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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活动期限：2020年 4月 20日起至 2020年 9月 30日结束 

2. 活动地区：仅为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除外） 

3. 活动期间，申请并成为合格汇丰卓越理财新客户，可获得由国际 SOS/奥思礼礼宾提供

的援助服务以及由异乡好居所提供的租房服务及优惠。 

4. 就本活动而言，合格汇丰中国卓越理财新客户指满足下述条件之一的新客户： 

a) 活动期间内，客户在开户后三个月期间内（含开户日所在月）的任一月份在本行开

立的所有账户之月内平均总余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00元或等值金额，或者： 

b) 活动期间内，客户在汇丰开立账户三个月期间内（含开户日所在月）的任一月份，

与客户在同一卓越理财家庭金融服务中包含的所有家庭成员客户号码下的人均账

户之月内日均总余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00 元或等值金额（仅适用于成功申请卓

越理财家庭金融服务的客户）。 

5. 经汇丰中国确认符合上述活动标准的条件的客户，援助服务兑换码与异乡好居兑换码将

于客户满足活动条件后的第 2 个月月底前通过短信发送至客户开户时留存在汇丰中国

的手机号码。如客户在汇丰中国留存的手机号码有误或者未留存手机号码导致客户发送

不成功或无法发送的，则视为该客户自动放弃。 

6. 客户凭借援助服务兑换码，在收到短信后的 6 个月内致电国际 SOS激活服务 （逾期将

无法激活）。激活后即可凭兑换码致电国际 SOS享受服务，服务有效期为激活后 1年。 

7. 援助服务兑换方式：凭服务兑换码致电国际 SOS 客服热线 

 中国境内拨打：010-84687227 

 中国境外拨打: +86-10-84687227 

8. 开立账户三个月（含开户日所在月）内的任一月份满足合格汇丰中国卓越理财新客户标

准即可获取援助服务兑换码，（4 月 20 日至 4 月 30 日间的卓越理财新客户在开立账户

三个月（不含开户日所在月）内的任一月份满足合格汇丰中国卓越理财新客户标准即可

获取。 

9. 客户凭借异乡好居兑换码及活动链接，在收到短信后登录异乡好居活动页面激活并使用

兑换码，兑换码有效期至 2021年 4月 30日。 

10. 租房服务由异乡好居提供，并由其对服务质量承担责任。客户若对租房服务有任何疑问，

可致电异乡好居热线电话 400-991-5791 （中国）或+86-22-87739131 （国际）咨询。 

11. 本活动不适用于汇丰中国或其关联公司员工。 

 

境内外援助服务的具体服务内容由国际 SOS/奥思礼礼宾提供。国际 SOS/奥思礼礼宾可能会

不时调整服务种类、服务范围或接受服务的条件。以下为国际 SOS/奥思礼礼宾的服务条款，

其中乙方为服务提供商国际 SOS/奥思礼礼宾。客户若对此有任何疑问的，可通过拨打国际

SOS/奥思礼热线电话详询。 

 国际旅行及医疗救援服务 

对于用户在中国境外（含港澳台地区）旅行或出差时，且每次行程连续不超过 90 天，应有

资格享用所规定的服务。 

(一) 国际旅行救援服务 

1、 旅行信息咨询服务 

用户可在旅行前和旅行中联络乙方获得如下信息: 

• 护照和签证要求 

• 当地疫苗接种的要求和需要 

• 天气 

• 当地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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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率 

