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本申請表中，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簡稱為“中銀香港”。獲批核貸款的申請人將受隨附的稅務貸款條款(“稅務貸款條款”)監管。除非另外指明，
本申請表的用詞的定義與稅務貸款條款內的用詞的定義相同。
為向您提供服務，中銀香港需收集您的資料。如您未能提供有關資料，中銀香港可能無法處理您的申請。請參閱中銀香港「資料政策通告」及其某些相關
實體不時以任何名稱發出的有關個人資料的使用、披露及轉移的一般政策的其他文件。
@若於此資料欄位提供的資料與銀行記錄不符，銀行記錄將會於成功提取貸款後作相應修改。

「貸合適」稅務貸款申請表

貸款額及還款資料

稅務貸款申請金額 (港幣H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高可達應繳稅款之100%，最低港幣10,000元)
額外貸款申請金額 (港幣H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高可達應繳稅款之200%，最低港幣10,000元) 
額外貸款用途 □備用資金 □其他 (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還款期 □6個月 □12個月 □ 18個月 
預計提取貸款日期  _____________年  _____________月  _____________日 
註: 1. 為避免任何延誤或稅務局徵收附加費，申請人需要自行作繳稅安排。 
      2. 提取貸款日期只限於銀行營業日並以還款資料通知書為準。 

職業資料
任職公司名稱 (請用英文正楷填寫)   公司行業及業務性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僱 □是 □否 如否，請說明職業及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薪酬類別 □固定收入 □非固定收入   
月薪 (HK$)  ____________ 現職開始時間  ________________年  _____________月 
公司電話  ______________  所在行業開始時間  _____________年  _____________月 
辦公室地址 (請用英文正楷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室 樓 座             大廈/屋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 地區  □香港  □九龍  □新界
國家/地區 □中國香港 □中國 ( ______________省) □其他 (請說明)  _____________

信貸資料申報
您是否有 (包括現正申請中) 其他銀行 /財務機構之有抵押貸款產品 (自住樓宇按揭除外) 或其他銀行 /財務機構 (包括信用卡的分期貸款) 之無抵押貸款產品？
□否 □是
您需負責之其他有抵押貸款每月總供款金額 港幣H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需負責之其他有抵押透支產品總結欠金額 港幣H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需負責之其他無抵押貸款每月總供款金額 港幣H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需負責之其他無抵押循環貸款總結欠金額 港幣H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過去是否涉及訴訟?  □否 □是 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資料
香港身份證上的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身份證號碼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年  _____________月  _____________日
性別@  □男 □女 
國籍@ □中國香港 □中國 ( ______________省) □其他 (請說明)  _____________ 　 
婚姻狀況@ □單身 □已婚  □離婚 / 分居  
教育程度@ □小學程度或以下 □中學程度 □預科 /大專程度 
 □學位 □碩士或以上 

現居住址 (請用英文正楷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室 樓 座             大廈/屋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 地區  □香港  □九龍  □新界
國家 /地區 □中國香港 □中國 ( ______________省) □其他 (請說明)  _____________
現居類型 □私人樓宇 □居屋 □公共房屋 
 □公司宿舍 □其他 (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  

現居所有權 (現居狀況) □自置 (無抵押) □由僱主提供 □親屬擁有 
 □已按揭，每月供款港幣HK$  _____________　 □租用，每月租金港幣HK$  _____________ 
 □其他 (請說明)  _____________ 　  

現居住址開始時間 ___________年  ___________月 

長期居留地址 (請用英文正楷填寫) (如與「現居住址」相同無需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室 樓 座             大廈/屋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 地區  □香港  □九龍  □新界
國家 /地區 □中國香港 □中國 ( ______________省) □其他 (請說明)  _____________

傳呼機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      
住宅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貸款戶口通訊地址 □現居住址 □辦公室地址     

(2017-11版本)



