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银亚洲手机银行「e 开户」推广(「本推广」)条款及细则

一般条款及细则

1. 本推广是由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本行」或「工银亚洲」）主办。

2. 本推广包括「『e 开户』现金回赠」、「『e 开户』定期存款优惠」及「线上开立综合投

资账户优惠」。

3. 本推广由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推广期」）,包括首尾两日。

4. 手机银行「e 开户」系统支援 2003 年或 2018 年起推出的香港智能身份证。

5. 客户必须透过手机银行成功完成有关交易及申请，方可获得现金回赠。

6. 客户之账户状况必须于现金回赠存入账户时仍然有效，否则有关现金回赠将被取消。

7. 除另有注明外，本推广不得与其他推广优惠一并使用。

8. 所有现金/佣金回赠不可兑换其他礼品，不可转让及不可与其他推广奖赏一并使用。

9. 本推广不适用于本行员工。

10. 所有结果、有关本推广之日期及时间(包括但不限于参加本推广之日期及时间等)，均

以本行的电脑系统记录及资料为准。因任何电脑、网络等技术问题而引致及/或客户所

递交的资料有任何迟延、遗失、错误、无法辨识等情况，本行概不负上任何责任。

11. 如果任何客户于推广期内不遵守本条款及细则、涉及任何舞弊、滥用及/或欺诈成分、

虚报资料或违反适用的法律或法规，本行有权立即取消其奖赏资格，而不作任何通知，

并对任何违法行为保留追究合法权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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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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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法例第 623 章）下强制执行本条款及细则的任何部分的权利。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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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开户』现金回赠」条款及细则

1. 「『e 开户』现金回赠」只适用于符合以下条件之客户（「合资格客户」）：

a. 年满 18 岁或以上；及

b. 必须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支援 2003 或 2018 年起推出的智能身份证）之香港

居民或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证之指定香港非永久居民(国籍必须（国家或地区）为中国（香

港）/中国（内地）/中国（澳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持有 2003 或 2018

年起推出的非永久香港居民的有效智能身份证（暂不接受曾经更改姓名的客户）、提供

税务居民编号等资料、无拥有美国税务居民身份)。香港非永久居民的国籍如非上述七

个国家或地区，他/她须前往分行安排开立综合账户。在成功开立综合账户及满足其他

条件(此条款及细则下第 1条 c除外)的情况下，他/她将可享受「『e 开户』现金回赠」；

及

c. 于推广期内透过手机银行递交「e 开户」申请并成功开立综合账户；及

d. 于推广期前未曾透过手机银行「e开户」成功开立综合账户或未曾符合资格享受任何手

机银行「e 开户」推广之优惠；及

e. 于推广期内成功启动手机银行服务；及



f. 于推广期内成功存入支票或透过快速支付系统「转数快」FPS 由香港其他银行（电子钱

包除外）同名账户向新开立的综合账户(「账户」)转入至少 HK$1 以启动账户。

2. 每名合资格客户只可获赠 HK$200 现金回赠 1 次。

3. HK$200 现金回赠将存入合资格客户之本行港币账户内。

4. 现金回赠奖赏期如下：

成功开立综合账户的日期 奖赏期

2021 年 7月 1 日至 9月 30 日 2021 年 11 月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2022 年 2 月

「『e 开户』定期存款优惠」条款及细则

1. 「『e 开户』定期存款优惠」只适用于符合以下条件之客户（「合资格客户」）：

a. 年满 18 岁或以上；及

b. 必须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支援 2003 或 2018 年起推出的智能身份证）之香港

居民或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证之指定香港非永久居民(国籍必须（国家或地区）为中国（香

港）/中国（内地）/中国（澳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持有 2003 或 2018

年起推出的非永久香港居民的有效智能身份证（暂不接受曾经更改姓名的客户）、提供

税务居民编号等资料、无拥有美国税务居民身份)。香港非永久居民的国籍如非上述七

个国家或地区，他/她须前往分行安排开立综合账户。在成功开立综合账户及满足其他

条件(此条款及细则下第 1 条 c 除外)的情况下，他/她将可享受「『e 开户』定期存款

优惠」；及

c. 于推广期内透过手机银行递交「e 开户」申请并成功开立综合账户；及

d. 于推广期前未曾透过手机银行「e开户」成功开立综合账户或未曾符合资格享受任何手

机银行「e 开户」推广之优惠；及

e. 于推广期内成功启动手机银行服务。

2. 合资格客户于成功开立综合账户后首 3个月内及不晚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手机银行

「e定存」功能成功开立 3 个月港元定期存款，方可享 3%港元定期存款年利率优惠。存款

金额最低为 HK$1,000 及累计存款金额最高为 HK$50,000。银行保留随时更改累计存款金额

上限的权利。定期存款于续期时，年利率将根据我行当时公布的最新年利率而厘定。

3. 推广期完结后，合资格客户开立之港元定期存款年利率将根据我行当时公布的最新

年利率而厘定。

4. 在本行酌情决定及收取手续费下，如合资格客户于 3个月港元定期存款到期前前往分行

办理提取定期存款，本行将不支付所有应计利息并收取 HK$200 手续费。另外，扣除有关手

续费后，客户有可能会取回少于定期存款本金之金额。

「线上开立综合投资账户优惠」条款及细则

1. 客户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合资格客户」），方可获得 HK$500 佣金回赠：

a. 年满 18 岁或以上；及

b. 必须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支援 2003 或 2018 年起推出的智能身份证）之香港

居民或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证之指定香港非永久居民(国籍必须（国家或地区）为中国（香

