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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信用卡-48 小时失卡保障说明书  

保险公司： 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投保人：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被保险人： 汇丰生活信用卡主卡（下称“生活卡”）、汇丰卓越理财信用卡（下称“卓越理财卡”）、汇丰

旅行信用卡主卡（下称“旅行卡”）、汇丰卓越理财旅行信用卡卡主卡及附属卡（下称“卓越理财旅行卡”）、

汇丰京东铂金会员联名信用卡（下称“汇丰京东铂金联名卡”）、汇丰淘票票联名信用卡、汇丰 CP 信用卡红卡

及蓝卡、汇丰运动卡、汇丰运动卡尊享版、汇丰东航联名信用卡、汇丰东航旅行联名信用卡、汇丰饿了么联名信

用卡、汇丰丰聚信用卡、汇丰丰聚旅行信用卡、汇丰携程旅行联名信用卡、汇丰携程联名信用卡、汇丰去哪儿联

名信用卡、汇丰同程艺龙联名信用卡及汇丰同程艺龙旅行联名信用卡持卡人。 

 

一、保障计划及相应的保险项目  

 

保障利益 

年度保险金额（人民币/元） 

汇丰卓越理财旅行信用卡 

汇丰旅行信用卡 

汇丰运动卡尊享版 

汇丰东航旅行联名信用卡 

汇丰丰聚旅行信用卡 

汇丰携程旅行联名信用卡 

汇丰同程艺龙旅行联名信用卡 

汇丰卓越理财信用卡 

汇丰生活信用卡 

汇丰京东铂金会员联名信用卡 

汇丰淘票票联名信用卡 

汇丰 CP 信用卡红卡 

汇丰 CP 信用卡蓝卡 

汇丰运动卡 

汇丰东航联名信用卡 

汇丰饿了么联名信用卡 

汇丰丰聚信用卡 

汇丰携程联名信用卡 

汇丰去哪儿联名信用卡 

汇丰同程艺龙联名信用卡 

48 小时失卡保障 

 

以每位持卡人持有的信用卡的

信用额度为限，最高不超过人

民币 50,000 元 

以每位持卡人持有的信用卡的

信用额度为限，最高不超  过

人民币 10,000 元 

 

二、 被保险人  

本计划的被保险人为 18周岁至 70周岁的，持有已激活的指定汇丰银行信用卡的持卡人。任何情况下，

被保险人不包括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认定的恐怖分子或恐怖组织成员，或非法从事毒品、核武器、生

物或化学武器交易人员。  
  

三、 保障利益简介   

若承保期限内非授权人于下列情形使用被保险人丢失或失窃或被抢夺/抢劫的银行卡或该银行卡内的资

料，则保险公司赔偿被保险人在汇丰银行开立的账户项下直接因该非法使用所发生的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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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授权人从被保险人账户内转走的存款或从自动柜员机（ATM）提取的现金或存款；或 

2. 购买或租用的商品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网上购物， 

但该账款须在承保期限内于挂失该丢失或失窃或被抢夺/抢劫的银行卡之前的48小时内发生，且该被保

险人须在发现银行卡丢失或失窃或被抢夺/抢劫后在尽合理可能的时间内挂失该银行卡（具体保险责任

及责任免除以附件保险条款所载为准）。 

 

本保障计划项下，保险公司对持卡人于承保期限内因所有保险事故所致全部损失的赔偿最高限额为保险

单所载的每位持卡人责任总额。由于保险事故的持续或重复发生或与保险事故相关的所有损失视为单一

保险事故损失。 

 

承保期限定义为： 

保险公司对于任一持卡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期间，开始于以下较晚者： 

保险期间开始后，持卡人参加本保险的生效时间（以发卡机构即汇丰银行申报的日期为准）；或保险期

间开始时间； 

终止于以下较早者： 

持卡人注销银行卡时间；或保险期间届满日二十四时（北京时间）。 

 

备注： 

1. 任何在下列期间发生的或由下列原因造成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不负任何赔偿责任：战争、军事

行动、暴动或武装叛乱期间；侵略、外敌行为、敌对(不论是否宣战)、内战、叛乱、革命、起义、军事

行动或篡权、受任何政府或国家权力机构的指挥对财产的没收或国有化或征用或毁坏或破坏的、暴乱骚

乱。本计划不承保前往现阶段已处于战争状态、已被宣告为紧急状态；或在将来处于战争状态、被宣告

为紧急状态的地区和国家的旅行者。 

2. 若因提供该保单项下的保障或赔付，致使保险公司或服务提供方违反(包括但不限于由欧盟、英

国、美国制定或根据联合国决议规定的)国际经济制裁条款、法律或法规，则保险公司以及其他服务提

供方将不会提供该项保障或给予赔付。 

 

