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客戶推薦計劃之推薦人推薦獎賞條款及細則
A. 網上客戶推薦計劃之一般條款及細則：
1.
2.

推廣期為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包括首尾兩天(「推廣期」)。
網上客戶推薦計劃指「優先理財」網上客戶推薦計劃、「Premium理財」網上客戶推薦計劃、
「出糧升級組合」網上客戶推薦計劃或信用卡網上客戶推薦計劃(「網上客戶推薦計劃」) 。另
外，附加條款及細則適用於每個網上客戶推薦計劃，並須符合每個網上客戶推薦計劃下所制
定之附加條款及細則以獲享推薦獎賞。詳情請參閱以下部分之附加條款及細則或向本行職員
查詢。
3. 如欲參與此網上推薦計劃，推薦人必須為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之現有客戶
(「推薦人」)。中小企業客戶、私人銀行客戶、只持有渣打商務卡及/或渣打公司卡及/或本
行發行之附屬卡客戶，及/或指定本行前線職員均不能於此網上推薦計劃中成為推薦人。
4. (i) 如欲參與「優先理財」網上客戶推薦計劃或「Premium理財」網上客戶推薦計劃並作為
被推薦客戶，被推薦客戶(定義如下列條款第7項所列)必須(a)於開立新服務(定義如下
列條款第6項所列) 當日前12個月內未曾持有本行或由本行負責分銷之任何銀行產品或
服務(包括但不限於存款戶口、投資服務及由第三者承保之保險產品)，而只持有渣打
信用卡(定義如下列條款第5項所列)之客戶除外。為免存疑，本條款並不適用於「出糧
升級組合」客戶推薦計劃；(b) 為所申請新服務之個人戶口或聯名戶口之基本戶口持有
人。
(ii) 如欲參與信用卡網上客戶推薦計劃，被推薦客戶(定義如下列條款第7項所列)必須為現
時並未持有及於現時所申請指定信用卡主卡批核日起計之過去6個月內沒有取消任何
渣打信用卡(定義如下列條款第5項所列)，但不包括渣打商務卡、渣打公司卡及本行發
行之附屬卡(「全新信用卡客戶」)。指定信用卡指渣打白金信用卡及渣打銀聯雙幣白
金信用卡(「指定信用卡」)。
(iii) 為免存疑，本條款並不適用於「出糧升級組合」客戶推薦計劃。
5. 渣打信用卡指由本行發行之渣打信用卡或MANHATTAN信用卡，包括附屬卡、渣打商務卡
及渣打公司卡(「渣打信用卡」)。
6. 新服務指「優先理財」、「Premium理財」、「出糧升級組合」或指定信用卡(「新服務」) 。
7. 如欲獲享網上推薦獎賞(定義如下列條款第8項所列)，每一位被推薦客戶(「被推薦客戶」)
必須被推薦人於推廣期內成功推薦開立新服務並必須符合以下所有要求(「成功推薦」)：
a. 推薦人須在推廣期內並於被推薦客戶開立新服務之前，透過sc.com/hk完成網上推薦登
記表格(「網上登記表格」)(除特別註明外)，於成功遞交網上登記表格後，推薦人會收
到附有連結之確認電郵及與網上推薦計劃有關之推薦編號(「推薦編號」)。推薦人須
轉發此電郵及推薦編號予被推薦客戶 ; 及
b. 推薦人於本行回贈網上推薦獎賞予下述相關戶口時必須仍然為本行現有客戶，並持有
有效的存款或信用卡戶口，否則，本行有權取消網上推薦獎賞，而毋須另行通知 ; 及
c. 被推薦客戶須於推廣期內透過由推薦人轉發之網上推薦計劃之電郵連結或透過電郵內之
指定網頁，並成功遞交被推薦客戶選擇的一項或多項新服務的網上申請表格(「網上申
請表格」)，並於提交網上申請表格時輸入推薦編號 ; 及
d. 除指定信用卡之網上申請外，申請指定銀行服務包括「優先理財」、「Premium理財」
及/或「出糧升級組合」之被推薦客戶，須於成功遞交網上申請表格後的14天內，攜同
網上申請表格上列明的有關指定文件及推薦編號，到任何本行分行，完成有關開戶手
續;及
e. 必須符合相關網上客戶推薦計劃之附加條款及細則。
