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條款及細則：

a. 除另有註明外，恒生優進理財迎新優惠推廣之推廣期為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包括首尾兩天（「推廣期」）。 

b. 除另有特別註明外，每位合資格客戶只可獲享各項優惠一次。有關優惠並不可與恒生銀行有限公司（「本行」）其他同類型產品推廣優惠同時使用。 

c. 本行保留權利隨時暫停、更改或終止是次推廣及有關優惠，及不時修訂有關條款及細則，而無須另行通知。本行對是次推廣及有關優惠之所有事宜均有最終決定權，

並對所有人士具約束力。是次推廣優惠須受有關產品／服務之條款及細則約束。如有關產品／服務之條款及細則與本條款及細則有任何歧異，概以本條款及細則為準。

如上述條款及細則之中、英文文本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本為準。

d. 除客戶及本行（包括其繼承人及受讓人）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下

的利益。

e.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並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詮釋。

f. 本條款及細則受現行監管規定約束。

優進理財迎新獎賞

a. 除另有註明外，優進理財迎新獎賞只適用於推廣期內，符合指定開戶條件，並於本行分行或透過電子渠道（包括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及恒生個人e-Banking）

或電話理財熱線新開立／提升至優進理財之綜合戶口（「優進理財」）之個人客戶（「合資格客戶」）。合資格客戶不包括：

 1. 現時單名或聯名持有優進理財之客戶；或

 2. 於2021年7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曾經結束單名或聯名持有之優進理財之客戶；或

 3. 於任何期間被結束任何戶口之客戶。

b. 「全新客戶」指合資格客戶，但不包括：

 1. 現有客戶於本行持有任何港幣／外幣之儲蓄、往來、定期存款戶口或綜合戶口（包括優越理財、優進理財、Green Banking及任何綜合戶口）（「現有客戶」）；或

 2. 於2021年7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曾經結束上述戶口之客戶；或

 3. 於任何期間被結束上述戶口之客戶。

c. 如有關優進理財為聯名戶口，獎賞只適用於第一戶口持有人。

d. 是次推廣活動不適用於公司客戶。

2.8% 額外港元儲蓄存款年利率優惠（「存款優惠」）

a. 本優惠只適用於全新客戶及其名下於本行的所有單名及為第一戶口持有人的聯名港元儲蓄／往來存款戶口（「合資格存款戶口」）。本優惠不適用於本行職員。

b. 由開戶日起至2022年3月31日期間（「額外利息期」），全新客戶之首200,000港元合資格存款可獲享額外儲蓄存款年利率2.8%（「合資格存款優惠客戶」）。所有有關

戶口存款結餘均以本行紀錄為準。

 有關「合資格存款」之定義

 合資格存款指合資格存款戶口於額外利息期的平均每日存款結餘。

 例子 

 假設客戶於2022年1月11日開立全新優進理財，而於額外利息期內的存款結餘及交易如下： 

恒生優進理財迎新優惠推廣(2022年1月 - 3月) – 條款及細則

港元存款結餘由1月11日至1月12日: $0 2日 

1月13日: 存入資金 +$200,000 

港元存款結餘由1月13日至2月11日: $200,000 30日

2月12日: 存入資金 +$100,000

港元存款結餘由 2月12日至3月31日: $300,000 48日

合資格存款: $255,000

合資格存款之計算

合資格存款 ＝（$0 x 2日 ＋ $200,000 x 30日

+ $300,000 x 48日）/ 額外利息期日數80日

=$255,000
每日存款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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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獲享存款優惠之合資格存款 = $200,000 

 （優惠只適用於首200,000港元合資格存款）

• 可獲享之額外利息= $1,227.4

 ($200,000 * 額外年利率 2.8% * 額外利息期日數 80日/ 2022年總日數365日）

+$100,000



c. 本行將於2022年5月31日或之前存入額外利息至合資格存款優惠客戶的合資格存款戶口內。於存入額外利息時，每位合資格存款優惠客戶必須仍然持有有效之優進

理財。否則，他／她將失去獲贈相關額外利息之權利。

d. 本優惠的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e. 每位合資格存款優惠客戶於推廣期內只可獲享本優惠一次，並不可與相同貨幣之其他額外存款利率優惠同時使用（包括但不限於存款掛鈎按揭貸款計劃）。

f. 現行的港元儲蓄存款掛牌年利率仍然有效。存款利率將根據市場變化而不時調整，詳情請向本行職員查詢。

開戶大抽獎推廣（「抽獎推廣」）

a. 抽獎推廣之推廣期為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包括首尾兩天（「抽獎推廣期」）。    

b. 優惠只適用於本行之個人客戶（「合資格抽獎客戶」）。合資格抽獎客戶於抽獎推廣期內，成功完成以下指定產品或服務的項目（「指定項目」）後，可就各指定項目獲

最多一次抽獎機會。每位合資格抽獎客戶最多可獲四次抽獎機會。

c. 合共20名抽獎得獎者（「得獎者」）將被隨機抽出，並各得一部價值港幣8,499元的iPhone 13 Pro 128GB作為抽獎獎品（「獎品」）。每位得獎者最多可獲贈一份獎品。

d. 完成指定項目的時間以本行之紀錄為準。本行將根據銀行持有的記錄確定抽獎機會的資格。 如有任何爭議，以本行的記錄為最終決定。

e. 本行將於2022年7月31日或之前郵寄換領信通知得獎者有關獎品換領詳情，得獎者亦需於2022年7月31日仍然持有所有相關戶口（優進理財戶口、新證券戶口、

SimplyFund 戶口及 / 或基金投資戶口），及於該日前沒有取消或調低相關戶口之級別，方可獲享獎品。

f. 如有關優進理財為聯名戶口，獎賞只適用於第一戶口持有人。

g. 有關本推廣之詳情，請向本行職員查詢。本推廣由本行提供。本行保留權利隨時暫停、更改或終止本推廣及更改其條款及細則，毋須另行通知。本行對本推廣之所有事

宜均有最終決定權，並對所有人士具約束力。

h. 如果本行因任何原因而無法提供獎品，本行保留權利隨時以其他禮物代替該等獎品，恕不另行通知。替代禮物的價值或性質可能與上述的獎品不同。

i. 有關指定獎品（或取代之禮物）質量均由有關供應商直接提供予得獎者，因此所有有關責任及義務亦由供應商全權負責。

j. 除另有註明外，本抽獎推廣不適用於本行之商業理財及私人銀行客戶。

優進理財手機開戶額外獎賞
a. 除另有註明外，優進理財手機開戶額外獎賞只適用於推廣期內，符合指定開戶條件，並透過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全新開立優進理財之全新客戶（「合資格手

