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服务推广

新客户尊享：

推广期：2022 年 7月 1 日至 2022年 12 月 31 日（包括首尾两天）

 「开户现金赏」

推广期内合资格新客户透过个人网上银行或个人手机银行成功开立全新证券账户/综合投资账户及成功

登入「工银智投资」APP，可享港币 100元现金奖赏。合资格新客户于开户后首三个月内透过「工银智

投资」APP成功完成一笔买入或卖出交易，可再享额外港币 200元现金奖赏。

 「交易$0佣金」

推广期内合资格新开证券客户于开户后首三个月透过「工银智投资」APP 买入证券可享$ 0佣金优惠。

交易金额及交易次数均不设限制，佣金豁免方式为先收后退。

 「持续交易$0佣金」

推广期内合资格新开证券客户须于开户日起计第三个月起，每月需透过「工银智投资」APP 成功完成

一笔合资格交易，翌月便可继续透过「工银智投资」APP 享有买入证券$0佣金优惠，其后每月如此类

推。佣金豁免方式为先收后退。如合资格新客户于开户后第三个月起任何一个月未完成最少一笔合资格

交易，此优惠将于翌月起终止及失效。

 「保证金账户迎新优惠」

新证券保证金账户客户于推广期内开户后首三个月，尊享特惠年利率 P-2.3%优惠。

现有合资格证券客户尊享：

推广期：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包括首尾两天）

 「现有合资格证券客户交易$0佣金」

现有合资格证券客户于推广期内透过「工银智投资」APP 买入证券可享低至$0佣金优惠。每位现有合

资格证券客户可获豁免之买入证券佣金上限爲港币或等值港币 5,000 元。佣金豁免方式为先收后退。

所有客户尊享：

推广期：2022 年 7月 1 日至 2022年 12月 31 日（包括首尾两天）

 「新股$0手续费」

所有客户于推广期内透过「工银智投资」APP现金认购新股可获豁免认购手续费。

如有查询，欢迎亲临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本行」)各分行，您亦可致电客户服务热线 218 95588

或浏览本行网站 www.icbcasia.com。



提示﹕
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数码 KEY睇紧啲，揿 LINK前要三思！

借户口畀人有钱赚？小心洗黑钱陷阱！

投资涉及风险。优惠须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条款及细则：

一般条款及细则：

1. 同一交易日内，经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或「工银智投资」APP多次买入多次沽出同一只股票，该等交易均自

动合并为一笔买入或一笔沽出交易。

2. 本行保留可随时更改或终止优惠及不时无须事先通知修定本条款及细则的权利。

3. 如有任何争议，本行保留最终决定权。

4. 如本条款及细则之中、英版本有任何歧义，一概以中文版本为准。

5. 以下佣金优惠不得与其他非列于本宣传品的推广优惠一并使用；所有金融机构客户均不获享此等优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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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本条款和条件受香港法律管辖并应根据其解释。香港法院应具有非专属管辖权，以解决因本条款和条件引起

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

「开户现金赏」条款及细则：

1. 推广期由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包括首尾两天] (「推广期」) 。

2. 此优惠只适用于在推广期内成功开立的全新证券账户，并于开户前十二个月内不曾以个人、联名或公司名义

在本行持有证券账户的客户(「合资格新客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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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此优惠只适用于合资格新客户于推广期内透过个人网上银行或个人手机银行成功开立全新证券账户/综合投

资账户及成功登入「工银智投资」APP, 每名合资格新客户可获赠港币 100元现金奖赏一次。开户现金奖赏将

于 2023年 1月 31日或之前存入合资格新客户之港币账户内。

4. 合资格新客户于开户后首三个月内透过「工银智投资」APP成功买入或卖出一笔已于香港交易所上市以港币

或人民币计算的证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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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已于深圳或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之合资格深股通或沪股通股票或已于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或美国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美国证券，可获赠额外港币 200元现金奖赏一次。有关奖赏是根据客户开户日期, 并按下列之指定

