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隆银行保险 2021 新春保费定期存款促销
最后更新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

促销期
豐隆银行有限公司 [公司编号 193401000023 (97141-X)]（“豐隆银行”）“银行保险 2021 新春保
费定存促销”（“促销”）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开始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结束，促销期包括首尾
两日（“促销期”），直至另行通知。
条件与规则
以下列明的条件与规则适用于本促销（“条规”）：
参与资格
1. 本促销公开予所有豐隆银行客户，包括马来西亚公民及非马来西亚籍居民（“客户”），

只须在促销期间：
a)
申请下列第 2 条文中列明的任何一项银行保险定期保费产品，并且最迟须在促
销期后的十五（15）天内生效；和
b)
对相关参与的银行保险定期保费产品，以最低年度保费金额支付新业务保费。
符合以上标准的客户统称为“合格客户”。
2. 本促销下参与的银行保险定期保费产品为：

a)
b)
c)
d)
e)
f)

豐隆 SMART3 Shield 保险；
豐隆 SMART Cash 保险；
豐隆 SMART Value Secure 保险；
豐隆 SMART5 Flexi 保险；
豐隆 SMART Protect Plus 保险；和
豐隆 SMART Protect Vantage 保险
（以上统称“产品”和单称“该产品”）皆由保险公司承保，即豐隆保险有限公司
（“豐隆保险”）[公司编号 198201014849 (94613-X)]。

3. 为避免争议：

“新业务保费”泛指任何产品在第一年所收到的保费。
“年度保费金额”泛指每一年支付的保费总额。
4. 合格客户触犯或涉嫌触犯任何与产品相关，和/或任何与豐隆银行/豐隆伊斯兰银行（“豐

隆伊银”）[公司编号 200501009144 (686191-W)] 提供的资金相关的欺诈或违法行为，
或已经宣布破产（由豐隆银行/豐隆伊银、其他银行或任何第三方提出的起诉）或在任
何时间或促销期间，正在进行任何破产诉讼，皆不符合参与促销资格。
5. 客户触犯法令，或经由豐隆银行/豐隆伊银和/或豐隆保险确定涉嫌从事以上不法行为，

参与促销资格将即刻被取消。

6. 豐隆银行和豐隆保险拥有最终决定权，以任何理由否定任何客户的参与资格。

促销指南
7. 如以下列表 1 所述，任何合格客户存入介于一千令吉（RM1,000）至年度保费金额上限

的定期存款（“定存”）至个人全新或现有豐隆银行定期存款户口（“定存户口”）（“符合
标准合格客户”），即可享有三（3）个月或十二（12）个月的利息促销（“定存利息促
销”），须遵守以下条规：
列表 1：
产品

年度保单
金额

A组
● 豐隆 SMART3 Shield 保险

至少
RM15,000

B组
● 豐隆 SMART Value Secure 保险
● 豐隆 SMART5 Flexi 保险

至少
RM10,000

C组
● 豐隆 SMART Cash 保险
● 豐隆 SMART Protect Plus 保险
● 豐隆 SMART Protect Vantage 保
险

定期存款
（“定存”）
存放金额*

定存促销利息

年度保费金
额1比1

3 个月或 12 个
月
（“定存期”）
定存利息
每年 4.00%

（至少
RM1,000）

至少
RM6,000

仅限首 1,000 符合
标准的合格客户

*注：定期存款和保险受大马存保机构（PIDM）保障。
8. 符合标准合格客户享有的促销定存利息为先到先得，仅限首一千（1,000）名合标合格

客户。
9. 在存入定期存款以前，合格客户必须确保所申请的产品已获承保的豐隆保险批准，一

旦产品保单生效须确保经过十五（15）天冷静期。豐隆银行会向豐隆银行及豐隆保险
销售人员发出书面通知（“书面通知”），并由销售人员通知合格客户。为存放定存，合
格客户必须在任何一家豐隆银行分行出示书面通知，以证明有资格享有定存利息促
销，否则将不具参与本促销资格。倘若合格客户未接获由豐隆银行发出的书面通知，
豐隆银行概不负责。
10. 为避免争议，豐隆银行将以书面通知为准，确保合格客户有权以促销利息，在豐隆银

行安排存放各自的定存。
11. 每名符合标准的合格客户仅可行使定存促销利息一（1）次（无论是合格客户名下个人

定存户口，或合格客户为主要定存户口持有人的联名定存户口）无关促销期间认购产
品数量。至于联名定存户口，仅合格客户（以书面通知为准）为定存户口主要持有人
的联名定存户口有权使用促销利息。