港）/中国（内地）/中国（澳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持有 2003 或 2018

年起推出的非永久香港居民的有效智能身份证（暂不接受曾经更改姓名的客户）、提供



税务居民编号等资料、无拥有美国税务居民身份)。香港非永久居民的国籍如非上述七

个国家或地区，他/她须前往分行安排开立综合账户。在成功开立综合账户及满足其他

条件(此条款及细则下第 1条 c除外)的情况下，他/她将可享受「线上开立综合投资账

户优惠」；及

c. 于推广期内透过手机银行递交「e 开户」申请并成功开立综合账户；及

d. 于推广期前未曾透过手机银行「e开户」成功开立综合账户或未曾符合资格享受任何手

机银行「e 开户」推广之优惠；及

e. 于推广期内成功启动手机银行服务；及

f. 于推广期内透过本行手机银行成功开立全新综合投资账户(客户必须先成功透过本行

手机银行「e 开户」成功开立综合账户及启动手机银行服务，之后才可透过手机银行

开立全新综合投资账户)；及

g. 「线上开立综合投资账户优惠」不适用于客户从现有证券现金账户转为证券保证金账

户，或从现有证券保证金账户转为证券现金账户；及

h. 必须于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期间(包括首尾两日)透过本行「工银智投

资」APP 完成香港交易所上巿以港元计价的证券买入交易(包括港股、认股证、牛熊证、

交易所买卖基金及杠杆及反向产品)，累计交易金额达 HK$50,000 或以上；或

i. 必须于 2021 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1月 31日期间(包括首尾两日)透过本行手机银行完

成累计交易金额达 HK$50,000 或以上之基金认购交易。

2. 每名合资格客户只可获赠 HK$500 佣金回赠 1 次。

3. 佣金回赠将存入合资格客户之本行结算港币账户内。

4. 佣金回赠期如下：

完成累计交易金额达 HK$50,000 或以上之买

入证券交易或基金认购交易的时间 (包括首

尾两日)

佣金回赠期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2021 年 11 月

2021 年 11 月 1日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 2022 年 2 月

5. 如合资格客户于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1月 31日期间 (包括首尾两日)完成累计交

易金额不足 HK$50,000 之买入证券交易或基金认购交易，将不可获佣金回赠。

风险披露：

投资涉及风险，投资产品价格有时可能会非常波动，投资产品价格可升可跌，甚至变成毫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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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投资产品的过去表现并不一定可

作为将来表现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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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货币风险：人民币是目前受限制的货币。由于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管制，兑换或使用人

民币必须受到外汇管制和/或限制的影响，所以无法保证人民币不会发生干扰转让、兑换或流动性的

情况。因此，阁下可能无法将人民币转换成其他可自由兑换的货币。

中华通(深/沪股通) 证券的主要风险声明：

投资者赔偿基金:买卖中华通(深/沪股通)证券并不享有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设立的投资者赔偿基金

所提供的保障。因此，与联交所上市证券交易不同，投资者赔偿基金不会就任何证监会持牌人或注

册人因违约而导致您蒙受的任何损失提供任何保障。

北向交易的额度︰相关政府或监管机构可能会视乎市况及准备程度、跨境资金流水平、市场稳定性

及其他因素和考虑因素而不时对中华通(深/沪股通)证券的交易施加额度。您应阅读有关该等额度限

制的相关详情，包括额度限额、动用额度的水平、可用额度余额及于香港联交所网站不时公布的相

关限制及安排，以确保您取得最新的信息。

交易日的差别︰中华通(深/沪港通)仅在(a)香港交易所及深圳/上海交易所各自开门供进行交易；及

(b)香港及深圳/上海的银行于进行相关款项交收日子有提供银行服务时，中华通(深/沪港通)方可作

交易。倘任何相关交易所并无开门或若香港或深圳/上海的银行并无开门作款项交收业务，则您将无

法进行任何北向交易买卖。您应留意中华通(深/沪港通)运作的日子，并因应您本身的风险承受程度

决定能否承担中华通(深/沪股通)证券于中华通(深/沪港通)无法提供北向交易期间的价格波动风险。

合资格股票调出︰当一些股票，被调出中华通(深/沪港通) 的合资格股票范围时，该股票只能被卖

出而不能被买入。这可能对投资者的投资组合有影响。投资者须留意两地交易所不时提供的合资格

股票名单。

人民币产品：人民币是目前受限制的货币。由于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管制，兑换或使用人民币

必须受到外汇管制和/或限制的影响，所以无法保证人民币不会发生干扰转让、兑换或流动性的情况。

因此，投资者可能无法将人民币转换成其他可自由兑换的货币。



外汇价格波动：外汇交易的外汇买入价或卖出价由我们报价，并参照外汇的现行市价计算（并须受

现行汇率（如适用）及我们的利润比率所规限）。外汇的现行市价会因众多无法预测的因素而有大幅

波动。影响深远的政治转变或会导致宪政及社会紧张局势，在若干情况下或会造成局势不稳及意见

分歧。政治或经济不稳可能影响投资者对外汇的信心，从而对外汇的价格或价值造成负面影响。

汇率风险：您应注意，交易会以您选择的货币的报价执行，但有关交易会以美元结算。假如您的交

易并非以美元报价执行，在结算您的交易时，您将面临所选择货币与美元之间的现行汇率波动的风

险。任何涉及外币的交易（包括外汇交易）均涉及全部以您所在国家货币计值的交易并不常见的额

外风险。汇率可能极为波动，亦会受多项因素影响，如国内及海外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变动、政治

动荡、战争、自然灾害及全球市场走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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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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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资料并非亦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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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