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供內部使用 For Office Use Only  

AE/CS Signature Checked by Approved by 

   

 

    
Essence International Essence International Essence International Essence International     
 

To:  / ( ) / ( )  ( ) 
E融融ence Internationa股 Financia股 Ho股ding融 Limited/ E融融ence Internationa股 Securitie融 (Hong Kong) Limited/  
E融融ence Future融 (Hong Kong) Limited ( E融融ence Internationa股 ) 
 

 不 39  
吾真真r碼號號 不 39/天., 指致碼 外證的算環致稱碼 有q行環r碼, 國碼致tr環者, 將o致稱 式o致稱 

 天吾每 不 (852) 2213 1701   外能環系者不 號碼r視系的碼同碼系票.的o能.算k 
  

 Ca融h Withdra證a股 S股ip 

     
國者系碼致t 或環能碼 不      本碼者 或o. 不   
 
      

     有碼的行r系t系碼號 吾的的o行致t 
外號號碼致的碼 I致t碼r致環t系o致環者 吾的的o行致t 或o.不       天行t行r碼號 吾的的o行致t  
 

/  I/W碼 (行致真碼r號系稱致) 算碼r碼當費 稱系視碼 t算碼 的環號算 請系t算真r環請環者 
系致號tr行的t系o致 to 費o行 環致真 r碼q行系r碼 費o行 to 請系t算真r環請 t算碼 票o者者o請系致稱 環能o行致t 票ro能 能費/o行r 的環pt系o致碼真 環的的o行致t不   
 

        
W系t算真r環請環者 國行rr碼致的費 環致真 吾能o行致t不     環t碼 o票 W系t算真r環請環者 不     
 

 提者碼環號碼 號碼者碼的t o致碼 o票 opt系o致號 當碼者o請 

 /  (  Only for the client with Bank Account in H❒安) 
 環致真 真碼po號系t 系致to 能費/o行r 真碼號系稱致環t碼真 當環致k 環的的o行致t (環號 號t環t碼真 系致 能費/o行r 環的的o行致t op碼致系致稱 真o的行能碼致t號) 當費 的算碼q行碼. 

 /  ( ) 
 環致真 真碼po號系t o致 能費/o行r 當碼算環者票 系致to t算碼 當環致k 環的的o行致t 環號 號t環t碼真 當碼者o請 (能行號t 當碼 t算碼 國者系碼致t 號 o請致 當環致k 環的的o行致t)    

 意碼t算o真 o票 址碼po號系t    國算碼q行碼    國算環t號* (  Only for the Bank in H❒安) 
      易碼能系tt環致的碼**   (  Only for the Bank outside H❒安) 
* $ 150  址碼po號系t 當費 t算碼 能碼t算o真 o票 國算環t號 請系者者 當碼 的算環r稱碼真 o票 將式$150 
** $ 250  址碼po號系t 當費 t算碼 能碼t算o真 o票 r碼能系tt環致的碼 請系者者 當碼 的算環r稱碼真 o票 將式$250 

 
  

 B環致k 或環能碼   不       
 
  
 B環致k 國o真碼   不       
 
  ( )         
  Br環致的算 吾真真r碼號號(能行號t 票系者者碼真 系致) 不       
 
   
 B環致k 吾的的o行致t 或o. 不       

   
 吾的的o行致t 將o者真碼r 或環能碼 不       
 

 
/ I/W碼 (行致真碼r號系稱致) 算碼r碼當費 環的k致o請者碼真稱碼 環致真 環稱r碼碼 t算環t不 

1. /  I/W碼 環能/環r碼 請系者者系致稱 to 當碼環r t算碼 碼證p碼致號碼號 系致的行rr碼真 真行碼 to 票行致真 
請系t算真r環請環者, 當環致k 真碼po號系t 環致真 ot算碼r 碼證p碼致號碼號 系致的行rr碼真 真行碼 to 號行的算 的環號算 請系t算真r環請環者 系致號tr行的t系o致任 

2.  外號號碼致的碼 I致t碼r致環t系o致環者 真o碼號 致ot 環的的碼pt t算系r真 p環rt費 p環費能碼致t, t算碼r碼票or碼, t算碼 
r碼的系p系碼致t 能行號t 當碼 系致 國者系碼致t 號 o請致 致環能碼任 

3. 11不00 環.能.,  本算碼 的行t-o票票 t系能碼 o票 票行致真 
請系t算真r環請環者 系致號tr行的t系o致 系號 11不00 環.能. o票 碼環的算 當行號系致碼號號 真環費. 吾致費 請系t算真r環請環者 系致號tr行的t系o致 r碼的碼系視碼真 環票t碼r t算碼 的行t-o票票 t系能碼 系號 的o致號系真碼r碼真 to 當碼 
碼票票碼的t系視碼 o致 t算碼 致碼證t 當行號系致碼號號 真環費. 

4. / / /
 I/W碼 行致真碼r號t環致真 t算環t 外號號碼致的碼 I致t碼r致環t系o致環者 能環費 致ot pro的碼號號 能費/o行r 的環號算 請系t算真r環請環者 系致號tr行的t系o致 o致 t算碼 真環費 o票 請系t算真r環請環者 or 

環票t碼r請環r真 真行碼 to t算碼 op碼r環t系o致環者 真系票票系的行者t系碼號, 者環請號 環致真 r碼稱行者環t系o致號 or ot算碼r r碼環號o致環當者碼 的環行號碼號. I/W碼 環稱r碼碼 致ot to 算o者真 外號號碼致的碼 
I致t碼r致環t系o致環者 r碼號po致號系當者碼. 

 
 
 
 

       
有系稱致碼真 當費 t算碼 國者系碼致t不   址環t碼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