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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2011 年 10 月 11 日  
 

永隆銀行推出小微企全方位銀行服務  
 貸款特惠息率低至 P+1.5%   支援各項營商財務需要     

   
(2011 年 10 月 11 日，香港 )－永隆銀行關注本港小型業務公司 (小微企 *)的
業務發展，宣佈推出小微企全方位銀行服務。為切合小微企營運融資需要，

特別為他們提供快捷、簡單及無須抵押品的貸款服務，貸款額由港幣 10 萬

元至 30 萬元，特惠息率低至 P#+1.5%。另為支援小微企的各項營商及理財

需要，本行更提供全面的營商財務及銀行顧問諮詢服務，協助他們實踐業

務目標。  

永隆銀行助理總經理鄧耀樑表示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數字
^
顯示，本港

約有 30 萬家中小企業，對推動本港經濟發展舉足輕重。而中小企業中，有

部份規模較小的企業，即「小微企」。這些小微企的组織架構一般較簡單，

業務運作由主事人親力親為，很多時候，由於欠缺標準的財務報表或缺乏

足夠的資產作抵押，而未能獲取資金以發展業務。同時，他們往往因為專

注發展業務，而忽略其他能協助他們營商發展及切合理財需要的銀行服

務。有見及此，本行銳意為本港小微企提供全方位銀行服務，例如員工出

糧安排、保險服務、强積金服務、滙兌以至公司信用卡等，除了提供業務

營運上的融資需要外，亦會照顧他們各項營商及財務需要，讓他們的業務

可得到更完善的發展，盡顯營商優勢。」  

永隆小微企全方位銀行服務一覽 : 
 
I. 小微企貸款服務 1 
 
貸款計劃  產品特色  
貸款額  港幣 10萬元 -30萬元   

 
貸款性質  無須抵押品  

 
貸款計劃  分期貸款及透支額兩種貸款方式以供選擇  

 
特惠息率  若同時惠顧本行指定產品，可獲享特惠貸款息率，最低

可至 P + 1.5% 
 

* 本行小微企定義為香港註冊公司，他們需具營運實質業務兩年以上，年度營業額及總資產分別少於 
港幣 5 百萬元及港幣 1 千萬元等，有關詳情請向本行職員查詢。 

#
  P為本行港元最優惠貸款利率，現為 5.25% p.a.  

^ 統計數字來源：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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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出糧寶」自動轉賬服務 2 
為客戶提供快捷可靠的薪金及強積金供款自動轉賬服務。客戶若選用

「出糧寶」自動轉賬服務，更可獲下列優惠：  
 港幣定期存款額外息率優惠，高達+0.1% p.a. 
 外幣定存可獲牌價額外+0.02% p.a.息率優惠  
 豁免賬戶結存服務費  
 租用本行保管箱 2 年可獲第 2 年租金豁免  
 購買本票或禮券手續費半價優惠  

 
III. 強積金服務 3  

為客戶提供專業、全面及稱心的退休金產品和服務，由已註冊為強積金

中介人的專業團隊為他們提供完善的售後服務。  
 凡成功申請「小微企」貸款及取款之客戶，並同時使用永隆銀行自   

   動轉賬發薪服務及透過永隆銀行於銀聯集團開立「強積金計劃」，

即可免費使用一站式發薪及強積金供款支援軟件服務，化繁為簡；  
 更有機會享有強積金基金特惠收費。  

 
IV. 公司信用卡服務 4 

為客戶提供公司卡服務，助他們洽談生意時盡佔先機，盡顯營商優勢。

利用公司卡服務更有助監控公司開支，優化財務管理，控制成本，提升

公司競爭力。選用永隆公司信用卡可享各項尊貴禮遇及優惠，詳情如下： 
 

 豁免年費優惠  – 凡成功申請永隆公司卡可享免首五年年費優惠；  
 於申請信用卡時交齊申請所需文件，申請人可獲贈「齊文件禮品」  
  港幣 100 元超市現金券；  
 免費旅遊保險  – 如客戶之海外旅程由香港出發，並以永隆公司卡   

 簽賬繳付全數旅遊交通費或旅行團團費，即可享免費旅遊保險；  
 積分獎賞計劃：   
  簽賬每港幣 1 元，可獲得 1 分積分，換領積分獎賞計劃內之禮品； 
  於生日月份或海外簽賬，均可享有雙倍簽賬回贈；  
  於 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客戶於指定消費類別簽賬，更可專享高

達四倍特別簽賬回贈，指定消費類別包括：航空及旅遊、酒店住宿、

珠寶及鐘錶、食肆及酒吧。  
 
V. 保險服務  

本行代理的保險產品眾多，包括財產保險、汽車保險、僱員賠償保險、

船舶貨運險、各類責任保險、意外及醫療險等，為客戶提供周全的保障。

現特設下列優惠，與他們共享：  
 投保旅遊保險，可獲享 75 折優惠；  
 投保家居綜合保險，可獲享多重禮遇，並會不時更新，切合客戶的   

需要，詳情請參考有關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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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保汽車保險，最高可獲享 4 折優惠（須按永隆保險有限公司之承保指引及接   
受之汽車種類而定)。 

