「资产总览」内查询名下账户数据应该怎办？

答: 如您仍无法在「资产总览」查询名下的账户数据，请与本行联络。

5. 为甚么手机银行的「日志查询」中不能查看到所有的交易？
答: 「日志查询」功能只是显示通过手机银行完成的交易，您可以往「资产总览」内查看账户交易
明细。

定期存款

6. 我是否必须先开立定期存款账户才可使用手机银行服务开立定期存款？

答: 不需要，综合账户已包括定期存款账户，阁下无需另申请单一定期存款账户。

7. 我可透过手机银行服务办理甚么种类的定期存款？
答: 您可透过手机银行服务办理一般港币、人民币及外币[包括：澳元、加元、日元、英镑、欧罗、瑞
士法郎、美元、新西兰元及新加坡元]定期存款的开立、支取及更改到期指示。

8. 为什么定期存款利率与存款行情资讯显示利率不同？
答: 存款行情资讯中的利率只供参考，实际利率以开立定期存款交易执行时为准。您可于填写交易资
料时点选「参考利率」栏中的「待查询」以查询最新利率。

9. 开立定期存款之最低金额为多少？
答: 定期存款之最低存款额如下：
港币 1,000 元、人民币 5,000 元、1,000 澳元、1,000 加元、100,000 日元、1,000 英镑、1,000
欧罗、1,000 瑞士法郎、1,000 美元、1,000 新西兰元、1,000 新加坡元。

10. 我可否透过手机银行服务指示通知存款到期后转存其他币值？
答: 否。存款到期指示不接受其他币值之转账。

11. 我开立定期存款后可否更改存款到期指示？

答: 可以。您可于存款到期前或当天之指定服务时间内更改存款到期指示。

12. 开立定期存款/支取定期存款/更改到期指示之服务时间为何？

答: 开立定期存款/支取定期存款/更改到期指示之服务时间为星期一至五早上 00:00 至下午 18:00

﹙公众假期除外﹚。

13. 我可否预先设立定期存款交易？



答: 可以。您可预先设立高达 90 天以内之定期存款。

14. 我可否取消已预先设立之定期存款交易？

答: 可以。您可于交易生效日期前任何时间，可在手机银行删除手机银行预先设立之定期存款交易。

资金转入转出

15. 什么是「资金转入转出」服务？
答：「资金转入转出」是一个快速支付服务，您可透过此服务进行实时本行/跨行转账付款。除了
输入账户号码的传统转账方式外，您亦可通过输入收款人已绑定的流动电话号码、电邮地址直接进
行转账，快捷简便。同时，您亦可透过此服务将本行户口绑定至您的流动电话号码/电邮地址作收
款之用。交易成功后，付款人会收到SMS 短讯及电邮通知，安全可靠。资金转出累计限额上限为
每日等值港币 10,000 元。

16. 什么是「大额转出账户」服务？
答：当您成功开立本行银行账户后，您需通过本地他行同名账户以转数快(电子钱包除外)转入首笔
资金至新开立的综合账户即可使用, 不设最低转入金额。您可登入手机银行使用「大额转出账户」
功能登记该账户为大额收款账户，以一次性短讯验証码认证每一笔交易, 即享受每日累计高达等值
港币 12 万元的资金转出限额。为方便阁下登记，本行会以本行记录在「大额转出账户」显示您的本
地他行同名账户讯息。此功能仅限于客户通过本地他行同名账户以转数快(电子钱包除外)转入首笔资
金至新开立的综合账户（请注意该账户一经登记后，往后于取消「大额转出账户」服务后再重 新登记
此服务，客户均不允许更改为其他账户）。如您成功通过本地他行同名账户以转数快转入首 笔资金至
新开立的综合账户, 您可实时享用登记「大额转出账户」服务;现时暂未支援透过本地他行同名账户以
支票转入首笔资金至新开立的综合账户的客户使用「大额转出账户」功能，有关服务将 会在稍后公布。

