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丰环球银行服务 
助你捕捉先机  
拓展环球机遇

注:

1. 此服务只适用于指定国家/地区。 在开户过程中，你或需提供额外文件或
资料（因应目的地国家/地区特别要求）。汇丰尚玉及汇丰卓越理财客户尊
享免费开立海外账户，汇丰One客户则需缴付港币800元。

2. 此服务唯汇丰尚玉、汇丰卓越理财及汇丰One客户尊享，并只适用于指
定国家/地区。

3. 提款卡服务须符合当地年龄规定。

4. 客户需维持全面理财总值（包括你在汇丰的所有存款、投资、已动用信
贷额、具备储蓄或投资成分的人寿保险、由汇丰人寿保险（国际）有限
公司管理之汇丰强积金结余，以及汇丰职业退休界定供款计划结余）于
港币1,000,000元或以上。

5. 有关申请理财产品或服务时所需的信贷纪录转移，须经账户所在地区的
海外汇丰集团成员批核。

6. 透过汇丰个人网上理财或HSBC HK App使用“汇丰环球转账”，用作即
时转账至个人及第三方海外汇丰账户，为汇丰尚玉、汇丰卓越理财及 
汇丰One客户尊享，并可获豁免所有“汇丰环球转账”费用。使用“汇
丰环球转账”汇款至第三方的汇丰海外账户暂适用于澳洲、百慕大、巴
林、 加拿大、海峡群岛和曼岛、埃及、希腊、印度、印尼、中国内地、
马来西亚、马耳他、新西兰、阿曼、菲律宾、卡塔尔、新加坡、 斯里兰
卡、台湾、英国、美国、阿联酋和越南。外汇买卖差价适用于涉及货币
兑换之交易，包括互相挂钩货币之兑换。详情请浏览  

7. 支援12种货币，包括港币、美元、英磅、日元、人民币、欧元、泰铢、
澳元、新西兰元、新加坡币、加币及瑞士法郎。如用上述货币交易， 款
项将直接从你相应的账户中扣除。其他货币的消费，则根据现行汇率以
港元结算。

8. 条款及细则适用。

9. 现金应急服务只适用于汇丰卓越理财客户及其指定家庭成员，而指定家
庭成员须于汇丰集团的任何成员持有账户，并须符合有关当地条例规
定。“家庭成员”指直属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受供养人士（即子女
及或其受有法律效力监护之人士）。我们可以单方面决定家庭成员使用此
服务的资格。对于使用此服务如有任何争议，我们将保留最终决定权。

10. 以上保单由安盛保险有限公司（“AXA安盛”）承保，AXA安盛已获香港
保险业监管局授权并受其监管。AXA安盛将负责按保单条款为你提供保险
保障以及处理索偿申请。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乃根据保险业条 例
（香港法例第41章）注册为AXA安盛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分销一般保险产
品之授权保险代理商。一般保险计划乃AXA安盛之产品而非汇丰之产品。

有关与汇丰于销售过程或处理有关交易的金钱纠纷，汇丰将与你把个案

提交至金融纠纷调解计划；此外，有关涉及阁下保单条款及细则的任何

纠纷，将直接由AXA安盛与你共同解决。

11. 任何索偿金额低于港币5,000元的合资格个案将获得立即处理，而索偿付
款将会在收妥所有安盛保险（香港）有限公司（“AXA安盛”）所要求提交
的文件后两个工作天内获批准。如需更多资料，AXA安盛将会于五个工
作天内向索赔人发出跟进信。

12. 海外按揭及海外开户申请由海外汇丰集团成员处理，并须经物业所在地
区的海外汇丰集团成员批核。

13. 此服务仅于指定国家/地区提供。

14. 唯汇丰尚玉及汇丰卓越理财客户尊享。

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注意：中英文本如有歧义，概以英文本为准。

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刊发
Issued by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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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无需身在当地，也能轻松处理海外 
按揭。