 
VI. 其他銀行服務  

本行尚有各種銀行服務，如國內分行「存款通」服務、信託服務、定

期存款、保管箱、財富管理、匯兌服務、網上銀行、證券戶口等，配

合客戶的營商或個人需要。我們的專業服務團隊樂意為客戶提供有關

諮詢顧問服務，成為他們的生意夥伴。  
 

如欲查詢上述貸款服務和優惠的相關條款及細則，可致電 2952 6666 與本

行職員聯絡。  
 

編輯備忘 :  

永隆銀行小微企全方位銀行服務個別優惠條款及細則 
1. 貸款服務 

(a) 合資格申請公司須符合特定小微企條件，包括香港註冊公司並營運實質業務兩年以上，年度營

業額及總資產分別少於港幣 5 百萬元及港幣 1 千萬元等。如申請公司未能符合有關條件，本行

亦有其他貸款產品提供，詳情請向本行職員查詢。 
(b) 申請公司之主事人（如東主、主要合夥人、主要董事）須經本行購買人壽保險，保額應不少於

申請貸款額，而受益人為永隆銀行。 
(c) P 指本行港幣最優惠貸款利率，現時為年息 5.25%，隨市況浮動。 
(d) 貸款收費主要包括：年度手續費（貸款額之 1%）、透支額承諾費（年率為貸款額之 0.5%，按

每日未動用額度計算）。其他收費請參考本行最新之貸款收費表。 
(e) 特惠息率優惠只限於惠顧本行指定產品，最多可減息率 0.5%，本行會因應市況不時作出更改，

詳情請向本行職員查詢。 
(f) 上述資料僅供參考，批核與否以本行最後審批為準，本行保留絕對權利更改此計劃之任何條款

及規章，而無需事先通知。 
 
2. 「出糧寶」自動轉賬服務 

(a) 港幣或外幣定期存款額外息率優惠只適用於存期一個月或以上的定期存款，優惠只適用於首次

開立港幣或外幣定期存款。優惠如下：  

 

金額 額外息率優惠 

港幣 50,000 元至港幣 149,999 元 0.05% p.a. 

港幣 150,000 元至港幣 499,999 元 0.07% p.a. 

港幣 500,000 元或以上 0.10% p.a. 

外幣定期利率優惠可獲牌價額外 0.02%p.a.息率優惠 

(b) 優惠只適用於個人及聯名客戶。 

(c) 外幣定期存款優惠不適用於日元、瑞士法郎、新加坡元、人民幣及泰銖。 

(d) 所有已敘造之定期存款一律不得於到期前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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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上述優惠不可與其他存款息率優惠（包括其他定存年利率優惠）同時使用。 

(f) 只適用於以本行以磁碟、常行指示或一般指示安排發薪的賬戶。 

(g) 保管箱優惠只適用於永隆銀行總行、旺角分行或土瓜灣分行的指定種類的保管箱（3” x 5” x 

22”）。 

 

3. 強積金計劃 
(a) 永隆銀行及銀聯集團保留最終費用訂定的權利 

 
4. 公司信用卡服務 

(a) 旅遊保障只適用於 World MasterCard for Business 及 Corporate Executive MasterCard 之公司卡持

卡人。有關保障範圍、不保事項、限額及賠償，概以個別保險計劃之詳細條款及細則為準。 
(b) 申請所需文件包括： 

 申請人之身份證副本；及 
 申請人最近 3 個月內之現居住址證明；及 
 申請人最近 3 個月的薪金單／印有最近 3 個月薪金的銀行戶口紀錄／最新年度之薪俸稅

繳納通知書。 
 
一般條款及細則 
1. 本行有權隨時更改、暫停或終止優惠，或修改條款及細則，而毋須另行通知。 

如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解釋權及決定權。 
2. 上述各類服務之收費詳情，請參閱有關服務之最新收費表。 
3. 上述優惠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有關優惠之詳情、條款及細則，請向本行職員查詢。 
4. 中英文如有歧義，概以中文為準。 

－完－ 
 
關於永隆銀行：  
永隆銀行創立於 1933 年，是香港具悠久歷史的華資銀行之一，素持「進展不忘

穩健、服務必盡忠誠」之旨，為客戶提供全面銀行服務，包括存款、貸款、投資

理財、信用卡、網上銀行、銀團貸款、企業貸款、押匯、租購貸款、匯兌、保險

代理、強制性公積金等。永隆銀行更透過全資附屬公司提供證券期貨經紀、保險

經紀及一般保險承保、物業管理及信託，以及受託代管等服務。本行現於香港、

中國內地、澳門及海外共有機構網點 50 家，員工逾 1,500 人，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綜合資產總額為港幣 1,528 億元。永隆銀行於 2008 年成為招商銀行集團

成員，及後於 2009 年成為其全資附屬公司。按資產總額計，招商銀行為中國第

六大商業銀行，現已躋身全球百大銀行之列。  
 
有關永隆銀行之更多資料，可瀏覽本行網頁 www.winglungbank.com。  
 
 

http://www.winglungbank.com/


 
 

 5 

 
傳媒查詢  
永隆銀行  
企業傳訊部主管  
王文兒小姐（Ms Mandy Wong）  
電話： (852) 2952 8644 
傳真： (852) 2869 7713 
電郵：mandywong@winglungbank.com 

 
永隆銀行  
按揭及私人貸款中心主管  
蔡爾全先生（Mr Robbie Choi）  
電話： (852) 2826 8427 
傳真： (852) 2801 4698 
電郵： robbiechoi@winglungba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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