当您的「大额转出账户」服务开通后，您可按需要, 随时登入手机银行使用「大额转出账户」功能
登记或取消登记该账户为大额收款账户。上述的新登记或取消登记「大额转出账户」的申请将于三 个
工作天后生效,所有成功的提交指令本行会以电邮/SMS 方式通知客户。阁下提交申请后需要三个工
作天后才能提交登记/取消的指令。

当您的登记「大额转出账户」服务生效后，在「e 秒转-fps」转出资金时，收款转账方式必须选择
「输入账号」及收款账户类型必须为「银行账户」且「收款账号」、「收款银行」、「收款人户名」
需与已登记大额转出账户之账户信息一致，才能享受每日累计高达等值港币 12 万元的资金转出限

额。如客户选用其他账户（非首笔同名转入资金的账户）转出资金，仍然会受到小额转账的限制。

17. 我已开通手机银行服务，我能否实时使用转账功能？
答: 不可以，手机银行的资金转出限额预设为零。您必须通过输入有效证件号码及短信验证码来调
高转出交易额度。



18. 使用资金转入转出服务前客户需具备甚么条件？
答：使用此服务的客户需符合以下所有条件:

已在本行登记有效的流动电话号码
已在本行登记有效的电邮地址

已开通小额转账服务并设置小额转账限额

19. 工银亚洲资金转入转出服务支持甚么币种？

答：此服务目前支持港币和人民币两个币种，但不接受兑换交易。

20. 我可以使用资金转入转出服务转账至不同银行的收款人吗？
可以。您可直接从您的银行户口扣除款项，随时随地通过输入账户号码或收款人已绑定的流动电话
号码/电邮地址转账至其他本地银行的账户持有人。跨银行转账服务变得更全面、更有效率。

21. 资金转出服务的转账限额是多少？
答：资金转出服务的转账限额上限为每日等值港币 10,000 元。如您想享受更高转账额度(即超过每
日累计等值港币 HKD10,000 元)，您可以申请「大额转出账户」功能，详情请参阅上述有关「什
么是大额转出账户服务？」的信息；或者在开户后携同您的香港身份证亲临本行任何一间分行升
级至全功能账户及申领电子密码器，通过审批后即可登陆手机银行进行大额资金转出。

22. 使用工银亚洲资金转入转出服务是否需要缴付手续费？
答：不需要。本行的资金转入转出服务均不会收取手续费，但您可能需要为所使用的短讯、流动数
据及/或通话向您的流动通讯服务供货商支付有关费用。

23. 付款人可如何知道资金转入转出交易已成功？

答：成功提交资金转入转出指令后，付款人会收到相关交易的SMS 短讯和电邮通知。付款人可于

「查询事务历史记录」功能中查询最近一年内的付款事务历史记录及其处理状况。

货币买卖

24. 货币买卖之服务时间为？
答: 服务时间为星期一上午 8 时至星期六下午 1 时(12 月 25 日及 1 月 1 日除外), 本行会实时处理
交易; 其他时间段所提交的指令, 本行会在下一个营业日处理。

25. 我可进行哪些货币的买卖？
答: 「货币买卖」功能可兑换多种热门货币包括英镑、人民币、欧元、澳元、加拿大元、日元、新
加坡币、新西兰、瑞士法郎及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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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站

26. 我可透过手机银行服务缴付哪些商号的账单？
答：您可以缴付包括公用事业如中华电力，政府部门如差饷，教育部门如香港建造学院，电讯如中
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等多项低风险商户。

27. 在手机银行缴付账单前是否需要向银行预先登记缴款账单？
答：商户缴费都不需要预先登记。

28. 什么是缴费范本？如何登记？
答：缴费模板为阁下储存缴费指示，若日后您需要进行类似的缴费，您可储存该交易为模板。在日
后使用模板进行缴费时，您仅需根据需要对模板作出必要更改，毋须重新输入所有数据，省时方便。

29. 账单缴付的服务时间为多久?
答：手机银行提供 24 小时缴付服务，在截数时间后办理的交易将拨作次营业日账。（截数时间为

星期一至五下午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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