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華證券投資有限公司 

South China Securities Limited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財智帳戶資金存入流程 

 
 

 

客戶成功申請 “財智帳戶”後, 南華證券會以電郵或郵寄方式通知客戶有關其財智帳戶號碼

及其申請服務時的英文姓名等資料。 

 

1. 客戶經轉帳存入資金 

客戶可通過不同銀行 (香港、大陸以及海外的銀行)向工商銀行 (亞洲) 進行轉帳匯款 – 收

款方帳號填寫已開通之 “財智帳戶”號碼, 收款姓名填寫SOUTH CHINA SECURITIES 

LIMITED – 申請服務時提交的英文姓名。有關不同的轉帳管道之操作流程請客戶自行

諮詢相關銀行。 

 

2. 轉帳存入資金通知 

客戶在轉帳完成後, 請即通知本公司客戶服務部或公司經紀, 以確認資金是否到帳。 

一般及國內客戶服務部聯繫: 電話: 4001 200 623    傳真: (852) 2537 0606 

 

南華互聯網客戶在轉帳存入資金後, 請登入港股戶口, 於交易系統中的 “戶口服務” 部分

內的“交收要求” 一欄中選擇 “存款表格”, 輸入資料然後按 “確認” 便可。 

南華互聯網客戶服務部聯繫: 電話 (852) 2111 2088 

 

3. 資金入帳 

確認收到客戶轉帳存款以後, 本公司即將客戶轉帳資金存入其帳號, 翌日客戶可登錄本公

司網上交易平臺上看到最新的到帳記錄, 或在郵寄或電郵的結單通知書上也可看到轉帳

記錄。 

 

4. 到賬日的確定 

客戶每個交易日下午3時之前進行的存款到帳會被作當日之帳項; 但每個交易日下午3時

後的資金將記入下一個交易日的帳目。 

 

 

附註 : 匯款須知 

 

1. 內地客戶從中國大陸各銀行櫃檯向工商銀行 (亞洲)進行匯款 , 匯款時請正確填寫                                      

收款方資料: 

      

填寫項目 填寫內容 

收款銀行 中國工商銀行 (亞洲) 

戶口號碼 在南華證券投資有限公司開通的 “工銀亞洲 – 財智帳戶號碼” 

戶口持有人姓

名 

SOUTH CHINA SECURITIES LIMITED – 申請服務時提交的英文姓

名 

收款人地址 香港中環花園道一號中銀大廈二十八樓 

收款銀行地址 香港中環花園道三號中國工商銀行大廈三十三樓 

SWIFT CODE UBHKHK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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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地匯款將收取一定費用, 請參考相關銀行資料; 

 匯款到帳時間以銀行處理進度為準; 

 內地匯款金額受外管局限額限制, 請參考國家有關規定。 

 

2. 海外客戶可從海外主要商業銀行櫃檯向工商銀行 (亞洲) 進行匯款, 匯款時請正確填寫收

款方資料: 

 

填寫項目 填寫內容 

收款銀行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Asia) Limited 或簡稱 ICBC 

(Asia) 

戶口號碼 在南華證券投資有限公司開通的 “工銀亞洲 – 財智帳戶號碼” 

戶口持有人姓

名 

SOUTH CHINA SECURITIES LIMITED – 申請服務時提交的英文姓

名 

收款人地址 28/F., Bank of China Tower, No. 1 Garden Road, Central, Hong Kong 

收款銀行地址 33/F., ICBC Tower, 3 Garden Road, Central, Hong Kong 

SWIFT CODE UBHKHKHH 

 異地匯款將收取一定費用, 請參考相關銀行資料; 

 匯款到帳時間以銀行處理進度為準。 

 

3. 從工商銀行(亞洲)存款 

 

 客戶可到工商銀行(亞洲)在香港的任一間分行櫃檯、 ATM 櫃員機或者登錄工銀亞

洲網上個人銀行平臺進行資金存入; 

 工商銀行(亞洲)行內資金轉帳免收手續費; 

 現金存入可即時到帳。 

 

4. 從香港其它銀行轉帳 

 

 客戶可到香港本地其它銀行的櫃檯、 ATM 櫃員機或者登錄香港本地其它銀行的網

上個人銀行平臺進行資金轉帳。 

 

填寫項目 填寫內容 

收款銀行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 

戶口號碼 在南華證券投資有限公司開通的 “工銀亞洲 – 財智帳戶號碼” 

戶口持有人姓

名 

SOUTH CHINA SECURITIES LIMITED – 申請服務時提交的英文姓

名 

 

