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邮寄结单月费回赠计划条款及细则
(「月费回赠条款及细则」)
1. 定义
1.1 综合月结单 (「结单」)
1.1.1

综合月结单包括由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发出的综合
月结单及/或往来账户月结单，并不包括信用卡月结单及/或其他账
户及/或产品月结单。

1.2 邮寄综合月结单月费 (「月费」) 账户 (「结算账户」)
1.2.1 若客户同时持有港元储蓄账户及港元往来账户，本行将从客户的
最高结余之港元储蓄/港元往来账户中扣取有关月费。本行保留自
行决定从客户的任何账户中扣取有关月费的权利。
2. 月费回赠 (「回赠」) 计划 (「回赠计划」)
2.1 条款及细则
2.1.1 回赠计划由 2022 年 8 月 1 日生效，直至 2022 年 10 月 30 日为止，
包括首尾两天 (「推广期」)。
2.1.2 回赠计划只适用于本行个人单名账户持有人 (不适于联名账户持
有人) (i) 曾于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10 月 30 日期间内结算账户中
缴付邮寄综合月结单月费之客户 及 (ii) 于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10
月 30 日期间内成功首次选用及转换为电子综合月结单服务并持有
本行有效网上银行账户之客户 (「合资格客户」)。
2.1.3 回赠于 2022 年 9 月至 11 月期间或于本行指定之稍后日期发放到
合资格客户之结算账户。
2.1.4

2.1.5

合资格客户需于相应月份的结单日前成功由邮寄综合月结单转换
为电子综合月结单以符合获得月费回赠资格。每名合资格客户于
推广期内只可获回赠 1 次，回赠金额最高为港币 15 元 (即相等于
成功转换电子综合月结单服务的月份前最近过往连续 3 个月之已
缴月费金额)。
回赠只会发放一次，如合资格客户于上述期间已曾经领取回赠，
再重新登记电子综合月结单服务的话，将不会再次获得回赠。

2.2 月费回赠安排
2.2.1 以下回赠例子只供参考，包括但不限于阐述用途 (回赠金额会以
过往最近 3 个月收费来计算，回赠金额上限为港币 15 元)。
例如，合资格客户的结单日是 2022 年 8 月 31 日，该客户必须于
2022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30 日期间内 (不包括 2022 年 8 月 31 日)
成功由邮寄综合月结单转换为电子综合月结单以符合获得回赠之
资格，回赠金额相等于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8 月 30 日期间已缴付
之费用 (即代表 2022 年 8 月 31 日结单日前最近过往连续 3 个月之
已缴月费金额)。
但假若合资格客户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由邮寄综合月结单转换为
电子综合月结单的话，回赠将延迟至本行指定之稍后日期发放，
客户需要注意于相关的结单日前成功转换电子综合月结单。如客
户于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10 月 30 日以外期间作上述转换，本行有
权取消回赠并不会作出任何补偿。
适用于回赠计划中已缴付月费期数 可获回赠金额

2.2.2

1 个月

港币 5 元

2 个月

港币 10 元

3 个月

港币 15 元

合资格客户须不时维持本行的综合月结单相关产品及/或服务，包
括但不限于综合理财服务、综合理财户口、结算账户 (港元储蓄/
港元往来户口)、综合月结单/往来账户结单服务、网上银行账户
等; 否则，回赠将会被取消及/或撤回。

3. 一般条款
3.1 上述各项产品、服务与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详情可向银行职员查询，
或参阅本「邮寄结单月费回赠计划条款及细则」条款、服务条款及零售
银行服务一般说明，客户可于银行分行索取有关文件或浏览中银香港网
页。
3.2 本行保留不时修订、暂停或取消上述产品、服务及优惠，以及修订相关
条款及本条款的酌情权。
3.3 本行保留随时更改、延期或终止任何计划及/或回赠，以及修订任何条款
及细则之权利而不作另行通知。如有任何争议，本行保留最终决定权。
3.4 本条款的英文版本与中文版本如有任何分歧，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第二部分
电子结单/电子通知书服务条款及细则
本条款及细则(「本条款」)适用于任何同意登记申请由中国银行(香港)有限公司
(｢银行｣)提供的电子结单/电子通知书服务(「本服务」)的客户(「本人/吾等」)。
若本条款与适用于本服务或与其有关的条文或规则(如有)有任何歧异，概以本
条款为准。请细阅本条款，特别是条款 3 有关透过本服务可获取的资料范围及
条款 6 有关该等资料的可用时间限制。若本人/吾等已选择电子综合月结单
(「电子结单」)或非投资产品电子通知书(「通知书」)，本人/吾等亦就此确认阅
读并了解以下电子结单/通知书服务条款及细则。
1. 在本人/吾等申请本服务前，本人/吾等同意登记使用或确认本人/吾等为银行
的网上银行服务及/或手机银行服务的现有用户。本人/吾等必须维持网上银
行服务及/或手机银行服务的用户身份(视情况而定)及支付条款 2 所载的费用
及收费以获取本服务。银行有绝对酌情权拒绝任何有关本服务的登记申请。
2. 本人/吾等同意登记申请及使用本服务，本人/吾等须受本条款约束及须支付
银行就登记申请及使用本服务所订明的一切费用及收费。
3. 本服务涵盖的结单包括但不限于证券账户通知书、证券孖展账户通知书、基
金通知书、债券/存款证通知书及股票挂钩投资/结构性票据通知书、证券交
易日结单、证券孖展账户日结单、贵金属及外汇孖展交易账户日结单、债券
/存款证日结单及股票挂钩投资/结构性票据日结单(「日结单」)、证券月结
单、证券孖展账户月结单、贵金属及外汇孖展交易账户月结单、基金月结
单、债券/存款证月结单及股票挂钩投资/结构性票据月结单(「月结单」)及
银行不时决定的任何其他证券/贵金属及外汇孖展/基金/债券/存款证/股票挂
钩投资/结构性票据的结单及/或通知书(以上统称「该等结单」)。有关本服
务涵盖的非投资产品电子通知书(以上统称「该等通知书」) ，请浏览银行
网页查阅银行已提供的电子通知书类别。
4. 本人/吾等同意，于该等结单所载之结单日期翌日(就日结单而言)或于结单日
期 7 日内(就月结单而言)或于银行发出该等通知书日期翌日(「发出日」) (就
该等通知书而言)透过本服务于网上银行及/或手机银行获取该等结单/该等通
知书，即构成银行已将该等结单/该等通知书发送予本人/吾等。本人/吾等在
每次透过本服务获发该等结单/该等通知书时可于本人/吾等指定的电邮地址
及/或流动电话号码(视情况而定)收到银行以电邮及/或短讯发出的讯息，或
透过银行不时指定的其他电子渠道所发出的通知，以获通知本人/吾等该等
结单/该等通知书可供查阅。请浏览银行的网上银行及/或手机银行检视由银

