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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有哪些銀行與香港滙豐合

作提供大灣區“理財通”服務？

国内地有哪些银行与香港汇丰合作

提供大湾区“理财通”服务？

 

 

 在中國內地有 家銀行與滙豐香

港合作提供“大灣區理財通”服務：

 滙豐中國

 平安銀行

 在中国内地有 家银行与香港汇

丰合作提供大湾区“理财通”服务：

 汇丰中国

 平安银行

 

如何了解滙豐香港合作銀行提供的

「理財通」？

如何了解汇丰香港合作银行提供的

「理财通」资讯？

 

滙豐中國：

客戶可聯繫滙豐（中國）理財通熱

線：

客戶也可參考中國滙豐官網了解相

關資訊：

平安銀行：

客戶可聯繫平安銀行客戶服務及投

訴熱線：

客戶也可以參考平安銀行手機

了解更多資訊。

汇丰中国：

客户可联系汇丰（中国）理财通热

线：

客户也可参考中国汇丰官网了解相

关资讯：

平安银行：

客户可联系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及投诉热线：

客户也可以参考平安银行手机

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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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開立或擁有哪些賬戶才能使

用大灣區 理財通 服務？

我需要开立或拥有哪些账户才能使

用大湾区 理财通 服务？

(  

 

 對於南向通和北向通，你需要

一個專用的投資戶口和一個滙款專

戶，並讓這兩個戶口配對，才能使

用跨境理財通服務。 

 对于南向通和北向通，你需要

一个专用的投资账户和一个汇款专

户，并让这两个账户配对，才能使

用跨境理财通服务。 

 

香港滙豐接受哪些合資格的證明文

件作為大灣區 理財通 南向申請的

住址證明？

香港汇丰接受哪些合资格的证明文

件作为大湾区 理财通 南向申请的

住址证明？

  

 

 

 

 

 

 

 

 

(SB) 以下證明文件的原件可作為地

址證明

 銀行對賬單 

 公共基礎設施的賬單，

例如煤氣，電費等 

 政府部門或大專院校出

具的文件 

您的文件必須： 

 是在過去 3 個月內發出 

 顯示您在滙豐註冊的相

同地址 

(SB) 以下证明文件的原件可作为地

址证明 

 银行对账单 

 公共基础设施的账单，

例如煤气，电费等 

 政府部门或大专院校出

具的文件 

您的文件必须： 

 是在过去 3 个月内发出 

 显示您在汇丰注册的相

同地址 

 

為什麼客戶需要向香港滙豐提供住

址證明？

为什么客户需要向香港汇丰提供住

址证明？

證監會的政策要求下，地址證

明是開立投資賬戶需要的文件之

一。 為了更好地保護投資者並維護

市場誠信，滙豐香港要求客戶提供

的資料將取決於客戶的情況以及他

們所申請的產品或服務的類型。

证监会的政策要求下，地址证

明是开立投资账户需要的文件之

一。为了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并维护

市场诚信，汇丰香港要求客户提供

的资料将取决于客户的情况以及他

们所申请的产品或服务的类型。

  

香港滙豐回電的目的是什麼？需要

多長時間？

香港汇丰回电的目的是什么？需要

多长时间？ 

 

 

 

 

滙豐香港員工回電的目的是：

 跟客戶核對個人資料

 進行弱勢社群客戶評估並解釋

風險披露

 獲得您的確認以開立南向通大

灣區理財通賬戶

 並且，（如有需要）幫助您通

過滙豐香港應用程式註冊滙豐

香港網上銀行個人資料。

這些可能需要大約 分鐘，前提是

所需的資料都已經準備就緒。

您可考慮提前下載滙豐香港應用程

式，以加快處理速度。

 