月份存入合资格新客户之港币账户内。

开户日期 奖赏月份

2022年 7月 1日至 7月 31日 2022年 12月

2022年 8月 1日至 8月 31日 2023年 1月

2022年 9月 1日至 9月 30日 2023年 2月

2022年 10月 1日至 10月 31日 2023年 3月

2022年 11月 1日至 11月 30日 2023年 4月

2022年 12月 1日至 12月 31日 2023年 5月

5. 现金奖赏存入时，合资格新客户须仍持有有效的证券账户/综合投资账户及港币账户，否则有关优惠将被取消。



「交易$0佣金」条款及细则：

1. 此优惠推广期由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包括首尾两天] (「推广期」) 。

2. 此优惠只适用于在推广期内成功开立的全新证券账户，并于开户前十二个月内不曾以个人、联名或公司名义

在本行持有证券账户的客户(「合资格新客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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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此优惠只适用于合资格新客户成功开户日起计首三个月透过本行「工银智投资」APP 买入已于香港交易所上

市以港币或人民币计算的证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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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深

圳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合资格深股通或沪股通股票及已于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或美国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美国证券。此优惠均不设交易金额及交易次数限制。

4. 合资格新客户须于交易时先缴付全数经纪佣金。如此优惠之佣金与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之交易合并计算，其

佣金回赠将按「工银智投资」APP 占其交易额比例计算作出回赠。

5. 合资格新客户仍须缴付其他交易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港股结算费、印花税、香港证监会交易征费及香港交易

所收取的交易费或中国 A股交易的印花税、上海交易所/ 深圳交易所收取的经手费、中国证监会收取的证管

费及中国结算收取的过户费或美股监管费用、结算费及税项。收费详情可参考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

司(「本行」)的服务收费表。服务收费表可于本行网页 www.icbcasia.com浏览或亲临本行各分行索取。

6. 此优惠不适用于证券储蓄计划及新股认购服务。

7. 合资格新客户须于交易时先缴付全数经纪佣金。获豁免之经纪佣金将于客户享受完首三个月买入证券 0佣金

优惠后起计 3个月内存入合资格新客户的结算账户内。.

开户日期 首三个月获豁免之经纪佣金回赠月份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2022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2023 年 1 月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2023 年 2 月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2023 年 3 月

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 2023 年 4 月

2022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2023 年 5 月

8. 佣金回赠存入时，合资格新客户须仍持有有效的证券账户及结算账户，否则有关优惠将被取消。

「持续交易$0佣金」条款及细则：

1. 此优惠推广期由 2022 年 7月 1日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包括首尾两天] (「推广期」) 。

2. 此优惠只适用于在推广期内成功开立的全新证券账户，并于开户前十二个月内不曾以个人、联名或公司名义

在本行持有证券账户的客户(「合资格新客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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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合资格新客户须于成功开户日起计第三个月起，每月需透过「工银智投资」APP 成功买卖最少一笔已于香港

交易所上市以港币或人民币计算的证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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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已于深圳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合资格深股通或沪股通股票或已于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

所或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美国证券(「合资格交易」)，翌月方可继续透过「工银智投资」APP 以$0 佣金优

惠买入合资格交易。此优惠不设交易金额及交易次数限制。

4. 如合资格新客户于开户后第三个月起任何一个月未完成最少一笔合资格交易，此优惠将于翌月起终止及失效。

5. 合资格新客户须于交易时先缴付全数经纪佣金。如此优惠之佣金与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之交易合并计算，其

佣金回赠将按「工银智投资」APP 占其交易额比例计算作出回赠。

6. 合资格新客户由第四个月起获豁免之经纪佣金将于完成证券交易月份后起计3 个月内存入合资格新客户的结

算账户内。



*以上例子谨供参考于 202

7. 合资格新客户仍须缴付其他交易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港股结算费、印花税、香港证监会交易征费及香港交易

