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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E Relief Measures – Mass Programme:

Import Trade 
Facilities 

Term loans

Maturity Extension for Up 
to 60 Days

Principle Repayment 
Moratorium for Up to 6 Months

Case-by-Case Approvals: 

We can also offer a customized relief package to customer in need in fast turnaroun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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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n Scheme SFGS 80% SFGS 90% SFGS 100%

Maximum Facility Amount HKD15M HKD6M HKD2M or total amount of employee 

wages and rents for six months, 

whichever is lower

Eligible Borrower Local SMEs

Business Entity Limited Company/ Sole Proprietorship / Partnership

Business Operation History At least 1 year in HK No requirement 6 months

Eligible Facility Term Loan/ Overdraft/

Trade Line/ Revolving Line

Term Loan Term Loan

Maximum Guarantee Period Up to 7 years Up to 5 years Up to 36 months

Personal Guarantee Required

Special Offer 1) maximum 50% rebate of the guarantee fee in the first year up to HK$50,000

2) loan set-up fee waiver

3) account opening fee waiver for new customers



Digital Solutions To Give You “Contact-Free” Banking Options 

Everyday Banking

• Hassle-free online business account opening 
experience

• Apply for Internet Banking online without visiting 
branches 

• One-stop solutions with full suite of banking services
• Bank on-the-go with IDEAL Mobile at your fingertip
• Enjoy up to 50% savings for Telegraphic transactions

IDEAL-DEALOnline

• Lock down real-time rates 
• Access over 65 currency pairs
• Book rates and make payments seamlessly
• Make FX payments anytime, anywhere!

IDEAL Loan Services

• Access comprehensive range of loan services
• Submit loan transaction requests
• Obtain instant notification of transaction status via 

email and SMS
• Retrieve historical transactions made on your loan 

account

Trade Document Upload

• Digitalisation of 11 common trade financing processes
• Digitally upload and reload any required documents round 

the clock without visiting branches trade counters
• Submit documents online securely and save on courier fee
• Go contact-free by skipping visit to branches and trade 

counters
• Real-time email and SMS notification to track your 

application



Membership Size

Regional: 300,000+

Hong Kong: 24,000+

11 Cumulative Awards

3 Industry Awards in 2019 

• Designed for SMEs to

✓ Grow their business and network

✓ Stay connected with the market 

✓ Receive the latest market trends

✓ Gain exclusive access to events of 

influential topics and speakers

Current Happenings

• Brand-new Online SME Academy Series: 

➢ Marketing & Branding; Financ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Webinar Series:

➢ Loan & Insurance; Health; eCommerce

• Industry trend contents and sharing through email

Engagement Program

Recognitions

Join DBS BusinessClass now through our website: https://www.dbs.com.hk/sme/businessclass.page

• Gold in Best Event – Corporate

• Silver in Excellence in Use of Technology 

• Bronze in Excellence in Partnership 



Connect With Us

BusinessCare Team

Email: BusinessCare-HK@dbs.com

Tel: 2290 8068

Mr. Joe So 

Email: joeso@dbs.com

Tel: 3668 6569

mailto:BusinessCare-HK@dbs.com
mailto:joeso@dbs.com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銀行支援零售業措施分享會 (31.3.2020)

恒生銀行全力支持零售業

“紓困措施”及 “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

Hang Seng Bank Measures to Help SME and support 100% SFGS 

PUBLIC



PUBLIC

1. 簡介

2. 紓困措施

3. 真實個案 / 客戶分享

4. 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

5. 營商方案



恒生銀行㇐直致力支持中小企業。本行深明目前環境為企業帶來不少挑戰。恒生銀行因應商業客戶需要，推出㇐
連串紓困措施，與客戶共渡每場耐力賽。本行是首批銀行於2020年2月6日經媒體發佈紓困措施計劃。

1. 簡介

PUBLIC



2. 恒生全力支持中小企 - 臨時紓困措施

PUBLIC

註: 如客戶選擇「還息不還本」，利息仍須按尚未清還之本金計算及按期償還，全期貸款應付利息亦因此而有所增加。



2. 恒生全力支持中小企 - 臨時紓困措施

PUBLIC



2. 恒生全力支持中小企 - 臨時紓困措施

PUBLIC



2. 恒生全力支持中小企推出臨時紓困措施

PUBLIC



有關「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
財政司司⾧於2月26日的《財政預算案》宣布，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按證保險公司）將在中小企融資擔保
計劃下推出「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 新措施旨在紓緩中小企因收入減少而無法支付薪金或租金的壓力，有助
減少企業倒閉和裁員。按證保險公司正與貸款機構積極進行準備工作，詳情將在稍後公佈。
恒生銀行在立法會於2020年3月20 日傍晚通過有關方案當晚，已經率先設立專題網頁接受中小企預先登記，方便
客戶優先申請。