機開戶客戶」）。

b. 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需透過手機經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於網上開戶口，而優進理財手機開戶額外獎賞只適用於未持有任何恒生銀行戶口的客戶，包括但

不限於：

 1. 儲蓄 / 往來戶口（包括存摺及結單儲蓄戶口）

 2. 綜合戶口

 3. 信用卡戶口

 4. 商業理財

 5. 聯名戶口

 6. 按揭計劃

 7. 保管箱服務

c. 未持有任何恒生銀行戶口的客戶亦需符合以下所有要求方何使用手機開戶：

 1. 年滿18歲而未滿65歲並持有成人身份證

 2. 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3. 並非美國公民或稅務居民

 4. 在香港居住

 5. 現在身處香港

d. 如有關優進理財為聯名戶口，獎賞只適用於第一戶口持有人。

e. 是次推廣活動不適用於公司客戶。

 指定項目 該指定項目適用於以下合資格抽獎客戶 完成後可獲之抽獎機會  

開戶大抽獎只適用於抽獎推廣期內，符合指定開戶條件，並於本行分行或透過電子渠道
（包括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及恒生個人e-Banking）或電話理財熱線新開立／提升
至優進理財之綜合戶口（「優進理財」）之人士（「合資格客戶」），但不包括：

(1) 現時單名或聯名持有優進理財之客戶；或

(2) 於2021年7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曾經結束單名或聯名持有之進越理財之客戶；或

(3) 於任何期間被結束任何戶口之客戶。

開戶大抽獎只適用於抽獎推廣期內，開立新證券戶口之合資格抽獎客戶（「新證券客戶」）。
新證券客戶（包括新證券戶口之所有戶口持有人）須於開戶日前6個月內未曾持有任何本行證
劵戶口（個人 / 聯名）。

開戶大抽獎只適用於抽獎推廣期內，開立新SimplyFund戶口（戶口號碼尾數為384）之合資
格抽獎客戶。

開戶大抽獎只適用於抽獎推廣期內，開立新基金投資戶口（戶口號碼尾數為382）之合資格抽
獎客戶。

新開立 / 提升至優進理財

開立證券戶口

開立SimplyFund戶口

開立基金投資戶口

一次

一次

一次

一次

f. 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於推廣期內透過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全新開立優進理財及登記或申請或使用指定銀行／投資服務可享獎賞高達HKD350。

 

g. 如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於推廣期內全新開立優進理財戶口及成功登記／申請／使用以上指定銀行／投資服務，本行將於三十天內，發放手機短訊予客戶登記之手機號碼

，通知客戶透過本行H A R O WhatsApp平台，獲得相關電子現金券。

 1. 有關登記個人e-Banking及e-statement／e-Advice之優惠：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需於推廣期內，成功透過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或恒生個人e-Banking為 

 其優進理財戶口登記個人e-Banking及e-statement／e-Advice。有關恒生個人e-Banking服務之條款及細則，請瀏覽hangseng.com/ebanking。

 2. 有關Savings Planner之優惠： 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需於推廣期內，成功透過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登入Savings Planner設立期限為最少三個月的儲蓄計 

 劃。服務詳情請瀏覽hangseng.com/savingsplanner。

 3. 有關SimplyFund之優惠：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需於推廣期內，成功透過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開立SimplyFund戶口。

 4. 有關證券服務之優惠：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需於推廣期內以合資格證券服務戶口，成功經恒生各網上交易渠道（包括恒生投資快應用程式、恒生個人e-Banking或 

 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完成一單港股／A股通股票／美股買入或賣出交易。「港股」是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巿之港幣計價證券。「A股通股票」 

 是指滬港通／深港通之合資格滬股通／深股通股票。「美股」指於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納斯達克證券（NASDAQ）、美國證券交易所（AMEX）及紐交所群島交 

 易所（NYSE ARCA) 市場買賣的普通股（認股證除外）、交易所買賣基金及美國預託證券。

h. 於獲贈電子現金券時，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於本行之個人戶口及恒生個人e-Banking必須維持有效，方可獲贈電子現金券。屆時如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已結束有關戶口

或恒生個人e-Banking之服務或轉換為非優進理財戶口，將視作自動放棄電子現金券，其得獎資格將會被取消而不作另行通知。

i. 每位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最多只能獲享獎賞一次。如有關優進理財為聯名戶口，獎賞只適用於第一戶口持有人。

j. 如有任何爭議，將以本行之紀錄為準。

全日制大學／大專院校學生額外獎賞

a. 如合資格客戶為全日制大學／大專院校學生，於推廣期內全新開立優進理財及成功申請大學／大專聯營信用卡，可享高達$600額外獎賞。

b. 優惠只適用於年滿18歲或以上並為全日制大學／大專院校學生之合資格客戶及現正就讀下列院校或其附屬學院頒發之證書或以上課程，包括：本港認可之大學、珠海學

院、職業訓練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香港演藝學院、明愛專上學院、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香港科技專上書院、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港專學院、明德學院、東華

學院、香港伍倫貢學院、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明愛社區書院、香港藝術學院、宏恩基督教學院及耀中幼教學院之本地全日制大學／大專學生（「合資格大學／大專

