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法律披露及資訊
條款和條件
參與 2021 年 Citi 新春促銷活動 (簡稱 “促銷活動”)，即表示您同意遵守以下的條款和條件。
符合資格的客戶
“符合資格的客戶” (1) 為新或現有的 Citibank 消費者及零售企業客戶，(2) 在 NY、CT、MD、
VA、DC、CA、NV 或 NJ 擁有和他們的賬戶有關聯的住宅/家庭地址 (并非郵寄地址)，或 FL 或 IL
的選定市場，或在 NY、CT、MD、VA、DC、CA、NV、NJ、FL 或 IL 所在 Citibank 分行開戶並
加入本促銷活動，(3) 為符合資格賬戶的簽署人，(4) 須年滿 18 周歲，及 (5) 可提供或在 Citibank
備有有效的 W-9 或 W-8 BEN 或 W-8 BEN-E 表格，並不得受制於備用預扣稅。
贈禮獎勵
符合條件的客戶在加入後可根據以下表格中，其中一個級別的贈禮，並履行該級別的規定步驟後
可獲得一份贈禮獎勵。贈禮獎勵將於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寄出，至客戶提供的郵寄地址。
表格
“級別”
1

“贈禮獎勵”
*獨家 18K 金 Ox 項鏈

“合格存款”
$25,000 - $49,999.99

2

*獨家 24K 金牛獻福純金墜

$50,000 - $99,999.99

3

*獨家 24K 燿眼金牛純金墜 +

$100,000 - $199,999.99

Swarovski 十二生肖 - 牛， 可靠拍檔擺飾
4

*獨家 24K 圓滿純金墜 + Swarovski 時代手鏈

$200,000 - $499,999.99

5

*獨家 24K 純金“財源滾滾”牛擺飾 +

$500,000 - $999,999.99

Swarovski 十二生肖 - 牛， 可靠拍檔擺飾
6

*獨家 24K 純金“財源滾滾”牛擺飾 +

$1,000,000 及以上

*獨家 24K 金牛獻福純金墜 +
Swarovski 十二生肖 - 牛， 可靠拍檔擺飾 +
Swarovski 時代手鏈 + 吉祥龍龜風水琉璃
*Citi 為 2021 年新春促銷活動獨家設計。請上網 citi.com/LunarNewYear 了解更多關於贈禮獎勵的
詳情。

規定步驟
第一，符合條件的客戶必須在 2021 年 1 月 14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期間 (“活動期間”) 加入新年
促銷活動。符合條件的客戶可通過我們的銀行職員或 citi.com/LunarNewYear 網站加入。但是，
上網加入本優惠的唯一有效賬戶為儲蓄賬戶。加入本促銷活動並不代表已經符合贈禮資格。
第二，符合條件的非現有客戶必須開設符合條件的存款賬戶並存入資金。
第三，符合條件的客戶或合格存款賬戶持有人須在活動有效期内在一個合格存款賬戶中存入上方
表格内所示級別最低“合格存款額”，且該筆存款必須為新存金額。雖然允許向合格存款賬戶進行
多次存款，但定存賬戶(CDs)在開戶時必須一次性將資金存入新開的定存賬戶。


新存金額 (New-to-Citibank Funds) 為 (1) 來自 Citibank, N.A.以外的存款，以及通過 ACH、

直接存款 (Direct Deposit)、和/或支票或匯款。 現金存款不符合新存金額資格，以及 (2) 該存
款必須通過國内ACH 轉賬、直接存款、使用Citibank,N.A.以外的支票或匯款存入。現金存款、
Citi 全球轉賬、國際 ACH 轉賬，及個人對個人的轉賬服務如 Apple Pay、PayPal®、Venmo 及
Zelle®不符合新存金額的資格。
“合格存款賬戶”包括以下賬戶：