PUBLIC

4. SFGS 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



4. SFGS 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

PUBLIC

QR Code 連接
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內容

請立即登記, 並在訊息欄標明
•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會員身份 以及
• 對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有興趣



4. SFGS 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

PUBLIC

QR Code directed to the fact sheet of 
100% SFGS ( English ) 

Register now, pleases input 
• HKRMA member and 
• Special 100% Loan Guarantee 
in the message box.



4. SFGS 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 - 特別細心安排

PUBLIC

1. 主動聯絡各大行業及中小企商會，讓商會會員得到更集中支援。

2. 率先設立專題網頁接受中小企預先登記，方便客戶優先申請。

3. 為登記對100% SFGS 有興趣的新客戶，安排優先開戶。



PUBLIC

為更好配合香港零售業管理協會的會員需要，請大家致電熱線或是在網上登記時
標明「香港零售業管理協會的會員 / HKRMA member」身份。

新客戶
我們會集中把香港零售業管理協會的會員轉介至商務理財中心( 尖
沙咀漢口道) 或商務理財中心( 尖沙咀加拿芬道) 跟進。

兩位商務理財中心的高級副總裁分別為：

• Mary Ng, Senior Business Banking Center Manager
電郵: maryng@hangseng.com

• Vincent Leung, Senior Business Banking Center Manager
電郵: vincentleung@hangseng.com

4. 營商方案

本人為「香港零售業管理協會的會員」
對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有興趣。



PUBLIC

4. 營商方案

https://www.hangseng.com/cms/emkt/pmo/grp06/p59/chi/features.html



PUBLIC

恒生銀行與全港中小企共度時艱



PUBLIC

真實個案 / 客戶分享



PUBLIC

真實個案 / 客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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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借定唔借? 還得到先好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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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cmp.com/business/banking-finance/article/3024709/hsbc-refunds-hk20000-interest-payments-small-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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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抗疫措施交流會

2020年3月



22

一、中銀香港抗疫金融服務措施

二、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介紹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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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銀香港抗疫金融服務措施

最快1天審批 高達$200萬

中小企抗疫
專項貸款計劃

中小企貸款

支援

分期貸款

使用

BoC Bill

按揭

保障

抗疫企業
金融便利

提供

現金週轉便利

助你

減輕成本

匯款/支付/捐贈

優先及免手續費

紓緩個人、工商客戶供款壓力

延期還本

延長

保費寬限期
「新型冠狀病毒」

額外保障

受條款及細則約束提示：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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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銀香港抗疫金融服務措施

申請時間 即日至2020年6月30日

申請資格 營運半年或以上的中小企業 (獨資, 合夥, 有限公司)

(非中銀香港客戶亦可申請)

貸款內容

⚫ 貸款額可高達$200萬

⚫ 毋須抵押品

⚫ 可申請「分期」或「透支」貸款

⚫ 特優利率 3%

[分期：月平息0.1284% (實際年利率3%)  /  透支：P-2%計算]

⚫ 還款期可長達60個月 (適用於分期貸款)

⚫ 最快 1日批核，3日取款
(只適用於符合貸款條件及交齊備文件客戶)

申請費用 豁免申請手續費

申請文件

⚫ 商業登記證 + 主要負責人/擔保人身份證明文
件 + 住址證明副本 + 主要營運賬戶最近6個月
月結單紀錄

⚫ 如非中銀香港客戶，需額外提供營業地址證明
(因各申請個案情況或有所不同，文件要求可能會按情況而不同)

申請途徑 全線分行

最快1天審批 高達$200萬

中小企抗疫
專項貸款計劃

中小企貸款

受條款及細則約束提示：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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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時間 即日至2020年6月30日

申請資格

⚫ 個人客戶，無最低月入要求

⚫ 行業包括零售，餐飲，運輸，旅遊 (包括酒店)，
娛樂 (如：戲院、卡啦OK及保龄球場等)等

貸款內容

⚫ 私人貸款額可高達$3萬

⚫ 利率劃一月平息0.20% (實際年利率由4.18%至
4.64%)

