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次开立人民币定期存款优惠（「本推广」）- 条款及细则 

 

1. 本推广由 2022年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推广期」）。 

2. 本推广只适用于星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本行」)持有跨境理财通—南向通户口的星展丰盛理财个人

客户 (「合资格客户」)。 

3. 「星展丰盛理财」是本行的客户层之一。「客户层」指 DBS Account、星展丰盛理财、星展丰盛私人客

户、星展私人银行及本行不时提供的任何其他客户层。在香港，星展私人银行为本行的私人银行部门。 

4. 本推广并不适用于曾经开立定期存款的客户。 

5. 客户于推广期内透过星展丰盛理财客户经理或星展丰盛理财大湾区业务专员团队开立最高人民币

200,000 元定期存款，可享以下特惠年利率（「优惠利率」）。 

 

货币 存款期 优惠年利率 

人民币 

1 个月 5.00% 

3 个月 3.38% 

6 个月 3.38% 

 

6. 本行保留权利修订或更改特惠年利率。于客户开立定存时，本行将会与客户确认适用的优惠利率。 

7. 只有第一户口持有人方可参加本推广。 

8. 每位合资格客户只可享 1 个月人民币定期存款优惠利率、3 个月人民币定期存款优惠利率或 6 个月人民

币定期存款优惠利率。 

9. 每位合资格客户只可获享此优惠一次。  

10. 若合资格客户在推广期内成为星展丰盛理财以外的客户或涉及任何滥用/违规，合资格客户将不能享有

优惠，或本行可于提供优惠后从合资格客户的户口扣除优惠的等值金额而无须事先通知，及/或采取行

动以追讨任何未偿付金额。 

11. 合资格客户不可同时参加本推广及享有任何往来及/或储蓄户口奖赏及/或任何星展丰盛理财保留资金奖

赏及/或任何其他迎新奖赏及/或任何其他外汇优惠。 

12. 本行员工不可享用此优惠。 

13. 本行保留权利随时修订此条款及细则及／或更改或终止本推广而无须另行通知。本行的决定为最终定

论。 

14. 本推广中的所有交易金额概以本行纪录为准。本行的纪录为最终定论。 

15. 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异，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星展人民币兑换 2 星期美金定期存款迎新优惠 (「本推广」) - 条款及细则 

 

1. 本推广由2022年4月14日起至6月30日止(「推广期」)。 

2. 「新客户」指在推广期内于星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成功完成个人户口申请表格、完成南向 

通跨境理财通开户程序、经DBS digibank HK应用程序(「指定手机应用程序」)或指定网站连结

go.dbs.com/hk-daotc递交网上开户申请及成功晋身为星展丰盛理财客户的个人客户。本行对于任何客

户是否新客户的决定为最终定论。 

3. 本推广并不适用于现有星展丰盛理财客户或在成为新客户当日(「成为新客户日期」)之前18个月内曾经

是星展丰盛理财客户的客户。 

4. 新客户于推广期内需 (i) 经星展丰盛理财客户经理或星展丰盛大湾区专属团队完成单笔人民币

10,000 元至人民币 1,000,000 元(或其等值)，由人民币为美金的交易(「合资格外币兑换」)；

及 (ii) 经星展丰盛理财客户经理或星展丰盛理财大湾区业务专员团队以合资格外币兑换的相同

金额，并开立 2 星期美金定期存款(合称「所需条件」)，可享 2 星期美金定期存款特惠年利率

10% (「优惠」)。 

5. 本行对新客户是否已完成上述所需条件的决定为最终定论。  

6. 只有基本户口持有人合资格享有此优惠。  

7. 每位新客户只可获享此优惠一次。  

8. 若新客户在推广期内成为星展丰盛理财以外的客户或涉及任何滥用/违规，新客户将不能享有优惠，或

本行可于提供优惠后从新客户的户口扣除优惠的等值金额而无须另行通知，及/或采取行动以 追讨任何

未偿付金额。 

9. 新客户不可同时参加本推广及享有任何往来及/储蓄户口奖赏及/任何星展丰盛理财保留资金奖赏及/任

何其他迎新奖赏及/任何其他外汇优惠。 

10. 本行员工不可享用此优惠。 

11. 本行可修订本条款及细则及/或更改/终止此优惠而无须另行通知。本行的决定为最终定论。   

12. 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不一致之处，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声明：外汇涉及风险，客户应注意外币兑换会因汇率波动而导致亏损。数据不构成任何交易的要约、建

议、邀请或招揽。 

 

  



 

基金是可能涉及衍生工具的投资产品(「产品」)。投资决定是由阁下自行作出的，除非阁下完全了解

及愿意承担所涉风险，否则切勿投资此等产品。阁下如对此等产品所涉及风险有疑问，请征询独立专

业意见。 

 

