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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多個世紀以來，貴為獨特瑰麗的寶石，玉被雕琢成無數名貴的
珍品，觸動不少人的心扉。這種寶石多年來以珍貴的藝術品、
獨特的珠寶、上等的珍藏，以至無價的家傳之寶的型態呈現。
透過精雕細琢，玉被巧造成意義非凡的私人珍物，彌足珍貴，
世代承傳。這種細膩微妙的關係締造了珍貴回憶，也豐富了
人們生活，藉此啟發滙豐尚玉的誕生。

這個與別不同的服務，將為您的財富及時尚生活帶來最具資歷
的金融專家、精心度造的理財方案、尊尚優越的服務及收費
優遇。我們一切都以您的愛好與目標為先，為您開展一連串
非同凡響的體驗。

滙豐尚玉致力為您帶來至臻完美的尊尚禮遇，讓您在彈指間
享受到無與倫比的環球網絡，以及超卓的理財產品及服務。
滙豐尚玉不僅關心您的理財需要，更務求為您呈獻獨有的時尚
生活體驗，時刻彰顯高人一等的身份。

歡迎晉身滙豐尚玉。您的嶄新旅程，由此展開... 



滙豐尚玉為您帶來一系列滿足您個人喜好及需要的尊尚禮遇:

精心挑選了解您個人需要的滙豐尚玉總監，憑藉其豐富
經驗及專業資格，助您拓展個人所需所想。

結合不同範疇的專才團隊，包括投資、保險及按揭等，
已準備好為您提供本地市場分析及滙豐環球理財方案。

靈活的理財策略，以切合您的個人需要。您的滙豐尚玉
總監將會與您緊密聯繫，因應您的投資目標，助您制定
合適的策略。

您的滙豐尚玉



輕鬆尊享全球最大銀行集團之一的尊尚服務。貴為滙豐尚玉
客戶，您可盡享優越銀行服務，包括優先電話理財服務及
優先處理申請程序，及時照顧您一切所需。

滙豐尚玉中心提供專屬的私人空間，讓您與您的個人專才
團隊會面。

透過滙豐尚玉國際通於中國及新加坡延續尚玉尊尚體驗而
無須符合當地開戶要求。

滙豐尚玉萬事達卡®借記卡讓您不論身在何處，都可從戶口
自動選擇相應的12種貨幣扣賬，輕鬆方便，令旅途更加
愜意。



滙豐尚玉總監 
我們為您精心挑選的滙豐尚玉總監，均為通過專業考核
及具備深厚資歷的金融專家，他們將會盡心了解您不同的
個人理財目標。

專才團隊 
貴為滙豐尚玉客戶，您可盡享來自不同範疇專才團隊的
全力支援，以助您制定理財策略。

您的專才團隊，將與您同步並肩，每一步以您為核心，為您
提供個人化的方案。每一位專才，均會深入了解您的需要，
讓我們能夠真正全面掌握您的財富目標，從而助您制定
理財策略。

您的專屬團隊



涵蓋廣闊範疇的專家
投資產品專家助您了解並選擇最切合您的理財策略的方案。

保險專才為您提供家庭及生活保障的方案。

按揭專家為您提供多種按揭貸款和還款計劃，助您買賣
或轉按物業。

您的日常理財需要 
除了滙豐尚玉總監及專才團隊外，我們更會安排一位客戶
主任協助處理您的日常銀行事務，確保您每一項理財需要，
也能得到最周全的照料。



我們明白，當您的個人成就不斷發展、生活越趨繁複之際，
您的理財需要也會與日俱增。

正因如此，我們專誠為您提供不同的專才及工具，以您所想
的方式管理財富。

周全的理財方案 
我們為您提供專業的環球投資知識，包括滙豐的經濟研究、
分析以及全面的理財方案。

多元化投資組合以獲取潛在回報 
嚴謹的投資模式以我們的專業知識為基礎，助您建立
多元化的投資組合，並配合您的投資目標、風險承受能力
以及時間，讓您獲取潛在回報。

您的財富管理



理財產品及方案
您更可享用我們一系列遍及不同資產級別、地區及貨幣
的旗艦投資方案，以及專為滙豐尚玉客戶而設的特選
產品。

私人配售票據1 
專屬為您提供更靈活的掛勾資產及投資回報選擇的結構
投資產品，助您捕捉環球投資機遇。作為滙豐尚玉客戶及
專業的投資者，您可認購一系列保本及非保本財富投資
方案，配合廣泛的掛勾投資選擇，包括美國股票、商品、
外匯、利率及基金等。