⚫ 還款期6至24個月

申請費用 豁免申請手續費

申請文件

⚫ 提供最近一期的入息證明 (包括但不限於銀行月
結單/存摺、糧單、公司信、MPF供款紀錄或公
司信等)。

⚫ 如客戶因疫情影響，而未能提供最近一期的入息
證明，可酌情接受2019年10月或以後發出之入
息證明文件作綜合性審批。

申請途徑 電子渠道或全線分行或應急措施專線 3988 2128

一、中銀香港抗疫金融服務措施

支援

分期貸款
提供

現金週轉便利

受條款及細則約束提示：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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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銀香港抗疫金融服務措施

申請時間 即日至2020年12月31日

收款方式

⚫ 信用卡(包括手機支付)、FPS、八達通、支付寶

、微信支付、BOC Pay

⚫ 支援二維碼付款(主掃及被掃)

功能

⚫ 掃碼拍卡插卡一機搞掂

⚫ 足不出戶對數無難度

⚫ 提供綜合對賬報表，方便清算對賬

⚫ Smart POS

⚫ 交易款項於T+1/T+2日直接存入商戶指定戶口

⚫ 提供24小時商戶查詢熱線

申請費用
豁免申請手續費，終端機租金及安裝費用
交易費率: FPS免費, 二維碼收款半價

使用

BoC Bill
助你

減輕成本

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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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銀香港抗疫金融服務措施

申請時間 即日至2020年6月30日

申請資格

⚫ 於本行供款1年或以上

⚫ 過去12個月還款紀錄正常

⚫ 接受個人客戶、公司客戶、空殼公司申請

⚫ 受影響行業人士，包括零售、餐飲、運輸、旅遊
、酒店、娛樂服務
⚫ (若客戶並不是任職相關行業，仍可提交申請，本行會按客戶情況提

供合適方案)

申請時期
⚫ 為期6個月，期內只需繳付利息，暫緩償還本金

⚫ 期滿後可申請再延長額外6個月 (即最長12個月)

適用物業
香港境內物業
(同時適用於按揭保險計劃、已補地價居屋，惟不包括其他涉及外間機構貸款，
如發展商二按、公務員貸款或未補地價公營房屋 )

申請費用 豁免申請手續費

申請途徑 全線分行或應急措施專線 3988 2128

按揭
紓緩個人、工商客戶供款壓力

延期還本

受條款及細則約束提示：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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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銀香港抗疫金融服務措施

保費寬限期 即日至2020年6月30日

適用保單 指定中銀人壽保單*

詳情
因逾期繳費而失效的保單，如遇索償情況將照常賠付
另外，客戶可於6月底保費寬限期前申請復效，並獲
豁免健康申報及逾期繳交保費利息

2. 「新型冠狀病毒」額外保障

額外保障期 即日至2020年4月30日

保障項目 額外住院現金保障 額外強制隔離現金津貼

適用客戶 所有保單受保人 「住院現金保障」受保人

保障範圍
可獲每日$500住院
現金長達40天

因疑似感染/確診被強制隔離
，可獲一次性$2,000港元津
貼

優先處理
優先處理「新型冠狀病毒」理賠，一個工作天完成
審批

1. 延長保費寬限期至6月底

*所有中銀人壽保險計劃，但不包括：目標三年保險計劃 / 目標三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 / 目標五年保
險計劃系列 / 精選目標五年保險計劃 / 薈富萬用壽險計劃 / 薈昇萬用壽險計劃 / 盛世傳承萬用壽險計
劃 / 盛世傳承萬用壽險計劃II / 耀鑽萬用壽險計劃

保障
延長

保費寬限期
「新型冠狀病毒」

額外保障

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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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銀香港抗疫金融服務措施

申請時間 即日起至另行通知

申請資格

⚫ 所有個人客戶及企業客戶

⚫ 匯款收款人為「指定的慈善機構」或

⚫ 匯款用途與抗疫有關 (例如 : 匯款附言含「抗疫」等字眼)

申請途徑 電子渠道或全線分行 (毋須事先申請)

申請費用 豁免申請手續費

其他注意
事項

⚫ 經電子渠道交易的合資格匯款會於2-7個工作
日退回手續費予客戶賬戶

⚫ 經分行辦理的合資格匯款可獲即時豁免手續費

抗疫企業
金融便利

匯款/支付/捐贈

優先及免手續費

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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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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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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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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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