跨境理财通—南向通客户：网上投资基金专享优惠(「本推广」) - 条款及细则： 

1. 本推广由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 (「推广期」) ，包括首尾两天。  

2. 本推广只适用于星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本行」)持有跨境理财通—南向通户口(「合资格户口」)的星

展丰盛理财个人客户 (「客户」)。 

3.  「星展丰盛理财」是本行的客户层之一。「客户层」指 DBS Account、星展丰盛理财、星展丰盛私人客

户、星展私人银行及本行不时提供的任何其他客户层。在香港，星展私人银行为本行的私人银行部门。 

4. 在推广期内，客户透过星展网上理财平台成功完成基金认购，可享 0%认购费优惠 (累积认购金额上限为

HK$500,000 或同等价值)。(「合资格交易」) 

5. 客户完成合资格交易时，将先被收取认购费。而本行成功确认符合本推广资格后，将回赠相关之认购费。

（「奖赏」）。 

6. 2022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的合资格交易奖赏将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或之前以港币存入客户于本行的合资

格户口。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合资格交易奖赏将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或之前以港币

存入客户于本行的合资格户口。客户必须于奖赏存入时持有本行合资格户口。 

7. 只有户口持有人方合资格获得奖赏。  

8. 所有有关本推广的交易金额概以本行纪录为准。本行的纪录及计算为最终纪录。  

9. 本行会以本行于相关交易日厘定的外汇汇率转换所有交易至港币等值，以计算累积交易金额。奖赏将凑

整至最接近的港币等值计算。 

10. 合资格交易的认购金额于推广期内不可用作计算星展丰盛理财迎新奖赏内的财富管理奖赏及财富管理优

惠内的投资交易奖赏。  

11. 为免生疑问，客户于本推广只可获最多 HK$7,500 奖赏。  

12. 奖赏将不可交换且不可转让。 

13. 客户参加本推广不得涉及任何滥用/违规，否则本行不会存入奖赏或从客户的户口扣除已存入奖赏的等

值金额而无须另行通知，及/或采取行动追讨任何未偿付金额。  

14. 本推广不适用于本行任何员工。  

15. 本行可修订此条款及细则及/或更改/终止本推广而无须另行通知。本行的决定为最终定论。  

16. 本条款及细则的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异，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风险披露及重要通知： 

投资涉及风险。以上数据并非亦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亦不构成任何认购、买卖或赎回任何投资产品的要

约或要约招揽。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将来的表现。阁下作出任何投资前，应细阅有关销售文件、户口的条款

及细则及产品的条款及细则，以了解详细产品数据及风险因素。如对此数据或任何销售文件有任何疑问，

阁下应咨询独立专业意见。  



 

 

跨境理财通—南向通客户：网上外币兑换优惠（「本推广」）- 条款及细则 

 

1. 本推广由 2022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 (「推广期」)。 

2. 本推广只适用于星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本行」)持有跨境理财通—南向通户口(「合资格户口」)之星

展丰盛理财个人客户(「合资格客户」) 。 

3. “星展丰盛理财户口”是本行的客户群。“客户群”是指 DBS Account，星展丰盛理财，星展丰盛私人客户，

星展私人银行及任何本行不时提供的其他客户群。在香港，星展私人银行是本行的私人银行部门。 

4. 合资格客户于推广期内成功完成合资格外币兑换交易金额每达港币 50,000 元 (或等值)，可享港币 100 元

现金奖赏 (「奖赏」) 。 

5. 「合资格外币兑换交易」是指经星展网上理财平台（包括星展 iBanking 网上理财或星展 digibank 流动

应用程式）进行的外币兑换，包括港元、澳元、加拿大元、瑞士法郎、人民币（离岸）、欧元、英镑、

日圆、纽西兰元、新加坡元、美元的外币兑换交易。 

6. 奖赏将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或之前以港币存入合资格客户的合资格户口。合资格客户必须于奖赏存入时

持有效的合资格户口。 

7. 只有合资格户口的户口持有人方可参与本推广。 

8. 本推广不适用于本行的任何员工。 

9. 本推广中的所有交易金额概以本行纪录为准。本行的纪录为最终定论。 

10. 本推广不可与其他外汇推广优惠（除另有订明外）和定期存款及外汇组合之推广同时享用。 

11. 合资格客户参加本推广必须不涉及任何滥用/违规，否则本行将不会存入任何奖赏，或于存入奖赏后从

合资格客户的户口扣除奖赏的等值金额而无须另行通知，及/或采取行动以追讨任何未偿付金额。 

12. 本行可修订此条款及细则及/或更改/终止本推广而无须另行通知。如有争议，本行的决定为最终定论。 

13. 本条款及细则的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异，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风险披露及重要通知： 

外汇涉及风险，客户应注意外币兑换会因汇率波动而导致亏损。 

以上资料并非亦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亦不构成任何认购、买卖或赎回任何投资产品的要约或要约招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