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协议另有英文协议版，如有歧異，概以英文版为主。在签署本协议书前，请阁下详细阅讀本协议
内容。
此协议书于 _____2012__________ 年 ___09_____ 月 ___18___日由
1. 万兆丰国际金业有限公司，地址位于香港九龙官塘海滨道133号万兆丰中心18F (以下简称「万兆丰
国际金业」与
2. ________________陈大文____________________ 于
__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88号大富花园A幢1188室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客户)所签署。
条款及条件

1.

定义及释义

「美式选择权」指一种允许被授与人在( 包含 )到期前内的任何时间执行其权利的选择权。
「金银」指贵金属包括香港金银交易及( 或 )倫敦金银交易。
「营业日」指︰–
(a) 在倫敦金银交易指任何倫敦金银巿场的交易日﹔或
(b) 在香港金银交易指任何金银业贸易场的营业日。
「确认书」指由万兆丰国际金业与客户双方之间有关办理交易及调整客户于万兆丰国际金业所开立之账户的书面声明。
「契约」指一份由双方遵循此份协议内条款所同意买卖金银的契约。
「契约价格」指遵循此份协议内条款所买入或卖出每一金银单位价格乘以金银总量。
「管理费用」指收取香港金银交易隔夜未平仓的费用。
「万兆丰国际金业」指万兆丰国际金业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其业权继承人和受让人，担任客户交易之委托人。
「欧式选择权」指一种只允许被授与人在选择权到期时执行其权利之选择权。
「执行价格」在选权而言，指被授与人可执行选择之每一单位金银价格。此外，除双方另行同意且声明于确认书内，该价格
应以美元计价。
「被授与人」指选择权买方﹔被授与人需遵循选择权各项条款给附总权利金予授与人。
「授与人」指选择权卖方﹔授与人需遵循选择权各项条款收取被授与人所给附之总权利金。
「香港金银交易」除双方另行同意且声明于确认书外，指于金银业贸易场交易之金银。
「本地倫敦金银交易」除双方另行同意且声明于确认书外，指具有0.995纯度的金及( 或 ) 具有0.999纯度的银，均需以盎
司/美元计价且适合于倫敦金银巿场交割。
「保证金」指交易商要求客户存入的一笔類似押金之存款/以保障交易。
「净额结算」指双方在此份协议各项条款的规范下，同意于一特定日期以一个「净额」基准结算全额或部份抵销相互所需交
割及款项。
「净额结算确认」指净额结算交易结果确认。
「抵销」指双方抵销与结束相互之间有关选择权的权利与义务之协议。
「选择权」指一个由双方于协议各项条款的规范下，同意赋予被授与人特定权利及赋予授与人特定义务之契约。
「双方」指交易商与客户﹔而「一方」则是指其中之一。
「权利金」除双方另行同意且声明于确认书外，应指被授与人可买入以美元计价的每单位金银选择权价格。
「证券」包含但不限制于由公司或非公司、政府、或当地主管机关等所发行包含权利、选择或利息的類似工具或參与权益证
明书、暂时中期证明书、收据、认购权证之股份、股票、债券、借贷股票、金钱、公债、票据或其他任何類似之金
融工具。
「Settlement Date﹔交割日期」指︰
(a) 本地倫敦金银交易现货契约交割日期为交易后的第二个营业日﹔
(b) 香港金银交易契约的交割日则为交易当日或交易后的下一个营业日﹔
(c) 交割金银远期契约时，交割日期为双方同意且声明于确认书内的日期﹔
(d) 总权利金金额应于选择权交易后的第二个营业日缴纳﹔

国际金业有任何建议或认可。
6.3 客户明白万兆丰国际金业、其任何代理及信息提供者均不保证信息合时、顺序、准确、連贯、迅速或完备。
7. 责任限制
7.1 客户同意，万兆丰国际金业或其任何高级职员、雇员、代理或信息提供者均毋须对以下任何损失承担法律责任或负责：
(i) 因接达或使用或无法接达或使用该项服务而导致各類直接、间接、特殊、随附或連带的赔偿，包括但不限于因信息
提供者的行为、遗漏、错误、延误、中断而导致者；即使万兆丰国际金业、万兆丰国际金业高级职员、雇员、代理、
信息提供者获悉该等有可能出现该等赔偿或损失；或
(ii) 因万兆丰国际金业、万兆丰国际金业高级职员、雇员、代理或信息提供者无法控制的原因而导致的赔偿；有关原
因包括但不限于任何政府限制、暂停交易、电子或机械设备或通讯线路失靈、电话或其他互聯设施故障、计算机硬
件或软件无法兼容、互聯网未能或无法接达、互聯网服务供货商或其他与客户计算机有关的设备或服务故障、电力
中断、數据传送设施故障、未经授权擅自接达、盗窃、火灾、战争、罢工、民众骚亂、恐怖主义行为或威胁、天灾
或勞资纠纷。
7.2 客户同意若客户因使用该项服务而令本身的计算机、软件、數据机、电话或其他财物受损，万兆丰国际金业一概毋须负
责。
8. 弥偿保证
客户同意凡因客户使用该项服务(包括但不限于客户违反本补充协议或侵犯知識产权)而产生或引起任何及所有申索、损失、
责任、费用、支出、客户均会给予万兆丰国际金业、万兆丰国际金业的高级职员、雇员、代理及信息提供者弥偿。即使本补
充协议予以终止，是项责任仍将继续有效。
9. 风险披露
客户承认并接受：
(i) 处于需求高峰期、市场波动不定、系统升级或维修期间或因其他原因，该项服务可能只会维持有限服务甚或无法提
供服务；
(ii) 由于无法预期的网络拥挤及其他原因，电子传送或非可靠的通讯媒介，而此事亦非万兆丰国际金业所能控制；
(iii) 鉴于互聯网可供公众使用，以电子方式进行的交易或会因网络拥挤或數据误传而受到干扰、导致传送中断或传送
耽误；
(iv) 指示可能不获执行或延误执行，因此执行价可能与客户给与指示时通行的价格有異；
(v) 通讯及个人资料或会被未经授权的第三方擅自讀取；
(vi) 客户的指示可能未经人手复核就予以执行；
(vii) 一般而言，指示一经发出即无法取消；及
(viii) 系统或会发生故障，包括软件失靈或通讯设施失效，以致无法按照客户的指示执行，或根本没有执行。
10. 其他条款
10.1 客户已确认已阅毕及明白本协议的条款及条件，并同意受该等条款及条件约束。
10.2 客户明白，在客户将已填妥及签妥的本协议文本交回万兆丰国际金业并获万兆丰国际金业接受及同意前，本协议于各
方面均属无效；于接受及同意该书面文本时，必须由万兆丰国际金业其中一位董事在下文提供的空白处签字证明。
10.3 本协议将一直具有十足效力，直致万兆丰国际金业以书面确认接获客户根据客户协议第18条4款发出书面指示终止客
户协议为止。

