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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01 | 公司資料

公司名稱:  

地址 (郵政信箱不適用):  

 

    郵政編碼:  

郵寄地址 (如與上述地址不同方需填寫):  

 

 

    郵政編碼:  

註冊地址 (郵政信箱不適用):  

 

    郵政編碼:  

註冊成立國家:  

註冊成立日期:  

ACN, ARBN 或者新西蘭公司注冊號 (如適用):  

 

澳洲金融服務牌照號 AFSL (如適用):  

02 | 指定聯系人資料

聯絡人姓名:  

主要電話號碼 (必須填寫):  

電郵地址 (必須填寫):  

備用電話號碼:   

 

從何處知道我們?:  

03 | 財務資料

可與IG交易的公司資金約為: A$  

與IG交易的資金來源:  公司資金  其他（請詳細說明）

其他:  

設立本交易賬戶的用途:  中短期投機活動   對沖用途  長期資本增值   多樣化投資

證明文件

下列證明文件須與本公司已填妥的賬戶申請表格一併遞交:

• 最近銀行賬單 (不超過 90 天)

•  董事填妥及簽署附載的擔保及彌償保證。如獲委任的董事人數多於一名以上, 則須由兩名董事在一名獨立的成年見證人面前, 填妥及簽署附載的
擔保及彌償保證

若無法提供此等證明文件, 我們不能為閣下開立任何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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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身份

唯一董事/董事 1:

姓名全寫:  

住址:  

 

    郵政編碼:  

出生日期:  

董事 2:

姓名全寫:  

住址:  

 

    郵政編碼:  

出生日期:  

實際受益人身份識別

我們需要對每個持有超過25%公司股份的實際受益人作身份識別。如果公司有兩位以上實際受益人，請單獨列出其個人資料。

姓名:  

居住地址:  

 

    郵政編碼:  

出生日期:  

姓名:  

居住地址:  

 

    郵政編碼:  

出生日期:  

實際控制人身份識別

我們需要對公司財務及運營的決策人作身份識別。

姓名:  

公司職位:  

居住地址:  

 

    郵政編碼:  

出生日期:  

姓名:  

公司職位:  

居住地址:  

 

    郵政編碼:  

出生日期:  

董事作为担保人

董事 1:

姓名全写:  

過去 3 年的稅前年收入約為: A$  

 

儲蓄及投資約為（不包括房產）: A$  

董事 2:

姓名全写:  

過去 3 年 的稅前年收入約為: A$  

 

儲蓄及投資約為（不包括房產）: A$  

根据要求可能需要其他核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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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本人確認謹此代表客戶已閱讀和了解 IG 産品披露聲明及客戶協議書, 並同意在本人代表客戶與貴公司進行的交易中受客戶協議書條款的約束。 
客戶已了解差價合約交易的性質和相關風險, 本人確認謹此代表客戶已經閱讀, 理解和同意受風險披露聲明的約束。 
本人已閱讀、明白及同意 IG 的隱私政策, 包括其中詳述的關於本人個人信息的海外披露部分。 
本人確認, 本人不會以任何方式把 IG 所提供的任何服務, 所提供的任何市場數據, 向任何第三方提供, 展示或供他人獲得使用或允許將其提供, 
展示或使其可供他人獲得使用。本人不會以有關服務的任何數據設立, 維持或提供, 或協助提供非法買賣證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市場。 
本人確認每個姓名及簽名樣本出現在授權人名單（下稱“授權簽字’）的個人應被授予簽署與開戶或操作相關的任何文件，包括但不限於本協議 
及任何相關對公司資產進行的抵押，留置或擔保，並就任何代表公司進行的賬戶交易及操作，給予IG口頭或書面說明。 
本人確認與IG進行交易的資金全部為自有資金，不屬於公司法2001定義下的客戶資金。  
本人同意在申請賬戶過程中，IG將向相關征信機構取得我或客戶的個人消費和/或商業信用報告。並且，本人確認謹此代表客戶已閱讀、明白並且
同意產品披露聲明中客戶協議書第21條及第29條內容。 
本人同意IG將需要核實與客戶相關個人（如：實際控制者或收益人）的個人信息。並且，此等個人信息（如：姓名、出生日期、住址或其他相關 
信息）將被發送至征信機構(Credit Reporting Agency)或其他身份核實機構以取得信用報告來確認所提供的個人信息是否與相關系統登記信息一
致。本人確認謹此代表客戶已了解並且同意IG將此等個人信息提供至征信機構或其他用於身份核實的機構以完成身份電子核實。 
本人確認已年滿18周歲，且以上提供的所有信息均真實有效，並將及時告知IG任何客戶情況的變更。 
根據公司法2001第127條，本人代表公司在此簽署。

  如董事會還決議授權此處所列董事/合夥人代表公司開設額外的IG賬戶，請勾選此處。

 簽署 (唯一董事/董事 1):            日期:  

 簽署 (董事 2):             日期:  

過往投資經驗

1. 在過去三年中，貴公司或者其董事對以下產品的交易情況如何?

	 股票和債券	  >20	次       10	至	20	次       <10	次

	 交易所交易衍生品 (例如權證、期貨或期權，以及外匯)	  >20	次       10	至	20	次       <10	次

 場外衍生品  (例如 CFD 產品，以及外匯)  		  >20	次       10	至	20	次       <10	次

2. 貴公司或者其董事交易這些產品的主要方式是什麽?	  自主交易抑或有專業指導       托管基金

 	專業和教育經驗:

3.  貴公司或者其董事是否有關於IG	產品的任何相關經驗或者職稱?