8. 就網上客戶推薦計劃內，推薦人符合個別有關條件下，所獲享的獎賞，合稱為網上推薦
獎賞(「網上推薦獎賞」)。於推廣期內不論成功推薦人數多寡，每位合資格推薦人於每
個網上客戶推薦計劃內最多只可獲贈網上推薦獎賞10次。
9. 若推薦人/被推薦客戶不能完成上述條款第7c項所列之要求，及/或推薦人之推薦編號未能成
功紀錄到本行系統內，或推薦編號與本行紀錄不符之任何原因，推薦人則不合資格並不可
享有任何網上推薦獎賞。
10. 若推薦人選擇以「亞洲萬里通」里數或現金回贈作為「優先理財」網上客戶推薦計劃、
「Premium理財」網上客戶推薦計劃及「出糧升級組合」網上客戶推薦計劃之網上推薦獎
賞。網上推薦獎賞一經選定，將一併應用於「優先理財」網上客戶推薦計劃、「Premium
理財」網上客戶推薦計劃及「出糧升級組合」網上客戶推薦計劃。有關推薦人於網上客戶
推薦計劃可享「亞洲萬里通」里數或現金回贈之詳情，請參閱以下部分。
11. 於推廣期內，若推薦人選擇以「亞洲萬里通」里數作為「優先理財」網上客戶推薦計劃、
「Premium理財」網上客戶推薦計劃及「出糧升級組合」網上客戶推薦計劃之網上推薦獎賞:
a. 推薦人須持有有效「亞洲萬里通」會員賬戶，否則推薦人須向「亞洲萬里通」申請賬
戶以獲享相關里數獎賞。推薦人必須於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包括首
尾兩天(「登記期」)透過本行網頁sc.com/hk/AM，以推薦人名下持有之有效「亞洲萬
里通」賬戶及其他所需資料並成功登記「亞洲萬里通」里數獎賞(「亞洲萬里通」獎賞
登記」)。為免存疑，本行只接受推薦人名下持有之有效「亞洲萬里通」會員賬戶作為
獎賞用途及並不接納存入里數予任何非推薦人持有之「亞洲萬里通」會員賬戶。成功
登記後將不能取消或更改。 若推薦人於網上遞交多次登記，本行只取用客戶最後一次
登記資料為準。
b. 本行將會於2019年12月31日或之前，轉交相關資料(包括推薦人所登記之「亞洲萬里
通」會員資料，包括姓氏、名字、會員號碼及所獲享之里數，如適用)予亞洲萬里通
有限公司作為獎賞用途。轉交以上資料後，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將於之後4至6星期內
存入「亞洲萬里通」里數於推薦人之相關「亞洲萬里通」戶口內。
c. 若本行或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就推薦人於登記優惠時所提交之資料不足或不完整，本行
將以現金回贈取代有關里數獎賞，而現金回贈將以下部份條款第12b項所述之次序存入
推薦人之戶口，而不予通知。
d. 推薦人確認所獲贈之「亞洲萬里通」里數將由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存入推薦人之「亞洲
萬里通」會員賬戶。為此本行將盡力向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提供所需資料，但對於亞
洲萬里通有限公司能否準確存入里數於推薦人的「亞洲萬里通」會員賬戶、任何於本
行控制範圍以外的錯誤或延遲存入里數，本行理應毋須負上任何責任，包括但不限於
里數有效期、使用及兌換。如欲查詢有關里數及其條款及細則，請聯絡亞洲萬里通有
限公司及/或瀏覽「亞洲萬里通」網頁asiamiles.com。
e. 里數換領及/或使用須受有關之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閱asiamiles.com。本行毋
須負上任何責任通知閣下任何有關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之改變或最新消息。推薦人
