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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请选择信用卡类型

您的基本资料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信用卡员工申请表

本申请表适用于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的全职正式员工及渣打（中国）科技营运有限公的全职正

式职工。

我行部分信用卡权益仅对VISA信用卡持卡人提供，我行可能不时增加、修改或终止全部/部分信用卡权益，详情请咨询我行

客户经理或者查看我行公告/通知。

以下信息请如实填写，蓝色字体 为必填项。

如您已持有我行信用卡，如再次申请时填写的个人信息与已有信息不一致，我行将以最新填写信息为准进行更新，恕不再另

行通知。     

人民币卡+美元卡 渣打臻程银联白金卡（银联人民币白金卡）+渣打臻程VISA信用卡（VISA美元Signature卡）

渣打真逸银联金卡（银联人民币金卡）+渣打真逸VISA白金卡（VISA美元白金卡）

以上选项请单选，如未选或复选将被视为渣打真逸银联金卡（银联人民币金卡）+渣打真逸VISA白金卡（VISA美元白金卡）。

如您选择申请较高级别的信用卡未能通过审核，是否同意降级至相应的低级别的信用卡：

是                否

以上选项如未选或复选，将被视为同意降级。如您选择同意降级或被视为同意降级，渣打银行会根据您的个人资信情况调整核

发卡片级别。卡片级别以银联及VISA的规定为准。

     姓   名
  （请与证件一致，
 务必正楷填写）

PWID

姓名拼音

（以上请用大写字母，同护照，姓与名请以空格隔开），外籍人士填写英文名（此信息将用于您的卡片姓名）

婚姻状况 出生日期

性      别 国      籍

证件类型

电子邮箱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证件签发地

住宅地址

教育程度

住宅类型 居住时间

手机号码

身份证 外国护照 港澳居民通行证 台湾居民通行证

邮编

硕士及以上 本科 大专 高中及中专 初中及以下

省/市 市/区

室

未婚 已婚 其他

男 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自有无贷 自有有贷 租房 其他 年



您的职业资料   

递送资料

联系人信息

直系亲属联系人姓名

与申请人关系

关系

住宅地址

其他联系人姓名

手机号码

手机号码

卡片、账单及其他资料递送地址

我们将以挂号信的方式递送您的卡片。

以上选项如未选或复选，卡片、账单及其他资料递送地址将被视为住宅地址。

单位电话

单位地址

单位地址   住宅地址

省/市 市/区

功能信息

主卡消费是否凭密码

如您的卡获批，我们将自动为您开通短信通知服务
（可收到我行营销服务信息）

我们将为您开通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信用卡支付功能；如您不接受如下《第
三方支付风险揭示》或不愿开通此功能，请勾选

以上选项如未选或复选，主卡消费将被视为凭签名消费。

凭签名   凭签名+密码

不开通

不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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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 配偶 子女 兄弟姐妹

室

邮编

如您的卡获批，我们将自动为您寄送电子账单；如您不愿开通此服
务，请勾选

不开通，我们将为您寄送纸质账单

同事 朋友

《第三方支付风险揭示》

第三方支付功能的设置将于您卡片激活以后即时生效。请知晓，对于开通用于第三方支付平台（银联在线除外）上 的信用卡

支付功能，您需要在渣打中国建立合作关系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上绑定信用卡后才能进行支付交易，支付宝快捷渠道的最高支

付限额是单笔人民币2万元及日累计人民币5万元。第三方支付中可能存在风险，您将妥善保管身份信息、卡片、密码、手机

省/市 市/区

室

单位名称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渣打（中国）科技运营有限公司



目前您仅能通过您已有的渣打银行同名存款账户进行自动转账还款。全额和最低如复选，将被视为全额还款。

自动还款类型 自动还款账号

人民币

全额    最低

号码等个人信息，尽量不在公共场所使用第三方支付。您如怀疑个人信息泄露，请您根据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相关用户协议向

第三方支付机构报案，并拨打渣打中国信用卡客户服务热线挂失信用卡。您可随时通过信用卡在线账户服务及渣打中国允许

的其他方式自行修改支付宝快捷渠道等第三方支付的单笔及日累计最高支付限额，请根据实际支付情况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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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渣打银行账户转账还款信息

本人确认仔细阅读、理解并接受《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信用卡章程》（以下称“信用卡章程”）、《渣打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信用卡（个人卡）领用合约》（以下称“领用合约”）、《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信用卡（个人卡）收
费一览表》、《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个人电子银行服务条款》（以下称“电子银行服务条款”）和《渣打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银行账户和服务条款及细则》（以下称“账户和服务条款”）（以下统称“客户文件”）的全部条款规定。
无论本人的信用卡申请是否核准，本人同意相关申请文件、材料均由贵行保留。

（请确认并勾选）本人已仔细阅读渣打中国网站上的《关于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函》（“信息保护函”），且确

认本人完全理解和接受信息保护函之内容，并授权渣打中国获取、使用和披露本人或本人有关联的资料当事人的
，并可在被许可的范围内予以使用和进

一步披露。如给予此授权需要通知资料当事人及/或其他第三方或者取得其同意或者履行任何批准程序的，本人承诺
已经进行了通知或获得了这些同意或者批准。除非本人或本人代表资料当事人另行向渣打中国出具撤销授权的书面文
件，本授权一直有效。本人知晓可通过渣打中国相关营业网点或渣打中国官方网站个人银行客户欢迎包获取最新的信
息保护函以及声明及签署第1条中提及的其他相关法律文件。

本人 受渣打银行信用卡赠送的相关保险及服务，自愿遵守相关保险及/或服务的条款及细则，并且本人同意渣打中国将

本人的有关信息披露给该等保险公司及/或服务提供商。

请确认并勾选）本人已知晓并确认渣打银行信用卡如下年费政策，并同意按照本人实际获批的卡片类别支付相

关年费（如您符合渣打中国现行有效的年费优惠政策，将根据相关优惠政策为您相应减免年费）

购汇 人民币购汇偿还美元的账户同人民币自动转账还款账户。

声明及签署

请保存已填写区域并打印，带打印件及个人身份证明文件至附近分支行交件

以下区域在分支行填写完成  ↓↓↓

        （请确认并勾选） 本人声明所提供的手机号码为本人实名登记的号码，若被发现该号码不属于本人实名所有，银行有

权停止本人银行卡的相关功能。 

5.

6.

7.本申请表中的"渣打银行"，"渣打中国"或"我行"指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银行专用栏

主卡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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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确认后按照有关规定逐字抄写以下内容：

分行编号

其他

Premium-Staff

N

推广进件来源

推荐人代码

客户来源代码

申请人真实性核实

Approval  Company  Flag

费用代码

推广人员签章

推广人员代码

申请表填写日期

活动专案代码F 真逸卡免年费 23臻程卡员工免年费

亲核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且与本人一致

亲访本人且亲见申请人签名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信用卡章程》（以下称"信用卡章程"）
 http://www.sc.com/cn/_documents/credit-cards/tnc.pdf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信用卡（个人卡）领用合约》（以下称"领用合约"）
 http://www.sc.com/cn/_documents/credit-cards/consuming-contract.pdf

愿意遵守信用卡章程和领用合约等文件的各项规则。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该信用卡产品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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