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驗證及列印

申請資格 

借款人必須在2019年12月底時在香港已最少營業三個月。

借款人之營業地址是在香港境內。 

借款人自2020年2月起之任何月份之營業額與2019年任何一個季度(即1月/3月, 4月/6月，7月/9月或10月/12月)之每月平均營業額比較，已最少下跌30%。 

以下任何一項:

有效之商業登記證

請以貴行之銀行紀錄評估本申請(如戶口授權、 董事、股東、地址等) 

(提示：任何過時之資料可引致申請被延遲或拒絕。)

是一間在香港有經營業務及保持按《商業登記條例》（香港法例第310章）註冊的公司、獨資經營商號、合夥商號或非法人團體；

不是有任何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無論是在其主板還是創業板）或在香港境內或境外任何類似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或機構。

使用貴行之2019年戶口交易額以證明營業額下跌30%(作為代替營業額) 

(提示：不用提交文件。本行將參照本行內部之紀錄。)

財務年度完結於2019年3月31日或2019年6月30日之經審核的財務報表。如申請人書面確定以年度每月平均營業額計算是合理代表其2019年第1季或第2季營業額，則貴行可使用該營業額作
為代替。

由(視情況而定) 獨資經營者、一位合夥人或一位董事認證的未經審核的管理賬目，以顯示每月或每季之營業額 

至少2019年第4季及2020年2月起任何一個月的銀行結單(最多三間不同銀行結單) ，以顯示總財政營業額 

(如客戶於2019年10月1日前開戶或本行戶口並不顯示30%跌幅，可選擇此項。)

只適用於非香港成立之借款人- 由有位於公司成立地法律執業資格的外部律師發出的法律意見，確定公司有權力及能力申請有關貸款。  

44074690
Text Box
Please tick the relevant sections and prepare the supporting documents according to your company profile.



申請資格

文件清單

並無針對任何個人擔保人之破產呈請或程序之紀錄。 

在提取貸款之日，借款人沒有任何未清償欠債##。 

業務擁有人／董事的香港身分證或護照

如在擔保計劃下已經有其他授予申請人之授信或貸款，沒有任何貸款人已經向相關擔保機構作出申索。 

並無針對申請人(如是獨資經營商號，獨資經營者)之清盤或破產呈請或程序之紀錄。 

信貸紀錄

個人擔保

申請資格

文件清單

如適用 - 如申請人在提交NAR1表格後有股東更改，顯示股東更改的文件(“股票買賣協議” 及“轉讓文件”) 。

須提供個人擔保。擔保人(等)必須是直接或間接地擁有或受益超過借款人已發出股本或實際權益70%的個人。

只適用於有限公司-已填妥的「個人擔保書」及使用及披露個人資料同意書

只適用於非香港居籍的擔保人 -由有位於擔保人司法管轄區法律執業資格的外部律師發出的法律意見，確定所有所需文件已妥為簽訂、文件內之條款及所選法律是會被該司法管轄區承認及強制執
行。如擔保人在以下司法管轄區居籍，不需要提供: 澳洲、百慕達、英屬處女群島、開曼群島、法國、德國、日本、中國、英國或美國。

最高貸款金額

申請資格

文件清單

每一企業之最高貸款金額為6個月僱員薪金及租金之總和，或4百萬港元*，以較低者為準。

如企業沒有僱員薪金及租金支出，則以2019年內稅前最高月份淨收入金額之50%乘6倍作為代替。

可選擇提供 - 如企業有僱員之每月薪金標準超過最高強積金供款金額，在最近3個月內(即最近3個月內之任何1個月) ，僱主向強積金或退休計劃服務提供者發出的指示，就僱主對強制性公積金或職業

退休計劃之供款發出之匯款結單，以證明較高之薪金。

在最近3個月內(即最近3個月內之任何1個月) ，由強積金或退休計劃服務提供者發出，就僱主對強制性公積金或職業退休計劃之供款發出之結單 

薪金- 以“薪金及租金” 或 “代替” 方式計算貸款限額均需提供

可選擇提供 - 如企業聘請非定期僱員(即僱員年齡是或高於65歲或僱員被聘請日期少於60天) ，在最近3個月內發出的薪金自動轉賬紀錄/收據

*如並未有立法局對該最高金額之有關批准，則為 2 百萬港元。



淨收入-如“代替” 方式適用，以下任何一項:

由(視情況而定) 獨資經營者、一位合夥人或一位董事認證的未經審核的管理賬目，以顯示每月淨收入(如不提供淨收入，可能會使用每月淨營運收入作為代替)

使用貴行之2019年戶口紀錄以證明最高每月淨收入 

(提示：不用提交文件。本行將參照本行內部之紀錄。)

其他銀行之2019年戶口紀錄以證明最高每月淨收入

自置商用物業 -在最近6個月內發出的繳交差餉及地稅之通知 

(提示: 自置商用物業是指由申請人擁有及自用的商用物業。)

租金收據(在最近6個月內發出) 

(提示: 合同及/或收據必須顯示申請人為租客及有在最近6個月內發出而有2個月付款之紀錄支持(例如有交易證明之銀行結單或銀行入數紙)

現時適用並已蓋釐印的租務合同

租用證明:

商用物業-任何適用選項:

貸款使用

申請資格

文件清單

可選擇提供- 貸款提款指示款項存入借款人於本行之同名戶口。

貸款之款項不得全部或部份被使用於支付、償還、重組或重新包裝申請人、申請人的附屬公司或申請人的相關實體欠本行的所有或任何貸款、信貸授信或付款義務的任何部份 。

貸款款項將存入還款戶口，或如還款戶口是透支戶口或存在透支，貸款款項將存入其他港元戶口。



提交本申請之提示 

請跟隨以下程序提交百份百擔保特惠貸款申請

填妥表格及儲存該填妥表格於閣下/貴公司之電腦或記憶體。 

列印該填妥表格後，將表格連同其他所有所需文件送予以下地址： 

商業貸款申請組：香港九龍深旺道 1 號滙豐中心 3 座 8 樓 

及以電郵將該填妥表格(只需本申請表格) 傳送至以下電郵地址: 

並於電郵內寫明是 “百份百擔保特惠貸款申請-(公司名稱)

當本行收到閣下/貴公司之申請，閣下/貴公司會收到系統發出的確認電郵。如有任何查詢，請電郵至

. 就對本行而言，「關聯人士」是指（a）控制本行的任

何公司或本行控制的任何公司，或與本行在同一個人士控制下的任何公司； （b）控制本行的任何人士及該人士的任何合夥人，及如該人士是個人，該個人的任何親屬； （c）本行及在上述
（a）段提及的任何公司的任何董事及該董事的任何親屬； （d）本行的任何合夥人，及如該合夥人是個人，該個人的任何親屬。 

 就一間公司而言，「控制」是指某人有權力保證：（a）通過持有

股份或擁有表決權對該公司或任何其他公司； 或（b）憑藉章程細則或規管該公司或任何其他公司的其他組織文件所賦予的權力，致使該公司的事務是按照該人的意願而進行的。 

就一位個人而言，「親屬」是指該個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姐妹夫、岳父老爺、岳母奶奶、嫂嫂、媳婦、女婿，姨姑、表兄妹、叔伯、侄甥女、侄甥、祖父或祖母，及就本定義
而言，被領養的子女將被同時視為其親生父母及領養父母的子女，而繼子女被同時視為其親生父母及繼父母的子女。

“經審核的財務報表” 包括S141D/SME FRS之經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一外部專業審核團體審視/認證(但

未經審核) ，及由外部合資格會計師擬寫的財務報表。

 請聯絡本行查詢可使用之律師行

 「未清償欠債」是指未按照相關

授信償還貸款、利息或其他款項或其任何部份，而債務在相關到期還款或支付日後已拖欠多於60天而仍未被償還或支付，且(i) 由任何信貸資料提供者向本行提供的最新報告所證明，而該報告
的發出日期不早於提取貸款的日期的30天前； 或（ii）涉及有關本行授予的任何授信(按本行紀錄及其他外部財資核查，如適用)。