貸款方法
本人要求並授權中銀香港將所有的貸款金額存入指定帳戶。 
上述“指定帳戶”指於申請表“直接付款授權書”欄所述的指定帳戶，帳戶名稱必須與申請人相同。 

直接付款授權書
本人現不可撤銷地授權予中銀香港，自本人之下述指定帳戶扣除用於清還有關本人所申請之貸款所有尚欠之貸款、利息及任何其他費用和收費之款項。
本人明瞭本人必須在中銀香港持有一個私人往來 /儲蓄帳戶；本人同意遵守及履行一切有關此帳戶之服務條款。
如上述之往來戶口因該款項之扣除出現任何透支或令現時之透支增加，本人承諾將歸還所有透支之金額及根據中銀香港通用之利率計算之利息。
本人同意如本人之帳戶並無足夠款項用作扣除該等款項，中銀香港有酌情權不作出該款項之扣除。
如因以上之原因而取消扣除該等款項，中銀香港有權就逾期未付的金額收取罰息。
本人同意遵守上述條款。 
中銀香港指定帳戶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述指定帳戶之持有人必須與申請人相同。 

關連人士
截至本申請表日期，申請人是否中銀香港或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包括附屬公司及分行)的董事 /監事 /總裁 /高級管理層及主要職員/委員會主席 /部門
主管 /分行行長/從事貸款審批的僱員/控權人(指單獨或連同其他相聯控權人持股5%或以上)，或中銀香港附屬公司、聯屬公司以及中銀香港能對其行使
控制的其他實體及其控權人 / 小股東控權人 / 董事 / 高級管理層及主要職員，以及上述人士的親屬，或上述人士或其親屬所能控制的任何商號、合夥或非上市
公司？申請人的董事、合夥人、經理或代理人是否中銀香港或其任何控權人、小股東控權人、董事或上述人士親屬？申請人的擔保人是否中銀香港的任
何控權人、小股東控權人或董事或上述人士親屬？ 
□否，現時並不存在上述關係。倘日後如有此等關係，本人同意盡速以書面通知銀行。 
□是，請填寫以下資料。       
 □ 借款人是中銀香港或其附屬公司的董事/監事 /總裁 /高級管理層及主要職員 / 委員會主席 / 部門主管 / 分行行長 / 從事貸款審批的僱員 / 控權人 (指單獨

或連同其他相聯控權人持股5%或以上)，或中銀香港附屬公司、聯屬公司以及中銀香港能對其行使控制的其他實體及其控權人 / 小股東控權人 / 董事 / 
高級管理層及主要職員，以及上述人士的親屬，或上述人士或其親屬所能控制的任何商號、合夥或非上市公司；或借款人的董事、合夥人、經理
或代理人是中銀香港或其任何控權人、小股東控權人、董事或上述人士親屬。 

 □ 借款人是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屬公司及分行 (惟「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除外) 的董事 / 監事 / 總裁 / 高級管理人員 / 委員會
主席/ 部門主管 / 分行行長 / 從事貸款審批的僱員 / 控權人 (指單獨或連同其他相聯控權人持股5%或以上)，以及上述人士的親屬。

申請人聲明
本人不欲中銀香港使用其個人資料經以下渠道作直銷推廣 (請以"✓" 選擇管道) : 
□電子渠道 □郵件 □專人電話   
如申請人沒有在以上任何方格內以"✓" 號顯示其選擇，即代表申請人並不拒絕中銀香港任何形式的直銷推廣。 
□ 為改善及提供更全面的服務予中銀香港的客戶，中銀香港可能會將您的個人資料提供予「本集團」* 其他成員及其他人^作其包括財務、保險、信用

