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BC信用卡現金兌現計劃
跨境金融 首選銀行

特低息率低至

0.09%

輕鬆滿足您的大想頭！

只適用於現有信用卡客戶

於2018年12月31日或之前申請，成功

100現金回贈

批核後更可額外尊享$

•特低利率
•長達60個月還款期
•申請簡便，只須提供最近3個月入息證明

貸款額（HK$）

每月平息

0.090%
0.115%
0.125%
0.140%
0.165%
0.175%
0.185%

$1,000,000或以上
$800,000-$999,999
$500,000-$799,999
$300,000-$499,999
$100,000-$299,999
$50,000-$99,999
$10,000-$49,999

實際年利率（每月還款額以每HK$10,000貸款額計算（HK$）
）
12個月

24個月

36個月

48個月

60個月

2.01% ($842.33)

2.08% ($425.67)

2.10% ($286.78)

2.11% ($217.33)

2.11% ($175.67)

2.57% ($844.83)

2.66% ($428.17)

2.68% ($289.28)

2.69% ($219.83)

2.69% ($178.17)

2.79% ($845.83)

2.89% ($429.17)

2.92% ($290.28)

2.92% ($220.83)

2.92% ($179.17)

3.13% ($847.33)

3.24% ($430.67)

3.27% ($291.78)

3.27% ($222.33)

3.27% ($180.67)

3.70% ($849.83)

3.82% ($433.17)

3.85% ($294.28)

3.85% ($224.83)

3.84% ($183.17)

3.92% ($850.83)

4.05% ($434.17)

4.08% ($295.28)

4.08% ($225.83)

4.07% ($184.17)

4.15% ($851.83)

4.29% ($435.17)

4.32% ($296.28)

4.32% ($226.83)

4.30% ($185.17)

上述利率只供參考，本計劃之批核需視乎持卡人賬戶於申請批核時賬戶狀況及可用信用額而定。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優惠期至：2018年12月31日

申請方法：

傳真 2233 9922

郵寄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27號

ICBC信用卡現金兌現計劃申請表格
此申請表只供主卡持卡人使用，請以英文正楷填寫所需資料。請連同最近3個月入息證明提交。
主卡持卡人姓名：

香港居民身份證號碼：

信用卡號碼：
×

基本月薪：HK$
＃

申請兌現金額 ：HK$
＃

日

出生日期：
個月

月

年

每月按揭供款 ：HK$

還款期： 12個月

24個月

36個月

48個月

60個月

申請兌現金額（i）最少須為 HK$10,000，而最高為 HK$1,000,000 或持卡人有關之 ICBC 信用卡賬戶內之可用信用額，以較低者為準；及（ii）須為 HK$100 之倍數。如沒有註明
或信用額少於兌現金額時，本行將以該信用卡賬戶最高可用信用額批核。

請將已批核之兌現金額，存入本人下列銀行港幣賬戶內：
銀行名稱：

賬戶持有人姓名：

賬戶號碼：
本人 □ 並非透過 /

□ 透過 * 第三方推薦申請本貸款。 * 請填寫以下資料

第三方名稱：

不適用於聯名戶口，如非工銀亞洲賬戶，請附上印有閣下
姓名及賬戶號碼之存摺首頁或最近期之銀行賬戶結單副本。

電話號碼：

推薦費：

以下簽署證明本人已閱讀、明白及同意印於本頁及背頁有關現金兌現計劃的條款及細則並受其約束。
FOR BANK USE ONLY
Code
Loan Plan
Sales Code

主卡持卡人簽署（須與申請表上之簽署相同）

日期

Exp

P/D
SV

分期貸款產品資料概要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ICBC 信用卡現金兌現計劃
2018 年 4 月

此乃分期貸款產品。本概要所提供的利息、費用及收費等資料僅供參考，分期貸款的最終條款以貸款確認書為準。
利率及利息支出
實際年利率
貸款金額：HK$100,000
貸款期
6 個月
12 個月
24 個月
36 個月
48 個月
60 個月
實際年利率
不適用
3.70% - 5.52% 3.82% - 5.69% 3.85% - 5.72% 3.85% - 5.70% 3.84% - 5.68%
逾期還款年化利率 /
就違約貸款收取的
年化利率
費用及收費
手續費
逾期還款費用及收費
提前還款 / 提前清償 /
贖回的收費