學生客戶」）。合資格大學／大專學生客戶於分行開立優進理財及申請指定信用卡時，請攜帶香港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備有畢業年份（如適用）之全日制學生證副本或有

關之證明文件副本及有效地址證明文件副本（適用於開立優進理財，例如：本地大學／大專院校發出之正式文件、手提電話賬單或本地持牌銀行發出之結單／通知書等）。

合資格大學／大專學生客戶必須於本行紀錄中職業狀況為「學生」方可享上述優惠。

c. 合資格大學／大專學生客戶於推廣期內透過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全新開立優進理財，本行將於三十天內，發放手機短訊予客戶登記之手機號碼，通知客戶透

過本行H A R O WhatsApp平台，獲得HKD100電子現金券。此優惠只適用於全新客戶。

d. 合資格大學／大專學生客戶於推廣期內經本行分行全新開立優進理財，本行將於2022年7月31日或之前將HKD100現金獎賞以港元存入合資格大學／大專學生客戶名下

之優進理財內，合資格大學／大專學生客戶亦需於2022年7月31日仍然持有優進理財，及於該日前沒有取消或調低相關戶口之級別，方可獲享HKD100現金獎賞。此優

惠只適用於全新客戶。

e. 合資格大學／大專學生客戶於推廣期內成功申請大學／大專聯營信用卡主卡，並於2022年6月30日或之前獲成功批核及符合大學／大專聯營信用卡之指定迎新獎賞之

簽賬要求，可享$300 Cash Dollars。同時成功開立 / 提升至優進理財，可額外獲享$200 Cash Dollars。本行將於2022年7月31日或之前將有關之Cash Dollars獎賞存入

合資格大學／大專學生客戶之主卡戶口內。存入Cash Dollars時，合資格大學／大專學生客戶需仍然持有優進理財，於該日前沒有取消或調低相關戶口之級別，及該合

資格信用卡戶口必須仍然有效及信用狀況良好，方可獲享相關之Cash Dollars。

f. 有關大學／大專聯營信用卡之迎新獎賞的詳情、簽賬要求及條款及細則，請向本行各分行職員查詢或瀏覽hangseng.com/ucardspromo。

透過H A R O WhatsApp領取獎賞之注意事項:

a. 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於推廣期內開立全新優進理財戶口及成功登記／申請／使用指定銀行／投資服務，將於30天內收到由本行發出有關迎新獎賞的手機短訊，該手機短

訊包含換領網站及換領編號。合資格客戶須按照手機短訊上所示的指示於H A R O WhatsApp登記及換領電子現金券。

b. 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需年滿18歲，所持有之WhatsApp流動電話號碼的區號為（+852），並身處香港境內，以及成功登記及使用H A R O WhatsApp。

c. 另外，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登記H A R O WhatsApp，即代表同意H A R O WhatsApp的條款及細則（詳情請瀏覽hangseng.com/zh-hk/personal/digital/haro）。如合

資格手機開戶客戶未能同意H A R O WhatsApp的條款及細則，將不能透過H A R O WhatsApp 領取獎賞。

d. 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需經過H A R O WhatsApp所提供之連結通往第三方網站領取電子現金券。

e. 電子現金券不可兌換現金，及如有被刪除、遺失、損毀或到期後未使用，恕不補發。

f. 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下載獲派發之電子現金券後，須於電子現金券上所顯示的電子現金券到期日或之前於有關商戶出示電子現金券以使用電子現金券。逾期的電子現金

券將不被接納並不會被補發。

g. 每張電子現金券只可使用一次及於使用後無效。如消費金額超出電子現金券面值，需自行補付費用；但如消費金額少於電子現金券面值，餘額則會被撇銷，恕不找贖。

有關商戶保留決定電子現金券是否有效的最終決定權。

h. 本行並非電子現金券之供應商，故此不會承擔與電子現金券有關之任何法律責任。任何與電子現金券相關之產品及服務之質素及供應情況，概由電子現金券之供應商單

獨負責。任何有關電子現金券之爭議或投訴，均應由客戶與供應商自行解決。有關電子現金券的使用詳情，請參閱顯示 / 列印在電子現金券上之條款及細則。

其他獎賞及禮遇之條款及細則 

1. 出糧戶口及「存錢快」服務推廣

 優惠推廣期為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優惠附帶條款，詳情請向本行各分行職員查詢或瀏覽hangseng.com/payroll。

2. 恒生MPOWER卡之迎新獎賞優惠

 優惠推廣期由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

 合資格客戶於推廣期內成功申請恒生MPOWER卡主卡，並於2022年6月30日或之前獲成功批核及符合指定迎新獎賞之簽賬要求 ，可享高達$700 Cash Dollars。優惠附

帶條款，詳情請向本行各分行職員查詢或瀏覽hangseng.com/mpower。客戶符合恒生MPOWER卡之迎新獎賞之要求並同時成功開立／提升至優進理財戶口，可額外

獲享$200 Cash Dollars。本行將於2022年7月31日或之前將有關之Cash Dollars獎賞存入合資格客戶之主卡戶口內。存入Cash Dollars時，合資格客戶需仍然持有優進

理財，於該日前沒有取消或調低相關戶口之級別，及該合資格信用卡戶口必須仍然有效及信用狀況良好，方可獲享相關之Cash Dollars。

3. SimplyFund戶口之獎賞優惠

 優惠推廣期由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優惠附帶條款及細則，投資涉及風險，詳情請向本行各分行職員查詢或瀏覽hangseng.com/simplyfundoffer。

4. 外幣兌換及匯款之獎賞優惠

 優惠推廣期由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優惠附帶條款，詳情請向本行各分行職員查詢或瀏覽hangseng.com/forexoffer。

5. 證券服務優惠

 優惠推廣期由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新證券客戶（包括新證券戶口之所有戶口持有人）即客戶須於開戶前6個月內未曾持有任何本行證劵戶口（個人／聯名）。

