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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立賬戶所需提供的資料 － 所有中小企適用 

Information to be obtained for account opening － Applicable to all SMEs 

  

  

1. 請述明貴公司的成立日期。  

Please state the date of incorporation of your company.  

2. 營運、註冊及通訊地點是否相同，若否，請說明原因。  

Are the business address, registered address and correspondence address the same? If 

not, please provide reason(s).  

3. 請提供所屬集團背景(如集團之業務性質) (如有)。  

Please provide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oup to which your company belongs (such as 

the nature of the group’s business/ industry) (if any).  

4. 請提供業務性質及運作模式，銷售對象及上游供應商(如適用)及其所在地。  

Please provide the nature of your business/ industry, the mode of operation, the sales 

target and the upstream supplier(s) (if applicable) and the customer’s location(s).  

5. 請提供公司規模(如僱員數目、預期年度營業額等)。  

Please provide the size of the company (such as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the 

expected annual turnover, etc.)  

6. 之前主要與哪間銀行往來(如有)。  

Which was your main banker (if any)?  

7. 請述明開戶目的，每年預期賬戶使用的次數與交易金額、交易模式、及貨

幣類別。  

Please state the purpose of account opening, the expected number of transactions, 

turnover, transaction pattern and type of currency per year.  

8. 請提供公司財富及資金來源。  

What are the source of wealth and source of funds of your company?  
  

若屬香港以外國家及地區註冊成立的公司，請額外補充第 9 項：  

For a company which is incorporated outside Hong Kong, please supplement the following 

under Item 9:  

9. 選擇在香港開戶的原因；  

(a) Reason(s) for opening account (s) in Hong Kong; 

(b) 貴司或貴司所屬集團聯營公司的本地往來銀行(如適用)；  

The local banker(s) that your company or your affiliated group companies have 

been using (if ap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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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業務是否涉及本港或其他國家/地區，請詳細說明；   

Is your business conducted mainly locally or in other countries/regions? If so, 

please provide details.  

(d) 若貴公司之主要負責人非長駐香港，請說明會以怎樣的模式運作賬

戶；  

How the account will be operated if the person-in-charge of your company is 

not based in Hong Kong?  

(e) 營運及通訊地點是否位於香港，若否，請說明原因；  

Are the business address and correspondence address in Hong Kong? If not, 

please provide the reason(s);  

  

如屬創業公司／個體，請額外補充第 10 項：  

For start-up businesses, please supplement the following under Item 10:  

10.  

(a) 主要負責人是否有從事相關行業的經驗，若是，請詳述相關經驗；  

Does the person-in-charge have relevant experience in the business/industry? If 

so, please specify the relevant experience;  

(b) 選擇於有關行業創業的原因；  

The reason(s) for starting a business in the selected industry;  

(c) 公司之發展計劃及經營目標;  

The business plan of your company;  

(d) 創業的財富、資金來源及所涉金額。    

The source of wealth and funds, in particular the amount of your start-up 

capital.  

  

注意 Note:   

除上述資料外，中銀香港亦會按不同類別的公司要求客戶提供開戶所需文件。詳情請返回網頁

版面 (http://www.bochk.com/tc/corporate/account/openinfo.html)，或參考以下開戶書樣本。 

如有需要，本行會於開戶過程中要求客戶提供其他資料及文件。  

Apart from the aforesaid list of information,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Limited (the “Bank”) may 

request you to provide the documents required for account opening for different types of companies. For 

details, please return to the previous webpage (http://www.bochk.com/en/corporate/account/openinfo.html) , 

or refer to the following sample Account Opening Form. 

The Bank may also request you to provide further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s during the account opening 

process when necessary.  

http://www.bochk.com/tc/corporate/account/openinfo.html
http://www.bochk.com/en/corporate/account/openinfo.html
http://www.bochk.com/en/corporate/account/openinf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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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銀行」) 

 

開戶申請表 (公司 /機構 ) 

 

銀行專用  制作電子印鑑 

客戶號：                 

開戶銀行/分行號：012 /           

 
 
 
註:作為開立賬戶程序的一部份，您需填寫此申請表並提供文件 (包括因任何法律、規例或任何監管或稅務機構所發出的指引而要求取得的證明或其他文

件)  (如適用)。您必須提供有效、真實、完整、準確及最新的資料及文件。從您獲取的資料是為了遵守銀行的客戶盡職審查政策、本地法律及條例及／或
國際標準所訂立的要求。在國際間打擊洗黑錢、恐怖活動融資及詐騙活動的措施中，此程序至關重要。本申請表的目的是為新或現有客戶開立賬戶及／或
申請服務。如您未能提供有關資料，銀行可能無法處理您的申請、向您提供服務及／或進行合適性評估(如適用)。對於現有客戶，您可能無需提供以前已

提供予銀行的特定背景資料，只要該等資料並無更改。如自您上一次填寫賬戶開立／修訂文件後該等資料有任何變更，為遵守銀行的客戶盡職審查政策，
您須從速提供最新資料予銀行，並無論如何須於資料變更後 30 天內提供有關資料。現時已提供予銀行的資料會視為有效、真實、完整、準確及保持不變，
直至銀行另行收到通知。儘管如此，銀行有權根據其認為恰當的任何資料來源以更新您現存的資料，如有需要銀行可要求您確認有關資料。 

 
      

   附《資料補充續頁(公司/機構)》共      份 

1.客 戶 資 料  

客戶名稱* 
英文                                          

中文                                          

賬戶名稱 

(如適用) 
英文                                          

登記/註冊文件* 

商業登記證號碼             公司註冊證書號碼            

其他註冊號碼             
組織機構代碼證編號 

(只適用於中國國內(不含港
澳台地區)註冊公司) 

           

註冊地* 
(國家/地區) 

 中國香港 

 其他(請述明)：             

註冊日期*      年      月      日 

責任形式* 
 獨資商號  合夥商號 

 有限公司(已發行股票類別：  記名   不記名)  其他(請述明)：      

商業/行業性質* 

 金融業 

 批發業 

 旅遊業 

 保險業 

 零售業 

 通訊業 

 房地產業 

 進出口貿易業 

 資訊科技業 

 製造業 

 運輸業 

 建造業 

 飲食業 

 其他(請述明)：             

經營之服務/貨品              

註冊地址* 

 

 

 

 

 

                                              

                                              

                                            

以下『客戶資料』有  號為必填欄位 

若為股份有限公司，必

須剔選股票類別 

在此欄補充詳細經營之業務、

服務或貨品資料。 

此開戶申請表樣本並非填寫版

本，僅供參考，用以協助準備

開戶面議時所需的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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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客 戶 資 料 (續 ) 

營業地址* 

 與註冊地址相同    如下  

                                             

                                             

                                           

通訊地址* 

通訊地址將適用於  是次開立及所有現有賬戶/服務(如有)   是次開立的賬戶/服務  

 與註冊地址相同  與營業地址相同         如下 

                                             

                                             

                                           

聯絡電話/資料* 

公司電話號碼

(1) 

國家/區域編號  地區編號 電話號碼 公司電話號碼

(2) 

國家/區域編  地區編號 電話號碼 

                              

流動電話號碼 
國家/區域編號 地區編碼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國家/區域編號 地區編號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注意：此電郵地址將作為客戶與銀行溝通的主要往來通訊電郵，包括銀行通知客戶經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敍做有關投資交易結

果的通訊電郵（如該投資交易有提供此功能）。惟此電郵地址不適用於企業網上銀行的其他功能/服務（除非銀行另行收到客戶的

書面指示)。 

總年度營業額* 

(等值港元計) 

 0-2,500,000  2,500,001-5,000,000  5,000,001-10,000,000 

 10,000,001-25,000,000  25,000,001-50,000,000  50,000,001-100,000,000 

 100,000,001-500,000,000  500,000,001 或以上(請述明)：      

僱員人數*  0  1-50  51-200  201 或以上 

主要交易對手* 
買家所在國家/ 

地區 

1.              供應商所在國家/ 

地區 

1.              