 請聯絡本行查詢可使用之律師行或查詢對閣下之司法管�轄區是否已

取得�法律意見。 

 如匯款經單是經電子銀行提交的，可接受屏幕截圖。

商用物業可包括店舖、辦公室、貨倉、停車場等。

 「相關實體」解釋為，對一位人士（A）作為獨資經營商號、合夥商號或公司而另一位人士（B）作為獨資經營商號、合夥商號或公司，

如任何一位或多位人士單獨或共同、直接或間接地擁有、實益持有或控制A及B分別的任何商業權益，則雙方均是對方的相關實體。 

 某一間公司的「商業權益」是指該公司的股份或股權，而某一間合夥商號的「商業權益」是指

總體或所有可參與分配該合夥商號的利潤的權利或應享權利 。 

 「附屬公司」的涵義與《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

622章）所賦予的涵義相同。 



(百份百擔保特惠貸款)申請表格

驗證及列印

 重要事項

請以正楷填寫所有部分（適用於有限公司） 、 、 、 及 部分（適用於非有限公司）。
ü

請在適當的地方加上剔號「ü」，並*刪去不適用者。 

參考號碼

日 月 年

日期

本人/本公司向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貴行」）申請由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所經營之「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擔保計劃」)下

的(百份百擔保特惠貸款) (「貸款」)： 

業務資料

公司名稱

英文

中文

公司類別

有限公司 合夥經營商號 獨資經營商號 其他（請註明）：

商業證明文件資料

種類：

如是有限公司，請填寫公司註冊證書及商
業登記證

公司註冊證書

其他（請註明 ）

 商業登記證

到期日 日/月/年

註冊國家 ／地區

香港  英屬處女群島
其他（請註明）：

開業 / 註冊日期

開業日期 (日/月/年)

註冊日期 (日/月/年)

聯絡人資料

 姓名 職銜

電話號碼 商用電郵地址

僱員數目

香港- 全職 香港-兼職

中國內地 其他地區

44074690
Callout
Please input your company name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ccordingly.

44074690
Callout
Please select the appropriate company type

44074690
Callout
If your company is a limited company, please input number of both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and Business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44074690
Callout
Please tick the appropriate Country/Region/Jurisdiction of Incorporation

44074690
Callout
Please input at least 1.The number of employees/staff shall include individual proprietors, partners and shareholders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business



業務性質

製造

非製造

手袋及服裝配飾 生化科技 電子 餐飲

鞋 傢俱  工業機器  珠寶 金屬制品

醫學及光學設備 服裝及紡織 塑膠 印刷

文具及紙具及紙 玩具  鐘錶 其他

銀⾏保險及⾦融服務 ⼆⼿⾞買賣 餐飲服務 建造

⼯程 電影 酒店 資訊 室內設計

私家看護 專業服務 地產 通訊 旅遊

運輸 貿易 批發 零售 其他

貨品種類 貨品種類 貨品種類

 申請貸款資料

閣下/貴公司是否有任何僱員或租用/自置辦工室?

是 to 甲及乙部 否 to 丙部

甲 部 薪金

現時每月的強積金供款 港幣

年/月  

提交證明僱主對強制性公積金或職業退休計劃供款的結單月份

現時每月的薪金支出  港幣

港幣
未來6個月薪金支出及強積金供款總和 

乙部 租金

租用辦公室 自置辦公室

 現時每月租金支出 港幣

ises 年/月 

借款人提交商用物業的租金收據的最近月份

商用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  港幣

商用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的最近月份 年/月 

港幣 

未來6個月租金支出總和 /百分之五十之商用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

丙部  沒有租金及薪金支出的企業

(提示：如閣下/貴公司填寫本丙部，代表閣下/貴公司在此聲明，閣下/貴公司沒有任何僱員或租用辦工室及閣下/貴公司無須支付任何薪金或租金。)

港幣 
在2019年內稅前最高月份淨收入金額

港幣 
在2019年內稅前最高月份淨收入金額之50% 乘6倍

貸款

港幣 
可申請貸款金額[A+B總和]或C；最高港幣4百萬* 

44074690
Callout
Please select the closest business nature, if selected Others, please specify

44074690
Text Box
Auto-calculation

44074690
Text Box
Please refer to the MPF statement

44074690
Callout
This amount will be cross-checked by the auto-payment receipt / bank statement record / MPF statement.

44074690
Callout
If company with multi-business premises and with hybrid status, please tick both of the check-box.

44074690
Callout
This amount will be cross-checked by the stamped tenancy agreement / rental receipts

44074690
Callout
This amount will be cross-checked by the note of demand for rates and Government rent

44074690
Text Box
Auto-calculation

44074690
Text Box
Auto-calculation

44074690
Callout
This amount refer to the highest monthly net income before tax in 2019

44074690
Text Box
Auto-calculation

44074690
Callout
Please provide the latest month

44074690
Callout
Please provide the latest month

44074690
Callout
Refer to the latest received of the note of demand for rates and Government rent



申請貸款金額 港幣 

提示: 最高港幣4百萬*或[A+B總和]或[C]，以較低者為準 
*

  如並未有立法局對該最該金額之有關批准，則為2百萬港元。

本人／本公司茲授權貴行每月於本人／本公司滙豐還款戶口支賬還款，號碼為：

貸款期 6個月 12個月 18個月 24個月 30個月 36個月

本金延期償付期 

(最多12個月*) 

*

.如已經有立法局對該最長期限之有關批
准。如並未有有關批准，則為6個月。

是 

本人／本公司現向貴行申請本金延期償付期，共 ________ 個月(貸款提款日起計) ，本人/本公司知悉，如貴行接受申請，在本金延期償付期內累

計利息仍須每月支付，貸款期不會作任何更改，本金將於在本金延期償還付期結束後的餘下的貸款期內連同利息償還每月支付。

否

利率

利率是最優惠利率-2.25%年利率，而最優惠利率指本行之港元最優惠利率及“-2.25%年利率”是利息差距(“利息差距”), 唯如果在本申請後任何時 

               間相等於由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香港按證”)釐訂之港元借貸利率減2.5%年利率後之淨利率(“淨利率”)與最優惠利率-2.25%年利率不同，則利 
                                   息差距將會被自動調整，致使利率是等於淨利率。

港幣 

自2020年2月起在任何1個月份之營業額

所選擇計算營業額之2020年月份

港幣

在2019內任何季度之每月平均營業額

所選擇計算營業額之2019年季度 第1季(1-3月) 第2季(4-6月) 第3季(7-9月) 第4季(10-12月)

 本人／本公司在此確定(除本人／本公司曾經向貴行作出之其他申請外(如適用))此申請是本人／本公司惟一申請擔保計劃下(百份百擔保)之定期

貸款的申請，及本人／本公司從未及將來都不會向其他貸款人申請擔保計劃下(百份百擔保)之任何定期貸款

本人／本公司在此聲明貸款款項用途是為借款人的業務操作提供一般營運資金以滿足緊急需要(及如本

人／本公司有租金或薪金支出，及/或用於支付薪金及/或租金)。

擔保人／業務擁有人資料

注意 

有限公司：擔保人必須為公司的董事／主要股東。 

非有限公司：請提供業務擁有人

擔保人: 請確保剔選之擔保人持股量超過七成

關聯人

 與公司的關係 擔保人  董事  股東

 持股量

 英文姓名
先生 太太 小姐 女士

中文姓名

身份證明文件類別 
香港身份證 護照號碼

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

出生日期 日／月／年 

44074690
Callout
This amount is the actual loan amount customer wish to apply.

44074690
Callout
If selected "Yes", please input "1-12"

44074690
Callout
Please ensure the month is after February 2020

44074690
Callout
Please select any quarter in 2019, sum up the total turnover for the 3 months divided by 3.Note: If applicant do not have full quarter data, please sum up the existing data within the quarter and divided by 3.



