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问题
什么是 现金发放计划 ？
现金发放计划 是香港政府向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的香港居民提供的财务援助。
若需了解 现金发放计划 的详情，请前往汇丰网站（
）和政府的 现金发放计划 网站（
）查看。
如何在网上登记 现金发放计划 ？
您可以通过相关渠道登记 现金发放计划 ：
汇丰网上理财
汇丰流动理财
汇丰网站
我可以多次递交网上登记吗？
我们建议您只在汇丰或其他支持网上登记的银行递交一次登记。

网上理财和流动理财
登记
我怎样前往网上理财的登记页面？
您可按照相关步骤前往网上理财的 现金发放计划 登记页面：
登录网上理财
点击 我的银行
选择 现金发放计划
在首次登录时，您将收到通知，询问您是否登记 现金发放计划 。
怎样在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序登记？
您可按照相关步骤前往流动理财的 现金发放计划 登记页面：
登录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序
在选单內点击 现金发放计划
在首次登录时，您将收到通知，询问您是否登记 现金发放计划 。
6. 我想使用一个没有在登记页面显示的账户登记 现金发放计划 。我应该怎么做？
您只能以个人名义开立的有效本地港元储蓄 往来账户登记：
 汇丰尚玉 港元储蓄及往来账户
 汇丰卓越理财 港元储蓄及往来账户
 汇丰运筹理财 港元储蓄及往来账户
 个人综合理财 港元储蓄及往来账户
 港元储蓄账户
 港元往来账户
 万用账户
 大学生 理财账户
 现金卡账户
 港币结单储蓄账户
 循环 万应钱 账户
 资产两头利 透支账户
 就手钱 私人透支账户
其他类别的账户均不能用于登记 现金发放计划 。
7. 什么类别的汇丰账户可用于登记 现金发放计划 ？
您只能以个人名义开立的有效本地港元储蓄 往来账户登记登记：
 汇丰尚玉 港元储蓄及往来账户
 汇丰卓越理财 港元储蓄及往来账户
 汇丰运筹理财 港元储蓄及往来账户
 个人综合理财 港元储蓄及往来账户
 港元储蓄账户
 港元往来账户
 万用账户
 大学生 理财账户
 现金卡账户
 港币结单储蓄账户

 循环 万应钱 账户
 资产两头利 透支账户
 就手钱 私人透支账户
其他类别的账户均不能用于登记 现金发放计划 。
8. 我想使用并非在银行记录中的电话号码登记此计划，在登记时应如何更改电话号码？
若您想以并非在银行记录中的电话号码登记，请点选 输入
码。
您在银行的联络资料纪录将维持不变。

位数字的联络电话号码 ，并输入您想用于登记的电话号

9. 我在银行记录中的电话号码不正确。我应如何在登记流程中更改？
若您想更改银行记录中的电话号码，请登录网上理财或亲临分行更改，亦可致电我们寻求帮助：
汇丰尚玉客户
汇丰卓越理财客户
汇丰运筹理财客户
其他客户
请先更改您的电话号码，再继续登记流程。
10. 若我使用银行记录以外的电话号码登记，银行记录中的电话号码会否因此更改？
不会，您的电话号码只用于 现金发放计划 。您在银行的联络资料记录将维持不变。
11. 我没有香港电话号码，或我想使用海外电话号码登记，能否使用海外电话号码登记？
您只可在银行纪录中有您海外电话号码的情况下，才可使用海外电话登记。如属此情况，请在登记时点选 使用本行纪
录 。否则，您只可输入具有短讯服务功能的本地流动电话号码。
12. 我没有香港电话号码，或我想使用海外电话号码登记，能否使用海外电话号码登记？
您只可在银行纪录中有您海外电话号码的情况下，才可使用海外电话登记。如属此情况，请在登记时点选 使用本行纪
录 。否则，您只可输入具有短讯服务功能的本地流动电话号码。
13. 我已输入新的电话号码登记此计划，但我还未收到短信确认，我如何得知是否已成功递交申请？
若您成功通过网上登记 现金发放计划 ，汇丰网上理财或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序的状态页面将在
更新您的登记状态。您亦可拨打我们的
小时服务热线
，查询您的登记状态。

至

个工作天内

登记人声明及承诺
14.

