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時發佈

渣打與「亞洲萬里通」獨家合作
以銀行服務及消費直接賺取里數
2016 年 3 月 15 日，香港 –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渣打香港」)與「亞洲萬里通」公佈策略合
作計劃，推出全新渣打亞洲萬里通萬事達卡，不單是全港唯一的亞洲萬里通聯營信用卡，亦是市場
上唯一能以銀行服務直接賺取里數的計劃。持卡人除了可以信用卡簽賬直接賺取里數，而毋須透過
信用卡積分來換取，在選用渣打其他指定銀行服務時，包括存款、投資、保險，以至私人貸款及按
揭，亦可直接賺取里數。
「優先理財」客戶開立定期存款或敍造按揭，更可以里數作為迎新獎賞，客
戶可更快地賺取更多里數獎賞。另外，持卡人在食肆、網上及海外簽賬更盡享全年 HK$4=1 里數，
配合一拍即付功能直接賺取里數及一系列「亞洲萬里通」優惠，讓里數融入日常生活。
渣打大中華及北亞洲地區個人金融業務總裁禤惠儀表示：
「渣打致力引入創新元素，為客戶帶來獨一
無二的銀行體驗，渣打一向重視與客戶建立長久關係，我們與客戶的關係不止於一張信用卡，更希
望他們享用更多渣打服務，讓我們可照顧其理財需要。今次與『亞洲萬里通』的獨家合作，將為兩
機構締造雙贏，並加強渣打的競爭優勢，有助吸納新目標客戶，並帶動更多客戶使用渣打的銀行服
務，為我們的客戶和收入帶來長遠的增長基礎。」
「亞洲萬里通」行政總裁黃思遠表示：
「渣打亞洲萬里通萬事達卡是『亞洲萬里通』一個重要的里程
碑，除了是首張在港發行的『亞洲萬里通』聯營信用卡外，亦是唯一一張讓持卡人同時透過使用全
面的銀行服務及日常生活消費，更快賺取里數的信用卡。配合一拍即付功能簽賬，就算日常瑣碎開
支都可直接賺里數，而且賺得更快更方便。
『亞洲萬里通』致力成為市民大眾生活息息相關的獎勵計
劃，讓會員透過衣食住行、跨範疇賺取里數，這張信用卡將更深化『亞洲萬里通』的定位。而兌換
獎勵方面，我們除了多元化的機票、酒店住宿及租車選擇外，更有超過 1,800 項生活品味獎賞，定
能提升持卡人的生活及旅遊獎賞體驗。」
渣打亞洲萬里通萬事達卡持卡人除可於食肆、網上及海外簽賬全年以 HK$4 享 1 里數外，其他本地
簽賬亦可以 HK$6 享 1 里數；全新信用卡客戶更可享 HK$0.5=1 里數的迎新禮遇；同時成為渣打「優
先理財」或「個人理財升級計劃」客戶，只須以該卡簽賬一次，該月即可根據在渣打的其他指定銀
行服務包括存款、投資、保險，私人貸款及按揭，直接賺取里數，優先理財客戶每月最高可賺取 3500
里數，個人理財升級計劃客戶則每月最高可賺 490 里數。另外，全新「優先理財」客戶以 100 萬元
開立指定定期存款戶口，更可即享 6 萬里數。

為了解港人外遊及賺取里數情況，渣打在 1 月進行調查^，訪問超過 400 名受訪者，顯示港人在去年
平均旅遊 2.67 次，估計外遊總開支達 7 萬元，家庭月入 8 萬元或以上人士，估計去年外遊總開支更
逾 11 萬元。雖然經濟前景不明朗，但 85%受訪者仍預期今年會增加或維持外遊支出。另外，高達
82%有外遊的受訪者持有里數會籍，他們普遍是學歷較高、擁有較高收入和資產人士。近 6 成受訪
者表示，在可行情況下大部分消費均會以信用卡支付，以賺取里數換取機票，當中家庭月入較高或
年輕一族更積極於賺取里數。受訪者中，46%認同相比其他信用卡優惠如信用卡積分、現金回贈等，
贈送或賺取里數更為吸引。一半受訪者更希望透過其他銀行服務，如理財戶口、樓宇按揭、定期存
款等來賺取里數。
^市場調查於 2016 年 1 月 20 至 26 日進行，以網上問卷形式訪問 406 名年齡介乎 25 至 55 歲、並在過去年一年曾作個
人外遊(不包括公幹)的港人。

渣打「優先理財」客戶里數獎賞：
全新客戶開戶尊享：
開戶新資金(港幣)

「亞洲萬里通」定期存款期

獎賞里數*

100 萬

4 個月

60,000 里數

*已包括新資金增長獎賞

「亞洲萬里通」定期存款優惠：
定期存款之金額

6 個月定期存款

12 個月定期存款

30,000 里數

100,000 里數

每 100 萬港幣
每 10 萬美元/英鎊
每 20 萬人民幣/加元
按揭貸款迎新獎賞：
成功提取金額(港幣)

獎賞里數#

300 萬

高達 314,000 里數

#假設合資格貸款提取金額為港幣 300 萬元及該貸款提取金額可獲 1%提取樓宇按揭回贈，方可享 314,000「亞洲
萬里通」里數(當中包括申請、批核獎賞及提取樓宇按揭回贈)。若客戶選擇以「亞洲萬里通」里數形式賺取提取樓
宇按揭回贈，
「亞洲萬里通」里數將代替該現金回贈。