2、 大使馆、领事馆信息 

乙方可提供中国驻目的地国家大使馆、领事馆的电话、地址及目的地国家驻中国大使馆、领

事馆的电话、地址。 

3、 行李延误、遗失援助 

当用户搭乘商业航班旅行时，如在旅途中丢失或延误行李，乙方可介绍相关部门如航空公司、

海关等，以协助用户找回行李。 

4、 护照遗失援助 

如用户在中国境外旅行时遗失或被盗重要的身份证件如护照、旅行证件等，乙方可向用户提

供与补发手续相关的信息，并介绍适当的部门或机构，以便补发相关文件。补发费用需由用

户承担。 

5、 重新安排旅行计划 

如用户因紧急情况不能按原计划的线路继续旅行，乙方可协助用户重新安排航班、酒店及旅

行计划。发生的费用由用户承担。 

6、 紧急电话翻译服务/介绍当地翻译服务 

用户在中国境外旅行途中遇紧急情况时，可拨打乙方电话，得到免费的短时、紧急的电话翻

译服务。乙方也可协助介绍当地翻译，包括地址、电话和工作时间等信息，但雇佣翻译的费

用需由用户承担。 

7、 紧急法律援助 

在用户的要求下，乙方可协助介绍当地的律师事务所，甚至协助安排保释等，费用需由用户

承担。 

8、 紧急口讯传递和文件递送 

用户或其家属发生紧急伤病事故时，可要求乙方将情况尽快通知其家属或本人等。在用户要

求时，乙方将协助安排将紧急文件递送给用户的亲友或同事，费用需由用户承担。 

备注：以上服务基于协助安排或者转介绍的基础，乙方不支付任何第三方费用，所有第三方

费用需由用户承担。 

 

(二) 国际医疗救援服务 

 

只有当用户在中国境外遭受意外事故或突发疾病时方可使用如下各项服务。 

 

1. 电话医疗咨询 

当用户在中国境外旅行时，如身体不适或遇到紧急医疗状况，可拨打乙方电话得到乙方医生

的医疗咨询服务。* 此服务不应被视为电话诊疗、120 或 911 服务等类似的服务。 

2. 医疗机构介绍和建议 

经用户请求，乙方可向用户提医生、医院、诊所、牙医和牙医诊所（合称“第三方服务提供

者”）的姓名或名称、地址、电话号码及其工作时间。乙方不负责为用户提供任何医疗诊断

和治疗服务。虽然乙方负责向用户介绍第三方服务提供者的情况，但是乙方并不能保证第三

方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质量，而且选择第三方服务提供者的最终决定权在于用户本人。乙方在

第三方服务提供者的选择过程中将充分履行其谨慎和勤勉的职责，尽可能提供符合用户权益

的第三方服务提供者的信息。乙方的服务基于协助安排或者转介绍的基础，乙方将不支付任

何第三方费用，所有第三方费用需由用户承担。 

3. 协助、安排就医住院 

根据用户身体状况、病情等，乙方可协助用户在当地尽可能符合治疗要求的、经乙方审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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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及/或与乙方有合作关系的医疗机构（医生、医院、诊所、牙医等）就医。如病情严重，

