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上交易優惠最佳之選

優惠內容

月費

服務月費 豁免首 3 個月服務月費 3

交易產品配套

電匯

電匯手續費半價優惠 4 
全新客戶 2 可於開戶後指定時間內享
•匯入電匯手續費每筆港幣 30 元 ( 原價港幣 60 元 )
•網上匯出電匯手續費每筆港幣 50 元 ( 原價港

幣 105 元 )4.1

首 8 個月內 首 7 個月內 首 6 個月內

外幣兌換
兌換優惠 5 高達 60 點子 
以港元兌換指定外幣 ( 或以指定貨幣兌換港元 )，
均可享外幣兌換優惠高達 60 點子

• 美元、澳元、
紐元、加元、
日圓、瑞士
法郎： 
20 點子

• 歐羅、英鎊： 
60 點子

• 美元、澳元、
紐元、加元、
日圓、瑞士
法郎： 
10 點子

• 歐羅、英鎊： 
30 點子

• 美元、澳元、
紐元、加元、
日圓、瑞士
法郎： 
10 點子

• 歐羅、英鎊： 
30 點子

發薪服務
豁免首 12 個月 6 發薪指示費 
備註：只適用於首次申請發薪服務的客戶透過「企業網上銀行」
傳送發薪指示

信用卡

信用卡

中銀商務卡優惠 7

1.  成功申請「中銀商務卡」，可享永久豁免年費
2. 全新商務卡客戶可獲享迎新獎賞
中銀商務卡最新優惠，詳情請瀏覽：
www.bochk.com > 信用卡 > 信用卡詳情 >  
中銀商務卡

中銀銀聯雙幣商務白金卡專享優惠 7

除以上中銀商務卡優惠，額外可享：
1. 海外 ( 包括網上及實體商店 ) 簽賬 2X 積分獎賞，

不設上限 
2. 專享無限次免費機場貴賓候機室服務
3. 豁免海外簽賬手續費
4. 專享銀聯商務卡禮遇

中銀 Visa Infinite 商務卡專享優惠 7

除以上中銀商務卡優惠，額外可享：
1. 海外 ( 包括網上及實體商店 ) 及餐飲簽賬 3X 積

分獎賞，不設上限
2. 專享無限次免費機場貴賓候機室服務
3. 免費全球個人意外保障
4. 更多 Visa Infinite 商務卡增值禮遇

由即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 1，客戶只需開立「商業理財賬戶」2 ，即可享以下多項迎新優惠。
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優惠內容

商戶收款

商戶收款
( 二維碼支
付、信用卡
及八達通 )

二維碼支付、信用卡及八達通商戶收款服務商戶
專享優惠 8

1.  豁免開戶費  
2. 豁免首年年費 
3. 尊享特優回扣費率
如有查詢，請致電商戶查詢熱線 (852) 2853 8702

保險

保險

成功投保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承保的「中銀商
務綜合保障計劃」，可享以下優惠 9 
1.  首年保費 95 折
2. 若每張保單首年實繳全年保費達港幣 4,000 元

或以上，可額外獲贈 100 元購物禮券

提示：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迎新優惠條款： 

1 推廣期由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止(包括首尾兩天)(「推廣期」)。

2  全新客戶指(i)從未持有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中銀香港」)任何賬戶或使用任何服務及/或產品及(ii)成功開立「商業理財賬戶」的主戶。
現有客戶指(i)持有中銀香港任何賬戶或使用任何服務及/或產品及(ii)成功開立「商業理財賬戶」的主戶。「商業理財賬戶」受有關條款及
細則所約束。迎新優惠只適用於「商業理財賬戶」的主戶。有關「商業理財賬戶」詳情、條款，請參考相關宣傳單張或向中銀香港職員
查詢。

3 服務月費豁免

3.1  在首3個月服務月費豁免完結後，中銀香港將按客戶的「客戶關係值」而釐定「商業理財賬戶」服務月費，並開始自動收取有關服務月費。

3.2  服務月費(如有)將從主戶在《開戶申請表(公司/機構)》或《客戶/賬戶/服務資料修改表格(公司/機構)》上指定的相關港元賬戶扣取。本
月的「客戶關係值」將影響下個月服務月費的豁免。如對中銀香港計算「客戶關係值」的方法有任何爭議，中銀香港所採用的計算方法
為最終決定。中銀香港保留在毋須事先知會的情況下不時更改此計算方法的權利。 