住宅地址  

(免責聲明 -此不會影響個人賬戶之紀錄)

居住狀況
按揭  自置 租用 與親屬同住

其他（請註明）： 員工宿舍／由公司提供

年 月
居住現址年期

年 月
如少於一年；居於前e一個住址年期

聯絡電話號碼 住宅

手提電話／傳呼機

辦事處

本人不同意貴行(i) 使用本人個人資料用於直接促銷; 及(ii) 提供本人個人資料予其他人士供其用於直接促銷。

關聯人

刪除關聯人

 與公司的關係 擔保人  董事  股東

 持股量

 英文姓名
先生 太太 小姐 女士

中文姓名

身份證明文件類別 
香港身份證 護照號碼

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

出生日期 日／月／年 

住宅地址  

(免責聲明 -此不會影響個人賬戶之紀錄)

居住狀況
按揭  自置 租用 與親屬同住

其他（請註明）： 員工宿舍／由公司提供

年 月
居住現址年期

年 月
如少於一年；居於前e一個住址年期

聯絡電話號碼 住宅

手提電話／傳呼機

辦事處

本人不同意貴行(i) 使用本人個人資料用於直接促銷; 及(ii) 提供本人個人資料予其他人士供其用於直接促銷。

增加關聯人

與滙豐集團關係



貴公司（借款人）是否與滙豐集團有關連？

是（請填寫貴公司與滙豐集團有關連人士的資料）

職位 英文全名  中文全名

請填寫滙豐集團與上述人士關連的人士的資料)

關係 英文全名  中文全名

否，現證明於申請當日，本人／本公司並無與滙豐集團有關連。倘若日後本人／本公司與滙豐集團有關連，本人／本公司同意儘速以書�面通知

貴行。

注意

借款人可參考F部分細則獲取更多有關與滙豐集團是否有關連之資訊。F部分只供參考並非合約條款。貴公司亦可瀏覽以下網頁查看銀行業(風險承擔限度)規則



(百份百擔保特惠貸款)之條款及細則

成功申請貸款者（下稱「借款人」）將獲專函通知已存入其在本申請列明的指定還款戶口（「還款戶口」應包括借款人不時指定的任何替代戶口） (百份百擔保特惠貸款)（下稱「貸款」） 

    淨額。該貸款將根據下列各項章則條款批出： 

Part A:  General Terms 甲部 一般條款 

貸款的本金與適用的利息將會按已獲批核的貸款期每月平均償還相同還款額，而最後一期還款額為貸款的所有結欠。每期還款額內的償付利息   金額將 會以獲批核的貸款金額乘以每月浮息。 

        所有利息將每日累計及以實際經過日數及一年為360日(在閏年有相應調整) 為基礎計算。任何利息  在被   要求時應予支付。每月還款額將被約至角位收取。 

首次每月還款日將設於貸款額存入還款戶口f日之後一個月，其後的每月還款將會在b每月的相同日子。每月還款將會在到期日從還款戶口中自動扣取。 

如因還款戶口存款不足，以致本行無法扣取還款，本行將徵收逾期還款手續費。逾期還款手續費現時為港幣 300 元，本行可不時作出調整。 

 貸款金額的利息將按本申請或於由銀行向借款人發出的貸款通知書上列明的借貸利率計算及收

取。如適用，「港元最優惠利率」指由本行不時釐訂之港幣最優惠借貸利率，該利率於本行網頁上刊載或可向本行索取。 

 如未能依期償付每月還款，則須（a）適用於浮息貸

款，本行港元最優惠利率年息加 8% 或（b）適用於平息貸款，以月息 2% 按任何逾期未付的還款額繳納利息（包括法律上判決之前或之後），由到期日起計，直至清付還款為止。借款人繳付此項

利息的時間由本行決定，並可隨時要求借款人立即繳付此項利息。 

 本行將從借款人的還款戶口中每月扣取到期應付的全部款項。倘若到期日並非

銀行工作日，本行將會在下一個銀行工作日扣取還款。如果該下一個銀行工作日已屬於下一個月份，本行則會在還款日前一個銀行工作日扣取還款。 

 本行因]批核貸款及由此產生的其他事項而招致的所有成本及費用（包括律師費）將會要求借款人補償。借款人授權本行可不時從還款戶口中扣除此等費

用。 

如

借款人為有限公司，本行會要求其就已獲批核貸款提供有限或無限款額（以擔保人選擇為準）的「個人擔保書」作信貸支援。 

 如借款人為合夥經營商號，合夥人與本行已同意其合夥經營商號將不會就任何合夥人退任、終止其與合夥

經營商號的合夥人身份或任何合夥經營商號組織變動而解散。 

本行

需要得到借款人的同意後，才可將其貸款的摘要副本，或借款人的銀行負債資料提供予任何擔保人或提供扺押的其他第三者（保證人）或保證人的顧問。此外，倘若因借款人在接獲逾期還款通知書

後，未能償還結欠，本行被迫發出正式清還貸款的要求，本行將需要向保證人提供追收欠款通知書信的副本。不論銀行有否提出清還貸款的要求，本行亦將需要向保證人提供借款人戶口最近期結單

的副本及／或借款人的銀行負債詳情，無論是實際或是或有負債。借款人謹此同意本行向保證人、保證人的律師及其他專業顧問提供上述提及的文件及資料。請注意，倘若不作出此同意，本行將不

能辦理有關事項。 

  相關法例對銀行向與滙豐集團有關或聯繫人士放款作出一定限制。借款人需就其一切所知通知本行，借款人是否與滙豐集團有任何關連；如無該

通知，本行將假設借款人與滙豐集團沒有關連。倘若在遞交此申請表後，借款人發現自身以下列形式與滙豐集團有任何關連，借款人將儘速以書面通知本行。 

有關貸款的費用、服務收費及利息的金額或百分率均列於此申請表內或貸款通知書內或以其他方式通知借款人。本行保留權利，可不時修訂此等條

款及細則、該等金額、百分率、費用、收費及利率，以及徵收任何新費用，並以本行認為適當的方式將此等修訂通知借款人。借款人須受此等認為適當方式的修訂約束，借款人須受此等修訂約束，

除非借款人於任何修訂生效前將貸款取消並全數還清，則作別論。 

有關貸款的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貸款是按沒有承諾的基礎授予。本行可隨時對借款人的貸款作出覆檢，並有權減少、暫停及撤銷。本行具無被約束的自主權

以決定是否准許借款人使用貸款。儘管本申請內其他的條款，本行可全權決定隨時要求借款人立刻清還有關貸款的總結欠及所有利息。 



. 本行及其他滙豐集團成員是須按照多個司法管轄地區

的法律及法規行動及遵守它們的公共及監管機構的要求，其是(除其他外)有關於: (i) 防止洗黑錢、提供資金予恐怖分子、貪腐、逃稅及向任何可能被經濟或貿易制裁之任何人士或實體提供金融或其他

服務；或(ii)調查、檢控或強制執行任何人士涉及違反任何法律或法規的罪行。 

本行可採取(或指示滙豐集團成員採取) 任何本行以絕對酌情權認為合適的行動，去防止或調查罪行或潛在違反制裁事項，或按

有關法律、法規、制裁、國際指引、有關滙豐集團程序及/或對任何滙豐集團成員有關的任何公共、監管及行業機構的指導行動。此包括攔截及調查任何付款、通訊及指示、及進一步查問某一人士或

實體是否被制裁(「合規活動」) 。 

本行及其他滙豐集團成

員均不會因(i)本行根據合規活動在本申請或貸款下採取行動或延遲或沒有履行任何義務，或(ii)本行及其他滙豐集團成員根據合規活動採取任何步驟，而全部或部份引致任何人士承擔或承受任何損失

(無論是直接的、結果的或利潤、資料或利息損失) ，對借款人負責。 

「滙豐集團」指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其附屬公司 關聯企業 關聯實體及業務機構及它們的任何分行 及滙豐集團的成員及

