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erral Agreement
本協議書由甲、乙雙方同意訂定，並於雙方完成簽署之後生效。
1.

總則
經甲、乙雙方友好協商，本著團結合作、互惠互利的精神，發揮各自優勢，就開發更大市場空間，
甲方協助乙方為其客戶安排財富管理產品的交易，雙方共同遵守此合作協議書中的各項條款及應
自覺尊重和保護對方的利益，現達成本合作協定。甲、乙雙方合作的項目、其知識產權、風險責
任及效益分配等問題將按照本合作協議書約定執行，雙方合作其間遇到問題須認真友好協商解
決。

2.

釋義
於此協議中，除非有關內文另有闡述，下面各項的意思即如其後文所定義：
『生效日期』
『服務供應商』
『財富管理產品』

即雙方簽署日期。如雙方簽署日期不同，以較晚簽署之日期為準；
即保險公司；
即由服務供應商發行之保險單；

『客戶』
『合作協議』
『服務』

即按本協議經乙方轉介，由甲方促成財富管理產品交易之人士；
即甲方同意為乙方所轉介客戶促成財富管理產品交易之協議；
即根據本協議乙方會不時轉介客戶，而甲方會就此等客戶向服務供應商安
排投保；
即就本協議所促成之財富管理產品交易，甲方根據費用附表計算應支付予
乙方之費用；

『費用』

3.

有效期
本協議將於生效日期起生效，並將保持有效除非及直至根據第十三條中斷為止。

4.

協議雙方的義務
a. 協議雙方應在任何時間遵守所有適用法律，法規，業務守則以及本協議之所有條款，包括經由
甲乙雙方不定時協議修訂之任何附表；
b. 協議雙方承諾在各方面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香港法例第 486 條）
，並採取所有合理
步驟以協助另一協議方遵守上述法例；對於任何一方違法及或任何違規行為，協議方毋須承擔
連帶責任；
c. 除非本協議允許，協議雙方不得以口述或文書等任何形式或透過任何媒介，擅用對方或對方之
附屬機構，關連或聯營公司之名稱，商標或徽號作任何用圖。假如因其中一方之未經授權行為
或陳述而需要興訟，侵權方應對被侵害方之所有因而造成或引生之所有代價，損失，索償，保
括訴訟代價和費用負全責；
d. 協議雙方應當儘快以書面通知對方任何有關其名稱，營業地址，控制權或主要人員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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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甲方承諾
甲方承諾在本協議有效期內：
a. 為乙方介紹之客戶安排投保，及促成財富管理產品的交易；
b. 按本協議和費用表支付費用予乙方；
c. 就乙方轉介予甲方的客戶，甲方不會向該客戶推銷任何金融產品，也不會替該客戶安排購買任
何金融產品，或將該客戶轉介予其他金融或投資服務提供者，包括但不限於銀行，保險公司，
證劵公司，地產代理及獨立理財顧問；
d. 不與任何乙方職員、董事、關聯人員或合作夥伴，建立任何口頭形式或以文書訂明之正式或非
正式之財富管理產品業務發展合作關係。甲方同時承諾不誘使任何本段描述人士與其他金融或
投資服務提供者，包括但不限於銀行，保險公司，證劵公司，地產代理及獨立理財顧問建立業
務發展合作關係。

6.

乙方承諾
乙方承諾在本協議有效期間：
a. 不提供任何有可能對甲方的業務或聲譽帶來損失或攻擊的資料；
b. 遵守所有監管當局的規訂，法律，發牌規定，和跟提供服務有關的規則，包括但不限於跟傳銷
有關資料保護的條款；
c. 和甲方通力合作以協助其遵守任何跟提供服務有關之監管當局的規定，法律，發牌規定，規則，
法例或業務守則。

7.

授權規範
a. 乙方不得代表服務供應商承保風險，以核發任何財富管理產品，或以任何形式約束服務供應商
去承保風險，接受保單判議或轉讓通知，或寛免任何保單的條款。

8.

回傭或勸誘
a. 乙方不應支付，允許或提出支付回佣，保費回扣或任何財富管理產品沒有說明之任何勸誘於任
何客戶以誘導他進行任何財富管理產品之交易。
b. 乙方不應牽涉在或引導任何客戶作任何無效的賠償申索。

9.

費用
a. 乙方按本協議提供服務，可獲根據附表所列計算之費用。為免爭議，甲方只會就每一個服務供
應商簽批之財富管理產品根據本協議支付費用。
b. 假如有任何財富管理產品被取消或終止，而有關服務供應商享有已付佣金之彌補權利，乙方須
將全部或部分從有關財富管理產品收到之費用歸還甲方。該還款將根據彌償期的長短按比例計
算；而乙方需於甲方作出任何形式之通知起兩個工作天內作出上述還款。
c. 甲乙雙方有權利在任何時間從任何費用或其他應付於對方，或暫存戶頭之款項中對減及扣起任
何對方所欠款項，已到期而未償還，或很大機會到期而變得應償還之債務或責任。此等對減或、
及扣留將不引申任何可對上述扣款方行動之原因。
d. 乙方不應把任何應得之費用付給任何客戶，或任何客戶之董事，合夥人，員工以誘導業務。
Page 2 of 4

e. 在不違反一般原則的情況之下，甲方不會因包括但不限於喪失業務，收入，利潤，合同，預期
節省或商譽，以及所有關連和附帶的代價和開支，不論甲方是否或應否察覺到此等損失可能發
生，對乙方負有責任。
f. 假如本協議因第 13 條所述原因終止，乙方隻應得到終止日期前到期和應付之費用。乙方可以
得到終止前所提交並付款之業務或申請之費用。
10. 保密
a. 除非及只有在法律規定或政府機關要求下，協議雙方應在本協議生效期間，保持本協議所有條
款絕對私密。
b. “絕密資料”應指任何包括但不限於被任何一方指為機密（無論是以口頭，文書或任何形式，
直接或間接）
，不論是在本協議生效前或後，而跟上述一方有關之業務，運營，財務或其它事
務。.
c. 無論任何原因，在本協議生效期間及本協議終止以後，協議雙方