 � 一站式转介服务12让你于全球超过20个 
国家/地区13，包括澳洲、加拿大、英国及 
美国等地置业，由申请至批核，皆由汇丰
一站式处理。

 � 自用或放租物业13的申请，同样适用。

 � 于本地管理海外按揭12 - 驻香港的国际 
按揭专员会用你熟悉的语言并根据你身处的
时区，全程为你跟进海外按揭贷款申请。

 � 加按本地物业，以配合你的海外置业所需。

 � 海外物业咨询 -  尊享知名海外地产代理 
合作伙伴提供的海外物业咨询服务。

 � 全面国际银行支援，通过开立海外账户1、 
外汇及“汇丰环球转账”6，轻松管理海外
按揭供款及日常支出。

轻松处理海外按揭

留学海外是难能可贵的体验，需要长线规划
与经济支持。汇丰联合专业教育顾问，助你
于规划路上掌握更多最新资讯及分析。

 � 免费咨询服务14 - 尊享汇丰教育顾问合作伙
伴提供的免费咨询服务，兼享折扣优惠，
当中包括选校咨询、入学申请、备试课程
及评估测试。

 � 由合作伙伴举办的独家教育讲座，助你为
子女安排海外升学作好准备。

 � 轻松为子女管理财富 - 开立子女账户，让 
他们从小培养正确理财观念；而我们的国际 
银行服务，包括开立海外账户1、“汇丰环球 
转账”6及现金应急服务9，助你更方便地 
管理子女的海外财务。

助你规划子女 
海外升学之路

如你正筹划到海外发展， 
汇丰国际银行业务部 
能助你无忧起步，更快实现抱负。

请与我们联系。

请关注我们，以获取更多资讯及优惠：

请浏览网站寻找分行位置

+852 2233 3888

HSBCHK hsbc-hongkong

与你  成就更多 
Together we thrive

预先于香港开立海外账户，省时省力。出发前即
可安排银行或海外资金事宜，尽握先机。

 � 网络遍及全球 - 于全球超过30个国家/地区 
免费开立账户1。

 � 远程开户 - 无须亲赴当地，于香港即可开立 
海外账户。你亦可透过网上平台随时开户2， 
更弹性、更方便。

 � 简单方便 - 在香港完成海外账户开立程序并 
预先领取海外提款卡3，抵达当地前，即可管理 
海外账户。

 � 环球认可地位4 - 只须于一个国家/地区维持 
最低存款要求，即可于全球范围享有环球卓越
理财待遇。

 � 申请海外理财产品 - 预先将你的本地信贷 
纪录5 转至海外，让你在抵达海外后申请汇丰 
理财产品或服务更快捷。

出发前， 
预先开立海外账户

无论你在为子女规划海外升学、 

筹备移居海外和置业，或打算捕捉 

海外投资机遇，汇丰均可为你 

提供适合的专业方案。 

凭借庞大的环球网络，配合对各地的 

深入了解，助你轻松起步，开启新一页。

一个平台，管理环球 
账户及免费即时转账

通过汇丰环球账户服务及“汇丰环球转账”6，你可 
随时随地查阅账户和转账，管理环球财富自然更
得心应手。

 � 即时免费环球转账6至你名下或亲友的汇丰 
海外账户。

 � 全天候通过一个平台管理你的环球账户。

 � 清晰汇率 - 让你清楚了解转账时的外币汇率。

全球紧急支援

意外难以避免，汇丰的支援时刻就绪，助你应付
突发情况。

 � 于全球指定汇丰分行提取高达2,000美元应急
现金9，为你与家人提供即时支援。

 � 全面旅游保障 -“旅游万全保”10提供特快赔偿 
批核服务11，更有24小时全球紧急支援。

环球提款，安心消费

海外消费从此更畅通无阻！汇丰尚玉万事达卡® 
扣账卡及汇丰万事达卡®扣账卡让你无需担心汇率
变化或手续费，节省更多。

 � 一卡备齐12种货币7，于海外消费可免外币交
易费。

 � 于全球汇丰自动柜员机轻松提取现金，费用
全免。

 � 豁免年费。

 � 现金回赠 - 通过扣账卡消费可享现金回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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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任何索偿金额低于港币5,000元的合资格个案将获得立即处理，而索偿付
款将会在收妥所有安盛保险（香港）有限公司（“AXA安盛”）所要求提交
的文件后两个工作天内获批准。如需更多资料，AXA安盛将会于五个工
作天内向索赔人发出跟进信。