投資涉及風險，優惠附帶條款及細則，詳情請向本行各分行職員查詢或瀏覽hangseng.com/stockoffer。



c. 本行將於2022年5月31日或之前存入額外利息至合資格存款優惠客戶的合資格存款戶口內。於存入額外利息時，每位合資格存款優惠客戶必須仍然持有有效之優進

理財。否則，他／她將失去獲贈相關額外利息之權利。

d. 本優惠的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e. 每位合資格存款優惠客戶於推廣期內只可獲享本優惠一次，並不可與相同貨幣之其他額外存款利率優惠同時使用（包括但不限於存款掛鈎按揭貸款計劃）。

f. 現行的港元儲蓄存款掛牌年利率仍然有效。存款利率將根據市場變化而不時調整，詳情請向本行職員查詢。

開戶大抽獎推廣（「抽獎推廣」）

a. 抽獎推廣之推廣期為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包括首尾兩天（「抽獎推廣期」）。    

b. 優惠只適用於本行之個人客戶（「合資格抽獎客戶」）。合資格抽獎客戶於抽獎推廣期內，成功完成以下指定產品或服務的項目（「指定項目」）後，可就各指定項目獲

最多一次抽獎機會。每位合資格抽獎客戶最多可獲四次抽獎機會。

c. 合共20名抽獎得獎者（「得獎者」）將被隨機抽出，並各得一部價值港幣8,499元的iPhone 13 Pro 128GB作為抽獎獎品（「獎品」）。每位得獎者最多可獲贈一份獎品。

d. 完成指定項目的時間以本行之紀錄為準。本行將根據銀行持有的記錄確定抽獎機會的資格。 如有任何爭議，以本行的記錄為最終決定。

e. 本行將於2022年7月31日或之前郵寄換領信通知得獎者有關獎品換領詳情，得獎者亦需於2022年7月31日仍然持有所有相關戶口（優進理財戶口、新證券戶口、

SimplyFund 戶口及 / 或基金投資戶口），及於該日前沒有取消或調低相關戶口之級別，方可獲享獎品。

f. 如有關優進理財為聯名戶口，獎賞只適用於第一戶口持有人。

g. 有關本推廣之詳情，請向本行職員查詢。本推廣由本行提供。本行保留權利隨時暫停、更改或終止本推廣及更改其條款及細則，毋須另行通知。本行對本推廣之所有事

宜均有最終決定權，並對所有人士具約束力。

h. 如果本行因任何原因而無法提供獎品，本行保留權利隨時以其他禮物代替該等獎品，恕不另行通知。替代禮物的價值或性質可能與上述的獎品不同。

i. 有關指定獎品（或取代之禮物）質量均由有關供應商直接提供予得獎者，因此所有有關責任及義務亦由供應商全權負責。

j. 除另有註明外，本抽獎推廣不適用於本行之商業理財及私人銀行客戶。

優進理財手機開戶額外獎賞
a. 除另有註明外，優進理財手機開戶額外獎賞只適用於推廣期內，符合指定開戶條件，並透過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全新開立優進理財之全新客戶（「合資格手

機開戶客戶」）。

b. 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需透過手機經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於網上開戶口，而優進理財手機開戶額外獎賞只適用於未持有任何恒生銀行戶口的客戶，包括但

不限於：

 1. 儲蓄 / 往來戶口（包括存摺及結單儲蓄戶口）

 2. 綜合戶口

 3. 信用卡戶口

 4. 商業理財

 5. 聯名戶口

 6. 按揭計劃

 7. 保管箱服務

c. 未持有任何恒生銀行戶口的客戶亦需符合以下所有要求方何使用手機開戶：

 1. 年滿18歲而未滿65歲並持有成人身份證

 2. 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3. 並非美國公民或稅務居民

 4. 在香港居住

 5. 現在身處香港

d. 如有關優進理財為聯名戶口，獎賞只適用於第一戶口持有人。

e. 是次推廣活動不適用於公司客戶。

f. 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於推廣期內透過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全新開立優進理財及登記或申請或使用指定銀行／投資服務可享獎賞高達HKD350。

 

g. 如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於推廣期內全新開立優進理財戶口及成功登記／申請／使用以上指定銀行／投資服務，本行將於三十天內，發放手機短訊予客戶登記之手機號碼

，通知客戶透過本行H A R O WhatsApp平台，獲得相關電子現金券。

 1. 有關登記個人e-Banking及e-statement／e-Advice之優惠：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需於推廣期內，成功透過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或恒生個人e-Banking為 

 其優進理財戶口登記個人e-Banking及e-statement／e-Advice。有關恒生個人e-Banking服務之條款及細則，請瀏覽hangseng.com/ebanking。

 2. 有關Savings Planner之優惠： 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需於推廣期內，成功透過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登入Savings Planner設立期限為最少三個月的儲蓄計 

 劃。服務詳情請瀏覽hangseng.com/savingsplanner。

 3. 有關SimplyFund之優惠：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需於推廣期內，成功透過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開立SimplyFund戶口。

 4. 有關證券服務之優惠：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需於推廣期內以合資格證券服務戶口，成功經恒生各網上交易渠道（包括恒生投資快應用程式、恒生個人e-Banking或 

 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完成一單港股／A股通股票／美股買入或賣出交易。「港股」是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巿之港幣計價證券。「A股通股票」 

 是指滬港通／深港通之合資格滬股通／深股通股票。「美股」指於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納斯達克證券（NASDAQ）、美國證券交易所（AMEX）及紐交所群島交 

 易所（NYSE ARCA) 市場買賣的普通股（認股證除外）、交易所買賣基金及美國預託證券。

h. 於獲贈電子現金券時，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於本行之個人戶口及恒生個人e-Banking必須維持有效，方可獲贈電子現金券。屆時如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已結束有關戶口