登记人声明及承诺 是什么？为什么我需要同意才可以登记？

登记人声明及承诺 是香港政府提供的协议。请于登记前细阅及了解当中内容。您同意 登记人声明及承诺 即表示您已
理解 现金发放计划 的目的及任何相关法律责任。

15. 我可以在递交登记后修改我的个人资料吗？
若您已成功通过汇丰递交登记，您无法修改登记资料。若您需要修改或取消您的登记，请拨打政府热线

查询。

递交登记
16. 我可以取消在汇丰的登记吗？
若您需要修改或取消您的登记，请拨打政府热线

查询。

17. 我应该如何找回我的登记参考编号？
您可以登录网上或流动理财，并查看登记状态。您亦可以拨打我们的

小时服务热线

，寻求帮助。

登记狀态
18. 我应该如何查看我的登记状态？
若您通过汇丰登记 现金发放计划 ，可以按照相关方法查询登记状态：
 登录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序后，在选单中选择 现金发放计划
 登录网上理财后，在 我的银行 內选择 现金发放计划
拨打
小时服务热线
19. 为什么状态页面显示多个登记状态？
若您曾通过其他渠道登记 现金发放计划 （例如︰书面登记表格），状态页面将显示所有曾递交的登记状态。
20. 我已经在网上递交 现金发放计划 登记，但还未在状态页面上显示。我应如何找到我的登记？
递交 现金发放计划 的每天截止时间是星期一至六下午 时。所有在下午 时前递交的登记将在 天内在系统更新记
录，而在下午 时后递交的登记则在 天内更新。如您现时未能在状态页面查看更新记录，请稍后再查看。
21. 我的网上 现金发放计划 登记不获接纳，我应该如何重新登记？
若您的登记不获汇丰或政府接纳，您可以按照相关步骤重新登记：
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序
 登录流动理财后，在选单中选择 现金发放计划
 在状态页面点选 立即登记
汇丰网上理财
 登入网上理财后，在 我的银行 内选择 现金发放计划
 在状态页面点选 立即登记
如您有其他正在处理的登记，您不能重新登记。
22. 若我的登记因相关原因而不获接纳，我应该怎么做？
处理中
本行不予接纳︰欠缺登记人姓名

本行不予接纳︰欠缺账户号码
本行不予接纳︰欠缺香港身份证
本行不予接纳︰香港身份证号码不正确
本行不予接纳︰香港身份证号码格式不正确
本行不予接纳︰账户号码格式不正确
本行不予接纳︰欠缺账户号码
本行不予接纳︰欠缺签名
本行不予接纳︰账户并非在此香港身份证名下
本行不予接纳︰账户并非个人账户
本行不予接纳︰不动账户
本行不予接纳︰无此账户
本行不予接纳︰不正确或欠缺银行代号
本行不予接纳︰本行无此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文件记录
本行不予接纳︰登记日期无效
本行不予接纳︰资料不正确
不获处理︰重复登记
未能成功登记︰重复登记 未能成功登记︰不符合资格
若您的登记状态显示为 正在处理 ，则代表正在审核您的登记。请稍后再查看。如您的申请因任何原因而不获汇丰接
纳，请前往分行寻求帮助。如您的申请不获政府接纳，请拨打政府热线
寻求帮助。
23. 我已在网上递交登记，为什么状态页面仍有 立即登记 按钮？
若遇上相关情况，您可重新递交登记：
登记不获汇丰或政府接纳
款项尚未存入账户
登记不属于
已成功发放款项
本行已收妥登记资料
政府已收妥登记
尚未能成功登记 不符合资格
24. 为什么我不能点按状态页面的 立即登记 按钮？
若遇上相关情况，您将无法再次登记：
1. 您的其中一项申请正在处理，或
2. 款项已存入您的账户，或
3. 您的登记状态如下︰
已成功发放款项
本行已收妥登记资料
政府已收妥登记
尚未能成功登记 不符合资格

款项发放状态
25. 我应该如何查询款项发放状态？
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查看款项发放状态︰
登入网上理财或流动理
在网上理财点选 我的银行 或点选流动理财的主页选单
点选 现金发放计划
若登记已获处理而款项已存入您的账户，发放款项的日期和您的账户号码将会在状态页面上显示。
26. 我的 现金发放计划 登记已获批核，我何时会收到款项？
透过
期后收到款项。

