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存入 / 提取表格
致：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銀行」，包括其繼承人及受讓人)
此表格備有中文及英文版。如閣下選用此表格（中文版）提交申請，即表示閣下同意選用中文版之表格及明白表格內之全部內容（包括備註及客戶聲明等）。
This order form is available in both English & Chinese versions. By completing this form, you agree to use this Chinese version and confirm that you understand
all its contents (including Note & Customer Declaration etc) set out below.
客戶全名(英文):

聯絡電話號碼:

星展證券戶口／財富管理戶口號碼
/ 組合號碼 (如適用):

轉賬生效日期:

對手全名:
對手聯絡人資料 (如有關轉賬為外
國股票，必須填寫此部份):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對手中央結算系
統參與者編號:

對手證券戶口號碼:

證書編號
股票名稱

存入/提取之股票列項  1  2

股票代號

3

4

股票數目

(只適用於實貨)

交收金額
(用於付款指示中之兼代
付方式)

5

本人/吾等現發出以下指示

付款指示

請從以下選項中四選一:
 1. 轉賬上述股票(非實貨)而不更改最終受益所有權
 由對手至本人/吾等證券戶口／財富管理戶口 / 資產組合
 由本人/吾等證券戶口／財富管理戶口 / 資產組合至對手
 至本人/吾等其他星展證券戶口／財富管理戶口 / 資產組合:

請從以下選項中三選一:
 1. 免代付/收款項
即指示銀行進行股票轉戶而不須交收款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轉賬上述股票(非實貨)而更改最終受益所有權
 由對手至本人/吾等財富管理戶口 / 資產組合
 由本人/吾等財富管理戶口 / 資產組合至對手
 至其他財富管理戶口 / 資產組合:

 2. 兼代付 - 收款項
(只適用於私人銀行及豐盛私人客戶)
即指示銀行進行股票轉出並收取總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之交收金額至以下
指定戶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X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只適用於港股)

客戶簽署

獲授權人全名:

 3. 兼代付 – 付款項
(只適用於私人銀行及豐盛私人客戶)
即指示銀行收取股票並從以下指定戶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付總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之交收金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獲授權人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X

 3. 存入上述實貨股票至證券戶口 / 財富管理戶口 / 資產組合
 下列獲授權人取得授權存入上述股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提取證券戶口 / 財富管理戶口 / 資產組合中的上述實貨股票
 下列獲授權人取得授權提取上述股票。

客戶簽署

獲授權人全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獲授權人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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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本人/吾等必須向有關交易對手作出指示，以完成交付股票的程序。
2. 任何實貨之存入/提取必須至本人/吾等的同名戶口。 因此，本人/吾等聲明最終受益所有權沒有改變，另外，本人/吾等在此同意賠償銀行因本人/吾等上述指示導
致的一切損失及法律責任。
3. 如屬實貨提取(只適用於港股)，經中央結算系統提取整手股票一般需時最少 5 個營業日。外國股票沒有實貨提取服務。
4. 如屬實貨存入(只適用於港股)，銀行進行有關股票的轉名手續及內部處理程序需時最少 15 個營業日(不包括星期六及香港公眾假期)。外國股票沒有實貨存入服務。
5. 上述轉戶的手續費將從結算戶口扣除。詳情請參閱銀行服務收費表。除此之外，本人/吾等需承擔與此上述轉戶相關的成本和費用。
6. 如股份數目不足，銀行將不會執行(不論全部或部分)任何沽售、提取或處理任何股份的指示。
7. (若擬轉入的證券(如有)屬於零售及保險投資產品組合 (英文為 “packaged retail and insurance-based investment product”，簡稱 “PRIIP”)) 本人 / 吾等明白及確認銀
行没有銷售擬轉入的零售及保險投資產品組合，也沒有就該投資產品組合提供意見，因此銀行没有責任向本人 / 吾等提供相關重要資訊文件(如沒有提供) (英文為
“Key Information Document”，簡稱 “KIDs”)
8. 待股份證書(只適用於港股) (“股份證書”)準備妥當，銀行當即通知客戶。
為保障客戶，如本人/吾等或本人/吾等的獲授權人如未能於股份證書可提取後 8 個星期內領取股份證書，本人/吾等同意及授權銀行將把股票重新存入中央結算系
統。屆時客戶若仍欲提取股票，需再次發出提取指示。
9. 本人／吾等明白，如果本人／吾等的指令不能在提交本指令到銀行後 10 個工作日內與上述交易對手確認，本人／吾等的存入／提取指令將被自動取消。
客戶聲明
本人/吾等已閱讀並完全明白有關的條款及細則。

X
_____
客戶簽署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交予客戶正式收據日期

銀行於下列日期收到證書的正式收據

客戶於下列日期收到證書的正式收據

銀行簽署及蓋章

客戶 / 獲授權人簽署

日期

日期

銀行專用
Branch / RM

EPGO / WMO

Attended RI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I No.: ____________ RI Initial &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
1BankID: ______________________ Time order receipt: _______________ Time order placed: ______________ BOSS / Avaloq Input By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r. Code: __________ Checked By (Signature with No., Name &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nitial the action(s) taken (Mark name & date if different from the attending R.I. & Checker):

S.V.

BOSS / Avaloq Checked By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99 號中環中心 11 樓，是根據《銀行業條例》登記的認可持牌銀行及《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的註冊機構(CE 編號
AAL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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