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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程概览

办理在线开户时，如有任何问题，
欢迎与客户服务部联系：

客服热线：(852) 2808 6408
400 120 5528

客服电邮：cs@spdbi.com



3.开户所需文件

内
地
客
户

中国大陆居民身份证
内地银行卡
香港银行卡/香港银行结单
三个月以内的地址证明（如现住地址与身份证地址不㇐致）

香
港
客
户

香港居民身份证
香港银行卡/香港银行结单
三个月以内的地址证明



1. 在【浦银财富通】首页点选【开户】

2. 选择国家区号及输入阁下的手机号码¹后，按“获
取验证码“²

3. 输入通过短信收取的验证码后，按“立即开户“

4.注册手机号码

¹ 可通过登录注册手机号码完成线上开户申请，查看开户状态或补
充资料。

成功开户后，此注册手机号码将会被视为账户登记手机号码。
日后登录网上交易账户时，双重认证登录密码将发送至此登记手
机号

²验证码服务仅允许在15分钟内触发5次。



在线开户



苹果用户

2.下载及安装【浦银财富通】APP

安卓用户（香港及海外） 安卓用户（中国内地）

App Store Google Play APK档下载



在线开户 |基本资料 -个人身份信息

① 选择内地身份证
② 选择保证金账户或现金账户
③ 填写介绍人所提供的邀请码

（如有）
④ 进行披露声明并阅读相应条

款

证件类型及认证方式 上传身份证信息

内地客户
① 拍摄或者上传身份证人像面

及国徽面，系统会自动识别
并采集证件信息

② 请仔细核对提取信息，如若
发现信息有误，请手动修改
校正

③ 身份证以外其他个人信息需
要客户手动填写

香港客户
① 拍摄或者上传身份证正面
② 手动填写证件信息及其他个

人信息



内地银行卡信息
（仅适用于内地客户）

① 提供内地银行卡信息
② 当拍摄或上传图片后，系统

将自动识别及填写；请仔细
核对，若发现信息有误，手
动修改校正

如银行预留手机号码与注册开户
手机号码不同，请手动填写银行
预留手机号

客户需上传及填写一家香港持
牌银行开立的账户信息,包括持
有人姓名、账户号码、银行卡
图片及币种等信息

上载的香港银行卡或银行账单
必须清楚显示账户号码及持有
人姓名与开户申请人一致

香港银行卡信息
（适用于内地及香港客户）

在线开户 |基本资料 –银行卡信息



① 请提供电邮3、住宅地址4、
通讯地址等联系信息

② 如现住地址与身份证地址不
同时，需提供住址证明5

个人资料 地址证明样本

3电邮地址将作为接收结单的电邮地址。

4若阁下的住宅地址和办公地址不在同一城市，请说明原因。

在线开户 |基本资料 –个人资料

5住址证明：由金融机构、电讯公司、政府部门或机构发出的函件
或通讯，例如：银行结单、流动电话及收费电视账单、水电煤缴费
单据；住址证明内容需清晰显示客户的姓名全名（需与身份证完相
同）、详细地址、文件发出的机构名称及发出日期（三个月内）。



根据实际状况选择
① 教育程度自雇

② 就业情况

③ 业务性质

教育及就业状况 就业状况（单项选择）

① 受雇（须填写现时雇主资料）

② 自雇（须填写营商公司资料）

③ 家庭主妇：请填写最近的一份雇主

资料（如有）

④ 退休（请填写最近的一份雇主资料）

⑤ 未有就业（请填写最近的一份雇主

资料）

⑥ 其他（请注明）

工作性质（必填项）

如从未有过受雇/自雇的资料，请在工

作性质上选择“其他”后填写“无”

在线开户 |基本资料 –教育及就业状况



①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财富来源
类别及（港币等值）的年度
收入

例子：自雇人士在自营公司有受
薪，另持有出租物业，可勾选以
下财富来源：
- 薪金、佣金/奖金
- 营商收入
- 投资回报：租金收入
- 其他：物业升值

财富来源 财务状况

6若阁下提供的财富来源总值未能反映阁下的估计净资产值，将有机会被驳回要求补充说明或补充相关文件；
若阁下在财富来源处选择有“馈赠/遗产”，请提供馈赠者姓名及与阁下的关系。

在线开户 |基本资料 –财富来源及财务状况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① 估计净资产值6