12. 海外按揭及海外开户申请由海外汇丰集团成员处理，并须经物业所在地
区的海外汇丰集团成员批核。

13. 此服务仅于指定国家/地区提供。

14. 唯汇丰尚玉及汇丰卓越理财客户尊享。

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注意：中英文本如有歧义，概以英文本为准。

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刊发
Issued by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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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无需身在当地，也能轻松处理海外 
按揭。

 � 一站式转介服务12让你于全球超过20个 
国家/地区13，包括澳洲、加拿大、英国及 
美国等地置业，由申请至批核，皆由汇丰
一站式处理。

 � 自用或放租物业13的申请，同样适用。

 � 于本地管理海外按揭12 - 驻香港的国际 
按揭专员会用你熟悉的语言并根据你身处的
时区，全程为你跟进海外按揭贷款申请。

 � 加按本地物业，以配合你的海外置业所需。

 � 海外物业咨询 -  尊享知名海外地产代理 
合作伙伴提供的海外物业咨询服务。

 � 全面国际银行支援，通过开立海外账户1、 
外汇及“汇丰环球转账”6，轻松管理海外
按揭供款及日常支出。

轻松处理海外按揭

留学海外是难能可贵的体验，需要长线规划
与经济支持。汇丰联合专业教育顾问，助你
于规划路上掌握更多最新资讯及分析。

 � 免费咨询服务14 - 尊享汇丰教育顾问合作伙
伴提供的免费咨询服务，兼享折扣优惠，
当中包括选校咨询、入学申请、备试课程
及评估测试。

 � 由合作伙伴举办的独家教育讲座，助你为
子女安排海外升学作好准备。

 � 轻松为子女管理财富 - 开立子女账户，让 
他们从小培养正确理财观念；而我们的国际 
银行服务，包括开立海外账户1、“汇丰环球 
转账”6及现金应急服务9，助你更方便地 
管理子女的海外财务。

助你规划子女 
海外升学之路

如你正筹划到海外发展， 
汇丰国际银行业务部 
能助你无忧起步，更快实现抱负。

请与我们联系。

请关注我们，以获取更多资讯及优惠：

请浏览网站寻找分行位置

+852 2233 3888

HSBCHK hsbc-hongkong

与你  成就更多 
Together we thrive



汇丰环球银行服务 
助你捕捉先机  
拓展环球机遇

注:

1. 此服务只适用于指定国家/地区。 在开户过程中，你或需提供额外文件或
资料（因应目的地国家/地区特别要求）。汇丰尚玉及汇丰卓越理财客户尊
享免费开立海外账户，汇丰One客户则需缴付港币800元。

2. 此服务唯汇丰尚玉、汇丰卓越理财及汇丰One客户尊享，并只适用于指
定国家/地区。

3. 提款卡服务须符合当地年龄规定。

4. 客户需维持全面理财总值（包括你在汇丰的所有存款、投资、已动用信
贷额、具备储蓄或投资成分的人寿保险、由汇丰人寿保险（国际）有限
公司管理之汇丰强积金结余，以及汇丰职业退休界定供款计划结余）于
港币1,000,000元或以上。

5. 有关申请理财产品或服务时所需的信贷纪录转移，须经账户所在地区的
海外汇丰集团成员批核。

6. 透过汇丰个人网上理财或HSBC HK App使用“汇丰环球转账”，用作即
时转账至个人及第三方海外汇丰账户，为汇丰尚玉、汇丰卓越理财及 
汇丰One客户尊享，并可获豁免所有“汇丰环球转账”费用。使用“汇
丰环球转账”汇款至第三方的汇丰海外账户暂适用于澳洲、百慕大、巴
林、 加拿大、海峡群岛和曼岛、埃及、希腊、印度、印尼、中国内地、
马来西亚、马耳他、新西兰、阿曼、菲律宾、卡塔尔、新加坡、 斯里兰
卡、台湾、英国、美国、阿联酋和越南。外汇买卖差价适用于涉及货币
兑换之交易，包括互相挂钩货币之兑换。详情请浏览  