陈大文
客

户

简

签

金 银 买 卖 户 口
开 户 申 请 表
致：万兆丰国际金业有限公司(下称「万兆丰国际金业」)
香港九龙官塘海滨道133号万兆丰中心18F
1. 开户申请表
本人/吾等为 ______________陈大文____________通讯地址位于____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88号____
____大富花园A幢1188室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称「客户」)，
兹要求万兆丰国际金业为本人/吾等：
依照客户协议中的条款及条件 (下称「条款及条件」)，开立及维持一个或多个电子交易服务的金
银买卖户口
伦敦金交易帐户

人民币公斤条交易帐户

同时开设前述两种帐户

陈大文___________

客户简签： ____

2. 服务种類
本人/吾等希望于万兆丰国际金业开设一个或多个金银买卖户口 (下称「该户口」)。万兆丰国际金
业同意不时应本人/吾等要求，并按其绝对酌情权让本人/吾等在万兆丰国际金业开设一个或多个户
口，进行金银买卖。
3. 声明及承认
本人/吾等此声明，本人阅悉及同意万兆丰国际金业开户申请表，并填写客户资料表，及阅悉及同
意客户协议书 (及补充协议) 中的条款及条件 (及额外条款及条件)。上述所有档均构成万兆丰国际
金业与本人/吾等就该户口达成的协议。

陈大文__________

見证人签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客户签署：_________

見证人姓名：

签署人姓名： 陈大文

身份证号码 / 护照号码：

身份证号码 / 护照号码：452129197508130088

日期：

日期： 2012.09.18

万兆丰国际金业有限公司确认
万兆丰国际金业有限公司确认并接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获万兆丰国际金业有限公司授权人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CLIENT INFORMATION

REGISTRATION FORM (1)

客 户 开 户 资 料 登 记 表 (1)
Open A/C Type

(1)Individual A/C

开户类型

(1)

(2)Joint A/C

个人账户

(3)Corporate A/C

联名账户

公司账户

FOR INDIVIDUAL A/C – BASIC INFORMATION (个人帐户填写 – 基本资料)

Please type or use BLOCK LETTERS 请用正楷填写
Surname 姓氏 :

Given Name 名字 :

陈

Sex 性别 :

大文

Passport or ID Card No. 护照或身份证号码 :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

男

1975.08.13

Issuing Country 签发国家/地区 :

中国

452129197508130088
Home Address 家庭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88 号大富花园 A 幢 1188 室
Home Telephone No.

Mobile Phone No.

家庭电话号码 :

手提电话号码 :

020‐38886688

E‐mail Address 电邮地址 :

Ctm1975@yahoo.com.cn

13808882888

Employment Details 职业资料
Employed

Unemployed

Self‐Employed

Retired

失业

自雇

退休

就业

If Unemployed, please review “High Risk Investment Notice” .
如果失业, 请阅读 “高风险投资告鉴” .
If Unemployed or Retired, please indicate previous Nature of business and Occupation.
如果阁下失业或退休, 请注明前一份工作的业务性质和职业.
Name of current employer 目前雇主名称 :

Nature of business 业务性质 :

大文电字商务有限公司
Position 职位 :

电字商务
Years with current employer 在职年期 :

总经理

8年

Office Telephone No. 公司电话号码 :

Office Fax No. 公司传真号码 :

020‐38886888

020‐38886838

Office address 公司地址 :

广州市环市东路 688 号世贸中心 1318
Banking Information 往来银行资料 ( 除客户另行指示, 付予客户的款项将会转入下列银行账户 )
(Unless otherwise instructed by you, all funds payable to you will credited to the following bank account)
Bank Name 银行名称 :

Account No. of the Bank 银行帐户号码 :

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天河天润路支行)

6222‐0036‐0211‐5138808

Bank Account Holder’s Name ( Should be same as your name(s) appearing on this Application )
银行账户持有人名称 ( 必需与此交易帐户的持有人名称相符 ) :

陈大文
Trading Account Information 客户交易帐户数据
Client’s Trading A/C No. 客户交易帐户号码 :

Preliminary Password 初始登录密码 :
Please change your password 请于登录后更改你的交易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