2.              2.              

資金來源*  投入資金  投資收益  銷售收益  託管資金  其他(請述明)：      

資金來源國家/ 

地區* 
 中國香港  其他(請述明)：      

預計每年 

與本行來往金額

及交易次數* 

收支金額合計 
(等值港元計) 

 0-2,500,000  2,500,001-5,000,000  5,000,001-10,000,000 

 10,000,001-35,000,000  35,000,001-100,000,000  100,000,001-600,000,000 

 600,000,001 或以上(請述明) :      

交易次數 
 0-350  351-600  601-1,800 

 1,801-3,500  3,501 或以上(請述明)：     

主要收付形式* 
 現金  支票/本票  轉賬交易  匯款(電匯/匯票)  股票投資 

 基金投資  押匯服務  其他(請述明)：     

主要收付渠道*  分行櫃台交易  網上/手機銀行  自動櫃員機  電話銀行  其他(請述明)：     

在香港開戶原因 
(如在香港並無業務 及/或 並無設立營業地點，請填寫此欄。) 

 在香港投資  其他(請述明)：     

其他資料* 最終控制人所在地  中國香港  其他(請述明)：      

如營業地址與註冊地

址相同，可剔選此項，

無須重複填寫 

 

如通訊地址與註冊地址或

營業地址相同，可剔選此

兩項，無須重複填寫 

 

必須按國家/區域編號、地

區編號及電話號碼分開填

寫 

 

填寫買家/供應商所在國家

名稱，每項最少填寫一個國

家，最多填寫兩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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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客 戶 的 相 關 人 士 資 料  

下列及《資料補充續頁(公司/機構)》（如有）為客戶的相關人士資料（包括個人及公司）。 

身份 (可選擇多項) 資料 

 獨資經營者 

 合夥人 

 普通合夥人 

 有限責任合夥人 

 主要股東 

 (持 10%以上股權) 

 最終擁有人 

 最終控制人 

 董事 

 被授權簽字人 

 管理組織成員 

 祖堂司理人 

 企業網上銀行首

席使用者 

 中銀企業電話銀

行服務使用者 

姓名/名稱： (英文)                       (中文)       

證件類別： 

 香港身份證(永久居民 是 否) 護照  

 澳門身份證(永久居民 是 否)  其他：       

 內地居民身份證 

證件號碼：            
國籍/註冊地 
(國家/地區)： 

 中國香港  中國  其他：
     

證件簽發日期：     年    月    日 證件到期日：     年    月    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住宅地址(現居)/ 

註冊地址： 

                                      

                                       

 合夥人 

 普通合夥人 

 有限責任合夥人 

 主要股東 

 (持 10%以上股權) 

 最終擁有人 

 最終控制人 

 董事 

 被授權簽字人 

 管理組織成員 

 祖堂司理人 

 企業網上銀行首

席使用者 

 中銀企業電話銀

行服務使用者 

姓名/名稱： (英文)                       (中文)       

證件類別： 

 香港身份證(永久居民 是 否)  護照  

 澳門身份證(永久居民 是 否)  其他：      

 內地居民身份證 

證件號碼：            
國籍/註冊地 
(國家/地區)： 

 中國香港  中國  其他：
     

證件簽發日期： 
    年    月    日 

證件到期

日： 
    年    月    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住宅地址(現居)/ 

註冊地址： 

                                      

                                       

 合夥人 

 普通合夥人 

 有限責任合夥人 

 主要股東 

 (持 10%以上股權) 

 最終擁有人 

 最終控制人 

 董事 

 被授權簽字人 

 管理組織成員 

 祖堂司理人 

 企業網上銀行首

席使用者 

 中銀企業電話銀

行服務使用者 

姓名/名稱： (英文)                       (中文)       

證件類別： 

 香港身份證(永久居民 是 否) 

 
 護照  

 澳門身份證(永久居民 是 否)  其他：       

 內地居民身份證 

證件號碼： 
           國籍/註冊地 

(國家/地區)： 
 中國香港  中國  其他：

     

證件簽發日期：     年    月    日 證件到期日：     年    月    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住宅地址(現居)/ 

註冊地址： 

                                      

                                       

如為獨資公司、合夥商號或祖堂，獨

資東主、所有合夥人及所有祖堂司理

人必須同時作為"被授權簽字人 

若沒有主要股東、最終擁有人及最終控制人，必須填寫“有限公

司證明書”並提供擔任高級管理人職位的自然人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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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客 戶 的 相 關 人 士 資 料 (續 ) 

身份(可選擇多項) 資料 

 合夥人 

 普通合夥人 

 有限責任合夥人 

 主要股東 

 (持 10%以上股權) 

 最終擁有人 

 最終控制人 

 董事 

 被授權簽字人 

 管理組織成員 

 祖堂司理人 

 企業網上銀行首

席使用者 

 中銀企業電話銀

行服務使用者 

姓名/名稱： (英文)                       (中文)       

證件類別： 

 香港身份證(永久居民 是 否) 護照  

 澳門身份證(永久居民 是 否)  其他：       

 內地居民身份證 

證件號碼：            
國籍/註冊地 
(國家/地區)： 

 中國香港  中國  其他：
     

證件簽發日期：     年    月    日 證件到期日：     年    月    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住宅地址(現居)/ 

註冊地址： 

                                      

                                       

 合夥人 

 普通合夥人 

 有限責任合夥人 

 主要股東 

 (持 10%以上股權) 

 最終擁有人 

 最終控制人 

 董事 

 被授權簽字人 

 管理組織成員  

 祖堂司理人 

 企業網上銀行首

席使用者 

 中銀企業電話銀

行服務使用者 

姓名/名稱： (英文)                       (中文)       

證件類別： 

 香港身份證(永久居民 是 否)  護照  

 澳門身份證(永久居民 是 否)  其他：       

 內地居民身份證 

證件號碼：            
國籍/註冊地 
(國家/地區)： 

 中國香港  中國  其他：
     

證件簽發日期：     年    月    日 證件到期日：     年    月    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住宅地址(現居)/ 

註冊地址： 

                                      

                                       

 合夥人 

 普通合夥人 

 有限責任合夥人 

 主要股東 

 (持 10%以上股權) 

 最終擁有人 

 最終控制人 

 董事 

 被授權簽字人 

 管理組織成員 

 祖堂司理人 

 企業網上銀行首

席使用者 

 中銀企業電話銀

行服務使用者 

姓名/名稱： (英文)                       (中文)       

證件類別： 

 香港身份證(永久居民 是 否)  護照  

 澳門身份證(永久居民 是 否)  其他：       

 內地居民身份證 

證件號碼：            
國籍/註冊地 
(國家/地區)： 

 中國香港  中國  其他：

     

證件簽發日期：     年    月    日 證件到期日：     年    月    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住宅地址(現居)/ 

註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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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賬 戶 /服 務  

商業理財

賬戶 

請選擇所申請之「商業理財賬戶」類別： 
 申請「商業理財賬戶」；或 
 申請 晉躍「商業理財賬戶」；或 
 申請 超卓「商業理財賬戶」 
「商業理財賬戶」提供港元儲蓄賬戶、外匯寶、港元往來賬戶及「商業理財賬戶」月結單；「商業理財賬戶」月結單顯示客戶項下

所有賬戶的結餘及交易詳情。 

 申請自動撥數服務 
只適用於因於往來賬戶開出的支票導致往來賬戶被透支的情況，及當撥數金額不超過銀行不時釐定的撥數上限。 

貨幣 自動撥數賬戶 現開立賬戶 現有賬戶 (請填寫賬號) 