乙方将协助安排该用户住院治疗。 

4. 递送必需药物和医疗用品 

在有医疗必要且乙方尽可能的情况下，乙方可安排为用户递送该用户护理、治疗所必需的而

在该用户所在地无法获得的药物、药品及医疗用品。药物、药品或医疗用品的递送须遵守当

地的法律规定，并且，该类物品及其递送的费用需由用户承担。乙方需收取相关服务费用。 

5. 紧急医疗翻译服务 

乙方可安排为用户提供通过电话方式的紧急医疗翻译服务。 

6. 休养期的饭店住宿 

如经用户的主治医生和乙方的医生共同认为用户出院后因医疗上的需要应在当地休养，乙方

将安排该用户在出院后立即入住当地一普通的饭店以便其休养。乙方将最多支付连续 4 天

的饭店房间费用，每天不超过美金 250 元。 

7. 安排并支付紧急返回中国 

当用户在中国国内的直系亲属身故时，如用户在中国境外旅行途中（不包括移民）且需要紧

急返回中国国内料理后事时，乙方将安排其返程，并承担一张单程经济舱机票费用。 

8. 安排并支付紧急医疗转送 

如用户在中国境外旅行时，一旦处于严重病情并经乙方的医师判断所在医院无法提供适当处

理时，乙方将安排适当的通讯、交通工具及医疗护送小组将用户转移至可提供适当医疗保健

服务的最近医院但不一定位于用户国内。乙方应当支付必要的与紧急医疗转送有关的交通费

用以及在其安排的该服务过程中通常发生的附属费用。乙方具有绝对的权利来决定用户的病

情是否充分严重到必须提供紧急医疗转送服务。乙方还保留根据其当时所知的经评估的全部

事实和情况, 包括但不仅限于初诊地医疗机构能否提供充分且必要的治疗条件或者该治疗

能否被拖延直至用户返回国内时，决定用户转送目的地和转送的方式、方法的权利。 

9. 安排并支付医疗转运回国 

当用户于中国境外接受了由乙方提供的紧急医疗转送并住院和初步治疗后，乙方将安排并支

付正常航班或其它乙方认为适当的交通工具转移该用户返回国内继续治疗。乙方将提供适当

的通讯和语言翻译支持，移动医疗器材，轮椅、担架及其它辅助设备，及/或专业医疗护理

人员。乙方应当支付必要的与医疗转送回国有关的交通费用以及在其安排的该服务过程中通

常发生的附属费用。 

10. 安排并支付遗体/骨灰运送回国 

若用户在中国境外不幸因意外伤害或突发疾病而致身故，乙方将根据用户的遗愿或其直系亲

属的愿望，安排并支付运送其遗体或骨灰返回国内的费用。若情况允许并合法，乙方可安排

在事发当地安葬。 

11. 安排并支付亲友探病及住宿 

若用户在中国境外单独旅行，因连续住院七天以上而需其亲友前往探视时，经甲方授权同意，

乙方可代为安排并支付该用户的一位亲友一张往返经济舱机票从国内到用户入住的医院探

望，并同时代为安排并支付其在当地的住宿。乙方将为该探病亲友支付每日不超过美金 250 

元之住宿费，且每次事件最高支付金额不超过美金 1, 000元。此项费用不包括食物、饮料、

通讯及其他服务费用。* 乙方不承诺该亲友可以获得该国的签证，并且签证及除上述以外的

相关费用需由该用户承担。 

12. 安排并支付未成年子女回国 

若用户因遭受意外伤害、突发疾病、紧急医疗转运或遭遇身故而导致随行未满十六周岁（含）

之未成年子女无人照料，乙方将安排并支付其未成年子女经最近途径的一张单程经济舱机票

返回国内，但其原有之机票应交由乙方处理。必要时，乙方将安排护送人员随行返国并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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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13. 安排并支付直系亲属处理后事 

若用户在中国境外不幸因意外伤害或突发疾病而致身故，乙方将代为安排该用户的一位直系

亲属或指定代理人一张往返经济舱机票从中国国内前往用户身故地处理后事。并可同时代为

安排并支付其在当地的住宿。乙方将为该处理后事的直系亲属支付每日不超过美金 250 元

之住宿费，且每次事件最高支付金额不超过美金 1,000 元。此项费用不包括食物、饮料、

通讯及其他服务费用。 

14. 紧急口讯传递 

用户发生紧急情况或伤病事故时，乙方可按要求将情况尽快通知其亲属和/或雇主。 

 

 国内医疗救援服务 

对于用户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并且离开居住地 150 公里之外旅行或出差时，在

每次行程连续不超过 90 天的期限内，应有资格享用所规定的服务。只有当用户在国内旅行

途中遭受意外事故或突发疾病时方可使用如下各项服务。 

 

1. 电话医疗咨询 

当用户在国内旅行或出差时，如身体不适或遇到紧急医疗状况，可拨打乙方电话得到乙方医

生的医疗咨询服务。* 此服务不应被视为电话诊疗、120 或 911 服务等类似服务。 

2. 医疗机构介绍和建议 

用户如在国内旅途中身体不适或生病，经用户请求，乙方可向用户提供医生、医院、诊所、

牙医和牙医诊所（合称“第三方服务提供者”）的姓名或名称、地址、电话号码及其工作时

间。乙方不负责为用户提供任何医疗诊断和治疗服务。虽然乙方负责向用户介绍第三方服务

提供者的情况，但是乙方并不能保证第三方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质量，而且选择第三方服务提