所收取的交易费或中国 A 股交易的印花税、上海交易所/ 深圳交易所收取的经手费、中国证监会收取的证管

费及中国结算收取的过户费或美股监管费用、结算费及税项。收费详情可参考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

司(「本行」)的服务收费表。服务收费表可于本行网页 www.icbcasia.com 浏览或亲临本行各分行索取。

8. 此优惠不适用于证券储蓄计划及新股认购服务。

9. 佣金回赠存入时，合资格新客户须仍持有有效的证券账户及结算账户，否则有关优惠将被取消。

「保证金账户迎新优惠」条款及细则：

1. 以上优惠推广期由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包括首尾两天] (「推广期」) 。

2. 此优惠只适用于在推广期内成功开立的全新证券保证金账户，并于开户前十二个月内不曾以个人、联名或公

司名义在本行持有证券保证金账户的客户(「合资格新证券保证金客户」)。

3. 此优惠只适用于推广期内成功开立全新证券保证金账户当日起计首三个月内(包括首尾两天)(「优惠期」)进行

的交易。

4. 优惠期内证券保证金账户年利率一律以最优惠利率减 2.3%计算，而最优惠利率将按照本行最新之公布为准，

优惠期完结后，本行将按照已定利率向客户收取。已定利率可参考本行网页 www.icbcasia.com。

「现有合资格证券客户交易$0佣金」条款及细则：

1. 以上优惠推广期由 2022年 10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包括首尾两天] (「推广期」) 。

2. 现有合资格证券客户定义为于 2022年 5月 31日或之前以个人、联名或公司名义在本行持有证券账户的客户

及客户于 2021年 10月 1日至 2022年 9月 30日期间未有透过本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工银智投资」APP

*例子：新客户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开立证券户口

月份 日期 买入证券低至$0 佣金优惠 进行买入交易 进行沽出交易 获豁免之经纪佣金回赠日期

第一个月 15/08/2022-14/09/2022 有

(开户后首 3 个月买入证券

$0 佣金优惠）

没有 没有

31/1/2023第二个月 15/09/2022-14/10/2022 没有 没有

第三个月 15/10/2022-14/11/2022 有 没有

合资格新客户须于成功开户后第三个月起，每月需完成合资格交易。翌月方可继续享有此优惠。如合资格新客户于开户后第 3 个月起任何一个月未完成

合资格交易，此优惠将于翌月起终止及失效。

第四个月 15/11/2022-14/12/2022

有

(开户后第三个月有透过「工银

智投资」APP 进行合资格交易)

有 有
28/2/2023

(买入之交易可享佣金回赠)

第五个月 15/12/2022-14/01/2023

有

(开户后第三和第四个月有透

过「工银智投资」APP 进行合

资格交易)

没有 有

31/3/2023

(可享有买入证券$0 佣金优惠但客户只进行沽

出交易并没有进行买入交易, 因此没有佣金回

赠)

第六个月 15/01/2023-14/02/2023

有

(开户后第三,第四和第五个月

有透过「工银智投资」APP进

行合资格交易)

没有 没有

30/4/2023

(可享有买入证券$0 佣金优惠,但客户没有进行

买入交易, 因此没有佣金回赠)

第七个月 15/02/2023-14/03/2023

没有

(开户后第六个月没有透过「工

银智投资」APP 进行合资格交

易)，买入证券$0 佣金优惠」

终止及失效。

没有 没有 优惠终止及失效。



成功买卖已于香港交易所上市以港币或人民币计算的证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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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已于深圳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合资格深股通或沪股通股票。

3. 此优惠只适用现有合资格证券客户于推广期内透过「工银智投资」APP买入已于香港交易所上市以港币或人

民币计算的证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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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已于深圳或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之合资格深股通或沪股通股票。

4. 现有合资格证券客户须于交易时先缴付全数经纪佣金。如此优惠之佣金与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之交易合并计