 港元 
扣款賬戶  儲蓄賬戶               

存入賬戶  往來賬戶               

 美元 
扣款賬戶  外匯寶               

存入賬戶  往來賬戶               

 人民幣 
扣款賬戶  外匯寶               

存入賬戶  往來賬戶               

存款賬戶 

賬戶類別 

開戶用途 

儲蓄/

定期

存款 

投資 
償還

貸款 

處理

日常

收支 

客戶

賬戶 

跨境

貨物

貿易

結算 

收取

股權/

股票/

股息 

(批量) 

其他 

(請述明)： 

港元儲蓄  結單賬戶  存摺賬戶              
外匯寶

註
  結單賬戶  存摺賬戶              

往來賬戶 
 港元  美元 

             
 人民幣 

其他 
(請述明)：

         
             

註：客戶可透過外匯寶儲蓄賬戶進行多種貨幣買賣，包括人民幣。 

客戶確認已明白上述所申請的存款賬戶(如有)的存款是符合香港的存款保障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 

投資服務 

 客戶明白現行有關條例要求銀行分隔一般零售銀行業務及零售證券業務，並同意（除非及直到客戶另有
書面指示）銀行的投資專區的職員可獲取及利用客戶在銀行持有的銀行賬戶(包括(但不限於)任何貨幣的
儲蓄賬戶及往來賬戶)的存款資料用作客戶的投資及財富管理，以便投資專區的職員可向客戶提供全面的
銀行服務。客戶明白客戶有權拒絕銀行獲取及利用上述資料。 

只適用於獨資及合夥商號 
客戶確認已閱讀並理解載於《經滬港通、深港通買賣中國A股及進行中國A股孖展交易的注意事項》（「注
意事項」）第19點關於個人資料收集的條款和目的(以銀行不時修訂之版本為準)：(開立證券賬戶必須填寫) 
 

通過剔選下面的方格，客戶表示同意銀行根據「注意事項」中的條款和目的使用其個人資料，特別是參考當
中第19點描述。 
  客戶同意銀行將其個人資料用於「注意事項」第19點所述的目的或其他「注意事項」中所述的用途。 
  客戶不同意銀行將其個人資料用於「注意事項」第19點所述的目的。 
 

如客戶未能提供個人資料或有關授權的後果 
客戶明白未能向銀行提供上述其個人資料或有關授權，這可能代表著銀行將不會或不再能夠執行客戶的交易
或向客戶提供滬港通及深港通北向交易服務。 

 證券   證券(抵押賬戶)  基金  債券  貴金屬存摺 

 外匯掛鈎投資 -期權投資  外匯掛鈎投資 - 雙貨幣投資  結構性產品  

 外匯孖展買賣  貴金屬及外匯孖展買賣   

 其他(請述明)：         

保管箱  申請保管箱 

申請「商業理財賬戶」前，請閱讀 
「商業理財賬戶」小冊子，以便選
擇合適之類別。申請時，請同時填
寫以下存款賬戶部分。 

若不同貨幣的往來賬戶有不同的

開戶用途，須於其他欄位填寫 

開立/新增證券賬戶時必須選擇

是否同意向銀行提交授權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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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賬 戶 /服 務 (續 ) 

中銀企業網

上銀行/ 中

行網銀（香

港） / iGTB 

NET（統稱 

“企業網上

銀行”） 

 申請企業網上銀行 

 (i) 除企業網上銀行的基本功能外，客戶可額外選擇以下功能或服務：  

    貿易服務功能  信用卡功能  需要使用保安編碼器查詢賬戶    

 

 

 

   投資功能（成功申請後，銀行可即時取消客戶已開立的「網上及/或電話銀行服務」(如有)。） 

(ii) 登記賬戶： 

客戶可通過企業網上銀行操作下列客戶名下的賬戶。如客戶已申請使用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下

列賬戶將包括投資功能下可操作的賬戶（客戶可於企業網上銀行辦理結構性投資/投資存款，而毋須額

外於下表填上結構性投資/投資存款賬戶資料）。對於 iGTB NET，客戶名下的所有賬戶將會顯示在 iGTB 

NET，並提以供給首席使用者進行線上賬戶註冊。 

現開立賬戶/服務 

(請註明類別) 

現有賬戶 

(請填寫賬號) 

每賬戶每日扣賬限額 (港元) 

(只適用於儲蓄及往來賬戶) 

 港元儲蓄                     

 港元往來                     

 外匯寶                     

                           

                           

                           

                           

                           

(iii) 每日累計扣賬限額： 

 每日累計扣賬限額 (港元) 

1. 轉賬至平台已登記賬戶       

2. 付款至已登記收款人       

3. 付款至非登記收款人       

4. 企業發薪限額 (只適用於 iGTB NET)  

(iv) 登記投資功能用戶（如適用）： 
以下人士及於《資料補充續頁(公司/機構)》之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的「投資功能用戶」資料部
份所列的人士(如有) 作為投資功能用戶，合共     人。 

姓名 身份證 / 護照號碼 使用者代號 

                                

                                

                                

注意：如投資功能用戶同時為首席使用者或委託使用者，使用者代號必須相同。使用者代號由 2-6 位

的數字及/或英文字母均可，確定後不能更改。 

  

剔選此欄後，即表示申請開立企業網上銀行。 

其他可供選

擇的功能 

⚫ 新開立且未有賬戶號，選用 “現開
立賬戶”欄 

⚫ 已有賬戶號選用 “現有賬戶”欄 

此部份為主戶公司登記本行賬戶，此限額按個別賬戶計算 

⚫ 存款賬戶必須填寫每日扣賬限額，請填上等值金額,

如 HKD 1,000,000.00，最大可至無限額，如無限額，

請填寫“無限額” 

⚫ 信用卡賬號資料毋須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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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賬 戶 /服 務 (續 ) 

中銀企業
電話銀行
服務 

 申請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 

（成功申請後，銀行可即時取消客戶已開立的「網上及/或電話銀行服務」(如有)。） 

(i) 申請使用者數目：      個 

客戶最多可申請 20 個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使用者。 

使用者

代號 

身份證/ 

護照號碼 

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

自動化服務 

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 

專人接聽服務 

投資交易服務 

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 

專人接聽服務 

非投資交易服務
註(1)

 

01         
 查詢及非投資交易 

 只限查詢 

02       
   查詢及非投資交易 

 只限查詢 

03         
 查詢及非投資交易 

 只限查詢 

04         
 查詢及非投資交易 

 只限查詢 

05         
 查詢及非投資交易 

 只限查詢 

06         
 查詢及非投資交易 

 只限查詢 
 

 (ii) 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使用者密碼通知函領取指示： 

 客戶授權以下人員代表親臨分行(分行號：     )索取及簽收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使用者密

碼通知函： 

授權代表姓名：            身份證/護照號碼：             

 郵寄至客戶通訊地址
註(1)

： 

 平郵 或  速遞
註(2)

 

(iii) 登記賬戶
註(3)

：客戶透過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操作 

 客戶是次開立的新賬戶及名下所有現有賬戶；或 

 下列客戶名下的賬戶： 

現開立賬戶 
(請選擇類別) 

 港元儲蓄  港元往來  外匯寶  其他：      

現有賬戶 

(請填寫賬號) 

                                

                                

                                
                                

註(1)： 只適用於銀行指定的客戶。 

註(2)： 以速遞形式收取密碼通知函需繳付郵費，郵費按銀行不時及其絕對酌情權釐定。客戶同意有關費用於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

務的結算賬戶扣除。 

註(3)： 可登記的賬戶包括各類儲蓄、往來、證券及貴金屬及外匯孖展買賣賬戶。 

自動化功能包括查

詢餘額及交易記

錄、轉賬、定期

等。 

 