辨事處將按此解釋

如本條款與細則與貸款通知書所設定的條款不一致（按情況而定）  ，   以後者為準。 

如借款人在本行已有其他信貸安排，除非本行另外聲明，否則該等其他信

貸將不會受此批核貸款影響，而其相關的條款與細則將會維持不變。 

本表格及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 

除本行及借款人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任

何條文下的利益。 

Part B:  Additional Terms 乙部：附加條款 

本乙部之附加條款及細則（「附加條l款」）補充及構成本條款及細則一部份。如本條款及細則甲部之任何條款與本附加條款之任何條款有任何衝突，以後者為準。 

承諾及確認 

借款人不可撤銷地同意、承諾及確認以下事項： 

. 借款人確認及同意，香港

按證保險的權利（包括但不限於其代位求償權）在任何時間均優先於任何提供予本行或與貸款有關的抵押品或擔保的人士（如有）之權利及救濟。 

. 就本附加條款而言，「抵押品」指按揭、抵押（無論是固定的或是浮動的）、典押、留置權、抵押權、轉讓、抵押權益，現金

抵押安排或任何類形的其他負累，或對任何付款義務賦予任何人士的優先收款權，或具有類似作用的任何其他協議或安排，但不包括在正常交易過程中按法律而非按合同產生的任何留置權。 

. 借款人不可作出或容許作出，任何可損害或危及本行及/或香港按證保險與貸款有關之權利的事情。 

借款人不可建立或容許建立或維持，任何對就貸款而提供予本行或由本行持有的抵押品（無論

是專有的或其他）擁有優先或同等等級的後來抵押品。 

借款人不可在沒有本行的事前書面同意的情況下出售、轉租、抵押、分出

管有權或以其他方式處理（無論是全部或部份）以任何貸款之款項取得的任何商業設施及設備及/或其他資產，及如未能遵守前述規定，借款人須確保由此變成或產生的所有收益或款項會被

直接支付予本行，由本行以其絕對決定認為與擔保計劃一致的方式及次序支付或償還結欠本行之所有或任何債項(其因而減少相應的金額）。 

 除非擔保計劃下容許，否則貸款之款項不得全部或部份直接或間接地被使用於以下事項： 

支付、償還、重組或重新包裝借款人、借款人的附屬公司或借款人的相關實體欠本行的所有或任何

貸款、信貸授信或付款義務的任何部份 ；及/或 

對取得任何商業設施、機器、設備及其他資產，其在本行收到申請貸款之日或之前的任

何時間已經由借款人、借款人的附屬公司或借款人的相關實體（無論是以擁有人或其他身份）擁有、控制或管有，進行融資及/或再融資。 



就本（e）分條而言，除非文義上另有需要，否則「相關實體」解釋為，對一位人士（A）作為獨資經營商號、合夥商號或公司而另一位人士（B）作為獨資經營商號、合夥商號或公司，如任

何一位或多位人士單獨或共同、直接或間接地擁有、實益持有或控制A及B分別的30％或以上的任何商業權益，則雙方均是對方的相關實體。 

就前述內容而言，某一間公司的「商

業權益」是指該公司的股份或股權，而某一間合夥商號的「商業權益」是指總體或所有可參與分配該合夥商號的利潤的權利或應享權利 。 

「附屬公司」的涵義與《公司條l例》（香

港法例第622章）所賦予的涵義相同。 

 借款人明確同意，本行可按香港按證保險的要求或在本行認為按擔保計劃下需要的情況下，將有關借款人、借款人與本行的關係，借款人的

戶口操作及包括貸款在內的任何授信的資料提供予香港按證保險。借款人亦同意允許本行及/或香港按證保險(在香港按證保險要求下)的代表或被委任代理人檢查及取得與借款人的業務有關的

賬簿、記錄、戶口及任何其他資料的副本，無論其是以書面、電子或其他形式或媒介儲存。 

附加於及在不損害本行及/或香港按證保險可能擁有的任何其他權利的前提下，本行及香港按

證保險各自可隨時接觸、檢查、取得及複製（母須費用）任何借款人（及每位合夥人（如果借款人是合夥商號））就香港按證保險在擔保計劃、本行與香港按證保險的相關契約及任何香港按

證保險發出的擔保下之權利、權益、義務或負債有關的資料（包括任何文件、紀錄及資料）。 

 借款人同意迅速完

成所有必需的表格及申請，並簽訂所有文件及提供所有必需的資料，以支持借款人在擔保計劃及/或貸款下提出的申請。 借款人將在本行的要求時，作出或不作出本行認為必需的事情，致使

本行能夠履行其在擔保計劃下就貸款須對香港按證保險遵守的義務。 

 如由借款人提供與貸款有關的任何資料不再有效或變得不真實或不正確，借款人須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儘快通知本行及香港按

證保險。 如由借款人提供與貸款有關的任何資料是虛假的或借款人不遵守本條款，借款人確認本行有權暫停或撤銷貸款，及本行及香港按證保險保留對借款人提出法律訴訟的權利。 

如借款人在還款到期日沒有支付或償還€任何款項，本行有權以其認

為合式的方式及次序，將本行及後以任何方式收到的任何款頂，支付或償還借款人結欠本行之所有或任何債項或義務。本行可隨時以當時適用匯率將任何該等款項轉換為任何該等債項或義

務，而借款人須單獨對本行因此承受的任何匯率損失負責。 

 就本申請而言，「還款到期日」是指根據本申請，任

何與貸款或�其任何部份有關的任何款項成為到期及應由借款人向本行支付的日期（無論�是付款或是還款）。  

 借款人承諾在得知任何建議的股東、合夥人或股東變更後，將立即書面通知本行。 

 借款人確認，如借款人沒有在任何到期日支付結欠本行的任何款項或沒有遵守本申請或貸款的條l款，本

行有權暫停貸款及禁止向借款人提供、由借款人提取、貸記予借款人或代表借款人貸記貸款下的進一步借款。 

 所有由借款人按貸款或與貸款有關而支付的所有款項，須沒有及免去任何性質的稅項、徵費、稅款、關稅、費用或預A扣款。 

借款人承諾

在銀行書面要求時提供及訂立本行就擔保貸款所要求的抵押品。 

 借款人確認，貸款的所有條款及細則均受由香港按證保險與本行簽署的擔保計劃契據（「契據」，包括任何修改及補充）所約束。 為遵守契據的條款，本行可不時及隨時在事先

書面通知借款人的情況下，修改或更改與貸款有關的條款，及如借款人在修改或變更的生效日期後繼續使用貸款，則該修改或變更對借款人具有約束力。 

 在沒有本行及香港按證保險事先書面同意的情況下，借款人不可轉讓借款人在貸款或與貸款有關的任何文件下全

部或部份的任何權利和義務。 

本行可無須借款人同意轉讓或轉移本行在本表格下或與貸款有關之所有或任何本行的權利及/或義務予其他人士(包括香港按證) 。在有關轉讓或

轉移予香港按證後，本行可作為香港按證的服務提供者處理貸款。 



. 借款人同意，如借款人違反其在本表格下或與貸款有關之任何責任，該違反亦會構成借款人於本行

其他信貸安排條款下的違約事件及/或違反責任。在不影響本行在其他信貸安排條款下的具凌駕性的隨時要求還款的權利（如有），本行可在發生借款人違反其在本表格下或與貸款有關之任

何責任後，要求借款人即時償還本行該等其他信貸安排。即使本行將本表格下或與貸款有關之所有或任何本行的權利及/或義務轉讓予其他人士，借款人同意本行仍可繼續對借款人執行本條