實際年利率為 16.08%-31.89%，但會不時作出檢討。如果您在每月的到期還款日或之前支付全數結欠，銀行不會向您收取利
息。否則，利息將按：（i）未清付的結欠金額從上期結單日之翌日起按日計算直至全數償還為止，及（ii）每項新信用卡交易（在
上期結單日後記賬的）亦將由該項交易的記賬日起按日計算直至全數償還為止。
不適用
如您在「到期還款日」尚未繳付「最低還款額」
，須付逾期費用。每期最低還款額之5%
（最低收費為HK$130；最高收費為HK$250）
當客戶於任何時候提早清還兌現金額之餘額，其尚未清還之兌現金額餘額之總數連同 HK$300 行政費（如適用）將一次過
於有關 ICBC 信用卡賬戶內扣除並須立即全數繳付。
注意事項：
客戶於申請提前償還全數貸款時，需考慮涉及的提早償還費用。假如客戶已按期償還了一段時間，餘下未償還的利息金
額可能已經很小。雖然提前償還全數申請可節省未償還的利息，但未必足以彌補提早償還費用，甚至會造成得不償失
的情況。

退票 / 退回自動轉賬 每次退票 / 退回自動轉賬授權指示時，將收取 HK$110
授權指示的收費
其他資料
•實際年利率是一個參考利率，乃根據銀行營運守則所設定之方法計算，以年化利率展示出包括銀行產品的基本利率及其他費用與收費。
•以上例子只供參考，詳情請參閱有關宣傳單張。

如果您不想收取本行的宣傳資料，請填妥以下表格並交回本行，地址及收件人為「香港中環花園道3號中國工商銀行大廈33樓資料保護主任收」。此服務並不收費。

□ 本人不想收取貴行日後發出的宣傳資料。（請於方格加上“P”號）

姓名：＿＿＿＿＿＿＿＿＿＿＿＿＿＿＿＿＿＿＿＿＿＿＿＿＿＿＿＿＿＿＿＿ 日期：＿＿＿＿＿＿＿＿＿＿＿＿＿＿＿＿＿＿＿
賬戶號碼：＿＿＿＿＿＿＿＿＿＿＿＿＿＿＿＿＿＿＿＿＿＿＿ 或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

如欲索取此現金兌現計劃宣傳單張之英文版，請致電 24 小時客戶服務熱線 218 95588 或瀏覽網頁 www.icbcasia.com。
If you would like to get an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leaflet regarding this Cash Installment Plan, please call our 24-hour Customer Service
Hotline at 218 95588.