4  電匯手續費優惠

4.1  為全新客戶提供的匯款手續費優惠只適用於所有匯入電匯及透過「企業網上銀行」及「iGTB MOBILE」辦理的匯出電匯的基本電匯手續
費，並不包括任何其他相關的收費(例如代理行收費、匯入電匯指定由匯款人付費、及匯出電匯指定由收款人付費)。優惠有效期為成
功開立「商業理財賬戶」後下一個月第五個工作天(星期六除外)起計。

5  外幣兌換優惠

5.1  客戶透過中銀香港分行、專人接聽電話銀行服務及 「企業網上銀行」兌換外幣可享此優惠。

5.2  客戶必須以電匯價以港元兌換指定貨幣(或以指定貨幣兌換港元)，方可享此優惠。

5.3  此優惠不適用於外幣現鈔兌換，詳情請向中銀香港職員查詢。

5.4  中銀香港保留隨時修訂外幣兌換優惠的酌情權而毋須事先通知。

6  豁免首12個月發薪指示費

6.1  客戶須在成功開立「商業理財賬戶」前未選用中銀香港的發薪服務並符合以下條件，方可自成功開立「商業理財賬戶」當月起計12個月
享用發薪指示費豁免優惠：(a)同時申請「商業理財賬戶」及 「企業網上銀行」；或(b)在「商業理財賬戶」開立前已申請「企業網上銀行」；
或(c)在成功開立「商業理財賬戶」時並非「企業網上銀行」的客戶，而於「商業理財賬戶」成功起計6個月內親臨中銀香港分行申請「企
業網上銀行」。

6.2  「商業理財賬戶」客戶須成功啓動「企業網上銀行」上的發薪服務，此優惠適用於主戶在《開戶申請表(公司/機構)》或《客戶/賬戶/服務
資料修改表格(公司/機構)》指定用作扣取服務月費的相關港元賬戶，並透過「企業網上銀行」上載的發薪指示。此優恵不適用於成功開
立「商業理財賬戶」前已為中銀香港發薪服務的客戶。

6.3  由第13個月起，中銀香港將收取為發薪指示費，費用以中銀香港不時公佈的為準。有關發薪服務的條款，請參閱《服務條款》第二節：
銀行服務的「自動轉賬服務」部分。客戶可在中銀香港網站(www.bochk.com)查閱最新的《服務條款》。

7 中銀商務卡優惠

7.1 優惠推廣期至2023年12月31日。

7.2 中銀商務卡各項優惠及服務須受相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www.bochk.com > 信用卡 > 信用卡詳情 > 中銀商務卡。

8  商戶專享優惠

8.1 全新客戶必須於推廣期內，將填妥及已簽署的指定二維碼支付/信用卡/八達通商戶收款服務合約文件，連同其他有關文件遞交至中銀
信用卡國際有限公司(「卡公司」)，並在2023年6月30日或之前獲卡公司成功批核，方可獲享商戶專享優惠。

8.2  卡公司保留根據客戶於開戶時所提供的資料，而決定是否接受有關商戶收款服務申請的絕對權利。

8.3  卡公司保留隨時修訂商戶收款服務的條款的酌情權而毋須事先通知。如有任何爭議，中銀香港與卡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9  「中銀商務綜合保障計劃」優惠

9.1  保費折扣優惠及/或禮券優惠只適用於全新及現有「商業理財賬戶」客戶在推廣期內成功投保「中銀商務綜合保障計劃」(「本計劃」)，及
所有保單須於2023年7月31日或之前生效(「合資格客戶」)，否則優惠將被取消。此優惠只適用於新投保，不適用於續保保單或於取消
保單/停止續保後3個月內重新投保的保單。

9.2  全新客戶或現有客戶必須於推廣期內，經中銀香港分行/客戶聯繫中心，將填妥及/或已簽署的本計劃的投保書，連同其他有關文件遞
交至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中銀集團保險」)，及繳付已折實首年保費，並獲中銀集團保險成功批核及接納，方可獲享首年保費折扣
優惠及/或禮券優惠。