明白及接納本行並非所提供「亞洲萬里通」會員賬戶或提供「亞洲萬里通」里數之
供應商。因此有關「亞洲萬里通」會員賬戶或各項「亞洲萬里通」里數的各方面(包
括但不限於質素、供應量、「亞洲萬里通」會員賬戶及里數之陳述、任何虛假商品
說明或具有誤導性、含糊、遺漏、不明確或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之僱員、負責人或
代理人之不良營商手法)，本行毋須負上任何責任。
f. 所賺取的「亞洲萬里通」里數不可轉讓或不可轉換為積分或現金回贈。
12. 若推薦人選擇以現金回贈作為「優先理財」網上客戶推薦計劃、「Premium理財」網上客戶
推薦計劃及「出糧升級組合」網上客戶推薦計劃之網上推薦獎賞或沒有於登記期內提交網
上登記表格或於登記「亞洲萬里通」優惠時所提交之資料不足或不完整(定義如上述條款第
11c項所列) 或推薦人符合資格獲取現金回贈作為信用卡網上客戶推薦計劃之網上推薦獎賞:
a. 若推薦人符合所有條款及細則，網上推薦獎賞將以現金回贈存入推薦人作為網上推薦
獎賞。
b. 有關現金回贈，如適用，本行將於2020年1月31日或之前，按以下次序存入推薦人以
個人名義或以聯名戶口之基本戶口持有人名義於本行持有之港元存款戶口
(MortgageOne®增值按揭戶口及「置慳息」往來存款戶口除外)：
i. 綜合存款戶口之附屬戶口；
ii. 支票戶口；
iii. 月結單儲蓄戶口；
iv. 存摺儲蓄戶口
若合資格推薦人並無上述有效之港元存款戶口，本行將根據以上次序存入合資格推薦
人之美元存款戶口。若合資格推薦人擁有多於一個同一類別之戶口，將由本行全權酌
情決定任何一個最近期開立之戶口存入現金回贈。
c. 如推薦人並未持有本條款第12b項所定列之有效戶口，本行將於2020年1月31日或
之前，根據推薦人所提供之渣打信用卡號碼存入相關現金回贈，若推薦人擁有多於
一張渣打信用卡(但不包括附屬卡、渣打商務卡及渣打公司卡)，本行有權選擇將現
金回贈存入其中一張由本行選擇之信用卡戶口內(但不包括附屬卡、渣打商務卡及
渣打公司卡)。
13. 於成功存入「亞洲萬里通」里數或現金回贈後，本行將以書面通知「優先理財」網上客戶
推薦計劃、「Premium理財」網上客戶推薦計劃及「出糧升級組合」網上客戶推薦計劃
之網上之推薦人。
14. 「新資金」指由其他銀行以現金、支票/本票、本地電子付款(經由即時支付結算系統(RTGS)
結算，又稱結算所自動轉賬系統(CHATs))或電匯存入戶口，或從其他銀行或金融機構轉出
基金、債券或股票，並將之轉入至本行之投資戶口內之全新資金，並不得為透過在本行續
期之定期存款、本行戶口轉賬或於本行「高息貨幣掛鈎存款」到期日轉賬而得的資金。
15. 「總結存」包括客戶以私人名義作為基本戶口持有人於本行持有的存款、投資及指定保險產
品之累積保費。
16. 當網上推薦獎賞存入有關之戶口時, (i) 推薦人必須為本行現有客戶並維持有效之銀行及/
或信用卡服務，及(ii) 被推薦人所選用之新服務及相關銀行產品信用卡戶口於各網上客戶推
薦計劃之附加條款及細則以及與本行的銀行服務必須有效;否則，有關網上獎賞將被取
消而不予通知，本行並不會從任何其他途徑把網上推薦獎賞回贈給予推薦人。
17. 推薦人不能推薦自己成為被推薦客戶。推薦人與被推薦客戶不可互相推薦開立任何新
服務。如欲獲享網上推薦獎賞，成功被推薦客戶不能重複被同一推薦人推薦或被其他
推薦人推薦。
18. 若推薦人同時獲享其他推廣優惠，本行保留只提供一項或部份網上推薦獎賞或其他優惠之
權利。詳情請向本行職員查詢。
19. 被推薦客戶成功申請「優先理財」或「Premium理財」後，如被推薦客戶於季度內之每日
平均總結餘低於本行不時決定之金額，被推薦客戶須向本行支付當季度之服務費。有關詳
情，請参閱服務收費冊子及銀行產品條款及細則。相關資料可於分行索取或於sc.com/hk
下載。
服務計劃