汇丰香港员工回电的目的是：

 跟客户核对个人资料

 进行弱势社群客户评估并解释

风险披露

 获得您的确认以开立南向大湾

区理财通账户

 并且，（如有需要）帮助您通

过汇丰香港应用程式注册汇丰

香港网上银行个人资料。

这些可能需要大约 分钟，前提是

所需的资料都已经准备就绪。

您可考虑提前下载汇丰香港应用程

序，以加快处理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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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香港工作人員回電確認開戶申

請時，我需要準備什麼？

汇丰香港工作人员回电确认开户申

请时，我需要准备什么？ 

建議客戶預先下載香港滙豐手

機銀行應用程式，以便香港在回電

時與客戶完成註冊。

客戶可以按照指南下載：

建议客戶预先下载香港汇丰手

机银行应用程序，以便我们在回电

时与您完成注册。

您可以按照指南下载：

 

弱勢客戶 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在

香港滙豐開立大灣區 理財通 賬戶

時需要進行這項評估？

弱势客户 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在

香港汇丰开立大湾区 理财通 账户

时需要进行这项评估？

根據香港金融機構的監管指引

弱勢客戶是指在銷售投資上需要特

別關顧 的客戶。我們需評估您是否

是弱勢客戶以便在銷售投資和保險

產品時為您提供額外的照顧。

這是香港監管機構的要求，以評估

您是否是弱勢客戶，以便在銷售投

資和保險產品時為您提供額外的照

顧。

根据香港金融机构的监管指引

弱势客户是指在销售投资上需要特

别关顾 的客户。我们需评估您是否

是弱势客户以便在销售投资和保险

产品时为您提供额外的照顾。

这是香港监管机构的要求，以评估

您是否是弱势客户，以便在销售投

资和保险产品时为您提供额外的照

顾。

 

如果客戶需要重新安排與香港滙豐

的預約要怎麼辦？

如果客户需要重新安排与香港汇丰

的预约要怎么办？

如果客戶希望重新安排與香港

滙豐的預約時間，請致電滙豐香港

理財通熱線：

如果客户希望重新安排与香港

汇丰的预约时间，请致电汇丰香港

理财通热线：

 

開立香港賬戶及與我的內地賬戶配

對需要多長時間？

开立香港账户及与我的内地账户配

对需要多长时间？

一般情況下，內地和香港賬戶

應在 天內成功開立並配對。

一般情况下，内地和香港账户

应在 天内开立并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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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表格中什麼是的其他名稱和其

他已知名稱？

电子表格中什么是的其他名称和其

他已知名称？

其他名稱通常標記為中間名

（如果客戶有），顯示在客戶的

上，而其他已知名稱就是客戶的替

代名稱 別名。

其他名称通常标记为中间名

（如果客戶有），显示在客戶的

上，而其他已知名称就是客戶的替

代名称 別名。

 

為什麼客戶需要提供其稅務居住地

資料？

为什么客户需要提供其税务居住地

资料？

這是遵守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訂立的共同申報準則

（ ），客戶在開戶或申請賬戶

服務時須提交自我證明表格（ 表

格） 資料，以提供稅務居民相

關資料給向香港特別行政區稅務局

申報的銀行。

这是遵守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订立的共同申报准则

（ ），客户在开户或申请账户

服务时须提交自我证明表格（ 表

格） 资料，以提供税务居民相

关资料给向香港特别行政区税务局

申报的银行。

 

為什麼客戶需要披露他們的收入來

源？

为什么客户需要披露他们的收入来

源？

我們需要核實資金的來源 來保

護我們的客戶和滙豐銀行免受欺詐

和金融罪案的影響。 了解我們的客

戶並維持完整的紀錄有助於我們發

現任何違規或不尋常的行為，從而

保護您免受潛在的盗用、欺詐和金

融犯罪的侵擾。

我们需要核实资金的来源 来保

护我们的客户和汇丰银行免受欺诈

和金融罪案的影响。了解我们的客

户并维持完整的纪录有助于我们发

现任何违规或不寻常的行为，从而

保护您免受潜在的盗用、欺诈和金

融犯罪的侵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