9.3  購物禮券(「禮券」)由中銀集團保險提供。合資格客戶每張首年實繳全年保費達港幣4,000元或以上，可獲贈價值港幣100元之禮券。
禮券將於2023年11月30日或之前按中銀集團保險紀錄的客戶通訊地址寄發。客戶須在中銀集團保險郵寄禮券時仍然持有有效的保單，
否則禮券將被取消。禮券不可轉讓、退回、更換其他禮品或兌換現金。通知函及/或隨函附上的禮券在任何情況下(包括在郵寄時)如有
遺失、損壞、塗汚或被竊，中銀香港及/或中銀集團保險恕不補發或更換，亦不承擔任何責任。禮券數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若禮券送罄，中銀集團保險保留以其他禮品/禮券代替的權利而毋須另行通知，而有關禮品/禮券的價值及性質可能有別於原有禮券。
禮券須受其條款及細則約束。中銀香港及/或中銀集團保險並非禮券的供應商。如對禮券有任何查詢或投訴，請直接與有關供應商聯
絡。中銀香港及/或中銀集團保險並不會對供應商所提供的禮券或產品或服務質素作出保證或對使用其禮券或產品或服務時所構成的後
果負責。

9.4 中銀集團保險保留根據「商業理財賬戶」客戶及/或投保人及/或受保人於投保時所提供的資料，而決定是否接受有關本計劃申請的絕對
權利。 

9.5  本計劃由中銀集團保險承保。

9.6  中銀香港以中銀集團保險之委任保險代理機構身份分銷本計劃，本計劃為中銀集團保險之產品，而非中銀香港之產品。

9.7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已獲香港特別行政區保險業監管局根據《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41章)發出保險代理機構牌照。(保險代理
機構牌照號碼 FA2855)。

9.8  對於中銀香港與客戶之間因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而產生的合資格爭議(定義見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的金融糾紛調解中心職權範圍)，
中銀香港須與客戶進行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程序；而有關本計劃的合約條款的任何爭議，應由中銀集團保險與客戶直接解決。

9.9 中銀集團保險已獲保險業監管局授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經營一般保險業務，並受其監管。

9.10 中銀集團保險保留隨時修訂、暫停或終止本計劃，更改有關任何條款及細則的權利，毋須事先通知。如有任何爭議，以中銀集團保險
的決定為準。

9.11  本宣傳品僅供參考，並只在香港派發，不能詮釋為在香港以外提供或出售或游說購買中銀集團保險的任何產品的要約、招攬及建議。
有關本計劃詳情(包括詳盡條款、細則、除外事項、保單費用及收費)，請參閱中銀集團保險繕發的保單文件及條款。如有任何查詢，
請聯絡中銀香港職員。

9.12  本計劃受相關保單的條款及條件所限制，各項條款以中銀集團保險繕發的正式保單為準。各項保障項目及承保範圍、條款及不承保事
項，請參閱相關保單。

一般條款：

•上述推廣優惠不可與其他非列在本宣傳品的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中銀香港及卡公司各賬戶與服務均受有關條款約束。本宣傳品所載的條款應被視作各賬戶與服務的條款的附加。如有任何抵觸，概以本宣傳
品的條款為準。

•中銀香港、中銀集團保險及卡公司保留隨時修訂、暫停或取消上述產品、服務與推廣優惠以及修訂其相關條款的酌情權。

•如有任何爭議，中銀香港、中銀集團保險及卡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如本宣傳品的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風險披露 ：

外匯買賣風險：

外幣投資受匯率波動而產生獲利及虧損風險。客戶如將外幣兌換為港幣或其他外幣時，可能受外幣匯率變動而蒙受虧損。

人民幣兌換限制風險 ： 

•人民幣投資受匯率波動的影響而可能產生獲利機會及虧損風險。客戶如將人民幣兌換為港幣或其他外幣時，可能受人民幣匯率的變動而蒙受
虧損。

•(只適用於企業客戶)目前人民幣並非完全可自由兌換，企業客戶通過銀行進行人民幣兌換是否可以全部或即時辦理，須視乎當時銀行的人民
幣頭寸情況及其商業考慮。客戶應事先考慮及了解因此在人民幣資金方面可能受到的影響。

For English version of the promotion material, please contact any branch of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Limi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