自動化功能包括股

票及孖展交易等。 

適用於指定人員收取／非即

時簽收密碼 

所有使用者必須填上身份證/ 護照

號碼及最少一項服務功能。服務

功能可按使用者維度獨立設定。 

客戶成功開立「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後，客戶現有的

所有使用中的「個人」網上/電話銀行服務將被即時取消。

因此如客戶有需要請同時申請「企業網上銀行」服務。 

剔選此欄後，即表示申請開立「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

開立服務後客戶可為各使用者設定所需服務功能，包括

自動化服務及專人接聽投資交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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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 銀 卡  -  商 業 服 務  

持卡人 (1)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 
香港身份證號
碼／護照號碼 

      

中銀卡 - 商業 
卡面名稱 

                                  -       
公司名稱                                                                                  持卡人簡稱 

主賬戶  現開立港元儲蓄賬戶      現開立港元往來賬戶  現有賬戶：            

附屬賬戶 1  現開立港元儲蓄賬戶      現開立港元往來賬戶  現有賬戶：            

附屬賬戶 2  現開立港元儲蓄賬戶      現開立港元往來賬戶  現有賬戶：            

持卡人 (2)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 
香港身份證號
碼／護照號碼 

      

中銀卡 - 商業 
卡面名稱 

(與上述持卡人(1)相同) -       
公司名稱                            持卡人簡稱  

主賬戶  現開立港元儲蓄賬戶      現開立港元往來賬戶  現有賬戶：            

附屬賬戶 1  現開立港元儲蓄賬戶      現開立港元往來賬戶  現有賬戶：            

附屬賬戶 2  現開立港元儲蓄賬戶      現開立港元往來賬戶  現有賬戶：            

持卡人 (3)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 
香港身份證號
碼／護照號碼 

      

中銀卡 - 商業 
卡面名稱 

(與上述持卡人(1)相同) -       
公司名稱                            持卡人簡稱  

主賬戶  現開立港元儲蓄賬戶      現開立港元往來賬戶  現有賬戶：            

附屬賬戶 1  現開立港元儲蓄賬戶      現開立港元往來賬戶  現有賬戶：            

附屬賬戶 2  現開立港元儲蓄賬戶      現開立港元往來賬戶  現有賬戶：            

註： 
1. 客戶知悉每位中銀卡 - 商業的持卡人均可各自看到客戶的註冊賬戶及賬戶資料，即使現有的委託要求該等註冊賬戶必須由客戶聯名簽署才可運作。 
2. 每一張將印在中銀卡 - 商業上的公司名稱必須相同。 

3. 自動櫃員機屏幕顯示為中文。如有需要，請填寫以下「5. 其他服務及指示」更改語言設定。每位持卡人可各自透過自動櫃員機更改自動櫃員機屏幕
上所顯示的語言。此方法的語言更改只適用於該名持卡人的中銀卡 - 商業，而不會影響客戶就綜合月結單、短訊或電郵的語言。 

1. 每個公司客戶號最多可申請 3 張中銀卡-商業。 
2. 每張中銀卡-商業均需要由客戶指定一個主賬

戶，而每一張中銀卡-商業的主賬戶不可相同。 

附屬賬戶不可與該卡本身
的主賬戶相同，但可以在
不同卡重複登記。 
 



                                          

 9/16 

 

 

5.其 他 服 務 及 指 示  

結算賬戶 /  

相關賬戶
註(1)

 

下述賬戶為是次申請賬戶及服務(含商業理財賬戶、投資服務、企業網上銀行「包括投資功能(如有)」、中

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
註(2)

及保管箱)的結算賬戶或相關賬戶，並將用作扣取本申請表所申請的產品或服務的

相關費用。 

港幣
註(2)  現開立儲蓄賬戶   現開立往來賬戶  現有賬戶：            

外幣  現開立賬戶  現有賬戶：            

人民幣  現開立往來賬戶  現有賬戶：            

貴金屬  現開立貴金屬存摺賬戶  現有賬戶：            

綜合月結單 
 將是次新增及現有賬戶及服務，加入賬戶號碼為         綜合月結單內。 

 新增月結單，只加入是次新增的賬戶及服務。 

語言設定
註(3)  中文繁體  (  綜合月結單顯示中文簡體 )  英文 

投資推廣資料 
 客戶請銀行、其聯屬公司、代理或承包商就銀行認為客戶可能有興趣的任何投資服務及產品，以各種

方式聯絡客戶。 

電郵通知
註(4)

  匯入匯款 

短訊服務
註(4)

  證券服務    匯入匯款     貴金屬及外匯孖展買賣  

註(1)：每類貨幣只可選擇一個新開或現有的賬戶作為結算賬戶或相關賬戶。 

註(2)：只接受港元儲蓄或往來賬戶作為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的結算賬戶。 

註(3)：語言選項適用於綜合月結單、自動櫃員機屏幕顯示、電郵及短訊。 

註(4)：銀行將按本申請表之客戶資料部份所填寫的電郵地址及流動電話號碼發送電郵通知及短訊通知。(不適用於企業網上銀行指定交易通知) 

 

 

6.確 認 收 悉  

規則 / 小冊子 / 主要推銷刊物 

 貴金屬存摺賬戶 

 其他(請述明)：      

配合「賬戶及/或服務申請

收費」的收費要求及流程，

全新開戶時必須剔選結算

賬戶/相關賬戶。 

如有申請有關產品服務

(如「企業網上銀行」、

「中銀企業電話銀行」

服務、投資賬戶)，剔選

結算賬戶／相關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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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簽 字  

客戶名稱                                              

賬戶/服務簽署指示 (請二選一)： 

 此申請表及《資料補充續頁(公司/機構)》（如有）之被授權簽字人、簽字式樣及簽署安排，只適用於是次所申請之賬

戶/服務。 

 此申請表所申請之賬戶/服務 (除商業理財賬戶及企業網上銀行(包括其投資功能)外)之被授權簽字人、簽字式樣及簽署

安排參照現有儲蓄/往來賬號：               ("現有儲蓄/往來賬號")處理。
＃
(注意：現有儲蓄/往來

賬號的被授權簽字人、簽字式樣及簽署安排的任何變更將不會影響客戶上述賬戶/服務的授權。) 

藉其簽字，以下各被授權簽字人確認其提供予銀行的資料

均為有效、真實、完整、準確及最新，並同意通知銀行該

等資料的任何變更。  

 

銀
行
專
用 

開戶行/分行號：012 /       

賬戶/

服務 

 制作電子印鑑（印鑑號：             ） 

 參照現有印鑑（印鑑號：             ） 

簽字適用範圍
註＃

 

(*請劃除不適用類別) 

簽字 

組別 
被授權簽字人資料 

簽字 

(並作為簽字式樣) 

*賬戶/服務     
姓名：(英文)                

(中文)                

身份證/護照號碼：              

 

*企業網上銀行     

*企業網上銀行 

(投資功能) 
    

*賬戶/服務     
姓名：(英文)                

(中文)                

身份證/護照號碼：              

 

*企業網上銀行     

*企業網上銀行 

(投資功能) 
    

*賬戶/服務     
姓名：(英文)                

(中文)                

身份證/護照號碼：              

 

*企業網上銀行     

*企業網上銀行 

(投資功能) 
    

*賬戶/服務     
姓名：(英文)                

(中文)                

身份證/護照號碼：              

 

*企業網上銀行     

*企業網上銀行 

(投資功能) 
    

*賬戶/服務     
姓名：(英文)                

(中文)                

身份證/護照號碼：              

 

*企業網上銀行     

*企業網上銀行 

(投資功能) 
    