② 流动资产净值
③ 所住业权
④ 账户资金来源
⑤ 账户资金来源地



填写税务居民信息

①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所属税务管
辖区、税务编号7

如有其他国家税务居民身份8，请
逐一选择税务管辖区及填写税务编
号

7香港或中国税务居民，税务编号为其身份证号码；
8有需要时，我司可能会要求客户提供其他税务居民的身份证明文件；
9据美国国税局表示，FATCA要求海外金融机构遵从有关尽职调查程序，以辨认及向美国国税局汇报 (i) 美国人士或 (ii)美国纳税人持有主要权益之海外实体所持有的海
外金融户口资料；根据FATCA，客户须按照相关要求向本公司声明及确认您的税务身份，阁下的财务资料或被上报，请参阅美国国税局网站
https://www.irs.gov/businesses/corporations/information-for-foreign-financial-institutions （只提供英文版本）。

在线开户 |基本资料 -税务居民信息

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

① FATCA9根据实际情况确认其美国
身份



请根据实际情况回答投资经验及风险测评问卷10

投资经验及风险测评

10“衍生产品”包括上市股票 (具杠杆/复杂特性，如：认股权证、股票挂钩票据/货币挂钩票据、商品/期货/期权、累计期权/累沽期权）。

在线开户 |投资经验及风险测评



① 选择语言

② 仔细聆听及阅读持牌风险披露信息

持牌人风险披露 个人身份披露

① 披露相关客户身份信息11

② 选择是否会进行衍生品交易12

11联合交易所或香港期货交易所之参与者，或证监会（见一般条款之定义）之持牌人或注册人之董事、雇员或认可人士，此类人士需要提交公司开户同意书原件；政
治人物是指担任或曾担任重要公职或在国际组织担任或曾担任重要职位的个人，包括国家元首、政府首长、资深从政者、高级政府、司法或军事官员、国有企业高级
行政人员及重要的政党干事及高级管理层。详细定义见《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第615 章）。

12如果客户之前从未有过衍生产品投资经验，可以在部分教育平台或网站上进行自主学习有关衍生产品的知识，并在“风险测评”部分填写有关衍生产品的学习经验，
否则浦银国际将不能为客户开通衍生产品交易功能。

在线开户 |风险披露及身份披露



① 需通过人脸识别认证

② 点击开始认证，录制读取屏幕数字的
视频（大概2-3秒完成）

人脸识别 个人声明及签字

客户需要仔细阅读个人声明，如同意请点击签字按钮进行签字确认

（ 此签名为客户于我司登记的签名式样，日后请保持签名式样一致）

在线开户 |人脸识别及身份披露



在线开户 |查询开户状况及补充资料

当客户提交申请后，会自动跳
转至开户进度页

客户日后可随时通过开户页面
输入注册手机号登录，实时查
询开户进度13

13内地客户资料审核通过后，即成功开户。香港客户开户资料审核通过后，须完成入金激活程序才成功开户。
开户审核时间一般约为 1-3个工作日，成功开户后阁下开户登记的手机号会收到成功开户的短信通知。

完善资料（如适用）

① 如开户信息有误被驳回时，
客户登记的手机号码会收到
短信通知

② 收到驳回通知后可以进入开
户页面重新登录后点击“完
善资料”后按照页面上的方
提示信息进行修正并提交

③ 当客户需要补充额外资料时，
可以点击补充资料入口，填
写或上载补充资料

查看开户进度



在线开户 |入金激活（香港客户适用）

入金身份核实

持有香港身份证开户的客户需要
进行入金认证

即将数额不少于10,000港元的存
款，由以客户名义在香港持牌银
行开立的银行户口成功转账至我
司客户资金存款银行

请选择【入金】查看入金指引

完成入金后，选择【发起入金
通知】

待成功入金后，阁下的账户会
被激活，开户完成

上传入金凭证



联络我们

客户服务热线： (852) 2808 6408 
400 120 5528

客户服务电邮： cs@spdbi.com

地址：香港轩尼诗道1号浦发银行大厦33楼

网站： www.spdbi.com

免責聲明

本指南并不构成任何证券、金融产品或工具要约、招揽、建议、意见或任何保证。任何浏览本信息的人士在作出任何投资决策前，应根据
个人的情况决定投资是否切合个人的财政状况、投资目标及经验，以及能否承受有关风险，必要时应寻求适当的专业意见。



浦银国际，与您相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