或恒生個人e-Banking之服務或轉換為非優進理財戶口，將視作自動放棄電子現金券，其得獎資格將會被取消而不作另行通知。

i. 每位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最多只能獲享獎賞一次。如有關優進理財為聯名戶口，獎賞只適用於第一戶口持有人。

j. 如有任何爭議，將以本行之紀錄為準。

全日制大學／大專院校學生額外獎賞

a. 如合資格客戶為全日制大學／大專院校學生，於推廣期內全新開立優進理財及成功申請大學／大專聯營信用卡，可享高達$600額外獎賞。

b. 優惠只適用於年滿18歲或以上並為全日制大學／大專院校學生之合資格客戶及現正就讀下列院校或其附屬學院頒發之證書或以上課程，包括：本港認可之大學、珠海學

院、職業訓練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香港演藝學院、明愛專上學院、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香港科技專上書院、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港專學院、明德學院、東華

學院、香港伍倫貢學院、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明愛社區書院、香港藝術學院、宏恩基督教學院及耀中幼教學院之本地全日制大學／大專學生（「合資格大學／大專

學生客戶」）。合資格大學／大專學生客戶於分行開立優進理財及申請指定信用卡時，請攜帶香港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備有畢業年份（如適用）之全日制學生證副本或有

關之證明文件副本及有效地址證明文件副本（適用於開立優進理財，例如：本地大學／大專院校發出之正式文件、手提電話賬單或本地持牌銀行發出之結單／通知書等）。

合資格大學／大專學生客戶必須於本行紀錄中職業狀況為「學生」方可享上述優惠。

c. 合資格大學／大專學生客戶於推廣期內透過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全新開立優進理財，本行將於三十天內，發放手機短訊予客戶登記之手機號碼，通知客戶透

過本行H A R O WhatsApp平台，獲得HKD100電子現金券。此優惠只適用於全新客戶。

d. 合資格大學／大專學生客戶於推廣期內經本行分行全新開立優進理財，本行將於2022年7月31日或之前將HKD100現金獎賞以港元存入合資格大學／大專學生客戶名下

之優進理財內，合資格大學／大專學生客戶亦需於2022年7月31日仍然持有優進理財，及於該日前沒有取消或調低相關戶口之級別，方可獲享HKD100現金獎賞。此優

惠只適用於全新客戶。

e. 合資格大學／大專學生客戶於推廣期內成功申請大學／大專聯營信用卡主卡，並於2022年6月30日或之前獲成功批核及符合大學／大專聯營信用卡之指定迎新獎賞之

簽賬要求，可享$300 Cash Dollars。同時成功開立 / 提升至優進理財，可額外獲享$200 Cash Dollars。本行將於2022年7月31日或之前將有關之Cash Dollars獎賞存入

合資格大學／大專學生客戶之主卡戶口內。存入Cash Dollars時，合資格大學／大專學生客戶需仍然持有優進理財，於該日前沒有取消或調低相關戶口之級別，及該合

資格信用卡戶口必須仍然有效及信用狀況良好，方可獲享相關之Cash Dollars。

f. 有關大學／大專聯營信用卡之迎新獎賞的詳情、簽賬要求及條款及細則，請向本行各分行職員查詢或瀏覽hangseng.com/ucardspromo。

透過H A R O WhatsApp領取獎賞之注意事項:

a. 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於推廣期內開立全新優進理財戶口及成功登記／申請／使用指定銀行／投資服務，將於30天內收到由本行發出有關迎新獎賞的手機短訊，該手機短

訊包含換領網站及換領編號。合資格客戶須按照手機短訊上所示的指示於H A R O WhatsApp登記及換領電子現金券。

b. 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需年滿18歲，所持有之WhatsApp流動電話號碼的區號為（+852），並身處香港境內，以及成功登記及使用H A R O WhatsApp。

c. 另外，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登記H A R O WhatsApp，即代表同意H A R O WhatsApp的條款及細則（詳情請瀏覽hangseng.com/zh-hk/personal/digital/haro）。如合

資格手機開戶客戶未能同意H A R O WhatsApp的條款及細則，將不能透過H A R O WhatsApp 領取獎賞。

d. 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需經過H A R O WhatsApp所提供之連結通往第三方網站領取電子現金券。

e. 電子現金券不可兌換現金，及如有被刪除、遺失、損毀或到期後未使用，恕不補發。

f. 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下載獲派發之電子現金券後，須於電子現金券上所顯示的電子現金券到期日或之前於有關商戶出示電子現金券以使用電子現金券。逾期的電子現金

券將不被接納並不會被補發。

g. 每張電子現金券只可使用一次及於使用後無效。如消費金額超出電子現金券面值，需自行補付費用；但如消費金額少於電子現金券面值，餘額則會被撇銷，恕不找贖。

有關商戶保留決定電子現金券是否有效的最終決定權。

h. 本行並非電子現金券之供應商，故此不會承擔與電子現金券有關之任何法律責任。任何與電子現金券相關之產品及服務之質素及供應情況，概由電子現金券之供應商單

獨負責。任何有關電子現金券之爭議或投訴，均應由客戶與供應商自行解決。有關電子現金券的使用詳情，請參閱顯示 / 列印在電子現金券上之條款及細則。

指定銀行 / 投資服務

登記個人e-Banking及e-statement / e-Advice

於Savings Planner設立儲蓄計劃

開立新SimplyFund戶口

開立新證券戶口及完成交易

獎賞

HKD100電子現金券

HKD100電子現金券

HKD100電子現金券

HKD50電子現金券

其他獎賞及禮遇之條款及細則 

1. 出糧戶口及「存錢快」服務推廣

 優惠推廣期為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優惠附帶條款，詳情請向本行各分行職員查詢或瀏覽hangseng.com/payroll。

2. 恒生MPOWER卡之迎新獎賞優惠

 優惠推廣期由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

 合資格客戶於推廣期內成功申請恒生MPOWER卡主卡，並於2022年6月30日或之前獲成功批核及符合指定迎新獎賞之簽賬要求 ，可享高達$700 Cash Dollars。優惠附

