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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2011 年 10 月 11 日  
 

永隆银行推出小微企全方位银行服务  
 贷款特惠息率低至 P+1.5%   支持各项营商财务需要     

   
(2011 年 10 月 11 日，香港 )－永隆银行关注本港小型业务公司 (小微企 *)的
业务发展，宣布推出小微企全方位银行服务。为切合小微企营运融资需要，

特别为他们提供快捷、简单及无须抵押品的贷款服务，贷款额由港币 10 万

元至 30 万元，特惠息率低至 P#+1.5%。另为支持小微企的各项营商及理财

需要，本行更提供全面的营商财务及银行顾问咨询服务，协助他们实践业

务目标。  

永隆银行助理总经理邓耀梁表示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数字
^
显示，本港

约有 30 万家中小企业，对推动本港经济发展举足轻重。而中小企业中，有

部份规模较小的企业，即「小微企」。这些小微企的组织架构一般较简单，

业务运作由主事人亲力亲为，很多时候，由于欠缺标准的财务报表或缺乏

足够的资产作抵押，而未能获取资金以发展业务。同时，他们往往因为专

注发展业务，而忽略其它能协助他们营商发展及切合理财需要的银行服务。

有见及此，本行锐意为本港小微企提供全方位银行服务，例如员工出粮安

排、保险服务、强积金服务、汇兑以至公司信用卡等，除了提供业务营运

上的融资需要外，亦会照顾他们各项营商及财务需要，让他们的业务可得

到更完善的发展，尽显营商优势。」  

永隆小微企全方位银行服务一览 : 
 
I. 小微企贷款服务 1 
 
贷款计划  产品特色  
贷款额  港币 10万元 -30万元   

 
贷款性质  无须抵押品  

 
贷款计划  分期贷款及透支额两种贷款方式以供选择  

 
特惠息率  若同时惠顾本行指定产品，可获享特惠贷款息率，最低

可至 P + 1.5%  
 

* 本行小微企定义为香港注册公司，他们需具营运实质业务两年以上，年度营业额及总资产分别少于 
港币 5 百万元及港币 1 千万元等，有关详情请向本行职员查询。 

#
  P为本行港元最优惠贷款利率，现为 5.25% p.a .  

^ 统计数字来源：工业贸易署中小企业支持与咨询中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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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出粮宝」自动转账服务 2 
为客户提供快捷可靠的薪金及强积金供款自动转账服务。客户若选用

「出粮宝」自动转账服务，更可获下列优惠：  
 港币定期存款额外息率优惠，高达+0.1% p.a.  
 外币定存可获牌价额外 +0.02% p.a.息率优惠  
 豁免账户结存服务费  
 租用本行保管箱 2 年可获第 2 年租金豁免  
 购买本票或礼券手续费半价优惠  

 
III. 强积金服务 3  

为客户提供专业、全面及称心的退休金产品和服务，由已注册为强积

金中介人的专业团队为他们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  
 凡成功申请「小微企」贷款及取款之客户，并同时使用永隆银行自   

   动转账发薪服务及透过永隆银行于银联集团开立「强积金计划」，

即可免费使用一站式发薪及强积金供款支持软件服务，化繁为简；  
 更有机会享有强积金基金特惠收费。  

 
IV. 公司信用卡服务 4 

为客户提供公司卡服务，助他们洽谈生意时尽占先机，尽显营商优势。

利用公司卡服务更有助监控公司开支，优化财务管理，控制成本，提

升公司竞争力。选用永隆公司信用卡可享各项尊贵礼遇及优惠，详情

如下：  
 

 豁免年费优惠  – 凡成功申请永隆公司卡可享免首五年年费优惠；  
 于申请信用卡时交齐申请所需文件，申请人可获赠「齐文件礼品」  
  港币 100 元超市现金券；  
 免费旅游保险  – 如客户之海外旅程由香港出发，并以永隆公司卡   

 签账缴付全数旅游交通费或旅行团团费，即可享免费旅游保险；  
 积分奖赏计划：   
  签账每港币 1 元，可获得 1 分积分，换领积分奖赏计划内之礼品； 
  于生日月份或海外签账，均可享有双倍签账回赠；  
  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客户于指定消费类别签账，更可专享高

达四倍特别签账回赠，指定消费类别包括：航空及旅游、酒店住宿、

珠宝及钟表、食肆及酒吧。  
 
V. 保险服务  

本行代理的保险产品众多，包括财产保险、汽车保险、雇员赔偿保险、

船舶货运险、各类责任保险、意外及医疗险等，为客户提供周全的保障。

现特设下列优惠，与他们共享：  
 投保旅游保险，可获享 75 折优惠；  
 投保家居综合保险，可获享多重礼遇，并会不时更新，切合客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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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详情请参考有关小册子；  
 投保汽车保险，最高可获享 4 折优惠（须按永隆保险有限公司之承保指引及接   