註：．賬戶/服務的簽字不適用於企業網上銀行及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 
．企業網上銀行的簽字不適用於其投資功能。 
．對於獨資商號，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的被授權簽字人必須為獨資經營者。 
．對於合夥商號，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的被授權簽字人必須為合夥人。 
．對於有限公司及其他組織，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的被授權簽字人必須為董事/管理組織成員。 
．對於新界的“堂”，賬戶/服務的被授權簽字人必須為註冊司理人。 
．(只適用於中銀卡 - 商業)客戶知悉每位中銀卡 - 商業的持卡人均可各自看到客戶的註冊賬戶及賬戶資料，即使現有的委託要求該等註冊賬戶必須

由客戶聯名簽署才可運作。 
＃(只適用於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被授權簽字人、簽字式樣及簽署安排參照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的結算賬戶處理。 

 

填寫客戶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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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簽 字 (續 ) 

客戶名稱                                              

藉其簽字，以下各被授權簽字人確認其提供予銀行的資料

均為有效、真實、完整、準確及最新，並同意通知銀行該

等資料的任何變更。 

 

銀
行
專
用 

開戶行/分行號：012 /       

賬戶/

服務 

 制作電子印鑑（印鑑號：             ） 

 參照現有印鑑（印鑑號：             ） 

簽字適用範圍
註＃

  

(*請劃除不適用類別) 

簽字 

組別 
被授權簽字人資料 

簽字 

(並作為簽字式樣) 

*賬戶/服務     
姓名：(英文)                

(中文)                

身份證/護照號碼：              

 

*企業網上銀行     

*企業網上銀行 

(投資功能) 
    

*賬戶/服務     
姓名：(英文)                

(中文)                

身份證/護照號碼：              

 

*企業網上銀行     

*企業網上銀行 

(投資功能) 
    

*賬戶/服務     
姓名：(英文)                

(中文)                

身份證/護照號碼：              

 

*企業網上銀行     

*企業網上銀行 

(投資功能) 
    

*賬戶/服務     
姓名：(英文)                

(中文)                

身份證/護照號碼：              

 

*企業網上銀行     

*企業網上銀行 

(投資功能) 
    

*賬戶/服務     
姓名：(英文)                

(中文)                

身份證/護照號碼：              

 

*企業網上銀行     

*企業網上銀行 

(投資功能) 
    

*賬戶/服務     
姓名：(英文)                

(中文)                

身份證/護照號碼：              

 

*企業網上銀行     

*企業網上銀行 

(投資功能) 
    

註：．賬戶/服務的簽字不適用於企業網上銀行及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 
．企業網上銀行的簽字不適用於其投資功能。 
．對於獨資商號，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的被授權簽字人必須為獨資經營者。 
．對於合夥商號，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的被授權簽字人必須為合夥人。 
．對於有限公司及其他組織，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的被授權簽字人必須為董事/管理組織成員。 
．對於新界的“堂”，賬戶/服務的被授權簽字人必須為註冊司理人。 
．(只適用於中銀卡 - 商業)客戶知悉每位中銀卡 - 商業的持卡人均可各自看到客戶的註冊賬戶及賬戶資料，即使現有的委託要求該等註冊賬戶必須

由客戶聯名簽署才可運作。 
＃(只適用於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被授權簽字人、簽字式樣及簽署安排參照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的結算賬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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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簽 字 (續 ) 

客戶名稱                                              

藉其簽字，以下各被授權簽字人確認其提供予銀行的資料

均為有效、真實、完整、準確及最新，並同意通知銀行該

等資料的任何變更。 

 

銀
行
專
用 

開戶行/分行號：012 /       

賬戶/

服務 

 制作電子印鑑（印鑑號：             ） 

 參照現有印鑑（印鑑號：             ） 

簽字適用範圍
註＃

  

(*請劃除不適用類別) 

簽字 

組別 
被授權簽字人資料 

簽字 

(並作為簽字式樣) 

*賬戶/服務     
姓名：(英文)                

(中文)                

身份證/護照號碼：              

 

*企業網上銀行     

*企業網上銀行 

(投資功能) 
    

*賬戶/服務     
姓名：(英文)                

(中文)                

身份證/護照號碼：              

 

*企業網上銀行     

*企業網上銀行 

(投資功能) 
    

*賬戶/服務     
姓名：(英文)                

(中文)                

身份證/護照號碼：              

 

*企業網上銀行     

*企業網上銀行 

(投資功能) 
    

簽署安排： 

[ 

 
 
 

 
 

N

註：本申請表任何部份均不應蓋有印章，即使

附有印章，該印章亦不屬於客戶的簽署安排

的一部份，除非銀行另行收到客戶的書面指

示。 

賬戶 /服務 (除企業網

上銀行(包括其投資功

能)外) 

在此申請表及《資料補充續頁(公司/機構)》(如有)之「簽

字」部份所列    式簽字中，任何    式簽字有

效。 

特別簽署指示： 

                          

                          

                          

 企業網上銀行 

(除投資功能外) 

在此申請表及《資料補充續頁(公司/機構)》(如有)之「簽

字」部份所列    式簽字中，任何    式簽字有

效。 

特別簽署指示： 

                          
企業網上銀行 

(投資功能) 

在此申請表及《資料補充續頁(公司/機構)》(如有)之「簽

字」部份所列    式簽字中，任何    式簽字有

效。 

特別簽署指示： 

                          註：．賬戶/服務的簽字不適用於企業網上銀行及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 
．企業網上銀行的簽字不適用於其投資功能。 
．對於獨資商號，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的被授權簽字人必須為獨資經營者。 
．對於合夥商號，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的被授權簽字人必須為合夥人。 
．對於有限公司及其他組織，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的被授權簽字人必須為董事/管理組織成員。 
．對於新界的“堂”，賬戶/服務的被授權簽字人必須為註冊司理人。 
．(只適用於中銀卡 - 商業)客戶知悉每位中銀卡 - 商業的持卡人均可各自看到客戶的註冊賬戶及賬戶資料，即使現有的委託要求該等註冊賬戶必須

由客戶聯名簽署才可運作。 
＃(只適用於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被授權簽字人、簽字式樣及簽署安排參照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的結算賬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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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企業網上銀行首席使用者資料及簽字式樣 

客戶名稱                                              

首席使用者資料 
申請保安
編碼器 

指定交易通知註(2) 簽字式樣 

使用者代號
註(1)

：      

姓名：(英文)               

(中文)               

身份證/護照號碼：             

 

 短訊及電郵通知
註(2)

 

流動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使用者代號
註(1)

：      

姓名：(英文)               

(中文)               

身份證/護照號碼：             

 

短訊及電郵通知
註(2)

 

流動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使用者代號
註(1)

：      

姓名：(英文)               

(中文)               

身份證/護照號碼：             

 

短訊及電郵通知
註(2)

 

流動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使用者代號
註(1)

：      

姓名：(英文)               

(中文)               

身份證/護照號碼：             

 

短訊及電郵通知
註(2)

 

流動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註(1)：使用者代號由 2-6 位的數字及/或英文字母均可，確定後不能更改。 

註(2)：請同時提供“流動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 

客戶委任以上人士及《資料補充續頁(公司/機構)》之企業網上銀行首席使用者資料及簽字式樣部份所列的人士(如有)作為
首席使用者，合共     人。 

授權安排： 

 

 

 

 

