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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証券經紀香港「信証理財」客戶推薦計劃推薦人申請表格  
CSBHK CITICS Plus Referral Programme Introducer Application Form 

請填妥表格寄回本公司、傳真至(852) 2397 8598，或直接電郵至csi-callcentre@citics.com.hk。Please complete the 

form and return it to us by post or by fax (852) 2397 8598, or email to 

csi-callcentre@citics.com.hk. 

推薦人資料  Introducer’s Information
#
 

客戶姓名 Client Name  

戶口號碼 Account Number  

流動電話 Mobile Phone Number  

電郵地址 (非必要填寫) Email Address (Optional)  

與受薦人關係 Relationship with Referee  朋友 Friend   親戚 Relative   其他 Others：                        

「信証理財」受薦人資料  CITICS Plus Referee’s Information
#
 

客戶姓名 Client Name  

流動電話 Mobile Phone Number  

電郵地址 (非必要填寫) Email Address (Optional)  

推薦人聲明  Introducer Declaration 

本人欲推薦以上受薦人參加中信証券經紀（香港）有限公司的「信証理財」客戶推薦計劃（「推薦計劃」）。本人簽署

並確認: I would like to refer the above referee to join the CITIC Securities Brokerage (HK) Limited (“CSBHK”)  CITICS 

Plus Referral Programme (the “Referral Programme”).  By signing below, I confirm that: 

 

 本人已取得受薦人明確同意將其個人資料透露予中信証券經紀（香港）有限公司（「貴公司」）作此推薦計劃相關

之用途。I have obtained the express consent from the referee to disclose his/her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CITIC 

Securities Brokerage (HK) Limited (the “Company”) for the purposes related to the Referral Programme. 
 

 本人確認受薦人同意及邀請貴公司代表直接以電話會議、電郵或其他方式聯絡於以下時段與本人及受薦人介紹此推

薦計劃。I confirm that the referee agrees and expressly invite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to contact me 

and the referee directly, by phone via conference call, email or other means during the following  time slot(s), to 
introduce the Referral Programme. 

 9:00 – 12:00  13:00 – 18:00  18:00 – 19:00 

 

 本人不會向任何人士兜售、推薦或推銷任何產品，或以其他方式進行構成香港法例第571章 《證券及期貨條例》所

定義的「受規管活動」。 I shall refrain from soliciting, recommending or marketing any products to any person or 

otherwise carry on any activities that constitute a regulated activity as defined in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Ordinance, Cap. 571 of the Laws of Hong Kong.  
 

 本人同意及接受推薦計劃之各項條款及細則。I agree to accept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Referral 

Programme. 

 
 

推薦人簽署 Introducer’s Signature(s)*                            簽署日期 Signature Date:  
 
# 如有需要，閣下可參閱中信証券經紀香港之私隱政策。If necessary, you may refer to CSBHK’s Use and Disclosur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t 

[http://www.csb.com.hk/latest-promotion-detail.php?id=12] 
 

* 此簽署須與已記錄於開戶文件中的簽署樣式相同。 如屬聯名帳戶，所有帳戶持有人必須簽署。Signature(s) should be the same as the specimen 

signature(s) recorded on the account opening documents. For joint accounts, all account holders must sign. 

file://ccmh101.citiccapital.com/Call%20Center$/Marketing/Campaign/csi-callcentre@citics.com.hk
mailto:csi-callcentre@citics.com.hk.
http://www.csb.com.hk/latest-promotion-detail.php?i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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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証券經紀香港「信証理財」客戶推薦計劃之條款及細則（《條款及細則》）： 

 
1. 中信証券經紀香港「信証理財」客戶推薦計劃（「推薦計劃」）由持證監會牌照的中信証券經紀（香港）

有限公司（「中信証券經紀香港」）提供。 

2. 此推薦計劃的推廣期（「推廣期」）由  2018 年  11 月 12 日起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止（包括首尾兩天）。 

3. 現有客戶（「推薦人」）於推廣期內成功推薦一位「信証理財」新客戶（「受薦人」）並滿足以下第 5 條

的定義，即可獲崇光百貨購物禮券（「禮券」）價值港幣800元；如推薦人成功推薦兩位受薦人，即可獲

價值共港幣1,600元的禮券。 

4. 每位推薦人最多可推薦兩（2）位新「信証理財」客戶。 

5. 「新客戶」是指附合下述條件的受薦人: (i) 其在開戶前12個月內並未於中信証券經紀香港持有個人或聯名

的「信証理財」交易帳戶；(ii) 於上述期間內並非任何開立於中信証券經紀香港的公司交易帳戶的受益人；

(iii) 於推廣期內成功於中信証券經紀香港開設個人或聯名「信証理財」交易帳戶的客戶；及(iv) 於推廣期內

存入資金總額不少於港幣三百萬元並完成任何一項交易。 

6. 推薦人推薦新客戶時，須填妥《中信証券經紀香港「信証理財」客戶推薦計劃推薦人申請表格》，或由受

薦人填妥《中信証券經紀香港「信証理財」客戶推薦計劃受薦人申請表格》，然後交回中信証券經紀香港。 

7. 聯名帳戶名下的所有帳戶持有人只計算為一個新客戶。 

8. 推薦人將於2019 年 5 月 31 日前收到電郵或電話通知及領取禮券。若中信証券經紀香港未能以電郵或電話

通知推薦人領取禮券，推薦人將被視為放棄領取禮券。 

9. 推薦人需於辦公時間內帶同身份證明文件親臨指定分行領取禮券或填妥授權書安排授權人代領。 

10. 禮券不可轉換其他禮品、不可兌換現金及不設找贖，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11. 禮券之服務供應商為香港崇光（香港）百貨有限公司（「崇光」）。中信証券經紀香港並非禮券之服務供

應商，故此不會承擔與禮券或憑禮券可換取的服務或禮品有關之任何責任。一切有關禮券或憑禮券可換取

的服務或禮品之爭議，均應由客戶直接與崇光自行解決。 

12. 有關禮券之使用詳情，請參閱禮券上所列明之條款及細則。 

13. 本推薦計劃不適用於企業及機構投資者客戶、中信証券經紀香港旗下公司的員工、經紀人及客戶經理，亦

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14. 中信証券經紀香港保留在任何情況下及以任何原因拒絕任何開戶申請的權利。 

15. 中信証券經紀香港保留隨時暫停、更改或終止本推薦計劃及更改其條款及細則之權利，並毋須另行通知。 

16. 如有任何爭議，中信証券經紀香港保留最終決定權，有關決定對所有人士均具約束力。 

17. 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投資者須考慮本身投資經驗、投資目標、財務狀況、投資年期、風險承受水平、

流動性需求、（如適用）其對相關證券潛在表現的評估、稅務情況、分散投資的需求 和其它相關情況，審

慎考慮後，作出選擇。投資者不應只著眼本計劃之優惠而作出投資決定。如有任何疑問， 應徵詢獨立專業

意見。 

18. 此內容並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審閱，閣下應審慎行事。 

19. 此《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並按其詮釋。各方同意接受香港法院唯一的司法管轄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