消費者賬戶，合格存款賬戶包括在任何 Citibank 套裝中的新開戶或現有的支票賬戶、貨幣

市場賬戶或儲蓄賬戶。定存賬戶 (Certificates of Deposit, CDs) 符合合格存款賬戶的資格，但僅
限於在 Citibank 賬戶套裝 (Citibank Account Package)、Citi 優先套裝 (Citi Priority Package) 或貴
賓套裝 (Citigold Package) 中新開戶的定存賬戶。託管賬戶、財產賬戶、企業賬戶和/或信托賬
戶均不符合此促銷活動資格，不論其是否符合存款賬戶的資格。但信托賬戶中的安養信托
(Living Trust) 和保管賬戶 (Custodial Accounts) 均符合資格。Citibank 退休賬戶 (IRA、SEP、
CESA、貨幣購置養老金計劃和利潤分享計劃) 并不符合本活動資格。賬戶均需經過審核。


零售企業賬戶，合格存款賬戶包括企業支票、儲蓄或受保貨幣市場賬戶。

第四，當符合某一級別的合格存款金額“存入”合格存款賬戶後，該筆存款需從存入合格存款的當
天開始計算，必須保留至少連續 60 天。符合條件的客戶在促銷活動期間，存入並保留至少連續
60 天與其級別相對應的每日最低餘額後，才有資格賺取與其級別相符的贈禮。


比如，當一個符合條件的客戶在 2021 年 1 月 14 日到 2021 年 4 月 30 日期間，連續 60 天保

持了$25,000 的最低合格存款金額後，他們就能符合獲得第一級別中的贈禮。


如果同一位符合條件的客戶在 2021 年 4 月 30 日前增加他們的合格存款金額至$200,000，

只要他們能連續 60 天保持該存款額，就有資格獲得與第四級別相應的贈禮。

其他促銷活動
合格存款金額在本促銷活動期間，不能用於滿足其他促銷活動的條件。本促銷活動於 2021 年 4 月
30 日結束，且不可轉讓及不能和其他消費者支票、貨幣市場、儲蓄賬戶的優惠或零售企業支票、
儲蓄或受保貨幣市場賬戶的優惠共同使用。
年利率 (APY)
年利率為浮動利率，并有可能在開戶前或開戶後變動，恕不另行通知。
以 2020 年 12 月 15 日為準；支票利息賬戶 (Interest Checking) 的年利率 (APY) 為：貴賓套裝 (包括
私人貴賓套裝) 和 Citi 優先賬戶為 0.03%；Citibank 賬戶套裝為 0.01%。視存款額的不同，Citi 儲
蓄賬戶 (Citi Savings) 的年利率為：貴賓賬戶和 Citi 優先賬戶為 0.04%至 0.15%；Citibank 賬戶套裝
為 0.04%至 0.13%；基本銀行和存取套裝 (Basic Banking and Access Account) 為 0.06%。
Citibank 的定存賬戶年利率視您選擇的到期日長短而定。截至 2020 年 12 月 10 日，所有市場的一
年期銀行定存年利率為 0.25%。該年利率假設利息所得皆存於同一賬戶，直至到期。
以 2020 年 11 月 23 日為準；CitiBusiness 支票利息賬戶的年利率為 0.05%。CitiBusiness 儲蓄賬戶
的年利率為 0.08%。視您選擇的到期日長短，CitiBusiness 保險理財賬戶 (IMMA) 為 0.05%至
0.08%。
本促銷活動可能在您參加前變更或取消。所有賬戶均受適用的條款、費用及收費約束。賬戶、產
品、計劃和服務相關的條款、條件與費用可能會有所變動。所有賬戶均需經過審核。參與或加入
優惠活動並不保證符合活動資格或獲得贈禮資格。年利率 (APYs) 為浮動利率，并有可能在開戶
後變動，恕不另行通知。詳情請洽銀行職員。所有賬戶均受消費者賬戶客戶手冊 (Client Manual
Consumer Account) 和市場附錄 (Marketplace Addendum) 的約束。
相關費用
如欲免除 Access 賬戶套裝每月$10 的服務費用，只需進行一次符合資格的直接存款或在每個賬單
週期進行一次符合資格的費用繳納或在相連的符合資格賬戶中合并保持平均每月$1,500+的存款。
如欲免除基本銀行業務套裝每月$12 的服務費用，只需在每個賬單週期進行一次符合資格的直接
存款，及在每個賬單週期進行一次符合資格的費用繳納，或在相連的符合資格賬戶中合并保持平
均每月$1,500 或以上的存款金額。如果 Citibank 賬戶套裝的每月平均存款額未能保持$10,000 或以
上的存款金額，將會有每月$25 的服務費及對支票賬戶收取$2.50 的非 Citibank 自動取款機的費
用。如果 Citi 優先賬戶套裝的每月平均存款額未能保持$50,000 或以上的存款金額，將會有每月
$30 的服務費用。貴賓賬戶套裝中的支票賬戶沒有每月服務費用。如果您符合資格的相連賬戶存