帶條款，詳情請向本行各分行職員查詢或瀏覽hangseng.com/mpower。客戶符合恒生MPOWER卡之迎新獎賞之要求並同時成功開立／提升至優進理財戶口，可額外

獲享$200 Cash Dollars。本行將於2022年7月31日或之前將有關之Cash Dollars獎賞存入合資格客戶之主卡戶口內。存入Cash Dollars時，合資格客戶需仍然持有優進

理財，於該日前沒有取消或調低相關戶口之級別，及該合資格信用卡戶口必須仍然有效及信用狀況良好，方可獲享相關之Cash Dollars。

3. SimplyFund戶口之獎賞優惠

 優惠推廣期由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優惠附帶條款及細則，投資涉及風險，詳情請向本行各分行職員查詢或瀏覽hangseng.com/simplyfundoffer。

4. 外幣兌換及匯款之獎賞優惠

 優惠推廣期由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優惠附帶條款，詳情請向本行各分行職員查詢或瀏覽hangseng.com/forexoffer。

5. 證券服務優惠

 優惠推廣期由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新證券客戶（包括新證券戶口之所有戶口持有人）即客戶須於開戶前6個月內未曾持有任何本行證劵戶口（個人／聯名）。

投資涉及風險，優惠附帶條款及細則，詳情請向本行各分行職員查詢或瀏覽hangseng.com/stockoffer。

 全日制大學／大專院校學生額外獎賞 獎賞

經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全新開立優進理財 HKD100電子現金券

經本行分行全新開立優進理財  HKD100現金獎賞

成功申請大學 / 大專聯營信用卡並符合指定簽賬要求 $300 Cash Dollars

開立 / 提升至優進理財及成功申請大學 / 大專聯營信用卡並符合指定簽賬要求 $200 Cash Dollars



c. 本行將於2022年5月31日或之前存入額外利息至合資格存款優惠客戶的合資格存款戶口內。於存入額外利息時，每位合資格存款優惠客戶必須仍然持有有效之優進

理財。否則，他／她將失去獲贈相關額外利息之權利。

d. 本優惠的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e. 每位合資格存款優惠客戶於推廣期內只可獲享本優惠一次，並不可與相同貨幣之其他額外存款利率優惠同時使用（包括但不限於存款掛鈎按揭貸款計劃）。

f. 現行的港元儲蓄存款掛牌年利率仍然有效。存款利率將根據市場變化而不時調整，詳情請向本行職員查詢。

開戶大抽獎推廣（「抽獎推廣」）

a. 抽獎推廣之推廣期為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包括首尾兩天（「抽獎推廣期」）。    

b. 優惠只適用於本行之個人客戶（「合資格抽獎客戶」）。合資格抽獎客戶於抽獎推廣期內，成功完成以下指定產品或服務的項目（「指定項目」）後，可就各指定項目獲

最多一次抽獎機會。每位合資格抽獎客戶最多可獲四次抽獎機會。

c. 合共20名抽獎得獎者（「得獎者」）將被隨機抽出，並各得一部價值港幣8,499元的iPhone 13 Pro 128GB作為抽獎獎品（「獎品」）。每位得獎者最多可獲贈一份獎品。

d. 完成指定項目的時間以本行之紀錄為準。本行將根據銀行持有的記錄確定抽獎機會的資格。 如有任何爭議，以本行的記錄為最終決定。

e. 本行將於2022年7月31日或之前郵寄換領信通知得獎者有關獎品換領詳情，得獎者亦需於2022年7月31日仍然持有所有相關戶口（優進理財戶口、新證券戶口、

SimplyFund 戶口及 / 或基金投資戶口），及於該日前沒有取消或調低相關戶口之級別，方可獲享獎品。

f. 如有關優進理財為聯名戶口，獎賞只適用於第一戶口持有人。

g. 有關本推廣之詳情，請向本行職員查詢。本推廣由本行提供。本行保留權利隨時暫停、更改或終止本推廣及更改其條款及細則，毋須另行通知。本行對本推廣之所有事

宜均有最終決定權，並對所有人士具約束力。

h. 如果本行因任何原因而無法提供獎品，本行保留權利隨時以其他禮物代替該等獎品，恕不另行通知。替代禮物的價值或性質可能與上述的獎品不同。

i. 有關指定獎品（或取代之禮物）質量均由有關供應商直接提供予得獎者，因此所有有關責任及義務亦由供應商全權負責。

j. 除另有註明外，本抽獎推廣不適用於本行之商業理財及私人銀行客戶。

優進理財手機開戶額外獎賞
a. 除另有註明外，優進理財手機開戶額外獎賞只適用於推廣期內，符合指定開戶條件，並透過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全新開立優進理財之全新客戶（「合資格手

機開戶客戶」）。

b. 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需透過手機經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於網上開戶口，而優進理財手機開戶額外獎賞只適用於未持有任何恒生銀行戶口的客戶，包括但

不限於：

 1. 儲蓄 / 往來戶口（包括存摺及結單儲蓄戶口）

 2. 綜合戶口

 3. 信用卡戶口

 4. 商業理財

 5. 聯名戶口

 6. 按揭計劃

 7. 保管箱服務

c. 未持有任何恒生銀行戶口的客戶亦需符合以下所有要求方何使用手機開戶：

 1. 年滿18歲而未滿65歲並持有成人身份證

 2. 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3. 並非美國公民或稅務居民

 4. 在香港居住

 5. 現在身處香港

d. 如有關優進理財為聯名戶口，獎賞只適用於第一戶口持有人。

e. 是次推廣活動不適用於公司客戶。

SimplyFund戶口之風險披露聲明

• 投資者須注意所有投資均涉及風險（包括可能會損失投資本金），基金單位價格可升亦可跌，過往表現並不可作為日後表現的指引。在作出

任何投資決定前，應小心閱讀及明白有關基金之銷售文件(包括基金詳情及當中所載之風險因素(就投資於新興市場的基金而言，特別是有關

投資於新興市場所涉及的風險因素)之全文）。

• 並非所有由恒生銀行有限公司（「本行」）分銷的投資基金均於SimplyFund戶口提供，此戶口只有指定基金可供認購。如閣下欲尋找其他基

金投資或投資產品，請瀏覽我們的網站或親臨分行了解更多資訊。

• 就現時此戶口可供認購之基金而言，該等基金皆由本行的全資附屬機構恒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所提供。