應保持和竭力保持絕密資料絕密，

除為了履行本協議的責任，不使用和竭力不使用絕密資料，

除非得到對方事先書面許可，不向任何人士透露或允許任何人透露絕密資料。
d. 每一方只能在下述情況下透露絕密資料：

得到對方的書面許可；

為履行本協議的責任，於其高級職員，員工和專業僱問；

如是法律規定，則由恰當司法管轄權之法庭或監管部門頒令。
e. 為免爭議，第 10 條在本協議終結後繼續有效。
11. 免責條款
a. 每一方應使對方免責並使對方免於所有因本身未能履行本協議之條款，或因其作出本協議沒有
授權或對方沒有另以書面許可之陳述而導致或蒙受之損失，索償，訴訟，傳喚，代價，開支以
及其它責任（包括法律費用）。
b. 每一方茲申明並向對方保證，直至本協議開始生效日：


其具備足夠授權以簽署本協議和履行本協議之責任，並已採取所有獲得授權之動
作；

簽署和執行本協議之條款並無抵觸
(i)任何簽署本協議時之已生效之法律或頒令；和 (ii)任何其它合同責任。

本協議具有有傚法律及合同約束責任。
c. 假如任何一方察覺到任何法律或行政指令會導致對方有法律責任，根據第 11 條為免對方於所
述責任，該方應儘快通知對方有關事宜，並不時通知對方有關事宜之最新發展。
d. 本協議的所有陳述和保證在本協議終止以後保持有效。
12. 轉讓
任何一方不能在未得到對方同意的請況下把本協議及其權益轉讓或轉移於協力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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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終止
a. 協議雙方可在任何時間，以 30 天不具原因之書面通知終止本協議。
b. 本協議可在下述情況下立刻終止：

任何一方停止，或威脅要終止運營；

任何將會進行針對任何一方之審判，而上述結果未能在 30 天內得出；

任何一方在執行服務時觸犯任何不誠實或欺騙行為並使其被起訴和被定罪；或

任何一方（“違約方”） 違反本協議之任何條款而違約方未能在收到非違約方書面
要求作出修正 30 天內作出相應修改。
c. 任何本協議的終止皆不會侵犯協議雙方在有關終止生效前或生效時存在，或根據本協議有表明
在終止後保持有效之權利。
14. 一般
a. 本協議包含協議雙方就所涉及事宜直至執行本協議時之一切協商，並取代任何此前協商和諒
解。
b. 本協議並無條文說明協議雙方創建任何合營企業，合夥機關，或聯營公司之關係。為免爭議，
除了本協議列明，任何一方對對方並無其它責任。
15. 法律
本協議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建立。
立合約書人：

甲方： 永業保險經紀有限公司
富甲理財顧問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北角蜆殼街 9-23 號
秀明中心 16 樓 E 室

乙方：

Signed and accepted by
(甲方簽署)

Signed and accepted by
(乙方簽署)

Name:

Name:

Date:

SZE SHUN YEE DERICK

地址：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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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ral Agreement
顧問資料附表
乙方聯繫方式及通訊地址 (此通訊地址為甲方寄送客戶保單或其它文件給乙方之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行動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中文)
通訊地址
(英文)
Line ID

微信 ID

乙方香港銀行帳戶 (提供甲方做為發放佣金之用)
銀行中文名稱
Bank Chinese Name

銀行代碼

銀行英文名稱
Bank English Name

港幣戶口帳號 (必填)

帳戶名稱
Account Name

美元戶口帳號 (選填)

Bank Code

HKD Account Number

USD Account Number

附註：
1. 佣金皆以產品公司發放的幣別支付，大多以港幣為主。如提供非香港匯豐銀行帳戶，跨行交易費
用需由乙方負擔，甲方會從佣金當中扣除跨行交易費用
2. 若因乙方帳戶有誤導致佣金無法如期發放，甲方得順延至乙方提供正確銀行帳戶的翌日發放
3. 乙方若需更改帳戶資訊，需重簽本頁送交甲方，如有違反法律規定，乙方願負一切法律責任
Signed and accepted by
(乙方簽署)

Nam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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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乙方「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粘貼處 (或提供電子檔)

(正面)

乙方「護照影本」粘貼處

(反面)

(或提供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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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ral Fee
費用附表
佣金率表版本編號
1.
2.
3.

T：

J：

佣金率表或合約條件，有可能於未來被重新檢視調整。在任何狀況下，所有最終的佣金率表或合約
條件都是依甲方公司所正式通告的內容為準。
保密條款：乙方不得透露本合約及佣金表內容，否則本合約將自動失效。
付款時間：甲方於每月 15 日(含)以前收到產品公司所發放的佣金，將於當月 20 日一次發放佣金給乙
方(若遇香港假日將提前發放)；甲方於每月 15 日以後收到產品公司所發出的佣金，將於次月 20 日發
放佣金給乙方。

甲方： 永業保險經紀有限公司
富甲理財顧問有限公司

乙方：

Signed and accepted by
(甲方簽署)

Signed and accepted by
(乙方簽署)

Name:

Name:

Date:

SZE SHUN YEE DERICK

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