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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OSIT METHODS 存款方法 – Securities Account 證券帳戶 
 

By Mailing a Crossed Cheque 郵寄支票 
 Please issue crossed cheque made payable to “Funderstone Securities Limited”. 

支票抬頭為「Funderstone Securities Limited」。 
 Please write your six-digit account number with Funderstone at the back of the cheque for identification. 

請將在 Funderstone 的六位戶口號碼寫上支票背後以茲識別。 
 Please send the crossed cheque to “Room 1802, Capital Centre, No. 151 Gloucester Road, Wanchai, Hong Kong”. 

請將劃線支票郵寄至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151 號資本中心 1802 室。 
 
By Bank Deposit, Transfer or FPS 銀行入賬、轉賬或轉數快 (Cut-off time 3:00 p.m. 截數時間 3:00 p.m.) 
Please deposit into the following bank accounts and fax (no. 29139870), or e-mail (deposits@funderstonesec.com) or 
whatsapp (no. +852 6205 2556) the pay-in-slip, bank advice and other supporting documents as required to us immediately 
for our verification purpose. Please specify client name and client number on pay-in-slip or bank advice to avoid delay in 
crediting client account. 
入數後，請立即將銀行入數紙，通知書或其他特定文件傳真至 29139870、電郵 (deposits@funderstonesec.com) 、或

whatsapp (no. +852 6205 2556)至本公司以茲核實。請於入數紙或通知書註明戶口名稱及號碼，以免延誤。 
 

By Remittance 匯款 
Please indicate your name and six-digit account with Funderstone Securities Limited under “By order of”. 
請於匯款人一項寫上客戶姓名及在 Funderstone Securities Limited 的六位戶口號碼以茲識別。 
 

Funderstone Bank Details 銀行帳戶資料: 

Account Name/ 帳戶名稱 Bank Name/ 銀行名稱 CCY 貨幣 A/C No./ 收款戶口號碼 

Funderstone Securities Limited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中國銀行（香港） 

Swift code: BKCHHKHHXXX 

HKD 港幣 012-875-00312943 

CNY 人民幣 012-875-06018599 

USD 美元 012-875-2-046105-8 

Multi 外匯寶 012-875-2-046104-5 

HSBC 

香港匯豐銀行 

Swift code: HSBCHKHHHKH 

HKD 港幣 502-10390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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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OSIT METHODS 存款方法 – Futures Account 期貨帳戶 
 

By Mailing a Crossed Cheque 郵寄支票 
 Please issue crossed cheque made payable to “Funderstone Futures Limited”. 

支票抬頭為「Funderstone Futures Limited」。 
 Please write your six-digit account number with Funderstone at the back of the cheque for identification. 

請將在 Funderstone 的六位戶口號碼寫上支票背後以茲識別。 
 Please send the crossed cheque to “Room 1802, Capital Centre, No. 151 Gloucester Road, Wanchai, Hong Kong”. 

請將劃線支票郵寄至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151 號資本中心 1802 室。 
 
By Bank Deposit, Transfer or FPS 銀行入賬、轉賬或轉數快 (Cut-off time 3:00 p.m. 截數時間 3:00 p.m.) 
Please deposit into the following bank accounts and fax (no. 29139870), or e-mail (deposits@funderstonesec.com) or 
whatsapp (no. +852 6205 2556) the pay-in-slip, bank advice and other supporting documents as required to us immediately 
for our verification purpose. Please specify client name and client number on pay-in-slip or bank advice to avoid delay in 
crediting client account. 
入數後，請立即將銀行入數紙，通知書或其他特定文件傳真至 29139870、電郵 (deposits@funderstonesec.com) 、或

whatsapp (no. +852 6205 2556)至本公司以茲核實。請於入數紙或通知書註明戶口名稱及號碼，以免延誤。 
 

By Remittance 匯款 
Please indicate your name and six-digit account with Funderstone Futures Limited under “By order of”. 
請於匯款人一項寫上客戶姓名及在 Funderstone Futures Limited 的六位戶口號碼以茲識別。 
 

Funderstone Bank Details 銀行帳戶資料: 

Account Name/ 帳戶名稱 Bank Name/ 銀行名稱 CCY 貨幣 A/C No./ 收款戶口號碼 

Funderstone Futures Limited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中國銀行（香港） 

Swift code: BKCHHKHHXXX 

HKD 港幣 012-916-2-021016-2 

CNY 人民幣 012-916-2-021020-1 

Multi 外匯寶 012-916-2-021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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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NOTES 重要事項 

 

不接受第三方存款 

為了確保閣下與 Funderstone Securities Limited 及 Funderstone Futures Limited（下稱「Funderstone」）

