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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料

01 | 公司资料

公司名称:  

地址 (邮政信箱不适用):  

 

    邮政编码:  

邮寄地址 (如与上述地址不同请填写):  

 

 

    邮政编码:  

注册地址 (邮政信箱不适用):  

 

    邮政编码:  

注册成立国家:  

注册成立日期: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如适用):  

 

金融许可证号（如适用):  

02 | 指定联系人资料

联系人姓名:  

主要电话号码 (必须填写):  

电邮地址（必须填写):  

备用电话号码:  

 

从何处知道我们?:  

03 | 财务资料

可与 IG 交易的公司资金 约为: 人民币￥  

与IG交易的资金来源:  公司资金  其他（请详细说明)

其他:  

设立本交易账户的用途:  中短期投机活动   对冲用途  长期资本增值   多样化投资

证明文件

下列证明文件必须与本公司已填妥的账户申请表格一并递交:

• 最近银行账单 (不超过 90 天)

•  董事填妥及签署附载的担保及弥偿保证。如获委任的董事人数多於一名以上, 则必须由两名董事在一名独立的成年见证人面前, 填妥及签署附
载的担保及弥偿保证

若无法提供此等证明文件, 我们不能为阁下开立任何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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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身份

唯一董事/董事 1:

姓名:  

住址:  

 

    邮政编码:  

出生日期:  

董事 2:

姓名:  

住址:  

 

    邮政编码:  

出生日期:  

实际受益人身份识别

我们需要对每个持有超过25%公司股份的实际受益人作身份识别。如果公司有两位以上实际受益人，请单独列出其个人资料。

姓名:  

居住地址:  

 

    邮政编码:  

出生日期:  

姓名:  

居住地址:  

 

    邮政编码:  

出生日期:  

实际控制人身份识别

我们需要对公司财务及运营的决策人作身份识别。

姓名:  

公司职位:  

居住地址:  

 

    邮政编码:  

出生日期:  

姓名:  

公司职位:  

居住地址:  

 

    邮政编码:  

出生日期:  

董事作为担保人

董事 1:

姓名:  

过去 3 年 的税前年收入约为: 人民币￥  

存款及投资约为（不包括房产): 人民币￥  

董事 2:

姓名:  

过去 3 年的税前年收入约为: 人民币￥  

存款及投资约为（不包括房产): 人民币￥  

根据要求可能需要其他核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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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投资经验

1. 在过去三年中，贵公司或者其董事对以下产品的交易情况如何?

	 股票和债券	  >20	次       10	至	20	次       <10	次

	 交易所交易衍生品 (例如权证、期货或期权，以及外汇)	 	  >20	次       10	至	20	次       <10	次

 场外衍生品 (例如 CFD 产品，以及外汇)  		  >20	次       10	至	20	次       <10	次

2. 贵公司或者其董事交易这些产品的主要方式是什么?		 	 	  	   自主交易抑或有专业指导       托管基金     

3.  贵公司或者其董事是否有关于IG产品的任何相关经验或者职称?		   	 	 					  	

	 	  是的,	从事金融机构的相关职位	 	  是的,	拥有相关的专业职称或接受过相关教育

 	  是的, 以上二者都是		 	 	  不是

声明

本人确认谨此代表客户已阅读和了解 IG 産品披露声明及客户协议书, 并同意在本人代表客户与贵公司进行的交易中受客户协议书条款的约束。

客户已了解差价合约交易的性质和相关风险, 本人确认谨此代表客户已经阅读, 理解和同意受风险披露声明的约束。

本人已阅读、明白及同意 IG 的隐私政策, 包括其中详述的关于本人个人信息的海外披露部分。

本人确认, 本人不会以任何方式把 IG 所提供的任何服务, 所提供的任何市场数据, 向任何第三方提供, 展示或供他人获得使用或允许将其提供, 
展示或使其可供他人获得使用。本人不会以有关服务的任何数据设立, 维持或提供, 或协助提供非法买卖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市场。

本人确认每个姓名及签名样本出现在授权人名单（下称“授权签字’）的个人应被授予签署与开户或操作相关的任何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
及任何相关对公司资产进行的抵押，留置或担保，并就任何代表公司进行的账户交易及操作，给予IG口头或书面说明。

本人同意在申请账户过程中，IG将向相关征信机构取得我或客户的个人消费和/或商业信用报告。并且，本人确认谨此代表客户已阅读、明白并且
同意产品披露声明中客户协议书第21条及第29条内容。

本人同意IG将需要核实与客户相关个人（如：实际控制者或收益人）的个人信息。并且，此等个人信息（如：姓名、出生日期、住址或其他相关
信息）将被发送至征信机构(Credit Reporting Agency)或其他身份核实机构以取得信用报告来确认所提供的个人信息是否与相关系统登记信息一
致。本人确认谨此代表客户已了解并且同意IG将此等个人信息提供至征信机构或其他用于身份核实的机构以完成身份电子核实。

本人确认已年满18周岁，且以上提供的所有信息均真实有效，并将及时告知IG任何客户情况的变更。

根据公司法2001第127条，本人代表公司在此签署。 
 

  如董事会还决议授权此处所列董事/合伙人代表公司开设额外的IG账户，请勾选此处。

 签署 (唯一董事/董事 1):            日期:  

 签署 (董事 2):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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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IG 为受益人的担保及弥偿保证契约

受担保方:

IG Markets Limited (ABN 84 099 019 851, 新西兰金融衍生品发行商执照，公司号 2249573) 爲英格兰注册成立公司, 澳洲和新西兰注册的外资公
司。其注册地址爲 Level 15, 55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Australia (‘IG’)。