人民幣貨幣風險

人民幣乃受制於匯率風險。客戶於兌換人民幣至其他貨幣（包括港幣）時將可能受匯率波動而引致損失。有關當局所實施的外匯管制亦可能對適

用匯率造成不利的影響。人民幣現時並非自由兌換的貨幣，可能受制於若干政策、監管要求及／或限制（有關政策、監管要求或限制將不時更改

而毋須另行通知）。實際的兌換安排須依據當時的政策、監管要求及／或限制而定。

外幣兌換風險

外幣兌換涉及匯率風險。將港幣兌換外幣或外幣兌換港幣時，可能會因當時外幣匯率之波動而出現利潤或虧損。

有關證券投資之重要風險警告

投資者應注意投資涉及風險，證券價格有時可能會非常波動。證券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證券未必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

能會招致損失。

投資者應注意投資於人民幣證券及產品涉及不同風險（包括但不限於貨幣風險、匯率風險、發行人／交易對手之信貸風險、利率風險、流動資金

風險等（如適用））。投資A股通股票的主要風險包括：

• 香港的投資者賠償基金並不涵蓋滬港通／深港通下的任何北向交易和南向交易。

• 當有關額度用盡時，交易將會受到限制或被暫停。

• 北向交易只有在兩地市場均為交易日，而且兩地市場的銀行在相應的款項交收日均開放時才會開放。投資者應該注意北向交易的開放日期，

並因應自身的風險承受能力決定是否在北向交易不開放的期間承擔股票價格波動的風險。

• 當一些股票被調出北向交易合資格股票範圍時，該股票只能被賣出而不能被買入。

• 若要將本地貨幣轉換為人民幣作投資，將需承受匯率風險。

外地證券具有與本地市場證券一般沒有關連的其他風險。外地證券之價值或收益（如有）可能較為波動及可能因其他因素而遭受負面影響。持牌

人或註冊人在香港以外地方收取或持有的客戶資產，是受到有關海外司法管轄區的適用法律及規例所監管的。這些法律及規例與《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571章）及根據該條例制訂的規則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有關客戶資產將可能不會享有賦予在香港收取或持有的客戶資產的相同保障。

投資者不應只單獨基於本資料而作出任何投資決定，而應詳細閱讀有關之風險披露聲明。

f. 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於推廣期內透過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全新開立優進理財及登記或申請或使用指定銀行／投資服務可享獎賞高達HKD350。

 

g. 如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於推廣期內全新開立優進理財戶口及成功登記／申請／使用以上指定銀行／投資服務，本行將於三十天內，發放手機短訊予客戶登記之手機號碼

，通知客戶透過本行H A R O WhatsApp平台，獲得相關電子現金券。

 1. 有關登記個人e-Banking及e-statement／e-Advice之優惠：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需於推廣期內，成功透過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或恒生個人e-Banking為 

 其優進理財戶口登記個人e-Banking及e-statement／e-Advice。有關恒生個人e-Banking服務之條款及細則，請瀏覽hangseng.com/ebanking。

 2. 有關Savings Planner之優惠： 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需於推廣期內，成功透過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登入Savings Planner設立期限為最少三個月的儲蓄計 

 劃。服務詳情請瀏覽hangseng.com/savingsplanner。

 3. 有關SimplyFund之優惠：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需於推廣期內，成功透過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開立SimplyFund戶口。

 4. 有關證券服務之優惠：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需於推廣期內以合資格證券服務戶口，成功經恒生各網上交易渠道（包括恒生投資快應用程式、恒生個人e-Banking或 

 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完成一單港股／A股通股票／美股買入或賣出交易。「港股」是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巿之港幣計價證券。「A股通股票」 

 是指滬港通／深港通之合資格滬股通／深股通股票。「美股」指於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納斯達克證券（NASDAQ）、美國證券交易所（AMEX）及紐交所群島交 

 易所（NYSE ARCA) 市場買賣的普通股（認股證除外）、交易所買賣基金及美國預託證券。

h. 於獲贈電子現金券時，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於本行之個人戶口及恒生個人e-Banking必須維持有效，方可獲贈電子現金券。屆時如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已結束有關戶口

或恒生個人e-Banking之服務或轉換為非優進理財戶口，將視作自動放棄電子現金券，其得獎資格將會被取消而不作另行通知。

i. 每位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最多只能獲享獎賞一次。如有關優進理財為聯名戶口，獎賞只適用於第一戶口持有人。

j. 如有任何爭議，將以本行之紀錄為準。

全日制大學／大專院校學生額外獎賞

a. 如合資格客戶為全日制大學／大專院校學生，於推廣期內全新開立優進理財及成功申請大學／大專聯營信用卡，可享高達$600額外獎賞。

b. 優惠只適用於年滿18歲或以上並為全日制大學／大專院校學生之合資格客戶及現正就讀下列院校或其附屬學院頒發之證書或以上課程，包括：本港認可之大學、珠海學

院、職業訓練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香港演藝學院、明愛專上學院、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香港科技專上書院、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港專學院、明德學院、東華

學院、香港伍倫貢學院、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明愛社區書院、香港藝術學院、宏恩基督教學院及耀中幼教學院之本地全日制大學／大專學生（「合資格大學／大專

學生客戶」）。合資格大學／大專學生客戶於分行開立優進理財及申請指定信用卡時，請攜帶香港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備有畢業年份（如適用）之全日制學生證副本或有

