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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 Plus 賞您環遊世界機票」大抽獎 (「推廣」) 條款及細則： 

1. 此推廣推廣日期由 2023 年 2 月 1 日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包括首尾兩日(「推廣期」)。  

2. 此推廣只適用於獲取該推廣宣傳資料之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之特選個人戶口

之賬戶持有人 (「客戶」)。  

3. 客戶需要於推廣期內完成以下任何一項「合資格交易」方有機會獲得香港至倫敦/洛杉磯/

馬爾代夫/悉尼/東京之雙人來回機票（「獎賞」）： 

a. 客戶須存入以下指定新資金金額( 請參閱第 4 點之定義 ) ， 並維持存入新資金

後之戶口總結餘直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方可獲得指定抽獎機會。 

總新資金金額 (港幣或等值) 抽獎機會 

每存入 HK$50,000 新資金 5 

b. 客戶須透過 或 成功以單筆 或以上

或等值 進行以下任何一項指定交易方可獲得指定抽獎機會。每筆交易將獲得

5 次抽獎機會，沒有上限。 

i. 買入股票 

ii. 認購基金 

iii. 港元轉換外幣交易 

iv. 投保保險產品 

c. 推薦人成功推薦 1 位新客戶開立 Citi Plus 戶口，推薦人方可獲得指定抽獎機

會。每個成功推薦將獲得 5 次抽獎機會，沒有上限。 

d. 客戶透過 Citi Mobile® App 啟用 Citi Mobile® App 推送通知功能，並維持

其啟用狀態至 2023 年 5 月 30 日，方可獲得 3 次抽獎機會。 

e. 客戶透過任何渠道完成投資風險評估問卷/更新投資風險取向將獲得 3 次抽獎

機會。 

4. 新資金之定義為比較客戶之最新戶口總結餘與上一個月之每日平均總結餘比較所增加之金

額。新資金包括經由其他銀行 以現金、支票 / 本票、本地電子付款 ( 經由即時支付結算系

統 (RTGS) 結算，又稱結算所自動轉賬系統 ( CHATs )) 或由其 他銀行電匯存入戶口之全新資

金，) 、轉存之基金、債券及股票 ( 港股、美股、「滬港通」下的 A 股 )。只有花旗銀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及／或花旗銀行 (「本行」)、Citigroup Inc. 所代理之基金及債券方會被接

納。轉存過程或需至少 2-3 個月 的時間。新資金不包括在本行續期之定期存款、本行戶口

轉賬或於本行「外幣優惠戶口」到期日轉賬而得的資金。 

5. 每日平均總結餘之計算包括閣下之個人及聯名戶口在過去一個月內的每日存款、投資及指

定保險產品之累積保費總結 餘，除以該月份之日數所得之平均數額。指定保險產品指包含

有儲蓄成份或投資相連壽險之保險產品。有儲蓄成份的保 險保費總結餘為已繳保費扣除未

償付的保單貸款。投資相連壽險的保險保費總結餘為已繳總保費扣除已賣出之基金總值。 

6. 有關同一月份的每日平均總結餘將於該月的最後一日計算。倘若客戶未能維持以上所述之

每日平均總結餘金額，本行將 會保留從客戶戶口中扣除以上表格選取之獎賞金額之權利。 

7. 抽獎活動得獎者將由電腦隨機抽出，推廣得獎者將收到短訊確認通知，得獎者名單亦會於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刊登在網頁：citibank.hk/citiplus 

8. 抽獎將在推廣期結束後進行，將共 3名得獎者可獲享獎賞。 

9. 每位合資格客戶於推廣期內只可獲得獎賞一次。 

10. 有關交易如獲本行核實後確認為合資格獲取獎賞，確認短訊將於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發

送到合資格 推廣得獎者於銀行記錄上的登記手機號碼，獎賞通知信亦會郵寄到每名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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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得獎者於銀行記 錄上的地址。每名合資格推廣得獎者須於獎賞通知信上列明之指定時

間內到指定換領中心出示此獎賞通知信及用作合資格交易(第 3 條規定的要求) 之相關資料

以領取獎賞兌換碼，詳情請參閱獎賞通知信內容。如合資格推廣得獎者未能於所述之指定

時間內領取獎賞兌換碼，有關之獎賞將被視作放棄，本行將不提供任何補償。 

11. 有關獎賞之兌換須受「香港至倫敦/洛杉磯/馬爾代夫/悉尼/東京之雙人來回機票之獎賞兌

換碼- 條款及細則」約束。於此推廣所獲得之獎賞不可轉讓予其他人、不可退回、不可兌

換現金或換取其他優惠。如有遺失/損壞，恕不補發。每位得獎者有 責任妥善保管獎賞兌

換碼。對於任何獎賞兌換碼的任何遺失或未經授權的使用，本行概不負責。本行並非以上

獎賞之供應商，本行概不就獎賞的品質保證及任何其他方面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12. 貨品或服務之供應，需依花旗銀行之最終決定權而定。圖片、產品資料只供參考。 