算，其佣金回赠将按「工银智投资」APP 占其交易额比例计算作出回赠。

5. 交易时先缴付全数经纪佣金。可获豁免之经纪佣金上限为港币或等值港币 5,000 元。如佣金回赠中包括人民

币, 将会按本行所厘定的汇率计算。获豁免之经纪佣金将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存入现有合资格客户

的结算账户内。

6. 现有合资格证券客户仍须缴付其他交易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港股结算费、印花税、香港证监会交易征费及香

港交易所收取的交易费或中国 A股交易的印花税、上海交易所/ 深圳交易所收取的经手费、中国证监会收取

的证管费及中国结算收取的过户费。收费详情可参考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本行」)的服务收费表。

服务收费表可于本行网页 www.icbcasia.com浏览或亲临本行各分行索取。

7. 现有合资格证券客户只可享此优惠一次，联名账户客户以单一账户计算，并只可享此优惠一次。

8. 优惠不适用于证券储蓄计划及新股认购服务。

9. 获豁免之经纪佣金回赠存入时，现有合资格证券客户须仍持有有效的证券账户及结算账户，否则有关优惠将

被取消。

「新股$0手续费」条款及细则：

1. 此优惠推广期由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包括首尾两天] (「推广期」) 。

2. 客户仍须缴付其他交易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1.0%经纪佣金、0.0027%证监会交易征费及 0.005%香港联合交易

所交易费(须于申请时以港元缴足，多缴股款可予退还)。

3. 此优惠只适用于客户于推广期内透过「工银智投资」APP现金认购新股，认购手续费会自动豁免。

4. 新股服务申请认购任何证券的指示乃不可撤回，且在未经本行事先同意前不得予以撤销。

风险披露：

证券交易的风险:
投资涉及风险，证券价格有时可能会非常波动，证券价格可升可跌，甚至变成毫无价值。买卖证券未必一定能够

赚取利润，反而可能会招致损失。

保证金买卖的风险:
藉存放抵押品而为交易取得融资亏损风险可能极大，您所蒙受的亏蚀可能会超过您存放于有关持牌人或注册人作

为抵押品的现金及任何其他资产。市场情况可能使备用交易指示，例如“止蚀”或“限价”指示无法执行。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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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您未能在指定的时间内支付所需的保证金款项或

利息，您的抵押品可能会在未经您的同意下被出售。此外，您将要为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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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你应根据本身的财政状况及投资目标，仔细考虑这种融资安排是否适合您。

创业板股份涉及很高的投资风险。尤其是该等公司可在无需具备盈利往绩及无需预测未来盈利的情况下在创业板

上市。创业板股份可能非常波动及流通性很低。阁下只应在审慎及仔细考虑后，才作出有关的投资决定。创业板

市场的较高风险性质及其他特点，意味着这个市场较适合专业及其他熟悉投资技巧的投资者。现时有关创业板股

份的资料只可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所操作的互联网网站上找到。创业板上市公司一般毋须在宪报指定的

报章刊登付费公告。假如阁下对本风险披露声明的内容或创业板市场的性质及在创业板买卖的股份所涉风险有不

明白之处，应寻求独立的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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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中所载的风险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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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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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蒙受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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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证券的主要风险声明:
投资者于投资海外证券前应充分了解有关详情、风险、收费及注意事项，并应自行寻求有关税务之专业意见，包

括但不限于进行海外投资时可能涉及之遗产税及红利预扣税等税务责任。海外证券具有与本地市场证券一般没有

关连的其他风险，海外证券之价值或收益可能较为波动及可能因其他因素而遭受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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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未经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审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您不想收取本行的宣传资料，请填妥以下表格并交回本行，地址及收件人为「香港中环花园道 3号中国工商银

行大厦 33楼资料保护主任收」。此服务并不收费。

 本人不想收取 贵行日后发出的宣传资料。（请于方格内加上「」号）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账户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或香港身份证/护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欲索取此证券服务推广宣传单张之英文版本，请致电 218 95588 或浏览网页 www.icbcas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