季度內之每日平均總結餘低於

當季度之服務費

「優先理財」

HK$1,000,000

HK$900

「Premium理財」

HK$200,000

HK$360

20. 除非另有註明，所有網上推薦獎賞不可轉讓他人、退回、轉換或兌換為現金。
21. 本行保留隨時更改、更新或終止任何網上推薦獎賞，以及修訂所述任何條款及細則之權利，
而不予事先通知。推薦人之網上推薦獎賞資格，包括但不限於被推薦客戶於本行之總結存
之計算，及網上推薦獎賞之計算方法，由本行全權決定，並以本行最近紀錄為準。如有任
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22. 中英文版之內容如有任何歧義，在任何情況下概以英文版為準。
B. 「優先理財」網上客戶推薦計劃之附加條款及細則(『「優先理財」網上推薦計劃』)：
重要提示 : 請同時細閱網上推薦計劃之一般條款及細則。
1. 要於「優先理財」網上推薦計劃中享有網上推薦獎賞，推薦人須符合以下要求
a. 推薦人須符合A部分訂下之條件 ; 及
b. 被推薦客戶須：
i.
開立新服務，當中必須包括「優先理財」; 及
ii. 於開立「優先理財」當日後兩星期內完成「客戶投資取向」問卷；及
iii. 於開立「優先理財」當日後兩星期內存入不少於HK$1,000,000之新資金，以增長其
於本行之總結存；及
iv. 於開立「優先理財」後兩星期內時持有或開立港元儲蓄戶口、港元支票戶口(或任何外
幣儲蓄戶口)、「優先理財」信用卡、渣打提款卡及網上理財(或電話理財服務) ；及
v. 被推薦客戶須於開立「優先理財」當日後兩星期內完成網上理財之登記程序或使用
電話理財服務至少一次；及
vi. 根據下表所列，維持其總結存不少於HK$1,000,000至指定日期：
開立服務之日期 (包括首尾兩天)

指定日期 (包括全日)

2019年4月1日至30日

2019年7月31日

2019年5月1日至31日

2019年8月31日

2019年6月1日至30日

2019年9月30日

c. 於推廣期內，被推薦客戶須成功開立新服務，當中必須包括「優先理財」。
2. 「亞洲萬里通」里數或現金回贈將根據下表所列給予「優先理財」網上推薦計劃之合資格推
薦人：
推廣期內總成功推薦人數

「亞洲萬里通」里數
(每位成功推薦)

現金回贈
(每位成功推薦)

1位 - 10位

10,000里數

HK$1,000

C. 「Premium理財」網上客戶推薦計劃之附加條款及細則(『「Premium理財」網上推薦計劃』)
重要提示 : 請同時細閱網上推薦計劃之一般條款及細則。
1. 要於「Premium理財」網上推薦計劃中享有網上推薦獎賞，推薦人須符合以下要求:
a. 推薦人須符合A部分訂下之條件；及
b. 被推薦客戶須：
i.
開立新服務，當中必須包括「Premium理財」; 及
ii. 於開立「Premium理財」當日後兩星期內完成「客戶投資取向」問卷；及
iii. 於開立「Premium理財」當日後兩星期內存入不少於HK$200,000之新資金，以增
長其於本行之總結存；及
iv. 於開立「Premium理財」當日持有或開立港元儲蓄戶口、港元支票戶口(或任何外幣儲
蓄戶口)、渣打白金信用卡或渣打亞洲萬里通萬事達卡、渣打提款卡及網上理財(或電
話理財服務) ；及
v. 於開立「Premium理財」當日後兩星期內完成網上理財之登記程序或使用電話理財
服務至少一次；及
vi. 根據下表所列，維持其總結存不少於HK$200,000至指定日期：
開立服務之日期 (包括首尾兩天)

指定日期 (包括全日)

2019年4月1日至30日

2019年7月31日

2019年5月1日至31日

2019年8月31日

2019年6月1日至30日

2019年9月30日

c. 於推廣期內，被推薦客戶須成功開立新服務，當中必須包括「Premium理財」。
2. 「亞洲萬里通」里數或現金回贈將根據下表所列給予「Premium理財」網上推薦計劃之合資
格推薦人：
推廣期內總成功推薦人數

