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B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ares about your security. To avoid your online and mobile trading account from common
cyber threats, below are some security tips for references.

DON'T 

DO 
 Set a strong password and properly safeguard the login ID and
password;
 Change password regularly;
 Ensure that no one is watching at you when typing the
password;
 Closely monitor the online accounts by reviewing trade
confirmations;
 Type the website address (URL) or use a bookmark to enter the
broker’s website;
 Ensure the security of computer and mobile devices used for
online trading by installing anti-virus programs and updating
them regularly;
 Set up auto and passcode lock to prevent unauthorised access to
your computer and mobile devices;
 Install updates and patches to your computer and mobile
devices regularly, including upgrades and updates to your
operating system and other applications; and,
 Report to your account manager for any suspicion.

 Do not store your user name and password on your computer
and mobile devices;
 Do not use the same password in other system;
 Do not disclose your personal data and password with others;
 Do not open suspicious email and access the related link;
 Do not use jailbroken or rooted mobile devices to access web
or mobile trading apps;
 Do not download programmes or apps from unknown sources;
and
 Do not use public computers or unknown and unsecure
networks to access the online accounts.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our Customer Service by telephone at (852) 3911-8221 or by fax at (852) 2525-1198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建銀國際一直以安全為本，為保障 閣下的網上及流動交易賬戶免受常見的網絡威脅，以下為有關網上安全的提示，以供參考。

應做
 應設定難以破解的密碼及妥善保管其登入名稱及密碼；
應定期更改密碼；
 登入系統時，請確定沒有人看見您所輸入的密碼；
 透過審閱交易確認，密切監察其網上帳戶;
 透過鍵入網址（URL）或使用書簽進入經紀行的網站；
 透過安裝及定期更新防毒程式，確保用作網上交易的電腦及流
動裝置的安全性；
 應設立自動上鎖和啟用密碼鎖功能，以防止他人未經許可使用
您的電腦及流動裝置；
 應定期更新您的電腦及流動裝置，以及有關的作業系統；及
 向您的客戶經理匯報可疑情況。

不應做





請勿在電腦及流動裝置內儲存您的用戶名稱和密碼；
請勿在其他系統使用相同密碼；
請勿與任何人透露您的個人資料及密碼；
請勿開啟來歷不明的電子郵件，以防墮入電子郵件詐騙陷
阱；
 請勿使用已被破解（例如越獄、rooted）的流動裝置登入網站
或流動應用程式；
 請勿經未確定來源下載軟件或流動應用程式 ；及
 请勿使用公共電腦或透過不知名及不安全的網路登入其網上
帳戶。

若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852) 3911-8221 或發送傳真至(852) 2525-1198，聯絡我們的客戶服務部。

建银国际一直以安全为本，为保障 阁下的网上及流动交易账户免受常见的网络威胁，以下为有关网上安全的提示，以供参考。

应做
 应设定难以破解的密码及妥善保管其登入名称及密码；
 应定期更改密码；
 登入系统时，请确定没有人看见您所输入的密码；
 应透过审阅交易确认，密切监察其网上账户;
 应透过键入网址（URL）或使用书签进入经纪行的网站；
 应透过安装及定期更新防病毒程序，确保用作网上交易的电脑
及流动装置的安全性；
 应设立自动上锁和启用密码锁功能，以防止他人未经许可使用
您的电脑及流动装置；
 应定期更新您的电脑及流动装置，以及有关的操作系统；及
 向您的客户经理汇报可疑情况。

不应做





请勿在电脑及流动装置内储存您的用户名称和密码；
请勿在其他系统使用相同密码；
请勿与任何人透露您个人资料及密码；
请勿开启来历不明的电子邮件，以防堕入电子邮件诈骗陷
阱；
 请勿使用已被破解（例如越狱、rooted）的流动装置登入网站
或流动应用程序；
 请勿经未确定来源下载软件或流动应用程式 ；及
 请勿使用公共电脑或透过不知名及不安全的网络登入网上账
户。

若有任何疑问，欢迎致电(852) 3911-8221 或发送传真至(852) 2525-1198，联络我们的客户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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