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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机构投资者条款与细则 

 

当阁下浏览本网站及其任何网页，即表示阁下同意接受以下所列之条款及细则。如阁下于

此等条款及细则作出修订后，仍继续使用本网站，即视为阁下已接受有关修订。 

 

一般声明 

本网站主要旨在提供予任何人士于香港境内使用。恒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

理」﹚只将本网站所提及的基金投资, 交易所买卖基金及非上市基金(“基金”)提供予当时可

合法容许予以提供的司法管辖区。基金经理不拟将本网站的数据提供予置身或居住于限制

基金经理发放此等数据之司法管辖区的人士使用。浏览本网站之人士，必须自行了解及遵

守有关限制。 

倘在任何司法管辖区向任何人士进行购买或出售任何基金的邀请、要约、游说或推介乃属

违法，则本网站并非亦不应被视为或构成在该等司法管辖区向任何人士进行该等要约、游

说或推介。 

本网站所包含的数据并非亦不拟提供作为专业投资意见或其他意见。当浏览本网站时，阁

下应在有需要时寻求适当之专业意见。基金经理可全情决定随时将本网站所包含的任何数

据予以撤回或修改而毋须事先通知。基金经理对本网站访客浏览当中个别数据之资格拥有

最终决定权及绝对酌情权。 

阁下须自行负责防止、保障及确保阁下之计算机系统及本网站不受计算机病毒入侵。 

此等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并按其诠释。阁下浏览本网站及其任何网页即

表示同意接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非专属管辖权，并确认明白此等条款及细则亦可在任

何具司法管辖权的法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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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保证 

基金经理尽力确保本网站所提供数据乃属准确及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

何保证，亦不会就由于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责（不论属侵权或合约或其

他方面）。如有关基金（包括非上巿基金及交易所买卖基金）的数据由外界提供并据此披

露，基金经理合理地相信该等资料是准确、完整及最新的。 

并无就该等数据之非侵犯权利、安全性、准确性、适用于个别目的之程度或该等数据内不

含有计算机病毒、特洛伊木马、蠕虫、软件炸弹或类似项目作出保证或陈述。基金经理概

不负责阁下使用本网站所包含的数据而招致的任何损失或损害。基金经理并不声明或保证

本网站可供使用或切合阁下的要求、进入本网站不被中断、传送数据时不出现缓慢情况、

故障、错误或遗漏或遗失、不传播计算机病毒或其他具污染或破坏性的内容或不会引致阁

下的计算机系统遭破坏。阁下需要对足够保护及制作数据及／或仪器的备份独自承担责

任，并须采取合理及合适的预防措施以侦测计算机病毒或其他具破坏性的内容。基金经理

并无声明或保证与使用本网站有关的任何第三方软件的准确性、性能或表现。 

 

连结网站 

使用超链接至其他网站或数据源，当中之风险概由阁下负责。该等网站提供之内容、准确

性、意见表达或与其他网站之连结并未经由基金经理审查、核实、监察或认可。基金经理

明确声明不会对与本网站结连之网站之准确性、内容、效用或数据遗漏承担任何责任。阁

下与此等第三方作任何联线或脱机浏览或进行交易前，应自行负责一切所需之咨询或调

查。基金经理特别声明，阁下透过或于本网站进行之所有活动，其风险概由阁下承担。基

金经理并不对任何阁下可能提供或被要求提供予任何第三方者之数据之安全性作出保证。

阁下并被视为已不可撤回地放弃因透过本网站浏览或接触其他网站而蒙受之任何损失或损

害而对基金经理之一切索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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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站可能会包含超链接至恒生银行集团其他网站，以方便阁下。该等网站提供的产品和

服务可能只限向身处或居于某一司法管辖地区的人士提供。此外，该等连结网站的内容可

能在某些司法管辖地区受到限制而不可发布，故此并不向身处或居于该等地区的人士提

供。恒生银行集团每个成员的网站各自定义下使用条款及细则，条文可能互有差异，阁下

应先仔细查阅适用的条款及细则，然后才使用有关的网站。 

 

保安提示 

基金经理采纳高度安全标准及程序以防止阁下之数据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外泄。基金经理

绝对不会以电邮或其他方式联络阁下，并要求阁下核实个人资料，例如用户名称、户口号

码或密码等数据。如阁下收到此等要求，可致电2198 5890联络基金经理。请透过基金经

理之官方网站网域地址(www.hangsenginvestment.com)与基金经理联络，而非透过电邮内

之超链接。 

  