款、退休和投資理財賬戶未能保持每月平均$200,000 的存款，您的貴賓賬戶套裝將更改為Citi優
先套裝，同時在更改後將受限於該套裝的條款和條件。Citi 私人客戶關係的待遇為貴賓賬戶套裝
的一部份。費用可能減低收益。更多賬戶相關的費用詳情，請上網 citi.com/compareaccounts。
零售企業銀行業務中，所有存款餘額等級的 CitiBusiness 支票賬戶將收取每月$22 的服務費。如果
合并平均收款餘額未能保持$10,000 或以上，將會對 CitiBusiness 支票利息賬戶徵收每月$30 的維
持費。如果合并平均收款餘額未能保持$5,000 或以上，將會對 CitiBusiness Streamlined 支票賬戶徵
收每月$15 的維持費。如果合并平均收款餘額未能保持$10,000 或以上，將會對 CitiBusiness
Flexible 支票賬戶徵收每月$30 的維持費。如果合并平均收款餘額未能保持$1,000 或以上，將會對
CitiBusiness 受保貨幣市場賬戶徵收每月$10 的維持費。如果合并平均收款餘額未能保持$500 或以
上，將會對 CitiBusiness 儲蓄賬戶徵收每月$10 的維持費。
重要稅務資訊：
依適用法律的規定，贈禮將在獲得年度以利息向國家稅務局 (IRS) 申報。美國籍人士所得贈禮將
在獲得年度以1099-INT 表格向國家稅務局 (IRS) 申報。非美國籍人士所得贈禮將在獲得年度以
1042-S 表格向國家稅務局 (IRS) 申報。稅費和稅務顧問的咨詢由客戶自行負責。為取得贈禮資
格，美國籍人士必須能提供或具備有效的 W-9 表格存檔，非美國籍人士必須能提供或具備有效的
W-8BEN 或 W-8BEN-E 表格存檔，且賬戶不得受制於備用預扣稅。
消費者賬戶受消費者賬戶客戶手冊和市場附錄的約束。零售企業銀行業務客戶受 CitiBusiness 客戶
手冊約束。
每位存款人的不同類別的賬戶均享有高達$250,000 的 FDIC 存款保險。
Zelle 及 Zelle 相關的標記為 Early Warning Services, LLC 全權所有，並已授權在此使用。通過
Citibank 網站及 Citi Mobile® App，用 Zelle®轉賬服務受 Citibank Zelle 轉賬條款和條件以及 Citibank

客戶手冊 - 消費者賬戶中的條款、條件和限制約束。其他在此提到的產品和公司名稱為其各自所
有者所擁有。Venmo 為 PayPal, Inc.旗下服務，為持合法執照的匯款公司 (NMLS ID: 910457)。所
有匯款服務均由 PayPal, Inc.，根據 PayPal, Inc.所持的許可證許可提供。©2021 PayPal, Inc.
Citibank 提供的賬戶和金融服務相關信息及訪問權限均來自位於美國及其領土内的 Citibank, N.A.
及其附屬機構。本促銷活動并非亦不應被視為一份邀請、要約或招攬美國境外的個人來購買或出
售有爭議的產品或服務。
©2021 Citibank, N.A. Member FDIC. Citi, Citi and Arc Design and other marks used herein are service
marks of Citigroup Inc. or its affiliates, used and registered throughout the wor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