www.icbcasia.com
客戶服務熱線

218 95588

LAC-0397/1803/228

ICBC 信用卡現金兌現計劃條款及細則：1.ICBC 信用卡現金兌現計劃（
「本計劃」
）只適用於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ICBC」「本行」
/
）發出
之信用卡及聯名卡之特選主卡持卡人（
「持卡人」
）
，不包括附屬卡、公司卡及學生持卡人。2. 本計劃之優惠期由即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行
有絕對酌情權審批持卡人就本計劃之申請及其最終獲批核之兌現金額。如申請不被接納，本行毋須作出任何解釋。3.HK$100 現金回贈（
「獎賞」
）
只適用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申請及成功批核 HK$300,000 或以上之持卡人。獎賞將於放款後的第 2 個月存入持卡人之 ICBC 信用卡賬戶
內（例子 : 若持卡人於 2018 年 10 月 9 日成功批核本計劃，其現金回贈將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前存入其信用卡賬戶內）。每位合資格客戶只
可獲享獎賞一次。ICBC 信用卡賬戶必須於獲享獎賞時仍然有效及沒有任何拖欠記錄，方可獲享獎賞。獎賞不可作現金透支提取，亦不可轉讓
及不可用作繳付信用卡結欠。4. 申請兌現金額（i）最少須為 HK$10,000，而最高為 HK$1,000,000 或持卡人有關之 ICBC 信用卡賬戶內之可用信
用額，以較低者為準；及（ii）須為 HK$100 之倍數。5. 已批核之兌現金額將於批核後 2 星期內存入指定之持卡人個人同名港幣銀行賬戶。任何持
卡人之聯名賬戶、公司賬戶、信用卡賬戶或其他私人貸款賬戶均不適用於存入已批核之兌現金額。本行有權以任何形式存入所批核之兌現金
額，持卡人須負責滙款予閣下所指定之銀行所涉及之匯費及所有相關費用。6. 申請一經成功批核，已批核之兌現金額將由持卡人之 ICBC 信用
卡賬戶內之信貸限額扣除。被扣減的信貸限額將按每月還款金額作調整，直至付清欠款而恢復。7. 本計劃之實際年利率乃根據〈銀行營運守則〉
所載的有關指引計算，本行有絕對權力以任何方法分配分期還款的本金與利息比例。實際年利率是一個參考利率，以年化利率展示出包括銀行
產品的基本利率及其他費用與收費。8. 兌現之金額及相關之月息將分 12 個月、24 個月、36 個月、48 個月或 60 個月期按月等額分期於持卡人
有關之 ICBC 信用卡賬戶內扣除。每期還款額如遇小數，小數總額將誌賬於持卡人首次應付之還款額內。首次還款額將於成功轉賬後下一個工
作天誌賬於持卡人之 ICBC 信用卡賬戶，並於下期信用卡結單所列之到期繳款日到期償還。9. 確認信會於批核後 2 星期內發出。本計劃之貸款
金額、利率、月息、每月之還款額及有關貸款之還款期數於本計劃批核後所發出的確認信中詳列及將不得更改。10. 於還款期內，持卡人每期
信用卡結單結欠均須全數還款，方可享息率優惠。如持卡人選擇償還部份信用卡結單結欠，則每期誌賬於其 ICBC 信用卡賬戶內之分期金額，
連同其 ICBC 信用卡賬戶之零售簽賬（如有）一併以當時適用於零售簽賬的息率由有關簽賬日期起計算利息，直至該其 ICBC 信用卡賬戶內之結
欠全數清還為止。11. 如本行認為持卡人之 ICBC 信用卡賬戶未能維持正常狀況，或其財務狀況或信譽有不良改變，本行有權終止本計劃而毋須
對持卡人作出任何賠償。計劃一經終止，其尚未清還之兌現金額餘款之總數將一次過誌賬於其 ICBC 信用卡賬戶內並須立即全數繳付。12. 若持
卡人取消有關 ICBC 信用卡賬戶，或提早清還兌現金額之餘額，其尚未清還之兌現金額餘額之總數連同 HK$300 行政費（如適用）將一次過於有
關 ICBC 信用卡賬戶內扣除並須立即全數繳付。持卡人須於信用卡結單所列之到期繳款日前不少於 14 個工作天提出書面通知予本行卡中心處理
提早清還餘額之申請。13. 持卡人須根據信用卡會員合約還款。14. 持卡人明白及同意根據個人信貸資料實務守則之條款，本行有權在檢討持卡
人現有借貸的情況下，向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索取有關持卡人的資料。如持卡人希望查閱或更正該份信貸報告之資料，可與環聯資訊有限公司聯
絡。聯絡地址如下：九龍尖沙咀廣東道九號港威大廈第六座 1006 室；電話：2577 1816。15. 持卡人同意受本行不時頒佈及採用之信用卡會員
合約和本計劃之條款及細則所約束。如欲索取該等條款，請致電 24 小時客戶服務熱線 218 95588。16. 本計劃的借貸金額將不獲享任何積分獎
賞、現金回贈或飛行里數。17. 並非本條款及細則任何一方的任何人士或實體，將不會擁有於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第 623 章）下強制執行本
條款及細則任何部分的權利。18. 本行保留可隨時更改或終止本計劃及不時修訂本條款及細則的權利。19. 如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一切最終決
定權。20. 中、英文本之條款及細則如有差異，概以中文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