7. 支援12种货币，包括港币、美元、英磅、日元、人民币、欧元、泰铢、
澳元、新西兰元、新加坡币、加币及瑞士法郎。如用上述货币交易， 款
项将直接从你相应的账户中扣除。其他货币的消费，则根据现行汇率以
港元结算。

8. 条款及细则适用。

9. 现金应急服务只适用于汇丰卓越理财客户及其指定家庭成员，而指定家
庭成员须于汇丰集团的任何成员持有账户，并须符合有关当地条例规
定。“家庭成员”指直属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受供养人士（即子女
及或其受有法律效力监护之人士）。我们可以单方面决定家庭成员使用此
服务的资格。对于使用此服务如有任何争议，我们将保留最终决定权。

10. 以上保单由安盛保险有限公司（“AXA安盛”）承保，AXA安盛已获香港
保险业监管局授权并受其监管。AXA安盛将负责按保单条款为你提供保险
保障以及处理索偿申请。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乃根据保险业条 例
（香港法例第41章）注册为AXA安盛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分销一般保险产
品之授权保险代理商。一般保险计划乃AXA安盛之产品而非汇丰之产品。

有关与汇丰于销售过程或处理有关交易的金钱纠纷，汇丰将与你把个案

提交至金融纠纷调解计划；此外，有关涉及阁下保单条款及细则的任何

纠纷，将直接由AXA安盛与你共同解决。

11. 任何索偿金额低于港币5,000元的合资格个案将获得立即处理，而索偿付
款将会在收妥所有安盛保险（香港）有限公司（“AXA安盛”）所要求提交
的文件后两个工作天内获批准。如需更多资料，AXA安盛将会于五个工
作天内向索赔人发出跟进信。

12. 海外按揭及海外开户申请由海外汇丰集团成员处理，并须经物业所在地
区的海外汇丰集团成员批核。

13. 此服务仅于指定国家/地区提供。

14. 唯汇丰尚玉及汇丰卓越理财客户尊享。

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注意：中英文本如有歧义，概以英文本为准。

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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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无需身在当地，也能轻松处理海外 
按揭。

 � 一站式转介服务12让你于全球超过20个 
国家/地区13，包括澳洲、加拿大、英国及 
美国等地置业，由申请至批核，皆由汇丰
一站式处理。

 � 自用或放租物业13的申请，同样适用。

 � 于本地管理海外按揭12 - 驻香港的国际 
按揭专员会用你熟悉的语言并根据你身处的
时区，全程为你跟进海外按揭贷款申请。

 � 加按本地物业，以配合你的海外置业所需。

 � 海外物业咨询 -  尊享知名海外地产代理 
合作伙伴提供的海外物业咨询服务。

 � 全面国际银行支援，通过开立海外账户1、 
外汇及“汇丰环球转账”6，轻松管理海外
按揭供款及日常支出。

轻松处理海外按揭

留学海外是难能可贵的体验，需要长线规划
与经济支持。汇丰联合专业教育顾问，助你
于规划路上掌握更多最新资讯及分析。

 � 免费咨询服务14 - 尊享汇丰教育顾问合作伙
伴提供的免费咨询服务，兼享折扣优惠，
当中包括选校咨询、入学申请、备试课程
及评估测试。

 � 由合作伙伴举办的独家教育讲座，助你为
子女安排海外升学作好准备。

 � 轻松为子女管理财富 - 开立子女账户，让 
他们从小培养正确理财观念；而我们的国际 
银行服务，包括开立海外账户1、“汇丰环球 
转账”6及现金应急服务9，助你更方便地 
管理子女的海外财务。

助你规划子女 
海外升学之路

如你正筹划到海外发展， 
汇丰国际银行业务部 
能助你无忧起步，更快实现抱负。

请与我们联系。

请关注我们，以获取更多资讯及优惠：

请浏览网站寻找分行位置

+852 2233 3888

HSBCHK hsbc-hongkong

与你  成就更多 
Together we thr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