共同遵循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規例，在未獲 Funderstone 事先批准的情況下，Funderstone

恕不接受任何第三方存款。閣下應透過閣下名下的銀行賬戶存款到 Funderstone 賬戶，而非透過第三

方的銀行賬戶進行。 

如發現任何存款是經由第三方存入，Funderstone 將對第三方資金進行適當的查核，例如查問第三方存

款的理由和要求提供相關的証明文件。這將導致資金入賬延遲或被拒絕接受。如 Funderstone 認為接

受該筆第三方存款將增加監管風險，Funderstone 保留拒絕經第三方存入款項的權利，並會退還該筆款

項予存款者，閣下會被要求提供授權退還該筆存款，由此產生的銀行費用需由閣下自行承擔。 

 

不接受現金存款 

Funderstone 不接受現金存款，客戶也請勿郵寄現金至本公司。 

 

請根據以下步驟通知 Funderstone 閣下所存入的資金，這將確保 Funderstone 可識別存款人的身份。 

 

CHATS（即時結算系統）轉賬或電匯 

CHATS 轉賬或電匯一般都附有存款人賬戶名稱。請另外透過電郵（deposits@funderstonesec.com）或

WhatsApp（+852 6205-2556）或傳真（2913-9870）通知 Funderstone 閣下的 Funderstone 賬戶號碼及

匯款金額，以便入賬程序。 

 

支票存款 

請將支票副本及銀行存款收據電郵至 deposits@funderstonesec.com 或 WhatsApp 至 +852 6205-2556

或傳真至 2913-9870 並註明閣下的 Funderstone 賬戶號碼。 

 

支票上閣下的姓名必須清晰可見為存款人，或支票上的銀行賬號必須與閣下在 Funderstone 的銀行賬

號紀錄相符。如閣下未能提供支票副本，Funderstone 將向銀行索取，由此產生的銀行費用需由閣下自

行承擔。這將導致有關款項延遲約兩星期才存入閣下的 Funderstone 賬戶。 

 

透過自動櫃員機、銀行轉賬或轉數快存款 

請將銀行存款收據電郵至 deposits@funderstonesec.com 或 WhatsApp 至 +852 6205-2556 或傳真至

2913-9870 並註明閣下的 Funderstone 賬戶號碼。 

 

如存款收據上的姓名因私隱理由被部分遮蔽，請確保存款人的銀行賬號至少部分可見，以便

Funderstone 將其與閣下在 Funderstone 的銀行賬號紀錄匹配。如閣下提供的銀行入數紙未能顯示足夠

信息，Funderstone 將向銀行索取存款人資料，由此產生的銀行費用需由閣下自行承擔。這將導致有關

款項延遲約兩星期才存入閣下的 Funderstone 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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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存款方法 

如果閣下通過其他方式存款到 Funderstone 賬戶，請確保存款收據上閣下姓名清晰可見為存款人，並

將存款收據電郵至 deposits@funderstonesec.com 並註明閣下的 Funderstone 賬戶號碼。 

 

其他事項 

 為了避免任何資金入賬延遲，閣下應先在 Funderstone 登記閣下的銀行賬戶，然後存款。如欲

登記閣下的銀行賬戶詳情，請填寫並將「資料更改/新密碼申請表格」郵寄至 Funderstone 辦事

處 。 「 資 料 更 改 / 新 密 碼 申 請 表 格 」 可 於

http://www.funderstonesec.com/download/LSL_ChangeInfo.pdf 下載。閣下可登記多於一個閣下

名下的銀行賬戶。 

 

 如未能依照本公司提供的方式存入資金， 將可能導致資金延遲存入閣下的 Funderstone 賬戶，

並且閣下將需要承擔因任何入賬延遲而產生的任何後果，包括但不限於由於未能按時繳交保證

金而導致的任何強制平倉或利息收費。 

 

 收到客戶存款後，本公司將於下一個工作天寄出日結單予客戶以茲核對。 

 

 凡於本地銀行存入本地結算的美元支票，存款須於下一個工作日才確認。 

 

 Funderstone 的電子郵件地址及 WhatsApp 號碼僅用於收取存款通知。有關其他查詢，請致電客

戶熱線 2845-7711 或聯絡閣下的客戶主任。 

 

 請注意，所有存款只應存入指定之銀行賬戶，請勿存入任何其他個人賬戶，包括 Funderstone

僱 員 的 賬 戶 。 如 欲 取 得 Funderstone 的 名 下 銀 行 賬 戶 詳 情 ， 請 瀏 覽 以 下 網 頁 ：

http://funderstonesec.com/customer-service/fund-deposit-withdrawal。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閣下的客戶主任。 

 

Funderstone Securities Limited   

Funderstone Futures Limited     

謹啟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