担保方:

本契约附表第一部份列示的人士 (「担保人」)。

背景资料:

A.   於本契约附表第二部份所确定和列示的公司 (「客户」) 已於 IG 开立帐户 (「账户」), 藉以按照 IG 客户协议书 (「客户协议书」) 的条
款和条件订立差价合约 (「交易」)。

B. 当客户进行该等交易时, 必须按照客户协议书的条款向 IG 承担负债和责任。

C.  IG 同意允许客户开立账户, 条件是担保人必须同意就客户协议书担保客户尽责履行客户的义务, 以及按照本契约条款规定支付欠下 IG 的任
何到期应偿还金额。

担保及弥偿保证:

担保人同意下列各项:

1.  本人/我等无条件和不可撤销地保证会适时和即时支付客户依据客户协议书下须支付的所有到期和应支付款项和负债, 并会确当和准时地履行
和遵守客户协议书下客户须承担的所有其他责任。如客户因为任何原因未能於到期时支付上述所担保的款项, 则本人/我等身为主要义务人将
於收到 IG 发出第一份书面付款要求时向 IG 支付该笔款项。就客户未能履行客户协议书下的所有责任而蒙受的一切损失和损害, 本人/我等
进一步同意弥偿并继续弥偿 IG

2.  一份由 IG 或代表 IG 签署, 列明本人/我等按照本文於某一指定时间必须到期支付及应支付款项的证明书, 为该等付款义务的不可推翻的证
据, 惟因为IG 出现明显的错误除外。

3.  待 IG 全数收到其在本契约下被拖欠的款项後, 本人/我等在本契约下的负债才宣告解除。这些负债将不会因为任何其他行动, 遗漏或事实而
获解除, 因此将不会受到下列行动的影响：

 3.1. IG 向客户提供更多时间, 或任何其他延期或宽限；

 3.2. 客户进行清盘或重组；

 3.3.  客户以超出其可撤换规则, 章程或章程大纲和公司章程 (如适用) 赋予的权力；或在未获其董事会授予权力和权限；或为取得权力藉以和 
IG 订合差价合约的原因下行事, 或本意是以超出上述各项权力行事, 或

 3.4.  IG 有限公司常规性地对其客户协议和产品披露声明条款进行的修订。 

4. 本人/我等以外的任何人士取得的金额将会减低未偿馀数, 但以已取得金额为限。

5.  在执行本契约前, IG 没有义务对於客户破产, 解散, 清盘采取任何行动或取得任何判决, 亦不得作出或提出任何申索。 

6.  本人/我等同意在与本契约相关的任何诉讼中, 就所产生的责任或任何抵押而言, 本人/我等将会放弃介入根据时效法规, 或任何迟误或抵销或
反诉的申索的答辩之权利。

7.  本人/我等确认, 本人/我等没有依赖 IG 作出或代表 IG 作出的担保或陈述 (不论是口头或其他方式) , 以诱使本人/我等订立本契约, 而本
人/我等已进行, 并会继续进行本人/我等对客户财务状况和事务的独立调查, 评估客户的借贷能力, 而不依赖 IG；本人/我等进一步确认 IG 
目前或将来均没有义务或责任向本人/我等提供有关客户财务状况和事务的任何资料。

8.  IG 不履行或延迟行使任何权利或补救, 不得视作放弃任何权利或补救, 且单一次或局部放弃任何权利或补救亦不会引致放弃其进一步行使权
力或行使任何其他权利或补救。

9.  本人/我等同意在 IG 提出合理要求下, 就 IG 决定是否订立或继续依赖本契约 (包括但不限於证明担保人事实上有充裕资金以担保客户将履
行本契约下的责任的证明), 向 IG 提供该等资料和该等文件的副本。

10. 本人/我等确认, 如果本契约内指明的担保人多於一人, 则本人/我等须承担共同及共同和各别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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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司法管辖权

本契约必须根据维多利亚州的法律解释和诠释, 而在维多利亚州具备司法管辖权的法院拥有聆讯和决定任何因现行契约所产生的任何争议的专有
审判权, 惟 IG 亦有权於任何司法管辖权区根据本契约追索其权利。

第一部分: 担保人 本契约由担保人签署

担保人姓名:  

担保人地址(邮政信箱不适用):  

邮政编码:   

 担保人签署:   日期:  

见证人

见证人姓名:  

见证人地址 (邮政信箱不适用):  

    邮政编码:  

 见证人签署:   日期:  

本契约由担保人签署

担保人姓名:  

担保人地址(邮政信箱不适用):  

邮政编码:   

 担保人签署:   日期:  

见证人

见证人姓名:  

见证人地址 (邮政信箱不适用):  

    邮政编码:  

 见证人签署:   日期:  

本契约必须在独立于公司的见证人面前签署。

公司

(i) 公司名称: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如适用):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请通过以下方式把填妥表格发送给我们: 传真: +61 (3) 9860 1702 电邮: SALES.CN@IG.COM 
邮寄: IG MARKETS LIMITED, LEVEL 15, 55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AUSTRALIA

阁下在填写完详情之後, 请:

 打印此表格

  签署表格

 将填妥表格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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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授权人名单

于:   (年月日)

经:   (公司名称) 

授权签名人

姓名 出生日期（日日/月月/年年年年） 签名

 签名:   

 董事签名:  

IG MARKETS LIMITED Level 15, 55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Australia 
T 免费电话: 400 998 5010 S 总机: +61 (3) 9860 1776 F 传真: +61 (3) 9860 1702 
E 电邮: sales.cn@ig.com W 网站: ig.com/z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