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 上海商业银行
上海商业银行信用卡「现金分期计划」申请表格 (不适用于现金分期作迎新礼品)
现金分期金额可高达已批核之信用卡信用额或月薪 3 倍(以较低者为准)，获批核之金额可于 4 个工作天内直接存入阁
下之指定银行账户！
现金分期金额
分期月数
每月手续费
实际年利率
7.94%
12 个月
0.35%
港币$3,000–港币$29,500
8.16%
24 个月
6.32%
12 个月
港币$30,000 或以上
0.28%
6.51%
24 个月
请填写最新之联络资料
持卡人姓名（英文）：

联络电话：

电邮：
申请现金分期金额：港币$
注：
1. 现金分期金额最低为港币$3,000，并须为港币$500 之倍数。
2. 现金分期金额最高可达信用额或阁下月薪 3 倍，请提供最近 1 个月之入息证明。
3. 如申请现金分期金额连信用卡账户之总结欠不超逾信用额之 100%，则无须提供入息证明。
4. 本行保留最终批核之权利。
5. 只适用于现有持卡人。
分期月数： □ 12 个月

□ 24 个月

注：如没有在此选择，则以 12 个月分期处理。

□ 请于本人下列之上海商业银行信用卡(主卡) 账户扣取每月分期金额：
-

到期日（M M / Y Y）
/

请将现金分期金额存入下列本人名下之银行存款账户内 (不适用于联名账户)：
银行编号

分行编号

账户号码

-

銀行賬戶號碼：

-

银行名称：
（请提供银行账户存折首页副本或印有持卡人姓名及账户之银行账户结单副本）
其他資料(注 : 就上述现金分期，上海商业银行有限公司并无委托任何中介公司
此笔现金分期申请是否经由中介公司 / 第三方转介?
□ 否
□ 是 (请注明)
中介公司 / 个人*名称
电话号码
*与该个人关系

/ 第三者转介申请)

商业登记证 / 牌照号码(只适用于中介公司)
□ 朋友

□亲属

□无关系，该人从事转介信用卡申请

中介公司 / 个人是否已经或将会向你收取任何相关费用?
□ 没有
□有 (收费金额
)
如阁下的现金分期是经中介公司或者第三者转介，本行将根据监管机构之要求而拒绝处理此申请。本人声明及确认上
述所提供之一切資料均为正确、完整及最新，并同意获批核之现金分期金额以贵行最终批核为准。本人确认本人已详
阅、明白及同意受下页列载之现金分期计划之条款细则所约束。
X
持卡人签署 (须与信用卡申请表上之签署相同)

日期

傳真熱線：8206 8186 (如已郵寄，請勿傳真，以免重複)
或 寄回：香港新界葵涌葵昌路 51 號九龍貿易中心 2 座 26 樓 - 上海商業銀行信用卡服務
或 電郵至 : issue.creditcard@shacombank.com.hk
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FOR BANK USE ONLY
CL:

AVA BAL:

FP / PP / MP / INACT REV CL:

CRA: TU (Y/N)

INST AMT:

REMARK:

MHT NO.:

% AUTH CODE:

APP / REJ:

DATE:

HC WAIVE (Y / N)

注：现金分期计划金额港币$3,000 -港币$29,500 之每月手续费为 0.35%，其实际年利率分别为 7.94%(12 个月)、
8.16%(24 个月)。现金分期计划金额港币$30,000 或以上之每月手续费为 0.28%，其实际年利率分别为 6.32%(12 个
月)、6.51%(24 个月)。实际年利率已包括计算每月之手续费，而实际年利率乃依据《银行营运手则》之指引计算。
实际年利率是一个参考利率，以年化利率展示出包括银行产品的基本利率及其他费用与收费。
上海商业银行信用卡现金分期计划条款及细则:
1.

上海商业银行信用卡现金分期计划(「计划」) 适用于上海商业银行有限公司(「本行」)发出之信用卡及联营卡持
卡人(「持卡人」)，但不包括本行人民币信用卡、商务信用卡、银币双币钻石信用卡之人民币账户及公司信用卡
之人民币账户之持卡人。

2.

每次申请计划之最低金额为港币$3,000(或由本行不时决定其他金额)，而最高金额连同手续费总额为本行不时通
知持卡人信用卡账户(「卡户」)之可用信用额或月薪3倍。计划金额须为港币$500之倍数。本行有全权决定批核
或拒绝任何申请而无须给予任何理由。有关申请必须得到本行批核及确认后方属有效。

3.