版权及商标 

基金经理及其他人士拥有本网站显示之商标、标志及服务标志。未经基金经理及该等人士

之书面批准，阁下概不得使用。 

本网站所载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稿、图像、链接及音效均受版权保护。未经基金经理事先

书面批准，不得将该等数据之任何部分予以修改、复制、储存于检索系统、传送（以任何

形式或途径）、制作副本、分发、重复使用、重贴、还原、解构、作为创作材料或用于其

他商业或公开用途。 

 Android、Google Play 和 Google Play 标志均为 Google LLC 的商标。 

 Apple、Apple logo 及 iPhone 为 Apple Inc. 在美国及其他国家之注册商标。App Store 

为 Apple Inc. 之服务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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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隐政策 

基金经理的业务乃建立于阁下与基金经理互相信赖的基础上。阁下向基金经理提供的一切

个人资料均会严加保密。为此，基金经理贯彻履行以下私隐政策原则： 

1. 透明度：基金经理将清晰并透明地收集及使用数据，包括提供予数据当事人（包括个

人客户，企业客户，代表和非附属第三方（如供货商及其代表））一份声明，述明基

金经理如何在有需要时使用数据当事人的数据。 

2. 公平并合法的使用: 基金经理只会在正当的理由下，合法地收集、处理和储存数据。 

3. 有限目的: 基金经理只会基于特定和合法的目的收集和处理数据。基金经理在未首先采

取适用数据私隐法律和法规规定的所有必要步骤之前，不会进一步将该数据使用于不

兼容的目的。 

4. 数据最少化及适当性: 基金经理将确保数据的收集、保留及处理不会是超乎适度的情况。

基金经理将取得适当的平衡，在确保基金经理可处理足够的数据，以作基金经理的业

务运作及达到任何指定并合法的目的之同时，亦确保不会收集、保留或处理过度的数

据。 

5. 数据质量及准确性: 基金经理将保持适当标准以确保数据的质量和完整性，同时基金经

理将实施有关资料准确性的政策，包括在适当的时候采取措施以避免数据过时。 

6. 数据安全性及保留: 基金经理将安全地保留数据并实施适当的数据保留政策。一旦基金

经理不再需要该等数据，基金经理会将其安全地移除。基金经理将确保实施适当的流

程，以确保只有那些代表基金经理并有业务需求的工作人员，才能获得授权并可以使

用该等资料。 

7. 培训和意识: 基金经理将确保代表其使用数据的工作人员接受适当的培训，并了解使用

数据时的责任。 

8. 资料当事人的权利: 基金经理将确保数据当事人的权利，并遵守包括任何时候订立的数

据私隐法律和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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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三方: 当基金经理委任供货商或代理商，基金经理会要求他们应用与这些数据私隐原

则相同的标准。基金经理只会在适用的数据隐私法律和法规允许的情况下，或者适用

法律法规要求的情况下，向政府、司法机构、执法机构或基金经理的监管机构披露资

料。 

10. 数据转移: 如基金经理自愿将资料转移至另一间汇丰集团机构、第三方或另一个司法管

辖区，基金经理将确保数据转移合法，并要求接收方应用与这些数据私隐原则相同或

同等的标准。 

基金经理奉行上述原则，以体现基金经理极为重视阁下的信任。 

基金经理除对客户有保密责任外，无论于收集、纪录维护及使用客户之个人资料时，基金

经理在任何时间亦会根据《致各投资者、分销商、约定授权客户、参与交易商（统称「客

户」）及其他个别人士关于个人资料（私隐）条例（「条例」）的通知》（「该通知」）

恪守上述私隐政策原则及香港特别行政区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该条例」）之条文及

精神。 

  

https://www.hangsenginvestment.com/content/dam/hsvm/pdfs/notice_sc.pdf
https://www.hangsenginvestment.com/content/dam/hsvm/pdfs/notice_s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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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ies及Tracking Tags的使用 