 香港本地銀行之間跨行資金轉帳將收取一定費用, 請參考相關銀行資料; 

 資金轉帳到帳時間以銀行處理進度為準。 

 

 

 



 

南華證券投資有限公司 

South China Securities Limited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财智帐户资金存入流程 
 

 

客户成功申请 “财智帐户”后, 南华证券会以电邮或邮寄方式通知客户有关其财智帐户号码

及其申请服务时的英文姓名等资料。 

 

1. 客户经转帐存入资金 

客户可通过不同银行(香港、大陆以及海外的银行)向工商银行(亚洲) 进行转帐汇款–收

款方帐号填写已开通之“财智帐户”号码, 收款姓名填写SOUTH CHINA SECURITIES 

LIMITED – 申请服务时提交的英文姓名。有关不同的转帐管道之操作流程请客户自行

咨询相关银行。 

 

2. 转帐存入资金通知 

客户在转帐完成后, 请即通知本公司客户服务部或公司经纪, 以确认资金是否到帐。 

一般及国内客户服务部联系: 电话: 4001 200 623 传真: (852) 2537 0606 

 

南华互联网客户在转帐存入资金后, 请登入港股户口, 于交易系统中的“户口服务” 部分

内的“交收要求” 一栏中选择“存款表格”, 输入资料然后按“确认” 便可。 

南华互联网客户服务部联系: 电话 (852) 2111 2088 

 

3. 资金入帐 

确认收到客户转帐存款以后, 本公司即将客户转帐资金存入其帐号, 翌日客户可登录本公

司网上交易平台上看到最新的到帐记录, 或在邮寄或电邮的结单通知书上也可看到转帐

记录。 

 

4. 到账日的确定 

客户每个交易日下午3时之前进行的存款到帐会被作当日之帐项; 但每个交易日下午3时

后的资金将记入下一个交易日的帐目。 

 

 

附注 : 汇款须知 

 

1. 内地客户从中国大陆各银行柜台向工商银行(亚洲)进行汇款, 汇款时请正确填写 收款方

资料: 

      

填写项目 填写内容 

收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亚洲) 

户口号码 在南华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开通的 “工银亚洲 – 财智帐户号码” 

户口持有人姓

名 

SOUTH CHINA SECURITIES LIMITED – 申请服务时提交的英文姓

名 

收款人地址 香港中环花园道一号中银大厦二十八楼 

收款银行地址 香港中环花园道三号中国工商银行大厦三十三楼 

SWIFT CODE UBHKHK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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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地汇款将收取一定费用, 请参考相关银行资料; 

 汇款到帐时间以银行处理进度为准; 

 内地汇款金额受外管局限额限制, 请参考国家有关规定。 

 

2. 海外客户可从海外主要商业银行柜台向工商银行 (亚洲) 进行汇款, 汇款时请正确填写收

款方资料: 

 

填写项目 填写内容 

收款银行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Asia) Limited 或简称 ICBC 

(Asia) 

户口号码 在南华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开通的 “工银亚洲 – 财智帐户号码” 

户口持有人姓

名 

SOUTH CHINA SECURITIES LIMITED – 申请服务时提交的英文姓

名 

收款人地址 28/F., Bank of China Tower, No. 1 Garden Road, Central, Hong Kong 

收款银行地址 33/F., ICBC Tower, 3 Garden Road, Central, Hong Kong 

SWIFT CODE UBHKHKHH 

 异地汇款将收取一定费用, 请参考相关银行资料; 

 汇款到帐时间以银行处理进度为准。 

 

3. 从工商银行(亚洲)存款 

 

 客户可到工商银行(亚洲)在香港的任一间分行柜台、 ATM 柜员机或者登录工银亚

洲网上个人银行平台进行资金存入; 

 工商银行(亚洲)行内资金转帐免收手续费; 

 现金存入可即时到帐。 

 

4. 从香港其它银行转帐 

 

 客户可到香港本地其它银行的柜台、 ATM 柜员机或者登录香港本地其它银行的网

上个人银行平台进行资金转帐。 

 

填写项目 填写内容 

收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 

户口号码 在南华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开通的 “工银亚洲 – 财智帐户号码” 

户口持有人姓

名 

SOUTH CHINA SECURITIES LIMITED–申请服务时提交的英文姓

名 

 

 香港本地银行之间跨行资金转帐将收取一定费用, 请参考相关银行资料; 

 资金转帐到帐时间以银行处理进度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