款。 

抵押品 

作為貸款的抵押品，本行要求提供以下其形式及內容令本行滿意的文件： 

每位擔保人根據本申請的要求提供對貸款全額、利息及費用的擔保書(該擔保書特別述及貸款)；  

每位擔保人簽署的確認及承諾書；  

由香港按證保險根據擔保計劃發出與貸款有關的一份或多份擔保書； 及 

如貸款款項將被借款人用於取得任何商業設施、設備或其他資產，針對此借款人的商業設施、設備或其他資產而以本行為受益人的抵押文件。 

先決條件  

在本行滿意滿足以下條件已經被滿足前，借款人不可使用/提取任何貸款 

           本申請由借款人妥為簽訂及送交本行； 

           香港按證保險就申請擔保計劃所指定的表格（「擔保計劃申請表」），已由借款人及任何其他所需人士填妥及簽署； 

           香港按證保險就有關借款人的貸款申請發出的“申請結果通知”（「申請結果通知」） 

            香港按證保險就借款人接受擔保計劃條件所指定的表格（「條件接受書」），已由借款人及任何其他所需人士簽署； 

( ) 

            文件/證據顯示借款人自2020年2月起之任何月份之營業額與2019年任何一個季度(即1月/3月, 4月/6月，7月/9月或10月/12月)之每月平均營業額比較，已最少下跌30%； 

( ) 

            (如借款人是有支付薪金及租金) 有關借款人需支付薪金及租金之金額的文件； 

( ) 

            (如借款人是沒有支付薪金及租金) 有關借款人在2019年稅前每月淨收入的文件； 

            完成本附加條件中上述所指定的抵押品； 

         借款人遵守本申請及擔保計劃申請表的所有條款，及遵守擔保計劃下的所有要求（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附件1中列出的合符擔保產品之標準）。 

借款人須在香港按證保險

向本行發出申請結果通知之日起60天內或其他本行同意的日期或之前，使本行滿意上述先決條件已被滿足。當本行收到香港按證保險發出的申請結果通知後，本行將通知借款人。在任何情況下，除
非本行另行同意，借款人須在香港按證保險向本行發出擔保計劃下之擔 後之3個工作天內，致使上述先決條件已被滿足。 

陳述及保證 

 在本條中所

列出的陳述及保證由借款人在本申請日期作出，及借款人明確確認本行是依賴所有這些陳述及保證訂立本申請。 此外，借款人明確確_認，在本條中所列出的每項陳述及保證將被視為，按照當時存
在的事實及情況在每一提取貸款的日期及在借款人結欠貸款下任何款項的每一天，由借款人重複作出。 

狀況：借款人作出，對其作為一位合資格借款人的狀況有關的，而在合符擔保產品之標準中所列明並在本附加條款附件1中所顯示的所有陳述及保證。 



適用法律及判決：在借款人成立或設立的司法管轄地方進行對本申請及貸款有關的的任何訴訟中，選擇香港法律作為本申請的適用法律及任何就本申請及貸款而在香港取得針對借款人的任何

判決，將得到承認及強制執行。 

具有約束力的義務：在本申請及貸款中明示由借款人承擔的義務，是根據其條l款對借款人具有約束力及可強制執行的法律及有效義務。 

訂立本申請：借款人訂立本申請、行使及履行�其在本申請下的權利及義務及據此進行的交易均不會且將來不會：（i）違反任何借款人是一方或對其或�其之任何資產具有約束力的協議、按

揭、債券或其他文件或條約；（ii）與其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或任何�其他組織文件有抵觸；或（iii）與任何適用的法律或法規有抵觸|。 借款人有權訂立本申�請及貸款，及所有其他授權訂立

本申請及履行其義務而所需的公司及其他行�動已被完成。 借款人不會因本申請或貸款下所涉及的借貸或其�他義務的承擔、或任何抵押或彌償的提�供，超出對其權力的任何限制。 

沒有重大訴訟：在任何法院、法庭、仲裁員或其他有關官方機構前或內，並沒有(或按借款人的一位高級職員所知及相信) 可對借款人產生重大不利影響（定義如下）而已經發生或對其有威脅

的訴訟、仲裁、行政程序或勞資爭議，但由第三方發起而是輕浮或無理、無合理訴因或正在經適當程序真誠抗辯且有充足儲備金的該等訴訟除外。就本附加條款而言，「重大不利影響」是指

a）對借款人的業務、資產、運作或狀況（財務或其他方面）的重大不利影響；（b）對借款人履行本申請或貸款下的任何義務的能力的重大損害；或（c）對本申請或貸款下本行的權利或可獲

得的利益的重大損害。 

無重大不利變化：自借款人最近的財務報表（或如借款人是有限公司，經審計的財務報表）的日期起，其業務或財務狀況並未發生重大不利變化。 

證據的有效性及可接納性：為了（i）使借款人能夠合法地訂立本申請及貸款、行使、履行及滿足其在本申請及貸款下的權利及義務；（ii）確保借款人在本申請書及貸款中的義務是合法、有

效、具有約束力及可強制執行；及（iii）使本申請及其他與貸款有關的文件在借款人成立或設立的司法管轄地方可被接納為證據，而需要進行、完成及履行的所有行為、條件及事情及需要獲

得的所有授權（政府的或其他），已經被進行、完成、履行及獲得並全面生效及有效。 

同等優先等級的申索：按在本申請日借款人成立或設立的司法管轄地方的生效法律，本行就本申請及貸款下對借款人的申索至少與其他所有無擔保及不從屬的債權人的申索具有同等優先等級

的地位，法律上就公司債務強制授予較優先等級的申索除外。 

不須登記或繳納任何印花稅：按在本申請日借款人成立或設立的司法管轄地方的生效法律，無需將本申請或與貸款有關的文件登記、記錄或提交予該司法管轄地方的任何法院或其他官方機

構，及對或就本申請或貸款或本申請或貸款所涉及的交易，無需支付任何印花稅、註冊費或類似稅款。 

無豁免權：在借款人成立或設立的司法管轄地方內而與本申請或貸款有關的的任何訴訟中，借款人無權要求其或其之任何資產豁免訴訟、執行、扣押或其他法律程序。 

無清盤：借款人沒有採取任何公司行動，及任何其他行動並未被採取及未有已開始或威脅任何針對借款人的法律訴訟（除非是由第三方發起而是(i)輕浮或無理，或(ii)正在經適當程序真誠抗辯

且有充足儲備金的，及均已在180天（一百八十）天內無條件地被解除或撤銷），對借款人進行清盤、解散、托管或重組（無論是以自願安排，計劃安排或是其他方式）或任命借款人或借款

人的所有或任何資產或收入的清盤人、接管人、托管人，託管接管人、強制或臨時經營人、保管人、管理人、受託人或其他類似人士。 

書面資料：借款人提供的所有重要書面資料在提供日在所有重要方面都是真實、完整及準確的，並且在任何方面均不會引起誤解。 

償付能力：借款人能夠在到期時償還其債務，並沒有開始與任何一位或多位債權人進行談判以對其債務進行一般性調整或重排還款期，或為其債務人的利益作出一般性轉讓。 

稅務：借款人已提交或將要提交所有其所需提交的報稅表，並已支付在該等報稅表或其他收到的評估上表示到期應付的所有稅款，正在經適當程序真誠抗辯且有充足儲備金的稅款除外。 



合規：據借款人的一位高級職員所知及相信，借款人遵守所有適用法律、規則及法規及政府或監管機構的命令的要求，但對其業務無重大關係而不遵守對其不會有顯注不利影響的除外。 

制裁：借款人、其任何附屬公司、借款人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任何董事、職員、僱員、代理人或關聯人士都不是以下人士或實體：（i）由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美國國務院、聯合

國安全理事會、歐盟、英國政府或香港金融管理局提出或執行的任何制裁（統稱「制裁」）的對象人士所擁有或控制的，或（ii）位於、組織或居住於被制裁的國家或地區(或其政府)，包括但

不限於克里米亞地區、古巴、伊朗、北朝鮮及敘利亞。 

反賄賂及貪腐：借款人及(據借款人所知)任何代表借款人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行事的董事、職員、代理、僱員、關聯人士或其他人士不知悉及並未採取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行動，導致它們因此違反

任何適用的反賄賂法律，包括但不限於《 2010年英國反賄賂法》（「英國反賄賂法」）及1977年的美國海外反貪腐行為法（「美國反貪腐法」）。此外，借款人及(據借款人所知)其關聯人士