尊享債券服務1 
滙豐是首間亦是唯一的零售銀行為最高零售戶口級別的
客戶提供一手債券市場服務，有關投資服務一般只屬於
機構及私人銀行客戶尊享。除一手債券市場外，我們更可
為您於投資選擇更廣闊的二手債券市場，搜購按您個人
要求的債券以迎合您的需求，助您捉緊每個環球投資
機遇。

1 僅限提供予獲本行認可為專業投資者的滙豐尚玉客戶。



滙財智富服務 
貴為滙豐尚玉客戶，現在您可體驗嶄新推出的滙財智富 
服務–一項獲頒業界殊榮1的分析工具助您評估所持有的
單位信託基金投資組合、結構及風險管理能力。滙財智富
服務活用智能科技，不僅為您分析不同市場活動的潛在
影響，更可按您的投資組合及風險取向提供重組建議。
由您的專屬客戶經理協助下，您可按自己的環球財富管理
需要，調整投資策略以應付瞬息萬變的市場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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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財富管理  「財富遠見」 
最新推出的「財富遠見」為您提供涵蓋您的所有理財需要
的專家文章，詳細分析及評論。

為專業投資者而設的專屬產品 
滙豐尚玉特別為您提供專屬的理財產品，包括結構性
理財產品，並透過一手及二手債券市場不同種類的優質
債券，充分配合您的理財需要，助您抓住環球投資 
機遇。



全面保障您及至親 
世事往往無法預測，因此，真正周全的個人財務計劃必須
細心考慮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況。

我們的專家團隊會盡心了解您每項個人計劃，從而提供
合適的保險方案。從醫療保險及人壽保障，至退休及
傳承計劃，您也可安心無憂，為您的摯愛、生活方式及
將來，提供充足的保障。

環球世代萬用壽險1特別為尋求保障、資金流動性及
潛在財富累積2的滙豐尚玉客戶而設。

1 受條款及細則約束。有關產品詳情，請與您的滙豐尚玉總監聯絡。
2 財富累積指賬戶價值累積，意指已繳付的累積保費加利息，並扣除任何費用、
已繳付之退保金額及賠償金額，如適用。



1 海外按揭貸款及海外開戶申請將由滙豐集團海外旗下成員直接處理，並須 
經由負責該物業所在地區的滙豐集團海外旗下成員批核。

環球理財 滙豐尚玉國際通 
我們深明您的抱負並不受國界及地域所限，滙豐尚玉
國際通正好讓您自由翱翔，發掘機遇，讓尚玉禮遇伴您
同行，彰顯優越地位。

貴為滙豐尚玉香港、中國或新加坡的現有客戶，您可同樣
在以上三個亞洲地區享有一系列尊尚同級產品及服務。
您的尚玉尊貴地位讓您於新領域發掘更多機遇，享受滙豐
尚玉中心的服務、獨家理財產品、特優利率以及升級 
服務，而無須符合當地的開戶要求。

國際銀行業務部 
若您要為海外物業安排按揭貸款，我們設於香港的國際
銀行業務部可助您與滙豐集團在其他國家／地區的成員
聯絡，讓您了解申請資格、流程及審批標準，甚至可協助
您安排申請1。



滙豐尚玉萬事達卡®借記卡 
滙豐尚玉萬事達卡®借記卡是全港首張12種貨幣的借記卡， 
讓您不論身在何處都可從戶口自動選擇相應的12種貨幣
扣賬，輕鬆方便，令旅途更加愜意。無論您是在本地，網上
或海外使用借記卡消費，都可尊享滙豐尚玉客戶的禮遇，
不用繳付外幣的交易費。

無論您是在度假，網上購物或繳付海外學費，均可輕鬆
管理外幣。我們提供的外幣交易一站式解決方案使您可
預先設定匯率，讓您享受自動無憂的外幣交易。

滙豐尚玉萬事達卡®借記卡讓您專享我們全球合作夥伴1

提供的有品位生活方式。

1 歡迎致電 +852 6963 0030與您的私人滙豐尚玉客戶總監或滙豐尚玉禮賓
服務聯絡，了解進一步詳情。此外，您只要提供在借記卡背面的滙豐尚玉
客戶號碼，便可使用滙豐尚玉的禮賓服務。