持卡人需提供职业資料，最近3个月之薪金证明及现有楼宇按揭供款纪录(如适用)作计划批核之用途。持卡人明
白及同意本行就处理申请及/或进行定期信贷复查上，可从本行视为需要之途径查证、交换及获取持卡人之信贷
資料，包括但不限于向信贷資料机构或公司进行信贷查阅。

4.

获批核之计划金额将全数存入持卡人名下之银行存款账户，本行将收取港币$20作为每笔汇款之行政费用(存入
本行账户除外)。

5.

收款银行可能会于持卡人指定之银行存款账户内扣除手续费(本行户口除外)。

6.

每期分期付款金额乃相等于获批核之计划金额连同手续费总额除以所指定之分期付款期数，并根据本行信用卡
持卡人合约之章则及条款以处理购物交易般之同等方式将每期分期付款金额记入卡户。如有余数则会计入最后
一期之分期付款内。分期付款金额将不能赚取/获赏签账积分/现金回赠。

7.

本行有绝对决定权批核任何申请之最终计划金额及指定之分期付款期数。申请获批核后，本行会冻结信用卡户
口相等于计划金额之可用信用额。本行将在每月还款后按比例逐步减除已冻结之可用信用额。

8.

手续费由本行不时按照在当时适用之有关宣传品/申请表/信用卡服务收费表上所列之利率并根据《银行营运守
则》指引计算之实际年利率而厘定。

9.

申请一经本行批核后，持卡人不得取消申请或更改本计划之条款。

10.

若持卡人要求提早全数还款，本行将收取卡户相等于计划金额3%或港币$500(或由本行不时决定其他金额)之行
政费用，以较高者为准。本行不接受提早偿还部份还款。

11.

即使本行信用卡持卡人合约之章则及条款、此条款及细则或任何其他相关的文件有任何规定，本行有绝对权利
随时要求持卡人实时偿还本计划须支付的所有款项。

12.

在无损本行可随时要求持卡人偿还本计划下尚欠款项之权益下，若因任何原因持卡人或本行终止本计划或卡户，
或持卡人违反本行信用卡持卡人合约之章则及条款或此条款及细则的任何条款，持卡人须实时偿还卡户未付分
期付款金额、手续费及利息(如适用)。

13.

本行保留权利随时修订或更改此条款及细则或暂停/终止本计划而无须事先通知。在本计划应用期间，此条款及
细则可视为本行信用卡持卡人合约条款之一部份。如两者间条款上有歧异，涉及本计划下之事项则以此条款及
细则为准。

14.

如有任何争议，本行保留最终决定权。

15.

若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异之处，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由上海商业银行有限公司刊发
(08/2018)

分期贷款产品資料概要
信用卡现金分期计划
2016 年 6 月
此乃分期贷款产品。
本概要所提供的利息、费用及收费等資料仅供参考，
分期贷款的最终条款以贷款确认书为准。

利率及利息支出
实际年利率

请参阅下列「其他資料」第一项

逾期还款年化利率/就违约贷款收取的年化利率

请参阅下列「其他資料」第一项

费用及收费
手续费

逾期还款费用及收费
提前还款/提前清偿/赎回的收费
退票/退回自动转账授权指示的收费

贷款金额：港币$100,000
还款期
6 个月
12 个月
24 个月
实际年利率
不适用
6.32%
6.51%
(1) 实际年利率是一个参考利率，以年化利率展示出包括银行产品
的基本利率及其他费用与收费。
(2) 实际年利率乃依据《银行营运手则》之指引计算。
(3) 有关适用于阁下之实际年利率，请参阅本行之宣传单张或浏览
本行网页或致电本行热线查询。
请参阅「其他資料」第一项
如阁下提早偿还分期计划欠款或取消或更改分期计划申请，上海商
业银行(「本行」)将收取总分期金额3%或港币$500(以较高者为准)。
不适用

其他資料
1. 每月分期贷款金额将以购物签账形式志账至信用卡账户内，而有关账项亦受有关信用卡的利息、费用及收费所约
束，详情请参阅「上海商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合约」及「信用卡服务收费表」
。
2. 最低贷款金额为港币$3,000(或由本行不时决定其他金额)，而最高贷款金额连同手续费总额为本行不时通知持卡
人信用卡账户之可用信用额或月薪3倍。贷款金额须为港币$500之倍数。
3. 获批核之贷款金额将全数存入持卡人名下之银行存款账户，本行将收取港币$20作为每笔汇款之行政费用(存入本
行账户除外)。
4. 收款银行可能会于持卡人指定之银行存款账户内扣除手续费(本行户口除外)。
注：
1. 有关信用卡现金分期计划之条款及细则，请参阅有关申请表格或浏览本行网页www.shacombank.com.hk。
2. 如本分期贷款产品資料概要之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异，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由上海商业银行有限公司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