客戶同意 
(適用於所有企業網上銀行客戶)於企業網上銀行增加新委託使用者、更改或刪除委託使用者、設定各個使用者和賬戶
的權限等級、減少交易限額、登記或註銷登記指定第三方賬戶或指派委託使用者登記或註銷登記指定第三方賬戶及執
行其他相關功能時。 
(適用於 iGTB NET 客戶的額外安排)於企業網上銀行代客戶操作客戶的賬戶及 (如適用) 代客戶的任何有關人士操作
其賬戶，包括作出提款或轉賬、簽發電子支票、作出申請及遞交文件、增加新委託使用者、更改或刪除委託使用者、
設定各個委託使用者和賬戶的權限等級、登記或註銷指定第三方賬戶或指派委託使用者登記或註銷指定第三方賬戶、
就其他交易設定權限等級、重新設置委託使用者的密碼、線上就服務登記賬戶 (不論代客戶或代客戶的任何有關人士
登記，亦不論涉及於簽署本表格時已存在或其後開立的賬戶)、線上更改交易或轉賬限制、線上申請或註銷服務或功
能、線上登記其他銀行賬戶以供查詢、啟用企業移動銀行(iGTB Mobile)及流動保安編碼服務，及執行其他相關功能，
但不得更改首席使用者或首席使用者代表客戶行事的權限。首席使用者或其指派的委託使用者可於網上登記或註銷指
定第三方賬戶，而有關登記或註銷登記於獲得首席使用者或其指派的委託使用者之網上授權後即時生效。 

 只需要任何一位首席使用者授權。 

 必須由兩位首席使用者共同授權
註
。 

功能設定： 

 

 

 所有首席使用者均擁有系統管理功能、可進行財務交易及查詢功能。 
 所有首席使用者只擁有系統管理功能及查詢功能、不能進行財務交易

註
。 

 所有首席使用者只擁有系統管理功能，不能進行財務交易及查詢功能
註
。 

註：不適用於預設授權。 

預設授權 

  選用預設授權 (只適用於選擇「只需要任何一位首席使用者授權」的授權安排及選擇「所有首席使用者均擁有系統
管理功能、可進行財務交易及查詢功能」的功能設定。 

首席使用者分為三類，如該使用者

只辦理各項設定，可選擇第二或第

三類(註：不適用於預設授權，如

該使用者需同時辦理各項交易（包

括賬戶查詢），則必須選擇第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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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客戶委託及聲明 

第一部份 委託 

（適用於獨資商號、合夥商號及新界的“堂”）本人／我們特此共同及個別同意本委託中所列以下條款： 

（適用於有限公司及其他組織（新界的“堂”除外））本人／我們特此確認，本委託中所載以下條款的決議案及列入客戶會議記錄簿冊

的決議案於       年       月       日已由客戶的董事會或管理組織（視情況而定）按照客戶的組織章程細則或

其組織章程文件（視情況而定）於會議妥當地通過，該決議案繼續全部有效並未被修改： 
1. 如本申請表及屬於本申請表一部份的《資料補充續頁(公司/機構)》（如有）（統稱「申請表」）列述，客戶向銀行申請開立及／或繼

續持有一個或多個賬戶及以客戶名義認購產品或服務。 
2. 客戶同意，本申請表中列明的所有條款及填寫的所有詳細資料以及銀行關於該等賬戶、產品及服務的文件（包括但不限於《服務條

款》、《企業電子及線上服務條款》 (適用於 iGTB NET 及其最新版本已在載錄於銀行網頁(http://www.bochk.com)、規則及使用者參考
資料或手冊）有效且在所有方面獲得批准及接受。 

3. 客戶授權銀行於本申請表中 「其他服務及指示–結算賬戶/相關賬戶」部份列明的賬戶扣除款項，以支付年費、保證金、賬戶及/或
服務申請收費(「開戶申請收費」)及客戶應付的其他費用和收費。 

4. （僅有限公司及其他組織可選及適用）任何       位董事／管理組織成員獲授權代表客戶填寫及簽署申請表。 
5. 申請表「簽字」部份所示的有關賬戶/服務（除企業網上銀行（包括其投資功能）及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外）被授權簽字人或有

關現有儲蓄/往來賬號（按該「簽字」部份所定義）被授權簽字人的人士（如適用）（「一般被授權簽字人」），獲委任為客戶就本申
請表「簽字–賬戶/服務簽署指示」部份所載的賬戶、產品或服務的被授權簽字人（企業網上銀行（包括其投資功能）及中銀企業
電話銀行服務除外，除非下文第 7 及 8 段另行授權），全權代表客戶去做所有事情，包括操作客戶的賬戶、買賣任何投資項目（就
投資賬戶而言）、提取或轉撥（現金、證券、所有權文件及其他資產）、開立賬戶、為賬戶進行登記、註銷登記或結束賬戶、更改交
易限額、與銀行安排任何融資或融通、訂立任何協議、作出任何指示及填寫與簽署所有文件，但不得變更客戶的被授權簽字人或簽
署安排，及如為獨資商號／合夥商號，被授權簽字人不得開立賬戶或申請新服務，除非銀行同意。就新界的“堂”的客戶而言，一
般被授權簽字人即為新界的“堂”的註冊司理人。 

6. 關於申請中銀卡 - 商業的客戶 
申請表第 4 項（中銀卡 - 商業）所指的持卡人（「持卡人」）獲委任為客戶的持卡人，全權使用中銀卡 - 商業，包括報失卡、申請
重發卡、更改密碼、取消中銀卡 - 商業、將卡續期、申請重發密碼、更改自動櫃員機屏幕的顯示語言、提取現金、轉賬、查詢賬
戶結餘、申請往來賬戶結單、申請支票簿、支付賬單、及使用所有中銀卡 - 商業有關的功能。申請表第 7 項（簽字）中持卡人的
簽字將構成持卡人使用中銀卡 - 商業的簽字式樣。持卡人沒有權增加／取消賬戶、更改每日交易限額、重新恢復中銀卡 - 商業或
更改印在中銀卡 - 商業上的名稱。 

7. 關於申請企業網上銀行（「企業網上銀行」）的客戶 
(a) (i) 申請表「簽字」部份所示的有關企業網上銀行被授權簽字人的人士（「企業網上銀行被授權簽字人」），獲委任為客戶就企業網上

銀行的被授權簽字人（網上銀行投資功能除外，除非下文第 7(b)(i)、第 7(b)(ii)或第 7(b)(iii)段另有授權），具備授權按照相關部份指
定的簽署安排以簽署任何企業網上銀行有關文件、同意增加或刪除有關人士、開立或結束及登記或註銷登記賬戶、更改交易或轉賬
限額、刪除或增加服務或功能及簽署與申請（包括將來所有之申請）、使用及撤銷由電子證書發行人透過銀行發行的中銀企業客戶
電子證書有關的所有文件，但不得更改客戶的被授權簽字人或簽署安排。 
(ii) 申請表「企業網上銀行首席使用者資料及簽字式樣」 部份指明首席使用者的人士（「首席使用者」），獲委任為客戶就企業網上
銀行（其投資功能除外）的授權代表： 
(適用於所有企業網上銀行客戶)具備全權代客戶操作客戶的賬戶，包括作出提款或轉賬、簽發電子支票、減少交易限額、作出申請
及遞交文件、增加新委託使用者、設定各個使用者和賬戶的權限等級、刪除委託使用者、更改委託使用者、指定其他交易的權限等
級，以及重新設置委託使用者的密碼，但不得更改首席使用者或首席使用者代表客戶行事的權限。 
(適用於 iGTB NET 客戶的額外安排) 具備進一步權限代客戶操作客戶的賬戶及 (如適用) 代客戶的任何有關人士操作其賬戶，包括
作出提款或轉賬、簽發電子支票、作出申請及遞交文件、增加新委託使用者、更改或刪除委託使用者、設定各個委託使用者和賬戶
的權限等級、登記或註銷指定第三方賬戶或指派委託使用者登記或註銷指定第三方賬戶、就其他交易設定權限等級、重新設置委託
使用者的密碼、線上就服務登記賬戶 (不論代客戶或代客戶的任何有關人士登記，亦不論涉及於簽署本表格時已存在或其後開立的
賬戶)、線上更改交易或轉賬限制、線上申請或註銷服務或功能、線上登記其他銀行賬戶以供查詢、啟用企業移動銀行(iGTB Mobile)
及流動保安編碼服務，及執行其他相關功能，但不得更改首席使用者或首席使用者代表客戶行事的權限。 
(iii) 首席使用者或其指派的委託使用者可於網上登記或註銷登記指定第三方賬戶，而有關登記或註銷登記於獲得首席使用者或其指
派的委託使用者之網上授權後即時生效。 