凡成功申請渣打亞洲萬里通萬事達卡，可享以下優惠：
新客戶迎新禮遇


所有簽賬可享 HK$0.5=1 里數 (首兩個月合計最高可享 15,000 里數) +

全年簽賬獎賞：


食肆、網上及海外簽賬：HK$4=1 里數+



其他本地簽賬：HK$6=1 里數+



感應式刷卡功能:日常瑣碎開支可直接賺取里數(網絡遍佈全港各大商戶，包括便利店、餅店、超
市、咖啡店、戲院等)

+

只適用於合資格簽賬。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閱附奉之宣傳單張。

理財獎賞 — 360°全面賞：


優先理財客戶：每月最高獎賞 3,500「亞洲萬里通」里數

產品類別

獎賞準則

存款/

每 HK$100,000 之該月每日平均結餘

結構性投資系列/

(以該月之總日數計算)

每月可賺取

每月最高可賺取

之里數

之里數

35 里數

700 里數

高息貨幣掛鈎存款
投資

每 HK$100,000 之該月每日平均結餘

35 里數

700 里數

保險

(以該月本行營業之總日數計算)

35 里數

私人分期貸款

每 HK$100,000 之月結貸款結餘

35 里數

700 里數
700 里數

樓宇按揭貸款

(以該月最後一個曆日計算)

7 里數

700 里數

總里數：


3,500 里數

個人理財升級計劃客戶：憑指定銀行產品/服務，每月最高獎賞 490「亞洲萬里通」里數

嶄新「亞洲萬里通」獎賞優惠：


2 天前於網上優先兌換精選折扣獎勵機票



兌換住宿、租車、或餐膳美食獎勵可享 9 折優惠



延續里數有效期、里數轉贈及透過「餽贈里賞」購買「亞洲萬里通」里數之費用均可獲享 8 折優
惠

詳情請參閱附奉之宣傳單張。
下載相片：http://www.fingertips.hk/download/SCB-AsiaMiles-PC-Press.zip

相片說明(1)：渣打大中華及北亞洲地區個人金融業務總裁禤惠儀表示，今次與「亞洲萬里
通」的獨家合作，將加強渣打的競爭優勢，有助吸納新目標客戶，並帶動更多客戶使用我
們的銀行服務。

相片說明(2)：「亞洲萬里通」行政總裁黃思遠表示，「亞洲萬里通」致力成為市民大眾生活
息息相關的獎勵計劃，讓會員透過衣食住行、跨範疇賺取里數，這張信用卡將更深化「亞
洲萬里通」的定位。

相片說明(3)：渣打香港個人金融業務主管尚明洋(右)與「亞洲萬里通」行政總裁黃思遠(左)
一同主持簽約儀式。

相片說明(4)：渣打香港個人金融業務主管尚明洋(右)、
「亞洲萬里通」行政總裁黃思遠(左)，
與樂壇天后鄭秀文(中)主持發卡儀式，標誌渣打亞洲萬里通萬事達卡正式推出。

相片說明(5)：鄭秀文率領一眾模特兒親身演繹精明的賺取里數方法。
-

完

-

傳媒聯絡查詢：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公共事務處
鄺慧茵 (Cathy Kwong)
電話：2820 3083
關懿婷 (Gabriel Kwan)
電話：2820 3036
或
十點子有限公司
陳淑敏(Avis Chan)

電話：9253 6266 / 2851 7100

葉細燕(Evon Yap)

電話：9257 4534 / 2851 7100

或
「亞洲萬里通」公共關係及傳訊部
關翠明 (Judy Kwan)
電話︰2748 2635 / 9032 5953
楊文博 (Agnes Yeung)

電話︰2748 2717

渣打銀行
渣打是一個具領導地位的國際銀行集團，於全球增長最迅速的市場擁有超過 86,000 名員工及擁有逾 150 年歷
史，我們大約 90%的收入及溢利來自亞洲、非洲及中東地區，並為這些地區促進投資、貿易及創造財富的客
人及企業服務。集團多年來的歷史及一直堅守的信念展現於我們的品牌承諾「一心做好，始終如一」
。
渣打集團在倫敦證交所、香港證交所，以及印度的孟買及印度國家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渣打銀行自 1859 年在香港開展業務，現為香港三家發鈔銀行之一。渣打銀行於 2004 年 7 月 1 日完成在香港
註冊的程序，並將銀行在香港分行的業務注入歸納於在香港註冊的渣打集團全資附屬公司 -- 渣打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旗下。
請瀏覽 www.sc.com 了解更多詳情。想聽取我們的分析及見解，請瀏覽我們的網誌 BeyondBorders。歡迎加
入 Twitter, LinkedIn 及 Facebook 取得最新消息。

「亞洲萬里通」
「亞洲萬里通」是亞洲首屈一指的旅遊及消閒獎勵計劃，自 1999 年 2 月推出至今，全球坐擁逾 800
萬名會員及 600 多家夥伴機構。
「亞洲萬里通」夥伴機構範疇涵蓋航空、酒店、飲食、金融服務、零售、電子科技產品等，讓會員
透過日常消費，輕鬆賺取里數。
「亞洲萬里通」的夥伴航空公司多達 25 間，飛行網絡覆蓋全球逾 1,000 個城市，會員選乘任何一間
夥伴航空公司均能賺取里數。夥伴餐廳逾 400 間，於亞洲地區為會員提供廣泛豐富的消閒飲食選擇。
除飛行獎勵外，
「亞洲萬里通」會員亦可以里數兌換超過 1,800 項生活品味獎賞，其中包括酒店住宿、
佳餚美酒、購物禮券、電子產品、演唱會門票及其他消閒娛樂項目等。
任何年滿 2 歲或以上人士均可申請成為「亞洲萬里通」會員，費用全免。
有關「亞洲萬里通」請參閱 www.asiamiles.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