基金经理可透过"cookies"收集部分该等以下资料。Cookies是载有小量数据的档案，自动

储存于阁下本身计算机所安装的互联网浏览器、流动电话或任何其他连接互联网的装置

（「装置」)，可供本网站日后检索。Cookies会： 

 在阁下浏览本网站时作记录，以分析本网站的访客人数及阁下的一般使用模式。 

 记录阁下浏览本网站时的个人使用模式、个人资料、偏好和兴趣，以优化阁下的体验。 

 让本网站识别阁下的装置，并储存阁下使用本网站的个人喜好（例如语言喜好、常用

链接设定）及阁下使用本网站的数据（例如浏览，以及阁下使用本网站的行为、模式

及足迹），以便基金基理为阁下提供更适合阁下的特点、使本网站的内容更迎合阁下

的喜好。 

基金经理可取得cookies储存的数据。该等经cookies取得的资料将有机会进一步与基金经

理根据该通知收集及使用或将收集及使用的阁下个人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用户数据及行

为）作混合或配对。如阁下选择收取市场推广，基金经理可运用该等资料及阁下的个人资

料向阁下发送推广数据推广信息或作直接促销用途。 

 

大部分浏览器均会默认启动 cookies 的功能。如阁下想的话，阁下可于浏览本网站时，设

定禁用 cookies 或在 cookies 启动时通知阁下，可更改浏览器的设定 － 详情请参阅基金经

理就 cookies 的政策。然而，禁用 cookies 后阁下可能不可以进入本网站的某些部分。 

如阁下在使用本网站时接受 cookies，即阁下已确认知悉阁下的数据及个人资料（如有）

会如上述说明被收集、储存、存取及使用。 

 

基金经理亦可能会聘用第三方公司来调查本网站的若干流量和其他活动。该等第三方调查

代理公司包括Google Campaign Manager (DoubleCLick Campaign Manager) / Google Ads 

(AdWords)/ Google Display & Video 360 (DoubleClick Bid Manager)/ Google Webmaster、 

https://www.hsbc.com/cookie-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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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 及Adobe。该等公司会使用tracking tags及 cookies等技术收集数据以作分析。该等

公司透过该等技术收集资料，以(i)搜集更多关于本网站用户的数据，包括访客人数、偏

好、兴趣、用户分布及行为及使用模式，(ii)作出内部报告，及(iii)提高基金经理的市场推

广效率。 

该等公司将收集资料并提供予基金经理。该等资料可能会与基金经理根据该通知已收集或

将会收集之个人资料互相混合或配对，以直接或间接确定阁下的身份。基金经理提供予该

等公司的数据中，基金经理或会提供阁下的浏览器cookies及装置广告标识符。能识别阁

下身份的资料可能由第三方调查代理公司因此调查而收集或提供予基金经理，该等公司包

括Google Campaign Manager (DoubleClick Campaign Manager) / Google Ads (AdWords)/ 

Google Display & Video 360 (DoubleClick Bid Manager) / Google Webmaster、Yahoo!及 

Adobe。 

 如阁下希望进一步了解第三方调查代理公司关于 cookies 的使用、资料收集政策及取

消指示的步骤，当中包括 Google Campaign Manager (DoubleClick Campaign 

Manager)/ Google Ads (AdWords)/ Google Display & Video 360 (DoubleClick Bid 

Manager)/ Google Webmaster、Yahoo! 及 Adobe，阁下可浏览： 

o Google Campaign Manager (DoubleClick Campaign Manager) / Google Ads 

(AdWords)/ Google Display & Video 360 (DoubleClick Bid Manager)/Google 

Adwords/Google Webmaster 网站 

http://www.google.com/intl/en/policies/privacy/； 

o Yahoo! 网站   https://legal.yahoo.com/e2/zh-hant/yahoo/privacy/index.html; 

o Adobe 网站  http://www.adobe.com/privacy 

 

 

 

http://www.google.com/intl/en/policies/privacy/
https://legal.yahoo.com/e2/zh-hant/yahoo/privacy/index.html
http://www.adobe.com/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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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免责声明 

本网站由基金经理提供。基金经理获授权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从事投资管理业务，并受当地

法规所规管。本网站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是为香港投资者而设。 

基金经理无意让任何人于任何基金经理受限制或未获任何适用法律或法规授权分发或使用

本网站数据的司法管辖区、国家或地区内，分发或使用本网站数据。 

 

语言文本 

如此等条款及细则的英文文本与中文译本文义有歧异，概以英文文本为准。 

 

管辖法律 

此等条款及细则按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所管辖及诠释。 

  

联络我们 

恒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德辅道中83号 

任何关于个人资料查阅或更正、或索取关于个人资料政策及守则或所持有个人资料类别的

要求，应向下列人士提出： 

 

香港德辅道中83号 

恒生银行有限公司 

数据保护主任 

传真：(852) 2868 4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