(b) 適用申請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的客戶 
(i) （僅適用於有限公司及其他組織）申請表「簽字」部份所示的有關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被授權簽字人的人士（「企業網上銀行
投資功能被授權簽字人」）（作為客戶的董事／管理組織成員）被委任為客戶在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的被授權簽字人，獲授權填寫
及簽署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的任何申請／更改表格，同意增加或刪除能透過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操作的賬戶、服務或產品，及
簽署有關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的任何其他文書或文件，但不得更改客戶的被授權簽字人或簽署安排。 
(ii) （僅適用於獨資商號）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被授權簽字人（作為客戶的獨資經營者）被委任為客戶在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
的唯一被授權簽字人，獲授權填寫及簽署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的任何申請／更改表格，同意增加或刪除能透過企業網上銀行投資
功能操作的賬戶、服務或產品，及簽署有關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的任何其他文書或文件，但不得更改客戶的被授權簽字人或簽署
安排。 
(iii) （僅適用於合夥商號）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被授權簽字人（作為客戶的合夥人）被委任為客戶在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的被授權
簽字人，獲授權填寫及簽署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的任何申請／更改表格，同意增加或刪除能透過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操作的賬戶、
服務或產品，及簽署有關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的任何其他文書或文件，但不得更改客戶的被授權簽字人或簽署安排。 
(iv) 申請表「賬戶/服務–企業網上銀行」部份及《資料補充續頁(公司/機構)》內(如有)「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投資功能用戶」
部份所示的有關投資功能用戶（「投資功能用戶」）的人士被委任為客戶的被授權代表，代表客戶使用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及可
透過企業網上銀行進行投資交易。 

8. 關於申請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的客戶 
(i) 客戶授權銀行接納客戶透過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以電話方式所發出的指示操作指定賬戶。 
(ii) 申請表「其他服務及指示」部份所示的有關「結算賬戶/相關賬戶」的被授權簽字人的人士（「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被授權簽
字人」），獲委任為客戶就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的被授權簽字人，具備授權以簽署任何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有關文件、同意增加
或刪除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使用者、登記或註銷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登記賬戶、登記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關聯賬戶或刪除指
定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關聯賬戶、註銷或重發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使用者密碼、更改現有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使用者功能、
終止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及簽署與申請（包括將來所有之申請）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有關的所有文件，但不得更改中銀企業電
話銀行服務的結算賬戶及客戶的被授權簽字人或簽署安排。 

有限公司/註冊學校/其他組織

機構必須填寫會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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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客戶委託及聲明(續) 

(iii) 申請表「客戶的相關人士資料」部份所示的有關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使用者的人士（「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使用者」），獲
委任為客戶就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的被授權使用者，具備全權代客戶透過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操作指定賬戶及向銀行作出電話
指示，但不得更改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使用者或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使用者代表客戶行事的權限。 

9. 申請表中標題為「簽字」部份中的簽署安排及簽字式樣或現有儲蓄/往來賬號簽字式樣及簽署安排（如適用）適用於客戶名義的賬
戶、產品或服務（如本申請表中標題為「簽字」部份所示）。首席使用者行事的權限及申請表中標題為「企業網上銀行首席使用者
資料及簽字式樣」部份所載的簽字式樣適用於以客戶名義使用企業網上銀行（如適用）。 

10. 提供銀行一份清單，載有每位一般被授權簽字人、企業網上銀行被授權簽字人、首席使用者、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被授權簽字人
及投資功能用戶、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被授權簽字人及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使用者（如適用）的姓名及其各自的簽字式樣（如
適用）；如該清單有任何更改，銀行將立即收到通知及／或獲得有關簽字式樣更改的書面文件。現有的簽字式樣視為有效且未被更
改，直至銀行收到通知。 

11. 本委託應傳達給銀行，並將繼續有效直至修訂之文件已經送達銀行並被接納為行動之根據。 
12. （適用於有限公司及其他組織（新界的“堂”除外））銀行可接納經客戶之一位董事／管理組織成員核證之任何決議案之副本並將

之作為行動的根據。 
13. （適用於其他組織）與銀行之合同將由客戶的管理組織成員代表該組織成員及代表客戶之全部成員訂立。 
14. 本授權繼續有效直至銀行收到客戶死亡或喪失行為能力的書面通知，而且不論客戶的組識的任何改變。 
15. 銀行無須了解行使以上任何權力的目的。 
 
第二部份 客戶聲明 
客戶同意、證實、確認並聲明： 
1. 客戶在本申請表中及所有《資料補充續頁（公司/機構）》（如有）列出的所有資料及提供予銀行的任何證明文件均為有效、真實、

完整、準確及最新，且客戶授權銀行從其認為合適的來源驗證該等資料。客戶進一步同意如該等資料有任何變更會從速以書面形式
通知銀行，並無論如何須於資料變更後 30 天內提供任何替代或文件的核證副本 (包括因任何法律、規例或任何監管或稅務機構所
發出的指引而要求取得的證明或其他文件)（如適用）。客戶確認，銀行有權根據其認為恰當的任何資料來源以更新其現存的資料，
如有需要銀行可要求客戶確認有關資料。 

2. 客戶已收到、閱讀並理解銀行的《服務條款》、《企業電子及線上服務條款》 (適用於 iGTB NET 及其最新版本已載錄於在銀行網頁
(http://www.bochk.com))、風險披露聲明及相關條款、條件、規則、使用者手冊或參考、小冊子及/或《規則：貴金屬及外匯孖展買
賣》及《說明 - 貴金屬及外匯孖展》(如適用)、主要推銷刊物及適用於本申請表所申請的賬戶、產品及服務的有關條文，並同意受
其約束（以銀行不時修訂之版本為準）。客戶已按照其選擇的語言（英文或中文）獲提供《服務條款》、賬戶、產品及服務之規則、
小冊子及/或《規則：貴金屬及外匯孖展買賣》及《說明 - 貴金屬及外匯孖展》(如適用)及主要推銷刊物內的風險披露聲明。銀行
已向客戶說明及客戶確認其明白本申請表所申請投資賬戶、產品及服務的性質及主要特點、收費及所涉風險。客戶已獲邀請閱讀該
等風險披露聲明、提出問題及徵求獨立意見（如客戶有此意願）。 

3. 客戶明白及同意銀行收取開戶申請收費，繳付開戶申請收費不表示或保證賬戶或服務可成功開立，已繳付的開戶申請收費在任何情
況下恕不退還，不論賬戶或服務成功開立與否。若客戶未曾繳付開戶申請收費，客戶授權銀行於本申請表「其他服務及指示–結算
賬戶/相關賬戶」部份列明的賬戶扣除該開戶申請收費款項。若銀行未能成功於前述賬戶扣取開戶申請收費，客戶授權銀行可於其
名下任何其他賬戶扣取開戶申請收費。若涉及匯兌交易，客戶明白及同意銀行可按銀行匯率為客戶進行匯兌交易以繳付該開戶申請
收費，而毋須事先通知。若銀行未能成功收取開戶申請收費，銀行可終止客戶的賬戶及/或服務，而毋須事先通知。 