之業務營I運是遵守英國反賄賂法及美國反貪腐法及類似法律、規則或法規，並已製訂及維持旨在確保可遵守及可合理預期將繼續遵守它們的政策及程序。貸款的任何款項不會直接或間接地被

使用於可能違反任何適用的反賄賂法律的任何付款。 

通過簽署本申請及接受貸款，借款人陳述及保證，本條中所列出的每項事件是真實及正確的，並且只要貸款存在或借款人在貸款下有任何責任（無論是實際的或是或有的），其將繼續保持是真實及

正確的。 如在任何時間任何此等陳述或保證變成不真實或不正確，借款人須立即書面通知本行。 

借款人的契約 

         維持法律效力：借款人須迅速獲得、遵守並作出一切必要的行動去全面有效地維持所有按或在其成立或設立的司法管轄地方的法律所需的授權、批准、許可及同意，以確保其能夠合法地訂立

及履行本申請及貸款下的義務，及確保本申請及貸款在其成立或設立的司法管轄地方的合法性、有效性、可強制執行性及可被接納為證據。 

            違約事件的通知：借款人須在得知在本申請或貸款下發生任何違約或違約事件或在合理預期內可能會產生重大不利影響的事件後，迅速通知本行。 

          同等優先等級的申索：在受制於下第（m）分條的規限下，借款人須確保在任何時間本行就本申請及貸款對借款人的申索是及繼續至少與其他所有無擔保及不從屬的債權人的申索具有同等優

先等級的地位，法律上就公司債務強制授予較優先等級的申索除外。 

            稅務：借款人須按時及準時提交所有報稅表，並在可對其施予罰款之日前支付及繳清所有稅款，正在經適當程序真誠抗辯且有充足儲備金的及其可合法地扣留的稅款除外。 

            資料：借款人須不時迅速將其所有經審計及未經審計的財務報表及其他按本行合理要求而與借款人有關的報告及資料的副本交予銀行。 

記錄紀錄的保存：借款人須妥善維持保留與其及其業務有關的所有記錄紀錄及賬目的文件。 

         檢查：借款人將在本行發出合理的事先書面通知情況下及正常工作時間內，容許及安排本行或本行的其他授權代表檢查所有財務記錄紀錄及賬簿文件，及按本行合理要求與借款人的職員及顧

問討論其業務情況。 

            款項用途：借款人只可將貸款的款項使用於本申請中所述的用途。 

            合規：借款人須在所有方面遵守所有適用的法律、規則及法規及政府或監管機構的命令的要求(如不遵守這些要求（單獨或累計）會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保險：借款人須分別對其業I務及資產，與信譽良好的承保人或保險公司維持保險，承保風險及程度須與經營該等借款人的業務的公司通常所承擔的風險及程度相同，並須是商業上可獲得的. 

          業務：借款人須確保：（i）其不時有權力擁有其資產及進行當時的業務；（ii）其擁有所有進行其業務所需資產a的良好擁有權（不受任何限制或負累契約）；及（iii）其已獲得或完成與其業

務有關的所有所需授權、批准、同意、豁免、登記、許可、公證、容許及註冊，而它們是具有全面充分的效力，除非不能獲得或完成它們或(視情況而定) 它們停止有效力並不會在合理預期

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義務：在不損害借款人在本申請書及貸款下的其他義務的前提下，借款人須履行其作為其中一方的所有重要協議或合同下的所有義務。 

         抵押品及進一步保證：如根據本申請的條款，借款人須以本行為受益人提供抵押品，則借款人須確保每份抵押文件均就每項抵押資產、權利及權益授予本行在該抵押文件所聲稱授予的類型的

有效抵押，並確保本行享有該抵押品所表達的優先權。借款人須迅速簽訂所有文件及進行本行合理規定的所有事情，以確保本行能夠行使每份抵押文件下的權利或保存該抵押品的優先權及

效力。的人士，無論是借款人、承銷人、顧問、投資者或其他人士）。 

         為免生疑問，借款人確定，所有借款人不時在本申請及貸款下結欠本行的所有款項，現在是及將來亦是被所有及任何在本申請前或在本申請日或及後任何時間產生的抵押品所擔保，只要抵押

品的條款是明示（無論以任何方式）該抵押品是擔保借款人不時結欠本行的所有款項，而借款人不可試圖爭論或聲稱任何相反的事項。 

          制裁：借款人不可直接或間接地使用貸款的款項，或將其借給或送予任何附屬公司、合資夥伴或其他人士，或以其他方式供它們使用（i）用作任何人士、與任何人士或在任何國家或地區內的

任何活動或業務的資金，而在提供資金的時間該人士或國家或地區(或其政府)是被制裁的，或(ii)以任何其他方式導致任何人士違反制裁 （包括任何參與貸款的人士，無論是借款人、承銷

人、顧問、投資者或其他人士）。 

擔保計劃申請表及其他文件中的陳述：借款人向本行重複擔保計劃申請表、條件接受書及其他擔保計劃文件中列出的每項確認及承諾，猶如它們是直接地向本行作出及 
                     包含於本申請內一 樣 

其他費用、成本及收費 

 在本行書面要求時，借款人須向本行支付本行所有與貸款的延期、強制執行、調{查或監督而

承擔的支費、成本及費用（包括但不限於任何法律費用）。如借款人沒有遵守任何要求，本行可以將借款人應付的任何款項貸記入借款人在本行的的往來戶口或其他任何戶口中。無論本貸款是否

可供使用，任何與本申請及/或貸款有關的任何抵押品的完成或完備所產生的任何法律費由借款人承擔。本行可（但沒有義務）支付該等費用，並將該等費用之金額貸記入借款人在本行的的往來戶

口或其他任何戶口中。  

授權 

作為確保借款人履行本申請

書及貸J款下的義務，借款人在此不可撤銷地以擔保的方式授權本行，可代表借款人，為行使在本申請及貸款下本行的全部或任何權力可能所需，訂立所有文件（包括任何抵押文件）及進行任何行

動。借款人須不時確定及確認本行在行使或擬行使在本申請及貸款下本行的全部或任何權力及權利而作出或擬作出的任何行動。 



本金延期償付 

本第8條適用於借款人根據本申請對貸款申請本金延期償付期，而本行同意該申請。如條款及細則甲部的第1條與本第9條有任何衝突，以後者為準。 

在本金延期償付期內，按適用的每月固定利率計算的貸款累計利息須繼續每月分期被支付。 

貸款期保持不變。在本金延期償付期完結後，貸J款的本金連同適用的利息金額須在剩餘的貸款期內每月分期等額償還，惟最後一筆分期的金額應為貸

款的未償還餘額。 

信貸報告 

借款人同意本行可以對借款人進行本行認為適合的信貸檢查。  

Applicable if the Borrower is a limited company

（適用於借款人是有限公司）作為向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授信的條件，本行須從有關中小企獲得明確同意，才可向或由商業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就本行授信提交及取得資料。如本行認為

借款人應被歸類為中小企，借款人須簽署《客戶同意書》並連同本申請送予本行。請注意，如借款人不提供此同意書，本行將無法繼續進行交易。 

Applicable if the Borrower is a sole proprietorship or partnership

(適用於借款人是獨資經營商號或合夥商號）為考慮借款人申請本申請中的授信，本行可能會獲得及考慮由Dun＆Bradstreet（Hong Kong）Ltd. 提供的對借款人的信貸報告。如借款人希

望聯繫Dun＆Bradstreet（Hong Kong）Ltd.，及按《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提出資料提供請求或資料更正請求，借款人可聯繫Dun＆Bradstreet（Hong Kong）Ltd.，地址於香港九

龍觀^塘觀塘道418號千禧城5號東亞銀行大廈13樓1308-1315室（電話2516 1100 網站：http：// www.dnb.com.hk/ccra）。 

香港按證保險獎勵金及香港按證服務金 

          ( )     