供者的最终决定权在于用户本人。乙方在第三方服务提供者的选择过程中将充分履行其谨慎

和勤勉的职责，尽可能提供符合用户权益的第三方服务提供者的信息。乙方的服务基于协助

安排或者转介绍的基础，乙方将不支付任何第三方费用，所有第三方费用需由用户承担。 

3. 协助、安排就医住院 

根据用户身体状况、病情等，乙方可协助用户在当地尽可能符合治疗要求的、经乙方审查认

证及/或与乙方有合作关系的医疗机构（医生、医院、诊所、牙医等）就医。如病情严重，

乙方将协助安排该用户住院治疗。 

4. 递送必需药物和医疗用品 

在有医疗必要且乙方尽可能的情况下，乙方可安排为用户递送该用户护理、治疗所必需的而

在该用户所在地无法获得的药物、药品及医疗用品。药物、药品或医疗用品的递送须遵守当

地的法律规定，并且，该类物品及其递送的费用需由用户承担。乙方需收取相关服务费用。 

5. 出院后疗养住宿 

如经用户的主治医生和乙方的医生共同认为用户出院后因医疗上的需要应在当地进行疗养，

乙方将为该用户安排在出院后入住当地一普通酒店并承担其住宿费用，总计最高限额为人民

币 3,000 元。 

6. 紧急返回居住地料理直系亲属后事 

如用户身处居住地外时获悉其直系亲属身故,并需立即折返其居住地时，乙方将安排其返程，

并承担一张单程经济舱机票费用或其它必须的交通工具返回并承担相应费用。 

7. 安排并支付紧急医疗转送 

当用户在国内旅行或出差时，一旦处于严重病情并经乙方的医师判断所在医院无法提供适当

处理时，乙方将安排适当的通讯、交通工具及医疗护送小组将用户转移至可提供适当医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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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服务的位于国内的最近医院。乙方应当支付必要的与紧急医疗转送有关的交通费用以及在

其安排的该服务过程中通常发生的附属费用。乙方具有绝对的权利来决定用户的病情是否充

分严重到必须提供紧急医疗转送服务。乙方还保留根据其当时所知的经评估的全部事实和情

况, 包括但不仅限于初诊地医疗机构能否提供充分且必要的治疗条件或者该治疗能否被拖

延直至用户返回其居住地，决定用户转送目的地和转送的方式、方法的权利。 

8. 安排并支付医疗转运回居住地 

当用户于国内接受了由乙方提供的紧急医疗转送并住院和初步治疗后，乙方将安排并支付正

常航班或其它乙方认为适当的交通工具转移该用户返回居住地内继续治疗。乙方将提供适当

的通讯和语言翻译支持，移动医疗器材，轮椅、担架及其它辅助设备，及/或专业医疗护理

人员。 

9. 安排并支付遗体/骨灰运送回居住地 

若用户在国内不幸因意外伤害或突发疾病而致身故，乙方将根据用户的遗愿或其直系亲属的

愿望，安排并支付运送其遗体或骨灰返回居住地内的费用。若情况允许并合法，乙方可安排

在事发当地安葬。 

10. 安排并支付亲友探病及住宿 

若用户在国内单独旅行，因连续住院七天以上而需其亲友前往探视时，乙方可代为安排并支

付该用户的一位亲友一张往返经济舱机票从居住地到用户入住的医院探望，并同时代为安排

并支付其在当地的住宿。每次事件住宿费最高支付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 元。此项费用

不包括食物、饮料、通讯及其他服务费用。 

11. 安排并支付未成年子女回居住地 

若用户因遭受意外伤害、突发疾病、紧急医疗转运或遭遇身故而导致随行未满十六周岁（含）

之未成年子女无人照料，乙方将安排并支付其未成年子女经最近途径的一张单程经济舱机票

返回居住地。必要时，乙方将安排并支付护送人员随行返回。 

12. 安排并支付直系亲属处理后事 

若用户在国内旅行时不幸因意外伤害或突发疾病而致身故，乙方将代为安排该用户的一位直

系亲属或指定代理人一张往返经济舱机票从其居住地前往用户身故地处理后事。并同时代为

安排并支付其在当地的住宿。每次事件住宿费最高支付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 元。此项

费用不包括食物、饮料、通讯及其他服务费用。 

13. 紧急口讯传递 

用户发生紧急情况或伤病事故时，乙方可按要求将情况尽快通知其亲属和/或雇主。 

 

 海外安全建议 

安全专家可全年 365 天，全天 24 小时向致电奥思礼援助中心的用户提供最新的安全信息,

及时专业的建议（英语和中文服务），包括行前注意事项，安全风险管控建议，以及如何回

应紧急情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