行提供现有的电子结单/电子通知书种类。本人/吾等会确保本人/吾等于银行
纪录内的电邮地址及/或流动电话号码为最新，以收取有关提示。本人/吾等
如已更改指定电邮地址及/或流动电话号码，应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快通
知银行。
5. 若本人/吾等于任何一个银行/信用卡账户登记收取电子结单/电子通知书，其
后所有新开立的银行/信用卡账户*将会默认为收取电子结单/电子通知书及自
动登记使用本服务；至于投资账户/分账户，若本人/吾等于任何一个投资账
户/分账户确认并登记收取电子结单/电子通知书，其后所有新开立的投资账
户/分账户*将会默认为收取电子结单/电子通知书及自动登记使用本服务。
*须根据当时可提供之服务而定。任何账户的预设设定可透过网上银行、手
机银行、致电客户服务热缐或亲临银行任何一家分行进行更改(如需要)。
6. 本人/吾等同意依时查阅该等结单/该等通知书，并接受 (i) 有关日结单于相
关结单日期后 90 日内， (ii) 有关该等通知书在相关该等通知书发出日后
90 日内，及 (iii) 有关月结单在银行不时指定的期间可供查阅。
7. 本人/吾等收到银行的电邮及/或短讯提示(视情况而定)后，应从速查阅登载
于银行的网上银行及/或手机银行的有关该等结单/该等通知书，以确保在切
实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发现任何错漏并向银行提出指正。
8. 本人/吾等应把该等结单/该等通知书的电子版本储存于本人/吾等计算机存储
装置、手机装置或其他电子设备，或备存一份打印本，以作日后参考。
9. 银行有绝对酌情权更改、撤回或暂停本服务而毋须给予任何理由。本人/吾
等确认即使本服务于每日 24 小时可供使用及该等结单/该等通知书须受条款
6 所载之查阅时间限制，本服务之部分或全部可因维修及/或计算机或网络
故障或任何非银行所能控制之事情而于若干时期未能提供。
10. 除非本人/吾等已另行通知银行，否则该等结单/该等通知书的实体版本将在
银行确认本服务登记生效后停止寄发至本人/吾等于银行纪录之邮件地址。
11. 银行有权终止本人/吾等就本服务的使用登记，惟银行须于终止登记前透过
本服务或以银行与本人/吾等一般同意的方式通知本人/吾等。本服务的使用
登记一经终止，该等结单/该等通知书的实体版本将以邮寄方式发送予本人/
吾等。

12. 本人/吾等可在给予银行不少于 30 日事先通知后终止本服务的使用登记。
终止服务一般会于银行收到本人/吾等的通知后 30 日内或于银行指定的日期
生效。本人/吾等可透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致电客户服务热缐或亲临银
行任何一家分行更新使用登记的状态，以通知银行。本服务的使用登记一经
终止，该等结单/该等通知书的实体版本将以邮寄方式发送予本人/吾等。
13. 银行概不因本人/吾等未能使用本服务而负上任何责任。本人/吾等同意银行
根据条款 4 透过本服务发送的该等结单/该等通知书，须就各方面而言被视
作已履行其在本条款下的一切责任。
14. 银行须尽一切合理的努力确保本服务的安全，而本人/吾等的该等结单/该等
通知书亦在本人/吾等的密码认证、任何认可生物认证或由银行绝对酌情接
受的任何其他认证方式认证后方可查阅。尽管如此，银行并不保证透过本服
务发送的一切资料的安全性及保密性。
15. 本条款受香港特别行政区(「香港」)的法律管限，本人/吾等谨此同意受香港
法院的非专属性司法管辖权管辖。
16. 本条款的英文版本与中文版本如有任何分歧，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第三部分
电子结单/电子通知书服务之风险
1. 本人/吾等须配备适当的电子设备和软件、接达互联网，及提供和指定一个
电邮地址及/或流动电话号码，方可使用本服务。
2. 互联网、电邮及/或短讯服务可能涉及若干信息科技风险及出现中断。
3. 本人/吾等使用本服务或招致额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因使用此服务而引致
本人/吾等服务供货商收取的数据费用。
4. 本人/吾等应定期查看本人/吾等指定电邮账户及/或流动电话以获通知可于银
行的网上银行及/或手机银行(视情况而定)查阅该等结单/该等通知书。
5. 本人/吾等如欲撤销同意使用本服务，须按照银行的合理要求给予银行事先
通知。
6. 本人/吾等如要取得不可再透过银行的网上银行及/或手机银行取览及/或下载
的任何电子结单或电子通知书的打印本，或须缴付合理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