關之證明文件副本及有效地址證明文件副本（適用於開立優進理財，例如：本地大學／大專院校發出之正式文件、手提電話賬單或本地持牌銀行發出之結單／通知書等）。

合資格大學／大專學生客戶必須於本行紀錄中職業狀況為「學生」方可享上述優惠。

c. 合資格大學／大專學生客戶於推廣期內透過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全新開立優進理財，本行將於三十天內，發放手機短訊予客戶登記之手機號碼，通知客戶透

過本行H A R O WhatsApp平台，獲得HKD100電子現金券。此優惠只適用於全新客戶。

d. 合資格大學／大專學生客戶於推廣期內經本行分行全新開立優進理財，本行將於2022年7月31日或之前將HKD100現金獎賞以港元存入合資格大學／大專學生客戶名下

之優進理財內，合資格大學／大專學生客戶亦需於2022年7月31日仍然持有優進理財，及於該日前沒有取消或調低相關戶口之級別，方可獲享HKD100現金獎賞。此優

惠只適用於全新客戶。

e. 合資格大學／大專學生客戶於推廣期內成功申請大學／大專聯營信用卡主卡，並於2022年6月30日或之前獲成功批核及符合大學／大專聯營信用卡之指定迎新獎賞之

簽賬要求，可享$300 Cash Dollars。同時成功開立 / 提升至優進理財，可額外獲享$200 Cash Dollars。本行將於2022年7月31日或之前將有關之Cash Dollars獎賞存入

合資格大學／大專學生客戶之主卡戶口內。存入Cash Dollars時，合資格大學／大專學生客戶需仍然持有優進理財，於該日前沒有取消或調低相關戶口之級別，及該合

資格信用卡戶口必須仍然有效及信用狀況良好，方可獲享相關之Cash Dollars。

f. 有關大學／大專聯營信用卡之迎新獎賞的詳情、簽賬要求及條款及細則，請向本行各分行職員查詢或瀏覽hangseng.com/ucardspromo。

透過H A R O WhatsApp領取獎賞之注意事項:

a. 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於推廣期內開立全新優進理財戶口及成功登記／申請／使用指定銀行／投資服務，將於30天內收到由本行發出有關迎新獎賞的手機短訊，該手機短

訊包含換領網站及換領編號。合資格客戶須按照手機短訊上所示的指示於H A R O WhatsApp登記及換領電子現金券。

b. 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需年滿18歲，所持有之WhatsApp流動電話號碼的區號為（+852），並身處香港境內，以及成功登記及使用H A R O WhatsApp。

c. 另外，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登記H A R O WhatsApp，即代表同意H A R O WhatsApp的條款及細則（詳情請瀏覽hangseng.com/zh-hk/personal/digital/haro）。如合

資格手機開戶客戶未能同意H A R O WhatsApp的條款及細則，將不能透過H A R O WhatsApp 領取獎賞。

d. 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需經過H A R O WhatsApp所提供之連結通往第三方網站領取電子現金券。

e. 電子現金券不可兌換現金，及如有被刪除、遺失、損毀或到期後未使用，恕不補發。

f. 合資格手機開戶客戶下載獲派發之電子現金券後，須於電子現金券上所顯示的電子現金券到期日或之前於有關商戶出示電子現金券以使用電子現金券。逾期的電子現金

券將不被接納並不會被補發。

g. 每張電子現金券只可使用一次及於使用後無效。如消費金額超出電子現金券面值，需自行補付費用；但如消費金額少於電子現金券面值，餘額則會被撇銷，恕不找贖。

有關商戶保留決定電子現金券是否有效的最終決定權。

h. 本行並非電子現金券之供應商，故此不會承擔與電子現金券有關之任何法律責任。任何與電子現金券相關之產品及服務之質素及供應情況，概由電子現金券之供應商單

獨負責。任何有關電子現金券之爭議或投訴，均應由客戶與供應商自行解決。有關電子現金券的使用詳情，請參閱顯示 / 列印在電子現金券上之條款及細則。

其他獎賞及禮遇之條款及細則 

1. 出糧戶口及「存錢快」服務推廣

 優惠推廣期為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優惠附帶條款，詳情請向本行各分行職員查詢或瀏覽hangseng.com/payroll。

2. 恒生MPOWER卡之迎新獎賞優惠

 優惠推廣期由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

 合資格客戶於推廣期內成功申請恒生MPOWER卡主卡，並於2022年6月30日或之前獲成功批核及符合指定迎新獎賞之簽賬要求 ，可享高達$700 Cash Dollars。優惠附

帶條款，詳情請向本行各分行職員查詢或瀏覽hangseng.com/mpower。客戶符合恒生MPOWER卡之迎新獎賞之要求並同時成功開立／提升至優進理財戶口，可額外

獲享$200 Cash Dollars。本行將於2022年7月31日或之前將有關之Cash Dollars獎賞存入合資格客戶之主卡戶口內。存入Cash Dollars時，合資格客戶需仍然持有優進

理財，於該日前沒有取消或調低相關戶口之級別，及該合資格信用卡戶口必須仍然有效及信用狀況良好，方可獲享相關之Cash Dollars。

3. SimplyFund戶口之獎賞優惠

 優惠推廣期由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優惠附帶條款及細則，投資涉及風險，詳情請向本行各分行職員查詢或瀏覽hangseng.com/simplyfundoffer。

4. 外幣兌換及匯款之獎賞優惠

 優惠推廣期由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優惠附帶條款，詳情請向本行各分行職員查詢或瀏覽hangseng.com/forexoffer。

5. 證券服務優惠

 優惠推廣期由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新證券客戶（包括新證券戶口之所有戶口持有人）即客戶須於開戶前6個月內未曾持有任何本行證劵戶口（個人／聯名）。

投資涉及風險，優惠附帶條款及細則，詳情請向本行各分行職員查詢或瀏覽hangseng.com/stock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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