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ank Name
匯款銀行名稱

Bank Account Name
匯款銀行帳號

Payer Name
匯款人姓名

Date of Remit:
匯款日期

Remittance Amount
匯款金額

Currency 
貨幣

Source of Wealth*:
財富來源*

Please specify the source of this remit amount
請說明您是如何獲得用作投資的款項

Albany Creek Investment Services Limited

澳本利 投資服務有限公司

Source of Wealth Declaration

財富來源聲明

Account Name
帳戶名稱

Account Number
帳戶號碼

Date
日期To : Albany Creek Investment Services Limited (Albany)

(DD-MM-YYYY)

We need to know and understand the source of you investments in Albany. You may need to provide supporting documents in some circumstances.
Albany 需要核證您用作投資的款項之來源。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能需要您提供文件證明。：

Remittance Details    匯款詳情

The English version shall prevail if there is a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versions. 中英文義如有歧異，請以英文本為準。 ACIS/CS/19(05/11)

I/We confirm that the information given above is correct and complete and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applicabl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lbany.
本人聲明所提供有關財富來源的資料均屬真實及完整，並同意受Albany有關服務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I/We hereby consent to provide further information and supporting documents to Albany upon request. I/We also consent Albany to 
contact m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obtain relevant information if necessary.
本人同意在要求下將提供進一步資料及文件證明予Albany。本人亦同意 Albany在有需要時聯絡本人並收集有關是次投資的其
他附加資料。

*Necessary field   必須提供詳情

All information you provided will only be used in Albany accordance to the Privacy Policy.
您提供的任何資料只會由 Albany 內，根據資料私隱條例使用。

Signature of Principal Account Holder

主要帳戶持有人簽署

Signature of Secondary Account Holder

第二帳戶持有人簽署



Albany Creek Investment Services Limited

澳本利 投資服務有限公司

Appendix

財富來源指引

The English version shall prevail if there is a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versions. 中英文義如有歧異，請以英文本為準。 ACIS/CS/19(05/11)

財富來源原因 我們或向您查詢的資料 您或需提供的文件證明

受僱薪金及/或花紅 1. 職業詳情
2. 僱主名稱及地址
3. 僱主電話號碼
4. 今年及去年年薪

1. 一份或以上之糧單或
2. 由僱主發出之薪金證明或
3. 若屬自僱人士，最近之銀行
戶口紀錄或

4. 清楚列明過去三個月定期薪
金過戶紀錄並列有僱主姓名
的銀行月結單

投資/ 儲蓄 1. 接收款項日期
2. 來自那間公司

1. 投資/ 儲蓄證書、合約文件
或月結單或

2. 由有關投資公司發出的確認
書或

3. 列有接收款項並列明投資公
司名稱的銀行月結單或

4. 由持牌會計師發出及細列款
項來源的信件

售賣物業 1. 物業資料 / 地址
2. 售賣日期
3. 售賣價值

1. 由律師簽發的信件或
2. 由物業代理簽發的信件(如
適用者)或

3. 買賣合約

到期投資或保單賠款 1. 接收款項日期
2. 來自那間公司

由前投資公司發出有關到期投
資或賠款的信件

售賣股份 1. 股份資料
2. 售賣渠道 –名稱及地址(例: 
股票經紀、銀行等)

3. 售賣收益
4. 售賣日期

售賣之法律文件

我們明白有些申請表的財富來源可能不屬於一特定類別。我們樂意考慮接受其他合適的文件作為證明客
戶用作投資的款項之來源。



Albany Creek Investment Services Limited

澳本利 投資服務有限公司

Appendix

財富來源指引

The English version shall prevail if there is a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versions. 中英文義如有歧異，請以英文本為準。 ACIS/CS/19(05/11)

財富來源原因 我們或向您查詢的資料 您或需提供的文件證明

由公司供款的個人保單 1. 確認公司/ 個人關係的信件 1. 由公司網站下載的年報(如
適用者)或

2. 最近年報的印本或
3. 確認公司受益人的信件或
4. 公司成立文件的副本(或同
等文件)或

5. 公司董事的名單

售賣公司 1. 公司名稱及性質
2. 售賣日期
3. 總額
4. 申請人所佔比率

1. 由律師簽發的信件或
2. 由持牌會計師發出的信件或
3. 售賣合約文件副本及收取款
項之銀行月結單或

4. 報章報導(如適用者)

承繼遺產 1. 遺產詳情
2. 接收日期
3. 總額

1. 列明遺產金額的遺囑認證書
(連同遺囑副本)或

2. 銀行月結單或
3. 遺囑或
4. 律師信件

禮物 1. 接收日期
2. 總額
3. 送禮原因
4. 與申請人關係

申請人同意確認款項詳情的信
件

彩票/ 賭博/ 賭場 1. 贏取款項的詳情
2. 贏取款項的日期
3. 總額
4. 機構詳情

1. 由有關機構發出的信件(彩
票機構總部/賭博店/賭場)或

2. 列明由有關機構存入款項的
銀行月結單或

3. 報章報導(如適用者)

賠償 1. 接收日期
2. 總額
3. 賠償原因

1. 由賠償機構或法庭發出的信
件或

2. 律師信

其他收入 1. 收入性質
2. 金額
3. 接收日期
4. 來自何處

1. 合適的證明文件或
2. 由持牌會計師發出及細列款
項來源的信件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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