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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 
当您收到本公司发送到您邮箱的《开户成功通知书》后，在您开启证券交易前，需要先确保

证券交易账户上具有相应的资金才能进行证券交易。 

本文将向您详细介绍有关资金从您的银行账户转入证券交易账户和从证券交易账户转出至您

的银行账户的相说内容。 

二、简要流程 
 

 

 

 

 

 

 

三、转(存)入资金\存款 
        将资金从您的银行账户转入证券交易账户中。 

1. 常用方式及币种 
      主要有以下方式： 

• 网上银行转账（E-Banking 网银转账） 

• ATM/柜台转账 

• 支票(Cheque) 

支持的币种： 

• 港币 

• 外币（美元、人民币等） 

2. 步骤 
步骤 1：将资金通过上述存入资金常用方式转(存)入本公司的银行账户对应币种户口中； 

              【见 3.银行账户户口】； 

 步骤 2：转账完成后，需保留转账成功相关资料和凭证； 

 步骤 3：将上述凭证上传或发送邮件及金额通知本公司收款【见 4.通知本公司】。 

开户成功 存入资金 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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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入银行账户信息 
       本公司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规定，您需将资金存入“认可财务机构” 所开设之银行账户内。

这不但保护我们双方的利益，而且避免今后交易所带来的约束。 

本公司证券业务银行存款帐户信息如下： 

银行名称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Limited 

收款账户名 

或支票存款

抬头 

FUJI HONG KONG COMMODITIES COMPANY LIMITED（ CLIENTS' A/C） 

收款账户号 
港币（ HKD） 012-884-2-012323-2  

其它币种 (美元、人民币等) 012-884-2-012325-8  

SWIFT CODE BKCHHKHH 

银行地址 1 Garden Road, Hong Kong 

备注 

(1)   银行账号中: 

012 是中银香港的行号， 

884 是开户分行的行号。 

(2)  转账过程中，部分银行须要输入含 012 在内的完整账号；部分银行则是先选银

行，再输入分行行号开头的银行账号。      

(3）为确保转账成功，请仔细填写上述相关信息，注意选择相应的币种账户。  
 

4. 发起通知 

当您存入\转入资金到上述银行账户后，请将银行的转\存款收据\凭证发送通知本公司，

通知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任选其一）： 

• 登录手机交易终端，通过【交易】→【存入资金】功能，然后按提示操作，并输入转

(存)入金额,即可完成上传凭证。 

 

• 登录本公司网官中【线上交易】，通过【服务】→【存款】功能，然后按提示操作，并

输入转(存)入金额，即可完成上传凭证。 

 

• 将转（入）账凭证照片发送至我公司客服中心邮箱 cs@fujihk.com 以作确认（注明姓名

和证券交易账号）。 
 

 

https://www.2goasp.com/FUJISEC_portal/index
mailto:cs@fuji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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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存款须知 
• 您须向本公司提交存款凭证确认该款项是来自客户本人的银行账户。凭证包括但不限于清

晰的银行结单、支票图像、网上银行截图等。否则该存款将会在客户结单上显示〝未入

账〞状态，直至客户提供相关凭证。 

• 当本公司核实该笔存款 (如银码、时间、银行、方式等数据) 无误后，我们会将相应资金转

入您到的证券账户中，您就可进行交易了。（注意：支票存款需待有关银行成功兑现后才

能供客户进行买卖使用） 

• 您在工作天下午 4:30 前的存款通知，本公司会即日处理；下午 4:30 后的存款通知，将被

拨入下一个工作日处理。 

• 如您透过支票入款但未能于两个工作天内提供银行结单、支票图像或网上银行截图等凭证

确认该款项是来自客户本人的银行账户，本公司会向客户收取每张支票港币 50 元 (实际以

银行收费为准)的冲印支票费用。同时，该存款将会在客户结单上显示〝未入账〞状态，

直至本公司从银行获得该支票的存入者资料；一般情况下此流程需时 14 个工作天 (实际时

间以银行为准)。 

• 在未收到成功开立证券账户的通知之前，请务必不要汇款。 

• 本公司不接受任何 由第三者 (非账户持有人名义) 的存款，包括：(i) 支票、(ii) 汇款或转账

款项，包括在本公司账户之间的转账 及 (iii) 现金存款。当该笔第三者存款被拒绝，本公司

将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把款项原路退回。银行或会从退款中收取费用。在任何因第三者存

款而引致的退款情况，本公司概不负责客户一切因退款所引致的相关银行利息、费用或客

户与第三者之任何损失及追讨。请妥善保存 台端的存款单直至存款置入 台端于本公司之

账户中。 

• 请保留存款凭证以作证明，如有遗失，您需负责补领的费用及承担引起的不便或损失。 

• 应将款项直接存入本公司的上述指定银行账户。 

• 请勿将款项(包括支票) 交予经纪代理人或其他人士存入本公司，或将款项存入经纪代理人

或其他人士或本公司职员的账户内。 

• 如于存款后的 4 个工作天内仍未收到本公司的日结单，请立即联络本公司客服中心查核该

笔款项。 

• 存款来源/存款目的并不涉及为恐怖分子集资活动、贩毒得益或有组织及严重罪行的得

益； 

• 如未有遵从上述存款手续，需自行承担因存款错误而出现之风险及损失。 

• 本公司保留对上述安排之最终决定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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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取资金\取款 
        将资金从您的证券交易账户转了至您的银行账户中。 

1. 发起通知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通知本公司提取您证券账户的资金（任选其一）： 

• 登录手机交易终端，通过【交易】→【提取资金】功能，然后按提示操作，并输入提取

资金金额。 

 

• 登录本公司网官中【线上交易】，通过【服务】→【取款】功能，然后按提示操作，并

输入提取资金金额，即可完成上传凭证。 

 

• 填写《客户资金提取及转账通知书》并签名后，发送至我公司客服中心邮箱

【cs@fujihk.com】。 

 

2. 取款须知 
• 在工作日中午 12:00 前收到的提款通知，本公司会即日处理；中午 12:00 后收到的指示，

将于下一个工作日处理。（注意：或半天交易日为上午 11:00） 

• 在确认填报的数据及核对签名正确之后，我们会尽快安排将款项转(存)入您在我公司所登

记的本人银行账户内。 

• 如您的银行账户有任何变更，请在【发起通知】前，将《客戶資料更改表格》填写并签名

通知本公司。 

• 本公司不接受任何将款项转至任何第三者(非账户持有人名义)的提款要求，包括第三者的

银行账户。此外，本公司亦不会签发第三者收款人支票。 

• 相关手续费以银行端的实际收费为准。 

• 本公司保留对上述安排之最终决定权利。 

 

https://www.2goasp.com/FUJISEC_portal/index
https://hk-qihuoweb.oss-cn-hongkong.aliyuncs.com/20211015/acc1a42c879f1af4a88124ef9636ae2b.%20%E5%AE%A2%E6%88%B6%E8%B3%87%E9%87%91%E6%8F%90%E5%8F%96%E5%8F%8A%E8%BD%89%E5%B8%B3%E9%80%9A%E7%9F%A5%E6%9B%B8%20-%20V1.0.pdf
https://hk-qihuoweb.oss-cn-hongkong.aliyuncs.com/20211015/acc1a42c879f1af4a88124ef9636ae2b.%20%E5%AE%A2%E6%88%B6%E8%B3%87%E9%87%91%E6%8F%90%E5%8F%96%E5%8F%8A%E8%BD%89%E5%B8%B3%E9%80%9A%E7%9F%A5%E6%9B%B8%20-%20V1.0.pdf
mailto:cs@fujih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