「亞洲萬里通」里數
(每位成功推薦)

現金回贈
(每位成功推薦)

1位 - 10位

3,000里數

HK$300

D. 「出糧升級組合」網上客戶推薦計劃之附加條款及細則(『「出糧升級組合」網上推薦計劃』)
重要提示 : 請同時細閱網上推薦計劃之一般條款及細則。
1. 要於「出糧升級組合」網上推薦計劃中享有「亞洲萬里通」里數或現金回贈，推薦人須符合
以下要求:
a. 推薦人須符合A部分訂下之條件 ; 及
b. 被推薦客戶必須：
i.
開立新服務，當中必須包括「出糧升級組合」; 及
ii. 被推薦客戶必須於開立「渣打紅利出糧戶口」（「戶口」）日期前12個月內未曾使
用本行自動轉賬出糧服務；及
iii. 推薦人須於緊接開戶日期當日後兩個月內，透過戶口使用本行自動轉賬出糧服務。
c. 合資格被推薦客戶於出糧戶口開立日後首3個月存入出糧戶口之每月薪金金額(「每月薪
金」) 須達HK$5,000或以上。
2. 每月薪金的計算將：
a. 只計算於出糧戶口開立日後首3個月存入出糧戶口之出糧款項；及
b. 透過發自其他非本行的本地銀行之常行指示存入出糧 戶口之出糧款項亦為視每月薪金；
及
c. 若客戶之每月薪金金額不同，將按於出糧戶口開立日後首3個月存入出糧戶口之平均每
月薪金金額計算。
3. 「亞洲萬里通」里數或現金回贈將根據下表所列給予「出糧升級組合」網上推薦計劃之合資
格推薦人：
推廣期內總成功推薦人數

「亞洲萬里通」里數
(每位成功推薦)

現金回贈
(每位成功推薦)

1位 - 10位

1,000里數

HK$100

4. 「出糧升級組合」網上推薦計劃之被推薦客戶可獲享之「出糧升級組合」優惠須受有關條款
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本行職員查詢。
E. 信用卡網上客戶推薦計劃之附加條款及細則(「信用卡網上推薦計劃」)
重要提示 : 請同時細閱網上推薦計劃之一般條款及細則。
1. 要於信用卡網上推薦計劃中享有網上推薦獎賞，推薦人須符合以下要求:
a. 符合上述A部分訂下之所有要求及
b. 被推薦客戶須成功申請新的服務必須包括指定信用卡及
c. 被推薦客戶所申請之指定信用卡須於2019年8月31日或以前獲本行成功批核
2. 合資格推薦人將按成功推薦全新信用卡客戶之數目計算可獲贈之現金回贈作為網上推薦
獎賞。不論每位信用卡網上推薦計劃之合資格被推薦客戶所申請及其已獲本行批核之
指定信用卡的總數多少，都只會被計算為一次成功推薦。

3.
4.

成功推薦全新信用卡客戶總數

現金回贈(每位成功推薦)

1位

HK$100

2位

HK$150

3位 - 10位

HK$200

例子：
成功推薦2位全新信用卡客戶，合資格推薦人可獲贈共HK$300現金回贈 (HK$150×2)。
成功推薦3位全新信用卡客戶，合資格推薦人可獲贈共HK$600現金回贈 (HK$200×3)。
此信用卡網上推薦計劃的每位被推薦客戶只可被一位推薦人推薦。若此信用卡網上推薦計劃
之同一被推薦客戶被多於一位推薦人推薦申請指定信用卡，指定信用卡獲較早批核之個案
會被視為有效之推薦個案，只有該一位推薦人可藉此獲網上推薦獎賞。
指定信用卡之申請須受相關申請資格、申請程序及條款或其他銀行協議約束，包括但不限於
信用卡開戶聲明、信用卡條款、客戶條款及申請渣打信用卡之重要資料及條款及細則。信
用卡之批核及/或以上獎賞須視乎本行之最終決定。如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註：
• 本網頁並不構成對任何人士提出進行上述任何交易或任何類似交易的招攬、邀請或建議，亦
不構成對未來價格變動的任何預測。
• 投資者不應只單憑本網頁而作出投資決定。
• 本網頁未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或香港任何監管機構審閱。
由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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