憑著我們勝人一籌的服務，以及對您個人需要的深切了解，
不論何時何地，我們致力為您提供及時的支援。

專業及優先服務給您即時支援 
我們明白您的財富不停地拓展，因此，我們特別為您提供
優先的電話理財服務，只要您有任何理財需要，隨時隨地
致電為您而設的匯豐尚玉服務專線+852 2233 3033，
我們最資深的客戶服務主任將即時為您提供協助。

優先處理申請程序 
當有需要捉緊不容錯失的投資機遇，您也可憑藉滙豐尚玉
客戶的身份，尊享特快申請指定產品及特選服務的禮遇。

流動資金助您靈活理財 
當您遇上意料之外的機遇時，我們會因應您的個人情況
提供一系列借貸方案及優惠，讓您迅速掌握最新投資
良機。

不論您正在建立夢寐以求的家園，或是需要個人貸款以
應付突如其來的開支，或是希望在不影響您現有投資的
前提下套現，我們的專家團隊也會盡心助您應付眼前的
每個需要。 

您的優先服務



全天候迎合您的生活所需 
滙豐尚玉不但保留現有的滙豐卓越理財禮遇，並將為您
開啟更尊尚的服務體驗、更精彩的禮遇及更優惠的收費，
助您追求更遠大的目標。

而您的滙豐尚玉總監亦會隨時隨地為您提供全面的理財
方案，助您拓展及管理您的個人財富。

與摯愛共享非凡地位 
作為真正體貼您的理財伙伴，我們不僅關心您的財富，
更會顧及您家人的理財需要。貴為滙豐尚玉客戶，您可
透過直系親屬計劃讓配偶及子女成為滙豐卓越理財客戶，
共享非凡地位及禮遇1。

您的滙豐尚玉中心 
憑藉滙豐尚玉客戶身份，您可尊享為您特設的滙豐尚玉
中心。以您為先的設計給您提供充裕及專業的空間，讓您
及您的專屬團隊享有理想的會面環境。

1 即使您的家人（需年滿18歲或以上）於開戶時尚未符合滙豐卓越理財的全面
理財總值最低要求，我們特別豁免首12個月低額結存服務費。此優惠受有關
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聯絡您的滙豐尚玉總監。



您的專屬體驗 我們明白您所追求的理想不只是您的財富，因此我們特別
提供不斷更新的時尚生活禮遇，為您帶來不一樣的體驗
及獨特機遇。

您的滙豐尚玉禮賓服務 
由全球最優秀之一的禮賓服務，Ten Lifestyle Group１

為你呈獻的專屬禮賓服務，將更深入了解您的興趣、喜好
以及品味，為您未雨綢繆，時刻提供無可比擬的支援，
給您前所未有的體驗及貴賓禮遇。

滙豐尚玉禮賓服務集合各地的禮賓服務專員，全天候
24小時為您提供專業意見及協助，即使是最後一刻的訂座、
購買已售罄的門券或享用由本地及環球合作伙伴所提供
的一系列非凡優惠及禮遇。此外，您更可直接預訂航班、
酒店和旅遊體驗。 

1 滙豐尚玉客戶將與Ten Lifestyle Group PLC達成直接協議，根據該協議， 
Ten Lifestyle Group PLC及其附屬公司將提供滙豐尚玉禮賓服務。 
滙豐將不會成為協議的一方，並且不會負責提供禮賓服務。請瀏覽 
https://www.jade.hsbc.com/hk/zh-cn/product/terms查閱Ten的服務條款，
以及瀏覽https://www.jade.hsbc.com/hk/zh-cn/product/privacy查閱
私隱條款。



您的環球夥伴1 
服務超卓的文華東方酒店集團擁有多間位於全球最受歡
迎地區的豪華酒店，誠邀您來探索別具一格的住宿體驗，
尊享非凡獎賞、升級禮遇及精彩優惠。

Small Luxury Hotels of the WorldTM (SLH) 集合遍佈全球
80多個國家、逾500間精緻的小型獨立酒店，為您提供
升級、獎賞及優惠價格等禮遇。

獲頒兩項皇家認證，以優質餐酒及烈酒享譽國際300年， 
Berry Bros. & Rudd的專業推介、自家系列及私人品酒聚會
均彰顯時尚風格、品質、個性及優越價值，並配合您的
需要，不論是日常美酒、隱世佳釀，或是建構個人酒窖。

Onefinestay專為高要求的旅客服務，於全球各地提供
一系列擁有非凡設計及建築的旅宿。專屬禮賓服務迎合
不同旅客所需，由別墅、度假屋到莊園等，於全球多個
旅遊熱點為您精心搜羅不同住宿。