12. 倘若在定存存放期间，任何一方以任何原因取消产品，合格客户将失去享有定存促销

利息的资格。在此情况下，现有定存常规利息将从定存存款日起适用。
13. 本促销下的定存促销利息将在定期存款到期前汇入合格客户指定的来往户口或储蓄户

口（“CASA”）。利息不可加入初始定存存款中。
14. 在定存到期后，将以现有定存常规利息自动更新，期间不允许取出部分定期存款。
15. 撤销定存仅可在最初存放定期存款的银行分行（home branch）进行。
16. 倘若定存在到期之前提前支取，即无法享有任何定存支付利息。
17. 倘若随后发现合格客户未符合本促销下的任何或所有条规，豐隆银行有权收回和扣除

之前汇入合格客户指定 CASA 的定存促销额外利息。从客户 CASA 收回或扣除该额外
利息前，豐隆银行将以书面通知合格客户。
18. 除了以上定存促销，在促销期间根据以下列表 2，以最低规定金额认购下列产品的合格

客户亦将获得一组施华洛奇（Swarovski）碗套装（“礼品套装”）。
列表 2：
产品
● 豐隆 SMART3 Shield 保险
● 豐隆 SMART Value Secure 保险
● 豐隆 SMART5 Flexi 保险

年度保单额

至少
RM36,000

客户礼品
Swarovski 水晶燕窝碗
套装
仅限首 100 位符合标准的合
格客户

19. 为避免争议，礼品套装先到先得，仅限首一百（100）名符合列表 2 条件的合格客户。
20. 本促销下的礼品套装不可退款、不可兑换为现金、余额和支票或利益。
21. 合格客户必须为产品签署所有标准文件，包括申请、提名表格和客户满意度调查表。

本产品所有申请皆须获豐隆保险批准，豐隆保险对可实施条规拥有绝对酌情权。
22. 参与本促销，合格客户必须承担所有适用税务、政府收费及其他在相应法令下可能征

收的费用（若有）。
一般条件与规则
23. 参与此促销，客户：

a)
b)

已阅读、了解和同意接受此条规，及豐隆银行和豐隆保险在任何时候拟定的相
关条件与规则；和
同意豐隆银行和/或豐隆保险对此促销所有相关事项拥有最终决定权，并对所有
客户具有约束力。

24. 豐隆银行/豐隆保险保留权利：

a)

b)

增加、删减、取消或修改条规，和/或产品详情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豐隆银行随
时会在网站 www.hlb.com.my （“豐隆银行网站”）或以其他豐隆银行认为适合的
方式发布通知；和
豐隆银行和/或豐隆保险拥有绝对酌情权，以任何理由取消客户的参与本促销资
格。

25. 此条规受到马来西亚法律所约束，客户必须同意服从马来西亚法院的裁决。
26. 以单一性别形容之字眼亦涵盖其他性别，以单数表示之字眼亦涵盖复数，反之亦然。

保险免责声明
本文件所载内容不构成认购保险邀约或献议，也不构成豐隆银行要求任何人认购保
险。认购前请详细阅读及了解产品说明书/保单合约内容。
重要事项：
1. 本保险产品与基础资产表现挂钩，并非像单位信托等为纯投资产品。请仔细评估您
的选项，确保您所选择的投资相关计划在您可承担的风险之内，并有能力在整个保
单有效期内支付保费。若任何时候想要提高投资价值，建议您以“追加”（TOP
UPS）的方式支付额外保费。投资相关基金的回酬恕无保证。
2. 根据 2007 年资本市场及服务法令的第 IV 部分，客户不受赔偿基金保障。若客户因
董事、高级职员、员工或豐隆银行代表，挪用公款或滥用资金或其他财产而蒙受金
钱上损失，赔偿基金不用于赔偿客户。
3. 以上计划由 豐隆保险有限公司（豐 隆保险）承保。豐隆保 险为大马存保机构
（PIDM）一员，万一发生保险同业会员倒闭事件，保单下提供的部分或全部利益
均受 PIDM 保护。更多关于保障额度及保障范围的详情，请向豐隆保险索取资讯册
子、浏览 PIDM 网站（www.pidm.gov.my）或拨电至 PIDM 免费热线（1-800-881266）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