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您成就更多





汇丰尚玉 

汇丰尚玉以客户为中心，以最资深的尚玉总监和专家团队为后盾，以高级产品与服务以及围绕“高端个人” 

财务、生活方式和爱好量身定制的体验为基石。

大展精英的团队

尚玉精英客户团队提供专属贴心服务。

汇聚财富管理，贷款顾问，以及外部律师专家提供深入专业支持。

汲取汇丰全球超过150年的全方位金融服务能力，联合环球市场部、汇丰资产管理、汇丰保险，汇丰尚玉提供

强大产品及平台支持。

关键顾问，在您和您的家人办理我们的业务之前，为您答疑解惑并协助您办理开户，

满足您的所有业务需求。

资深员工为您的日常银行业务需求提供支持与服务。

财富解决方案和保险专家为您及您的家人在每个人生阶段提供量身定制的咨询服务。

您专属的 NRI 和 NRC 团队让全球印度人和华人客户有一种宾至如归之感。

精心挑选经验丰富的资深客户经理；每位客户经理仅服务少量客户，让他们能够更专

注于您的每一项需求。满足您的语言需求，为您选择您本地语言的客户经理；英语、

普通话、印地语、泰米尔语、孟加拉语、泰卢固语、乌尔都语、印度尼西亚语、广东

话和日语。

业务发展总监

专属的汇丰尚玉服务经理

专家团队 

非居民印度人 (NRI) 和非居民

中国人 (NRC) 团队

专属汇丰尚玉总监



独家体验 

汇丰尚玉全球礼宾服务

Ten Lifestyle Group 是高净值细分市场时尚礼宾服务的市场领导企业，我们携手 Ten Lifestyle Group 为您提供全天候服务，

满足您的各种生活需求。我们旅游、餐饮、奢侈品购物、娱乐、活动等方面的时尚专家为您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

联合全球合作伙伴，为客户打开非凡体验的大门：文华东方酒店集团, Small Luxury 

Hotels of the WorldTM (全球奢华精品酒店), Aman (安缦酒店集团), Berry Bros. 

& Rudd, Christie’s (佳士得拍卖行), Onefinestay (全球顶级私人度假场所), 

Abercrombie & Kent (高端旅行定制), Regent Seven Seas Cruises (丽晶七海

邮轮) 和 Farfetch (高端时尚购物平台)。

汇丰本地合作伙伴给客户带来更多惠益，这些合作伙伴包括 Raffles Medical Group 

(莱佛士医疗集团), Thann 和新加坡文华东方酒店。

邀请您参加一系列围绕您生活方式、爱好和兴趣而举办的私人活动。

全球合作伙伴呈现独家优惠

本地合作伙伴 

独家活动



*人民币指在香港以外交易的离岸人民币

国际银行业务 

我们可以满足您的国际银行业务需求，使您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维护、转账或投资资金，并让您及时了解最新的

外汇趋势 。

您可以在一个账户中管理最多11种不同货币的所有外币存款（美元、新元、澳元、英

镑、欧元、日元、港元、瑞士法郎、加元、人民币*、新西兰币) 。

汇丰 QuickFX 应用程序通过实时汇率加强我们广泛的全球网络和全面的外汇解决方案，

且具有以下主要功能：

• 全球账户和全球转账 

 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查看自己的汇丰银行账户，也可在全球范围内免费即时向您的 

汇丰银行账户转账。

• 全球转账 

 轻松向全球 200 个国家的第三方银行转账。 

• 外汇订单盯盘

 设定目标外汇汇率，在货币达到设定汇率时自动兑换资金或发出警报。

汇丰日常全球账户

汇丰 QuickFX 移动应用程序



财富管理

在汇丰尚玉，我们的目标是制定一项旨在实现您经济目标的战略。 

家庭保障传承

定制财富传承需求分析，帮助尚玉客户了解财富传承中的需求和痛点 。

尚玉总监及财务规划专家为客户提供一对一财富传承规划需求分析与梳理，帮助客户制定专属解决方案 。

汇丰将提供国内顶尖律所的法律咨询服务供客户选择，尚玉客户可尊享律所相关服务的折扣及优惠 。

迈进人生新阶段的时刻，例如组织家庭、生儿育女、创立事业，积累到一定财富，都可以是着手规划财富传承的契机。以下

几个重要的基本问题将有助于您展开大计。

财富传承规划的三大考虑:

通过我们的系列财富管理产品（包括单位信托基金、

证券、债券和结构性产品）增加您的财富收益。

我们提供系列全面的普通保险产品和人寿保险产品，包括

传统产品、投资相关产品以及万用寿险计划，满足您的遗

产需求，为您至亲的人保驾护航。

我们的在线财务规划模拟器可了解您的财富需求，为您

设定财务目标，审核您的财务状况以及满怀信心地为您

启动财富之旅。 

以前所未有的控制力度，在线全面了解您的投资状况。

查看最多 11 种货币的投资价值，并在方便时分析您的

投资组合表现。

为您提供有关经济、金融市场和主要货币的最新消息与分析，

让您及时了解最新资讯。汇丰银行行业领先的专家小组为您提

供具有全球见解、领先思想和金融教育的相关文章，帮助您制

定更加完善的投资策略。

利用投资的额外融资来最大化您的投资潜力。 

外币存款和双货币账户可使您充分利用市场运作，获得

更高的潜在收益。

投资

保险 汇丰财富规划师

财富仪表板财富远见中心

投资融资

外汇 

传承给谁？ 何时传承？ 如何传承？



优先服务

汇丰尚玉客户的直系亲属有权在没有任何最低余额要求的条件下开通汇丰卓越理财关

系账户。

• 完全免收标记支票、出纳员订单和即期汇票的费用。

• 免收使用借记卡/取款卡（不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法国、巴西、希腊、 马耳

他、墨西哥、新西兰和土耳其）在海外汇丰银行自动柜员机提取现金的服务费。

• 免收汇丰尚玉客户及其子女的学生账户开通国际汇丰账户的服务费。

• 免收在新加坡汇丰银行分行紧急兑换（仅适用于海外客户）费用。

加入汇丰尚玉、进行投资或向我们介绍亲友时，可享受定期存款优惠利率、各类产品的

优惠价格，并获取奖励。

为尚玉客户的亲属开通卓越理财账户

杂费免除
†

优惠的利率和奖励

†有关费用减免的完整清单，请访问 www.hsbc.com.sg/fees/。
^须符合当地的资格要求及合适性要求。

至臻尚玉国际通 为您倾心设计的尚玉国际通，旨在让您随心所欲追求黄金机会的同时，也能愉快畅享

尚玉的专属特权。

只要您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内地或新加坡的尚玉客户，您都可以在这些地区尽享尚

玉国际通的至臻礼遇。您的尚玉尊贵地位让您于以上三个亚洲地区发掘更多机遇，享受

汇丰尚玉中心的服务、独家理财产品、特优利率以及升级服务，而毋须符合当地开户

的全面理财总值要求。

您的专属礼遇^包括： 

•  独家理财产品

• 尚玉服务中心的会员通道

• 由资深客户服务专员接听的服务专线

• 银行服务费用减免

• 特选合作伙伴呈献的优质生活礼遇

• 全年专享独家活动、预览和私人导赏

• 具有顶尖处理效率的一流服务标准



旅行优惠 

一张汇丰尚玉借记卡，伴您在闲暇时间探索世界：

与 Visa payWave, NETS Contactless 星网电子付款, Apple Pay 苹果移动支付和

电子现金服务加强合作，一张汇丰尚玉借记卡将是您日常出游消费的通用卡。

一种支持多币种的借记卡，9 大币种自由汇兑，无需支付任何费用‡，方便您零售购物、

网上购物和取现。

此外，此种卡片还具有其他好处，让您品享尊尚生活：

• 全球所有 Visa 支出均可享受 0.7% 的返现。 

• 在全球 970 多个机场，每年均具有两次免费使用休息室的机会。 

• 高达 200 万美元的旅行意外伤害保险和紧急旅行医疗援助。

汇丰尚玉借记卡

汇丰尚玉全球日常借记卡

‡
支持 9 大外币，您可以尽情零售购物、网上购物和取现。如果您用于交易的外币不足，我们将以银行决定的现行汇率将您的交

易转为新币交易。 



存款保险计划

非银行存款人的新币存款由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承保，根据法律规定，每位存款人的受保顶额高达 75,000 新元。不对外币存款、双币种投资、结构性存款和其他投资产品投保。

本文档仅供参考，不应被视为销货要约或询价购买或认购任何投资的要约。任何投资产品或投资产品类别（“产品”）的提及不应被视为表示购买或出售该产品的建议，也不代

表对该产品未来表现的预测。本网站所含信息仅供新加坡居民参考，不应被视为分销、销货要约或在任何司法管辖区内购买任何证券的询价，根据该司法管辖区（特别是美利坚

合众国和加拿大）的法律，此类活动将属于非法行为。本文档未涉及任何人的投资目标、个人情况和特殊需求。因此，不应将本文作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定之前，您

可能需要咨询财务顾问。如果您不想咨询财务顾问的建议，应慎重考虑投资产品是否适合您。

购买人寿保险是一项长期保证。提前终止保单通常会产生高额费用，且应退还的退保价值可能低于支付的总保费。

所有人寿保险单均由汇丰保险（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承保（注册号：195400150N），注册地址：21 Collyer Quay #02-01 Singapore 049320。

该信息不应被视为购买或订阅任何产品或服务的要约。汇丰尚玉条款和条件适用。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www.hsbc.com.sg/jade。

截至 2019 年 8 月，所有信息均准确无误。

（或等值外币）余额在存款、投资和/或保险方面 。

请致电 1800 227 8889/+65 6227 8889，与我们联系访问汇丰尚玉中心。

Claymore 汇丰尚玉中心 

6 Claymore Hill #02-01, Claymore Plaza, Singapore 229571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 9.30 至下午 5.00
周六上午 9.30 至 12.00

Jewel 汇丰尚玉中心 

78 Airport Boulevard, #04-217 Jewel Changi Airport, Singapore 819666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 10.00 至下午 7.00
周六上午 10.00 至下午 2.00

访问, visit www.hsbc.com.sg/jade

保留 1,200,000 新元

如需了解汇丰尚玉的优势产品

汇丰尚玉的资格标准 





本文由汇丰银行（新加坡）有限公司发行（公司注册号：201420624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