 對於擔保計劃下不時成功的申請，香港按證保險可能會向本行，作為參與貸款者，提供獎勵金。 獎勵金的形式及條款由香港按證保險與本行同意。 借款人明確確定、 

                    確認及同意此香港按證保險與本行之間的獎勵金安排。 

          (b) 

如貸款由本行出售予香港按證而香港按證委任本行對貸款提供行政服務，香港按證可能會向本行提供服務金。服務金的形式及條款由香港按證與本行同意。 借款人明確確定、 

確認及同意此香港按證與本行之間的服務金安排。 

其他條款  

 借款人遵守上述承諾、契約及其他貸款的條款，並不

會損害或影響本行可隨時減少、暫停、撤回、取消或要求償還授予借款人的貸款的全部或任何部份的權利。 本行可隨時減少、暫停、撤回、取消或要求償還貸款的全部或任何部份，無論借款人是

否遵守本申請的條款，及不管本附加條款的任何其他條款。 



附件1 

合符擔保產品之標準 

合資格借款人 

商業實體 

借款人： 

是一間在香港有經營業務及保持按《商業登記條例》（香港法例第310章）註冊的公司、獨資經營商號、合夥商號或非法人團體； 

並非經營貸款人業務或以其他方式提供借貸的資金； 

不是本行的關聯人士#； 及 

不是有任何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無論是在其主板還是創業板）或在香港境內或境外任何類似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或機構。 

借款人須提供證據證明借款人自2020年2月起之任何月份之營業額與2019年任何一個季度(即1月/3月, 4月/6月，7月/9月或10月/12月)之每月平均營業額比較，
已最少下跌30%。 

業務經營紀錄

借款人必須在2019年12月底時在香港已最少營業三個月。

信貸記錄 

在提交擔保計劃申請表之日，借款人沒有任何未清償欠債##。 

並無針對借款人(如是獨資經營商號，獨資經營者)之清盤或破產呈請或程序之紀錄。 

並無針對任何個人擔保人之破產呈請或程序之紀錄。

就對本行而言，「關聯人士」是指（a）控制本行的任何公司或本行控制的任何公司，或與本行在同一個人士控制下的任何公司； （b）控制本行的任何人士及該人士的任何合夥人， 

          及如該人士是個人，該個€人的任何親屬； （c）本行及在上述（a）段提及的任何公司的任何董事及該董事的任何屬； （d）本行的任何合夥人，及如該合夥人是個人，該個人的任何親屬。 

. 就一間公司而言，「控制」是指某人有權力保證：（a）通過持有股

份或擁有表決權對該公司或任何其他公司； 或（b）憑藉章程細則或規管該公司或任何其他公司的其他組織文件所賦予的權力，致使該公司的事務是按照該人的意願而進行的。 

就一位個人

而言，「親屬」是指該個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姐妹夫、岳父老爺、岳母奶奶、嫂嫂、媳婦、女婿，姨姑、表兄妹、叔伯、侄甥女、侄甥、祖父或祖母，及就本定義而言，被領養的

子女將被同時視為其親生父母及領I養父母的子女，而繼子女被同時視為其親生父母及繼父母的子女。 

 未清償欠債是指未按照相關授信償還貸款、利息或其他款項或其任何部份，而債務在相關到期還款或支付日後已拖欠多於60天而仍未被償還或支付，且(i) 由任何信貸資料提供者向本行提供的最新報

告所證明，而該報告的發出日期不早於提取貸款的日期的30天前； 或（ii）涉及有關本行授予的任何授信(按本行紀錄及其他外部財資核查，如適用)。 



您會被視為滙豐集團的關連人士，如果您是： 

 滙豐集團旗下成員的董事或僱員； 

滙豐集團旗下成員的董事或僱員的親屬 

滙豐集團的任何董事，或董事的任何親屬以董事、合夥人、經理或代理人的身分而有利害關係的任何商號、合夥或非上市公司； 

滙豐集團旗下成員的「控權人」，「小股東控權人」或董事; 

滙豐集團旗下成員的「控權人」，「小股東控權人」或董事的親

屬; 或 

滙豐集團旗下成員已對其擔保人(任何自然人、商號、合夥或非上市公司)提供貸款: 
滙豐集團旗下成員的「控權人」，「小股東控權人」或董事; 

滙豐集團旗下成員的「控權人」，「小股東控權人」或董事. 

相關定義 

1)     就任何公司而言，公司是受以下控權人「控制」： 

間接控權人 (indirect controller) 指所發出的指示或指令獲得該公司的董事、或以該公司為附屬公司的另一

間公司的董事慣常`按照行事的任何人，或 

大股東控權人 (majority shareholder controller) 指在該公司的任何大

會上，或在以該公司為附屬公司的另一間公司的任何大會上，單獨或連同任何一名或多於一名相聯者有權行使超過 50% 表決權或有權控制超過 50% 表決權的行使的任何人，及「控權人」一

詞指《銀行業條例》所界定的「間接控權人」或「大股東控權人」。 

2)     

「僱員」包括全職，兼職，短期合約或跨國代理人 

3)    

「滙豐集團」一併及分別地指滙豐控股有限公司，其附屬公司、子公司、聯營單位及彼等的任何分行及辦事處。 

4)    

「小股東控權人」 (minority shareholder controller) 就任何公司而言，指在該公司的任何大會上，或在以該公司為附屬公司的另一間公司的任何大會上， 

            單獨或連同任何一名或多於一名相聯者有權行使不少於 10% 但不超過 50% 表決權或有權控制不少於 10% 但不超過 50% 表決權的行使的任何人。 

5)    「親屬」指： 

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或曾祖父母或外曾祖父母;

繼父母或領養父母; 

兄弟或姊妹; 

配偶; 

如該 人是夫妾關係的一方 - 該關係中的另一方;  

同居伴侶;

配偶的父母、繼父母或領養父母; 

配偶的兄弟或姊妹; 

子、繼子、女、繼女或領養子女; 

孫或孫女、外孫或外孫女、曾孫或外曾孫、曾孫女或外曾孫女。

申請人聲明

注意

如申請人是有限公司，本部分須由根據已提交與銀行的戶口授權書的條款獲公司授權的簽署人簽署。簽署本部分的人

士不得為簽署下文正式授權證明書的主席，除非貴公司除此人士外並無其他董事。



本人／本公司證明根據本人／本公司所知，在本表格內所提供的資料(包括在“申請門檻及文件清單” 內或按其所提供的資料)乃全屬正確。本人／本公司確認該等資料乃用於此

申請，以及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下稱「貴行」）認為合適的其他用途。本人／本公司聲明，所有為了本申請或在本申請下由本人／本公司提供的文件及證據(包括按

“申請門檻及文件清單” 所提供的文件及證據) 是真實、完整及正確的。 

在不影響第 3 條或

銀行在其與本人／本公司簽訂的任何其他協議下的權利的前提下，本人／本公司確認並同意所有由本人／本公司應貴行要求或貴行與本人／本公司來往時取得關於本人／本公司、本公司董事、股東、

職員、建議的擔保人、抵押品提供者及／或其他人等的資料（「資料」）皆可被貴行使用、儲存及向任何貴行指派的代理人或服務提供者，任何實際或可能的貸款受轉讓者，滙豐集團成員及其他貴行

認為有理由需要的第三者（包括在香港或香港以外的上述人士／機構）（統稱為「許可人士」）披露作以下用途： 

為本人／本公司提供服務和信貸便利所涉及的日常運作； 

進行核對程序｛由〔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界定｝

審批本人／本公司的貸款申請

市場推廣； 

就本人／本公司而提供銀行或信貸評介； 

符合法例及司法程序的要求； 

與上述有關的用途。 

本人／本公司謹此確認並同意，在符合第 4 或 5 條（以適用者為準）規定的前提下，本人／本公司應貴行的要求所提供有關本人／本公司的任何資料，或於本人／本公司與貴行進行交易過程中被收集

的有關本人／本公司的任何資料，均可披露予任何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或類似服務提供者，或由之使用及保存，以達到核證該等資料的目的，或以達到任何上述機構向其他機構提供該等資料： 