13. 任何於本條款及「香港至倫敦/洛杉磯/馬爾代夫/悉尼/東京之雙人來回機票之獎賞兌換碼- 

條款及細則」的有關時間均以香港時 間(GMT+8)為參考。  

14. 此推廣活動不適用於 (a)美國人士或 (b)於歐盟及歐洲經濟區國家居住之人士。 

15. 本行保留隨時修改此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無須另行通知。本將會根據儲存於花旗銀行之紀

錄，以決 定客戶是否合資格獲取獎賞。如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16. 如中英文條款有所差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聲明  

投資及外幣賣買帶有風險，亦可能導致本金的損失。投資者必須仔細考慮，根據自己的投資目 

標、財務狀況及風險取向，而決定這種買賣是否適合。 

 

香港至倫敦/洛杉磯/馬爾代夫/悉尼/東京來回機票之獎賞兌換碼- 條款及細則： 

1. 每名合資格推廣得獎者需於 2023 年 6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晚上 23 時 59 分前

以獎賞兌換碼兌換機票。 

2. 有效由香港出發之日期為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不包括不適用日子，

並視航班座位供應情況而定，。 

3. 以下為不適用日子（包括首尾兩日）： 

2023 年 ：7 月 15 日至 8 月 27 日、9 月 28 日至 10 月 1 日、10 月 20 至 22 日、12 月 

21 日至 25 日、12 月 28 日至 31 日 

2024 年：2 月 8 日至 13 日、3 月 28 日至 4 月 5 日、6 月 7 日至 9、6 月 29 至 30 日 

4. 獎賞兌換碼只適用於兌換合資格推廣得獎者之得獎地點的經濟客艙來回機票，不可在兌換

時選擇航空公司，並以所選旅行日期的座位供應情況而定，本行及 hutchgo.com 將對航

空公司的座位安排持有最終決定權。 

a. 香港至倫敦(（英國航空（BA）／國泰航空（CX）) 

b. 香港至洛杉磯  （（美國航空（AA）／國泰航空（CX）／聯合航空（UA）) 

c. 香港至馬爾代夫（（新加坡航空（SQ）／阿聯酋航空（EK）／卡塔爾航空

（QR）) 

d. 香港至悉尼（澳洲航空(QF)／國泰航空（CX）) 

e. 香港至東京（（全日空（NH）／香港航空（HX）／香港快運（UO）／日本航空

（JL）／國泰航空（CX）） 

5. 獎賞兌換碼不適用於扣減任何稅項、印花成本及燃油附加費。合資格推廣得獎者須自行繳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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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有機票兌換必須於 https://www.hutchgo.com.hk/citiplus-go 網頁兌換。 

7. 獎賞兌換碼必須在航班起飛前至少 10 個工作天登記兌換。 

8. 每個獎賞兌換碼只可兌換一張經濟客艙來回機票，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或折扣同時使用。 

9. 任何未使用的獎賞兌換碼都不予退款，也不能兌換其他服務。任何過期或無效的獎賞兌換

碼都不獲重發。 

10. 機票兌換一經確認，不可退款、重新預訂或作出任何更改。 

11. 閣下不得將獎賞兌換碼存儲在 https://www.hutchgo.com.hk/citiplus-go 以外的資料檢

索系統內；或以任何形式或通過任何方式重製、複制、更改或發佈獎賞兌換碼；或 濫用獎

賞兌換碼。任何前述行為是違反獎賞兌換碼條款及細則，有可能導致有關獎賞兌換碼被拒

絕或取消，一切後果、損失及／或損害由閣下負責及承擔，本行及 hutchgo.com 恕不負

責或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12. 使用獎賞兌換碼兌換的機票如因任何不可抗力之因素（如疫情引起的航班取消、改期、未

能出境或強制檢疫等）而未能出發，hutchgo.com 將不會對客戶的任何損失負上責任， 

亦不會作出退款或賠償。 

13. 如有查詢，請電郵至 cs@hutchgo.com  。 

14. 本行及 hutchgo.com 有權隨時修改獎賞兌換碼及獎賞兌換碼之使用條款而不作另行通

知。如有爭議，本行及 hutchgo.com 擁有使用獎賞兌換碼之最終決定權。 

15. 若英文本與中文譯本之間有任何 歧異，則以英文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