或汇丰网上理财登记政府“现金发放计划”领取港币 10,000 元，您的资格一经核实，即可于约一星

27. 我应该如何就已获批核的登记修改选取的账户？
如您成功通过汇丰递交登记，您不能修改登记资料。如需更改或取消登记，请拨打政府热线

。

错误信息
28. 我的登记逾时，未能递交，我需要重新登记吗？
基于保安理由，您将会被登出，并需要再次登录后重新登记。
29. 我在登记时为何看到相关的错误讯息？
暂时未能提供服务
账户并非个人港币储蓄账户或往来账户
重复登记
若是 暂时未能提供服务 ，请稍后重试，我们就造成任何不便而致歉。
若是 您并无持有任何个人港元储蓄账户或往来账户 ﹐请带同香港身份证亲临分行开立个人港元储蓄账户或往来账
户。
若是 重复登记 ，我们的记录显示您已登记 现金发放计划 ，请登录您的网上理财或流动理财查询您的登记状态，或
拨打政府热线
查询。

汇丰网站
登记
30. 我应该如何在汇丰网站登记？
您可以在选单上点选 银行服务 下的 现金发放计划 ，并通过电子表格登记。此外，您亦可通过此链接前往电子表格

31. 通过汇丰网站与网上及流动理财登记有什么区别吗？
如您通过网上或流动理财登记，我们的系统将自动检测您的现有账户是否符合资格收取 现金发放计划 的款项，可缩短
审核流程。
32. 什么类别的汇丰账户可用于登记 现金发放计划 ？
您只能以个人名义开立的有效本地港元储蓄 往来银行账户登记：
 汇丰尚玉 港元储蓄及往来账户
 汇丰卓越理财 港元储蓄及往来账户
 汇丰运筹理财 港元储蓄及往来账户
 个人综合理财 港元储蓄及往来账户
 港元储蓄账户
 港元往来账户
 万用账户
 大学生 理财账户
 现金卡账户
 港币结单储蓄账户
 循环 万应钱 账户
 资产两头利 透支账户
 就手钱 私人透支账户
其他类别的账户均不能用于登记 现金发放计划 。
33. 若我使用银行纪录以外的电话号码登记，银行纪录中的电话号码会否因此更改？
不会，您的电话号码只用于 现金发放计划 。您在银行的联络资料纪录将维持不变。
34. 我没有香港电话号码，或我想使用海外电话号码登记，能否使用海外电话号码登记？
您只可在银行记录中有您海外电话号码的情况下，才可使用海外电话登记。如属此情况，请在登记时点选 使用本行记
录 。否则，您只可输入具有短讯服务功能的本地流动电话号码。
35. 我已输入新的电话号码登记此计划，但我还未收到短信确认，我如何得知是否已成功递交申请？
在您递交登记后，我们将会在几天内发出短信或信件至您在本行纪录中的通讯地址以确认您的登记。若您还未收到确认
短信或信函，请登录汇丰网上理财或香港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序后，前往状态页面查看进度。您亦可拨打我们的
小时
服务热线
，查询您的登记状态。

验证
36. 我在登记时未能成功通过人机验证，我应该怎么做？
请使用其他浏览器登记，或通过网上理财、流动理财或递交书面登记表格登记。

递交登记
37. 我可以在递交登记后修改我的个人资料吗？
若您已成功通过汇丰递交登记，您无法修改登记资料。若您需要修改或取消您的登记，请拨打政府热线

查询。

38. 我应该如何找回我的登记参考编号？
您可以登录网上或流动理财，并查看登记状态。您亦可以拨打我们的

小时服务热线

，寻求帮助。

39. 我已经在汇丰网站填写了电子表格，但确认页面依然显示“有待完成”。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您已完成“现金发放计划”登记流程，无需再进行其他操作。我们现正处理您的登记，并会在两个工作天内向您发送登
记确认信。如果您未收到登记确认信，请登录汇丰网上理财或流动理财查看登记状态，或拨打(852) 2996 7288 查询详情。

登记状态
40. 我应该如何查看我的登记状态？
若您通过汇丰登记 现金发放计划 ，可以按照以下方法查询登记状态：
登录流动理财后，在选单中选择 现金发放计划
登录网上理财后，在 我的银行 內选择 现金发放计划
拨打
小时服务热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