以便其他機構可以對本人／本公司作為信貸額度的申請人或擔保人，進行信貸及其他狀況調查；及 

以達到在本人／本公司作為借款人或擔保人而出現失責之時，對任何債務作出合理監控的目的。 

(Applicable to limited company only  只適用於有限公司 ) 

本人／本公司可向貴行提前 90 天，以書面形式發出撤銷第 3 條所載同意的通知書（「撤銷通知書」），有關通知期將由貴行收訖撤銷通知書之日起計算。 

假如本人／本公司根據第 4 (i) 條的規定，發出撤銷通知書以撤銷在第 3 條項下所作同意： 

貴行可以繼續依據第 3 條的規定披露資料，直至在第 4 (i) 條項下的通知期屆滿為止，唯須符合下文第 (ii) (f) 及 (g) 條的規定； 

貴行可以通知其依據第 3 條獲准向之披露資料的全體人士，本人／本公司已依據第 4 (i) 條發出撤銷通知書的事實； 

貴行可以將送達貴行的撤銷通知書，當作同樣適用於本人／本公司之前就本人／本公司獲授予所有其他信貸額~度所作出的同意處理； 

貴行可以由貴行通知的生效日期起，終止授予本人／本公司的任何信貸額度； 

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或類似服務提供者可以繼續將由貴行所提供的資料存檔及作內部用途，但該等資料不得披露予尋求信貸報告的其他機構； 

; and  儘管本人／本公司已按照上文第 4 (i) 條的規定撤銷同意，貴行仍可以繼續向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或類似服務提供者，提供有關租購及出租交易及授予

批發商及零售商作為購入存貨之用的融資貸款的資料；及 

儘管本人／本公司已按照上文第 4 (i) 條的規定撤銷同意，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或類似服務提供者仍可以繼

續提供有關租購及出租交易及授予批發商及零售商作為購入存貨之用的融資貸款的資料及屬於公眾記錄的資料。 

;  在符合第 4 (i) 及 (ii) 條的規定的前提下： 

第 3 條所載的同意書在本人／本公司與貴行維持客戶關係期間維持有效，並在結束所有關係後五年內仍然有效；或 

倘若出現逾期供款超過 60 日，第 3 條所載的同意書則在結清拖欠超過 60 日的欠款的日期之後五年內仍然有效，以較遲者為準。 

(Applicable to sole proprietorship/partnership only 只適用於獨資經營商號／合夥經營�商號 )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中的條款及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核准和發出的個人信貸資料實務守則，本人／本公司有權於欠賬全數清還（由貴行借新還舊而得以全數清還的情

況除外）並終止貸款，及於緊接終止貸款前五年內沒有實則性欠賬（以貴行決定為準）的情況下，指示貴行要求有關資信調查機構在其信貸資料庫內刪除任何有關該等已終止貸款的資料。 



(Applicable to sole proprietorship/partnership only 只適用於獨資經營商號／合夥經營商號 ) 

當有任何商號組織變動包括任何獨資經營商號持有人／合夥人變動，本人／本公司同意儘速以書面通知貴行。

本

同意書取代本人／本公司之前所簽署的任何共用信貸資料－客戶同意書。本同意書所載的確認{及協議乃附加於貴行的賬戶文件及／或標準條款及條件，並對該等文件所載的協議或同意不構成任何影

響。 

本人／本公司確認本人／本公司已得到第 2 條所述的人士同意根據上述條款提供資料。因本確認不真確及其他違反此申請表的條款所引致的所有費

用、罰款、損害及其他損失，概由本人／本公司承擔。 

        本人／本公司同意貴行保留向申請人索取更多資料／文件的權利。 

本人／本公司理解貴行可全權決定是否接受此貸款申請、貸款金額和貸款期（如適用）。倘若所批核的貸款金額及貸款期（如適用）不超過本人／本公司的要求，貴行毋須徵求本人／本公司的同意。

貴行對此申請的決定，本人／本公司明白貴行將會在收到已填妥的申請表連同所需文件後 30 日內通知本人／本公司。 

本人／本公司同意，貴行只會在下列情況下方向本人／本公司提供信貸額： 

本人／本公司符合貴行的信貸條件，包括貴行收到本表格後進行信貸調查時，確定本人／本公司於商業信貸資料庫擁有良好信貸紀錄； 

本人／本公司並無違反本表格所載的任何條款。 

本人／本公司明白此申請一旦提交，在未得貴行預先同意前，本人／本公司不可撤除及取消。倘如貴行已批核此申請，本人／本公司謹此授權貴行將已批核的貸款金額，於扣除適當手續費後存入本 

人／本公司指定的還款戶口，而毋須另行通知本人／本公司。本人／本公司承諾保證上述本人／本公司指定的還款戶口在存入貸款時將不會有負餘額。如在存入貸款時有負餘額，貴行有權不提供貸

款。 

本人／本公司聲明本人／本公司並無拖欠任何財務機構的債務。本人／本公司並非破產或曾經破產或無力償還債務或倒閉。本人／本公司無

意申請破產或展開自願性清盤。據現時本人／本公司所知，並無任何有關本人／本公司的破產申請或自願性清盤申請在進行中。 

本人／本公司同意若本人／本公司取消上述指定的還款戶口，則須安排另一合適的貴行戶口作取代。 

本人／本公司已經閱讀及同意 (百份百擔保特惠貸款)之條款及細則及其他於本申請指明的條款與細則，將適用於貴行所批核的貸款。 

本人／本公司確認貴行已向本人／本公司提供一份《關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通知》。本人／本公司確認本人／本公司已參閱\及明白該通知的條款及細則，並同意貴行可以根據列載於該通  知

的用途，而使用和披露貴行目前或隨後持有的有關本人／本公司的所有個人資料。 

本人／本公司明白貴行並沒有委託任何第三方轉介此貸款申請至貴行且確認是次申請並非由第三方轉介。 

本人／本公司在此聲明: (1) 本人／本公司已被建議本人

／本公司應先注意及明白擔保計劃申請表、條件接受書及其他有關擔保計劃的法律文件中的聲明及提示，才簽訂它們；及(2) 本人／本公司已被建議本人／本公司尋求獨立的法律意見及本人／本公司

已尋求該獨立的法律意見或自願放棄尋求該獨立的法律意見；及(3) 本人／本公司完全明白本人／本公司對有關貸款及本申請、擔保計劃及所有有關簽署文件的權利、義務及責任的性質及程度，而本

人／本公司現在及將來是獨立地行事，不受任何人的任何不當影響。 

代表申請人簽署 

X 

簽署 

姓名

簽署日期

X 

簽署 

姓名

簽署日期

Chan Tai Man

44074690
Callout
Please apply the specimen signature with the Bank.



  正式授權證明書（只適用於有限公司）

本人，作為申請人公司董事，謹此證明申請人公司已於

     通過下列董事會決議案： 

名字 

及簽署見於本貸款申請的公司董事獲授權代表申請人公司簽署及遞交本貸款申請；及 

名字及簽署見於本貸款申請的公

司董事獲授權代表申請人公司同意本貸款（於  部分闡明的條款及細則）（「貸款」）的條款及細則或其後有關不時的修訂或變更（包括任何新加或增加的貸款）；及 

本決議案的詳情已通知貴行，並將一直生效直至申請人公司的董事會通過修訂決議案，而貴行已收到該修訂決議案的真確副本。 

本人並證明，本公司有權借款，而上述決議案的詳情已記錄在申請人公司的會議記錄中，並由申請人公司唯一董事或該次董事會會議的主席簽署，符

合申請人公司的公司章程大綱及細則，或等效的組織章程文件的規定。

X 
簽署（獨立董事或董事會主席會議） 

      Name  姓名 : Date 日期 : 

銀行專用

Note:T

T

T

CHAN TAI MAN

44074690
Text Box
Please input date

44074690
Text Box
Please input date

44074690
Callout
Please apply the specimen signature with the Bank.

44074690
Callout
If your company with more than 1 director, this section should be signed by a different signer(section 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