4. 客戶了解並同意，銀行可全權酌情決定不時更改銀行的《服務條款》、《企業電子及線上服務條款》 (適用於 iGTB NET 及其最新版
本已載錄於在銀行網頁(http://www.bochk.com))、風險披露聲明及適用於本申請表所申請的賬戶、產品及服務的有關條款、條件及規
則，並以任何方式通知客戶（包括在銀行處所及／或銀行網站(http://www.bochk.com)的可供公眾瀏覽部份展示該等通知）。 

5. 除本申請表「客戶的相關人士資料」部份以及《資料補充續頁（公司/機構）》（如有）列述之人士為客戶賬戶的最終擁有人／最終
控制人，沒有其他人在客戶的賬戶中享有任何利益或控制客戶的賬戶。 

6. 截至本申請表日期，客戶並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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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的董事、合夥人、經理或代理人並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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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的擔保人並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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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
情況有改變，客戶須立即書面通知銀行。 

7. 除非本申請表「賬戶/服務–投資服務」部份另有指明，客戶或其任何實益擁有人目前均未受僱於任何按《證券及期貨條例》所界
定的中介人。如客戶或其任何實益擁有人被任何該等中介人僱用或終止僱用（視情況而定），客戶須立即書面通知銀行。 

8. 客戶並非為「美國人士」或「加拿大居民」。如果客戶的情況改變而成為或被視為美國或加拿大之人士或居民，客戶承諾立即以書
面通知銀行。客戶知悉可能因而須出售客戶的證券（如有），而客戶同意會這樣做。 

9. 存款保障相關披露通知 
客戶確認已明白於本申請表「賬戶/服務-存款賬戶」所申請的產品/存款(如有)是符合香港的存款保障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 

10. （適用於獨資商號及合夥商號）客戶明白並同意獨資商號及合夥商號不能成為於香港上市股票之註冊擁有人，因此所擁有之股票日
後不能轉回獨資商號／合夥商號名下，客戶只能要求將股票轉往另一代理人公司，或通過銀行或其他證券公司出售該等股票。客戶
進一步確認上述情况適用於其他獨資商號及合夥商號不能成為註冊擁有人之投資。 

11. a. （不適用於法人團體）客戶確認已收到、閱讀並理解銀行的《資料政策通告》（下稱「該通告」），並同意受其約束（以銀行不時
修訂之版本為準）。客戶聲明客戶向銀行提供的所有個人資料(a) 均藉合法的方法收集；及(b)所有要項上均為準確。客戶同意並知悉
銀行可以不時提供給客戶有關該通告中所載目的，並根據銀行對使用及披露個人資料的政策去使用、轉移或披露客戶的所有個人資
料和資訊，而客戶知悉其可擁有要求查閱及更改銀行持有其資料的法律權利。 
b. 客戶聲明它是被相關人士（下稱「該人士」）授權確認該人士已收到、閱讀並理解銀行的《資料政策通告》（下稱「該通告」），
並同意受其約束（以銀行不時修訂之版本為準）。客戶聲明客戶代該人士向銀行提供的所有個人資料(a) 均藉合法的方法收集；及(b) 
盡客戶所知的所有要項上均為準確。客戶同意確保，就銀行收集及由客戶提供予銀行的所有相關個人資料，已從該人士取得所需的
同意，且該人士知悉銀行可以不時通過客戶提供給該人士有關該通告中所載目的，並根據銀行對使用及披露個人資料的政策去使
用、轉移或披露該人士的所有個人資料和資訊，而該人士知悉他們可擁有要求查閱及更改銀行持有其資料的法律權利。 

12. （只適用於中銀卡 - 商業）客戶知悉每位中銀卡 - 商業的持卡人均可各自看到客戶的註冊賬戶及賬戶資料，即使現有的委託要求
該等註冊賬戶必須由客戶聯名簽署才可運作。 

 

http://www.boc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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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客戶委託及聲明(續) 

13. （不適用於法人團體）客戶通知銀行其不欲銀行使用其個人資料經以下渠道作直銷推廣 (請以“”選擇渠道)： 

 

電子渠道 
郵件 
專人電話 

如在以上任何方格内沒有以“”號顯示客戶的選擇，即代表客戶並不拒絕本公司任何形式的直銷推廣。 
******** 

 為改善及提供更全面的服務予客戶，銀行可能會將客戶的個人資料提供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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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客戶不欲銀行提供其個人資料予以上
人士作以上用途，請在這方格上以“”號表示。 
※

「本集團」指銀行及其控股公司、分行、附屬公司、代表辦事處及附屬成員，不論其所在地。附屬成員包括銀行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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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代表客戶現在對是否接收直銷推廣資料，以及對銀行擬將客戶個人資料提供予「本集團」
※

其他成員作其直銷推廣的
選擇, 亦取代任何客戶之前已告知銀行的選擇。請注意，客戶以上的選擇適用於根據銀行的「資料政策通告」上所載的產
品，服務及/或標的類別的直銷推廣。請客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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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客戶的個人
資料可提供予甚麽類別的人士以供該等人士在直銷推廣中使用。 

第三部份 簽署  

（適用於獨資商號／合夥商號／新界的“堂”客戶） 

委託及聲明 
（註：委託中僅第 1-3、5、9-11 及 13-15 段適用於新界的“堂”） 
由獨資經營者／所有合夥人／新界的“堂”所有註冊司理人簽署，簽署日期為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獨資經營者／合夥人／普通合夥人／

註冊司理人* 

姓名：        

合夥人／普通合夥人／註冊司理

人* 

姓名：        

合夥人／普通合夥人／註冊司理

人* 

姓名：        

合夥人／普通合夥人／註冊司理

人*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夥人／普通合夥人／註冊司理人* 

姓名：        

合夥人／普通合夥人／註冊司理

人* 

姓名：        

合夥人／普通合夥人／註冊司理

人* 

姓名：        

合夥人／普通合夥人／註冊司理

人* 

姓名：        

（適用於有限公司／其他組織客戶（新界的“堂”除外）） 

聲明 
代表客戶簽署，簽署日期為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董事／管理組織成員／ 
一般被授權簽字人／ 

企業網上銀行被授權簽字人／ 
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被授權簽字
人／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被授權

簽字人* 

姓名：        

董事／管理組織成員／ 
一般被授權簽字人／ 

企業網上銀行被授權簽字人／ 
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被授權簽字
人／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被授權

簽字人* 

姓名：        

董事／管理組織成員／ 
一般被授權簽字人／ 

企業網上銀行被授權簽字人／ 
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被授權簽字
人／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被授權

簽字人* 

姓名：        

董事／管理組織成員／ 
一般被授權簽字人／ 

企業網上銀行被授權簽字人／ 
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被授權簽字
人／中銀企業電話銀行服務被授權

簽字人* 

姓名：        

委託 

簽署及核證為真實正確的記錄，簽署日期為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議主席(必須為董事)／董事／管理組織成員* 

姓名：        

 

董事／管理組織成員／秘書* 

姓名：                   

證件號碼(秘書)：      

證件號碼(秘書)：    （*請刪除不適用者） 

 

獨資商號︰由東主簽署 

合夥商號︰由全體合夥人簽署 

祖堂︰由全體司理人簽署 

 

有限公司：由 2位董事/1位董事加 1位公司秘書/唯一董事簽署 

國內註冊公司︰由法定代表人簽署 

社團戶、大廈互助委員會、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由主席及（副主席、司庫、秘

書任何一位）(或同等職位的人)簽署 

信託戶︰所有受託人 

其他機構：由 2位管理組織成員簽署 

註冊學校：1.法團校董會︰由一名校監及一名校董簽署 2.官立學校︰由一名校

長及一名教師(需為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3.由校董會管理的其他學校︰由一名

校監及一名校董簽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