1 環球夥伴的名單及有關服務或會更改，請瀏覽滙豐尚玉禮賓服務網上平台獲取
最新詳情。



麗晶七海郵輪為豪華郵輪的翹楚，旗下的5艘郵輪遊遍
全球超過450個港口，為旅客提供全包及自訂的郵輪
體驗，讓您盡情於海上遨遊探索。

擁有55年歷史的Abercrombie & Kent致力打造別具一格
的獨家旅遊行程，讓您發掘全球旅遊名勝及糅合多元 
文化的不同目的地。你更可獲邀觀賞限制開放的旅遊區， 
創造獨一無二的遊歷時光。

佳士得成立於1766年，足跡遍佈46個國家，全球多個地方 
均設有辦事處及拍賣中心，包括紐約、巴黎、日內瓦、
米蘭、迪拜、倫敦、香港及上海等大城市。拍賣類別 
涵蓋美術、裝飾藝術品、珠寶、攝影作品、收藏精品、 
名酒等。

Farfetch為您網羅全球眾多奢華品牌的男裝、女裝及 
童裝，為全球時裝迷提供一站式時尚精品的高級網購 
體驗，您可透過VIP活動或私人購物顧問瀏覽各國際 
時尚名牌和新銳設計師品牌，以及獨具風格的最新 
精品。



瑰麗酒店於15個國家管理共28間風格獨一無二的奢華
飯店，另有19個新飯店發展項目。旗下飯店均秉承A 
Sense of Place®的品牌理念，在設計、服務與設施等各
方面充分展現飯店當地的歷史、建築、文化等獨特風
情。瑰麗品牌擁有一些全球最富傳奇色彩的飯店和度假
酒店，包括紐約的The Carlyle, A Rosewood Hotel 、
達拉斯的 Rosewood Mansion on Turtle Creek、巴黎
的Hôtel de Crillon, A Rosewood Hotel及展現新經典的
北京瑰麗飯店、倫敦瑰麗飯店及香港瑰麗飯店等。

安縵酒店帶您入住世界各地非同凡嚮的旅遊住宿─不論
是寬敞的別墅大宅或是雅緻的茶園客舍，安縵酒店均巧
妙地融合建築美學及當地的人文景觀，讓每位貴賓都彷
如置身於密友的家中，一邊欣賞各式各樣的天然景緻及
歷史建築，一邊沉浸於安寧靜謐的環境，享受身心靈的
慰藉。安縵酒店會致力在世界各地尋找更多令人驚嘆的
地區，令賓客享受渾然天成隱逸之旅。 

憑藉高端手錶市場的超卓技術、創新意念及無與倫比的
全球經驗，WatchBox成為全球領先的二手名錶買賣及
交易平台。WatchBox在美國、香港、瑞士及南非均設
有辦事處，並計劃不斷擴展，絕對是全球鐘錶愛好者值
得信賴的選擇。

連卡佛是家傳戶曉的高級百貨公司，不論是旗下的店舖
及網購平台均提供令人興奮的購物體驗，是不少追求
品味人士的必然選擇。連卡佛是全球800多個高級國際
品牌的集中地，提供每季最新款的男女服裝、鞋履及
配飾、化妝品、高級珠寶及家居與時尚生活用品。



您的專屬體驗 誠邀出席獨家盛會 
滙豐尚玉將邀請您出席各種按您喜好而設的私人盛會，
為您開啟新機遇，讓您體驗別具意義的優越時刻。

不同的活動盛會將會讓您進一步發掘您的興趣。我們期望
連繫與您志趣相投的人士，透過超卓非凡的場合，拓展
您更廣闊的遠見。



註：

1. 本文件所載資料（包括以下附註）並不取代任何條款及細則。有關滙豐尚玉的詳情，
請參閱滙豐尚玉條款及細則或瀏覽www.hsbc.com.hk/jadetce。有關滙豐尚玉的
其他詳情，請參閱本指南或尚玉迎新禮盒內的其他服務指南。

2. 滙豐尚玉客戶將與Ten Lifestyle Group PLC達成直接協議，Ten Lifestyle Group 
PLC及其附屬公司將提供滙豐尚玉禮賓服務。滙豐將不會成為協議的其中一方，並且
不會負責提供禮賓服務。

3. 合作夥伴的名單及有關服務或會更改，詳情請聯絡您的客戶經理。

本文件的資料更新於2019年11月及只供参考。如此文件的中英文版本有歧義，概以
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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