四、理赔资料及证明文件   

1. 被保险人签名的身份证件复印件（未成年人还需提供收款人签名之身份证件复印件）； 

2. 索赔申请人签名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3. 银行卡挂失的日期及时间；            年          月        日        时 

4. 信用卡对账单（包含刷卡或提款纪录的纸制或电子对账单）； 

5. 警方报告； 

6. 保险公司通知提供的其他与索赔申请相关的证明和资料。 

 

五、 主要责任免除事项    

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下列损失或以下事项导致的损失： 

1. 身体伤害或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可归因于任何身体伤害、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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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业或专业服务： 可归因于(1)持卡人的商业活动；或(2)持卡人提供或未能提供专业服务的任

何行为、过错或不作为。 

3. 电脑错误： 可归因于电脑硬件、软件、指令、输入错误，包括但不限于自动柜员机（ATM）故

障。 

4. 欺诈行为： 可归因于以下任何一方的不诚实、欺诈或犯罪行为或放任上述行为：(1)持卡人或

任何亲属；(2)任何发行机构的高级职员、董事或雇员，或任何授权、批准、管理或参与发行机构交

易的机构；或(3)任何银行卡服务公司或其雇员。 

5. 间接损失： 可归因于间接损失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 

1) 若非发生现金或其他财产损失，持卡人应该已经获得的收益； 

2) 业务中断、延迟、市值损失； 

3) 报告发生保险事故的费用（不含身份资料失盗费用）、确定本保险合同项下应付款项的费用以及

其他开支； 

4) 全部或部分未付或拖欠贷款或构成向持卡人的贷款的款项； 

5) 由于持卡人账户内资金不足造成的损失；以及 

6) 投保人或发行机构或任何第三方的损失。 

6. 基础设施： 可归因于机械故障、电气故障、软件故障或数据错误，包括但不限于供电中断、电

涌、降低电压、停电，或电信、卫星系统故障。 

7. 发卡行机构保管： 可归因于银行卡或资料在发行机构、制造商、信差或邮政保管期间或在上述

各方间传递时发生丢失或失窃。 

8. 法律费用： 可归因于任何涉及诉讼的费用，但不包括身份资料失窃费用。 

9. 商业欺诈： 可归因于银行卡服务公司或商户的欺诈行为。 

10. 自然事件： 可归因于火灾、烟雾、闪电、飓风、水浸、洪水、地震、火山喷发、海啸、山崩、

冰雹、不可抗力以及任何其他自然事件促发的抢夺/抢劫。 

11. 查封财产： 可归因于政府、执法机构、或该等机构之授权代表实施的财产没收、毁坏或查封。 

12. 战争/恐怖主义： 可归因于敌对行为或战争（无论是否宣战）、外敌入侵行为、内战、叛乱、

革命、起义、达至民众起义的骚乱、兵变或篡权、戒严、恐怖分子行为、暴乱或任何合法当局的行

为。 

 

六、 索赔流程  

保险公司承诺在所有规定的索赔单证齐全后十个工作日内结案。注：“结案”是指保险公司完成理赔审

核，做出理赔决定并向理赔申请人发出相关理赔通知文书。 

（一） 发生保险事故后，相关被保险人、其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法定继承人或法律规定享有保险

金请求权的其他人（下称“索赔申请人”）应于保险事故发生后的三十天内通知保险公司，否则由索赔申

请人承担由于通知迟延致使保险公司增加的勘查、检验等费用，但因不可抗力导致的迟延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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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4小时全球紧急旅行救援服务电话：（86）512 62853072 

（三） 客户在线索赔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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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客户线下索赔流程 

 

 

 

为了保障您自身的权益，请仔细阅读并理解保险合同条款的各项规定，尤其是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规定。

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24小时全球紧急旅行救援服务电话：（86）512 62853072。请您听取保险公司

客服人员的说明，确保您对保险公司客服人员的说明完全理解，没有异议。  

*本说明书所载内容仅为保障简介及索赔的指引，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具体保险责任及责任免除

请参阅保险合同，并以其规定为准。  

报案 提交所需资料 

审核及理赔调查 

资料欠缺 

直接转帐至被保险人指定的银行帐户 

资料完备 

十
个
工
作
日 

出具拒赔函 承保范围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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