受之汽车种类而定)。 
 
VI. 其它银行服务  

本行尚有各种银行服务，如国内分行「存款通」服务、信托服务、定

期存款、保管箱、财富管理、汇兑服务、网上银行、证券户口等，配

合客户的营商或个人需要。我们的专业服务团队乐意为客户提供有关

咨询顾问服务，成为他们的生意伙伴。  
 

如欲查询上述贷款服务和优惠的相关条款及细则，可致电 2952 6666 与本

行职员联络。  
 

编辑备忘 :  

永隆银行小微企全方位银行服务个别优惠条款及细则 
1. 贷款服务 

(a) 合资格申请公司须符合特定小微企条件，包括香港注册公司并营运实质业务两年以上，年度营

业额及总资产分别少于港币 5 百万元及港币 1 千万元等。如申请公司未能符合有关条件，本行

亦有其它贷款产品提供，详情请向本行职员查询。 
(b) 申请公司之主事人（如东主、主要合伙人、主要董事）须经本行购买人寿保险，保额应不少于

申请贷款额，而受益人为永隆银行。 
(c) P 指本行港币最优惠贷款利率，现时为年息 5.25%，随市况浮动。 
(d) 贷款收费主要包括：年度手续费（贷款额之 1%）、透支额承诺费（年率为贷款额之 0.5%，按

每日未动用额度计算）。其它收费请参考本行最新之贷款收费表。 
(e) 特惠息率优惠只限于惠顾本行指定产品，最多可减息率 0.5%，本行会因应市况不时作出更改，

详情请向本行职员查询。 
(f) 上述数据仅供参考，批核与否以本行最后审批为准，本行保留绝对权利更改此计划之任何条款

及规章，而无需事先通知。 
 
2. 「出粮宝」自动转账服务 

(a) 港币或外币定期存款额外息率优惠只适用于存期一个月或以上的定期存款，优惠只适用于首次

开立港币或外币定期存款。优惠如下：  

 

金额 额外息率优惠 

港币 50,000 元至港币 149,999 元 0.05% p.a. 

港币 150,000 元至港币 499,999 元 0.07% p.a. 

港币 500,000 元或以上 0.10% p.a. 

外币定期利率优惠可获牌价额外 0.02%p.a.息率优惠 

(b) 优惠只适用于个人及联名客户。 

(c) 外币定期存款优惠不适用于日元、瑞士法郎、新加坡元、人民币及泰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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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所有已叙造之定期存款一律不得于到期前提清。 

(e) 上述优惠不可与其它存款息率优惠（包括其它定存年利率优惠）同时使用。 

(f) 只适用于以本行以磁盘、常行指示或一般指示安排发薪的账户。 

(g) 保管箱优惠只适用于永隆银行总行、旺角分行或土瓜湾分行的指定种类的保管箱（3” x 5” x 

22”）。 

 

3. 强积金计划 
(a) 永隆银行及银联集团保留最终费用订定的权利 

 
4. 公司信用卡服务 

(a) 旅游保障只适用于 World MasterCard for Business 及 Corporate Executive MasterCard 之公司卡持

卡人。有关保障范围、不保事项、限额及赔偿，概以个别保险计划之详细条款及细则为准。 
(b) 申请所需文件包括： 

 申请人之身份证副本；及 
 申请人最近 3 个月内之现居住址证明；及 
 申请人最近 3 个月的薪金单／印有最近 3 个月薪金的银行户口纪录／最新年度之薪俸税

缴纳通知书。 
 
一般条款及细则 
1. 本行有权随时更改、暂停或终止优惠，或修改条款及细则，而毋须另行通知。 

如有任何争议，本行保留最终解释权及决定权。 
2. 上述各类服务之收费详情，请参阅有关服务之最新收费表。 
3. 上述优惠须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有关优惠之详情、条款及细则，请向本行职员查询。 
4. 中英文如有歧义，概以中文为准。 

－完－ 
 
关于永隆银行：  
永隆银行创立于 1933 年，是香港具悠久历史的华资银行之一，素持「进展不忘

稳健、服务必尽忠诚」之旨，为客户提供全面银行服务，包括存款、贷款、投资

理财、信用卡、网上银行、银团贷款、企业贷款、押汇、租购贷款、汇兑、保险

代理、强制性公积金等。永隆银行更透过全资附属公司提供证券期货经纪、保险

经纪及一般保险承保、物业管理及信托，以及受托代管等服务。本行现于香港、

中国内地、澳门及海外共有机构网点 50 家，员工逾 1,500 人，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综合资产总额为港币 1,528 亿元。永隆银行于 2008 年成为招商银行集团

成员，及后于 2009 年成为其全资附属公司。按资产总额计，招商银行为中国第

六大商业银行，现已跻身全球百大银行之列。  
 
有关永隆银行之更多资料，可浏览本行网页 www.winglungbank.com。  
 

http://www.winglungba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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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查询  
永隆银行  
企业传讯部主管  
王文儿小姐（Ms Mandy Wong）  
电话： (852)  2952 8644 
传真： (852)  2869 7713 
电邮：mandywong@winglungbank.com 

 
永隆银行  
按揭及私人贷款中心主管  
蔡尔全先生（Mr Robbie Choi）  
电话： (852)  2826 8427 
传真： (852)  2801 4698 
电邮： robbiechoi@winglungba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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