卡、證券、商品、投資、銀行及相關服務和產品及授信的直銷推廣。若您不欲中銀香港提供您的個人資料予以上人士作以上用途，請　閣下在這方
格上以"✓"號表示。以上代表　閣下現在對是否接收直銷推廣資料，以及對中銀香港擬將　閣下個人資料提供予「本集團」*其他成員及其他人^作其
直銷推廣的選擇，亦取代任何　閣下之前已告知中銀香港的選擇。請注意，　閣下以上的選擇適用於根據中銀香港的「資料政策通告」上所載的產
品，服務及/或目標類別的直銷推廣。 

*「本集團」指中銀香港及其控股公司、分行、附屬公司、代表辦事處及附屬成員，不論其所在地。附屬成員包括中銀香港的控股公司之分行、附屬公
司、代表辦事處及附屬成員，不論其所在地。 

^ 請　閣下參考該通告上以得知在直銷推廣上可使用的個人資料的種類，以及　閣下的個人資料可提供予甚麼類別的人士以供該等人士在直銷推廣中使用。
本人謹此聲明以上資料均屬詳實，本人授權中銀香港向本人的僱主，財務機構及信用諮詢公司或任何其他信用狀況或資料來源查詢核實以上資料，並收
取該等資料用以處理及評核這申請，並在本人的申請獲批准後，用以操作本人的戶口。
本人並授權中銀香港向下述可獲披露者披露本人及/或此項申請及/或本人的戶口之任何資料，可獲披露及可運用資料者為(i)中銀香港之員工、代理人及
承包商，用以處理及核實此申請；(ii)中銀香港聘請的服務提供者，對客戶帳戶的操作和帳戶服務之市場推廣有關之行政服務；(iii)任何財務機構及信用
諮詢公司或任何其他可提供信用狀況或資料來源之機構。
本人明白中銀香港提供的稅務貸款沒有委託任何貸款中介公司，中銀香港亦不會接受任何中介公司或第三者轉介稅務貸款申請。本人並確認沒有透過中
介公司或第三者轉介是次稅務貸款申請，或曾提供個人資料予中介公司或第三者以促致、洽商、取得或申請是次貸款。
本人同意接受中銀香港以其絕對酌情權決定貸出的貸款，不論是以相等或低於本申請表所申請的貸款額及遵守附頁所列之一切條款。本人同意及確認中
銀香港有絕對酌情權接納/拒絕申請。
本人聲明本人現為在職及/或有收入的人士及明白中銀香港保留要求本人提供有關的身份及入息證明文件的絕對酌情權。
本人同意中銀香港批出的貸款(如有)的任何部份，均不會用作向任何人提供資本購入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之股票，或解除任何人與購入中銀香港(控
股)有限公司之股票有關的責任。
本人聲明本人並非破產或曾經破產。本人並無意向申請破產及據本人所知現時並無進行任何有關本人的破產申請進行中。
不論本人是否指定帳戶持有人，本人現確認負責清還貸款所有尚欠之貸款、利息及任何其他費用和收費之款項。
本人明瞭中銀香港會考慮環聯資訊有限公司之信貸報告，並授權中銀香港認為適當的情況下，可一次或以上使用本人的資料作信貸查閱，本人或可自行
致電環聯資訊有限公司索取報告(電話2577 1816)。
本人明白行銷人員之薪酬總額包含固定薪酬部份及浮動薪酬部份。浮動薪酬之發放與行銷人員在財務及非財務指標的工作表現掛鈎。
本人確認已收妥、閱讀及明白隨附的「貸合適」稅務貸款條款、推廣優惠條款及細則(如適用)、資料政策通告(或不時由中銀香港及其某些相關實體以任
何名稱發出有關個人資料的使用、披露及轉移的一般政策的其他檔(可經不時修訂))、「貸合適」稅務貸款產品資料概要及所有書面通知之條款、細則及
備註，並同意受該等檔所約束。 

申請人簽署   日期 

必須與上述指定中銀香港的帳戶簽署相同 
 
銀行專用 

分行/單位 日期　 放審書編號　 

核印人姓名  核印人簽署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公司名稱  部門名稱

與申請人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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