 		  是的，	從事金融機構的相關職位	 	  是的，	擁有相關的專業職稱或接受過相關教育

 	  是的，	以上二者都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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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IG 為受益人的擔保和彌償保證契約

受擔保方:

IG Markets Limited (ABN 84 099 019 851, 新西蘭金融衍生品發行商執照，公司號2249573 爲英格蘭注冊成立公司, 澳洲和新西蘭注冊的外資公
司。其注冊地址爲 Level 15, 55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Australia (“IG”)。

擔保方:

本契約附表第一部份列示的人士 (「擔保人」)。

背景資料:

甲.   於本契約附表第二部份所確定和列示的公司 (「客戶」) 已於 IG 開立賬戶 (「賬戶」), 藉以按照 IG 客戶協議書 (「客戶協議書」) 的條款和條
件訂立差價合約 (「交易」)。

乙. 當客戶進行該等交易時, 須按照客戶協議書的條款向 IG 承擔負債和責任。

丙.  IG 同意允許客戶開立賬戶, 條件是擔保人須同意就客戶協議書擔保客戶盡責履行客戶的義務, 以及按照本契約條款規定支付欠下 IG  
的任何到期應還金額。

擔保和彌償保證:

擔保人同意下列各項:

1.  本人/我等無條件和不可撤換地擔保會適時和即時支付客戶按照客戶協議書下須支付的所有到期和應付款項和負債, 並會確當和準時地履行和遵
客戶協議書下客戶須承擔的所有其他責任。如客戶因任何原因未能於到期時支付上述所擔保的款項, 則本人/我等身為主要義務人將於收到 IG 發
出第一份書面付款要求時向 IG 支付該筆款項。就客戶未能履行客戶協議書下的所有責任而蒙受的一切損失和損害, 本人/我等進一步同意彌償並
繼續彌償 IG。

2.  一份由 IG 或代表 IG 簽署, 列明本人/我等按照本文於某一指定時間須到期支付及應付款項的證明書, 為該等付款義務的不可推翻的證據, 惟因 
IG 出現明顯的錯誤除外。

3.  待 IG 全數收到其在本契約下被拖欠的款項後, 本人/我等在本契約下的負債才告解除。這些負債將不會因任何其他行動, 遺漏或事實而獲解除, 
因此將不會受到下列行動的影響：

 3.1. IG 向客戶提供更多時間, 或任何其他延期或寬限；

 3.2. 客戶進行清盤或重組；

 3.3.  客戶以超出其可撤換規則, 章程或章程大綱和公司章程 (如適用) 賦予的權力; 或在未獲其董事會授予權力和權限; 或為取得權力藉以和 IG 訂
合差價合約的原因下行事, 或本意是以超出上述各項權力行事, 或

 3.4.  IG Markets 有限公司常規性地對其客戶協議和產品披露聲明條款進行的修訂。 

4. 本人/我等以外的任何人士取得的金額將會減低未償餘數, 惟以已取得金額為限。

5.  在執行本契約前, IG 沒有義務對於客戶破產, 解散, 清盤採取任何行動或取得任何判決, 亦不得作出或提出任何申索。 

6.  本人/我等同意在與本契約相關的任何訴訟中, 就所產生的責任或任何抵押而言, 本人/我等將會放棄介入根據時效法規, 或任何遲誤或抵銷或反訴
的申索的答辯之權利。

7.  本人/我等確認, 本人/我等沒有依賴 IG 作出或代表 IG 作出的擔保或陳述 (不論為口頭或其他方式), 以誘使本人/我等訂立本契約, 而本人/我等
已進行, 並會繼續進行本人/我等對客戶財務狀況和事務的獨立調查, 評估客戶的借貸能力, 而不依賴 IG; 本人/我等進一步確認 IG 目前或日後均
沒有義務或責任向本人/我等提供有關客戶財務狀況和事務的任何資料。

8.  IG 不履行或延遲行使任何權利或補救, 不得視作放棄任何權利或補救, 且單一次或局部放棄任何權利或補救亦不會引致放棄其進一步行使權力或
行使任何其他權利或補救。

9.  本人/我等同意在 IG 提出合理要求下, 就 IG 決定是否訂立或繼續依賴本契約 (包括但不限於證明擔保人事實上有充裕資金以擔保客戶將履行本
契約下的責任之證明), 向 IG 提供該等資料和該等文件的副本。

10. 本人/我等確認, 如本契約內指明的擔保人多於一人, 則本人/我等須承擔共同及共同和各別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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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司法管轄權

本契約須根據維多利亞州的法律解釋和詮釋, 而在維多利亞州具司法管轄權的法院擁有聆訊和決定任何因現行契約所產生的任何爭議的專有審判權, 
惟 IG 亦有權於任何司法管轄權區根據本契約追索其權利。 

第一部分：擔保人

 
 
 
 
 
 
 
 
 
 
 
 
 
 
 
 
 
 
 
 
 
 
 
 
本契約必須在獨立於公司的見證人面前簽署。

(I) 本契約由擔保人簽署

擔保人姓名：  

擔保人地址(郵政信箱不適用)：  

郵政編碼： 

 擔保人簽署:   日期:  

見證人

見證人姓名:  

見證人地址 (郵政信箱不適用):  

    郵政編碼:  

 見證人簽署:   日期:  

(II) 本契約由擔保人簽署

擔保人姓名：  

擔保人地址(郵政信箱不適用)：  

郵政編碼： 

 擔保人簽署:   日期:  

見證人

見證人姓名:  

見證人地址 (郵政信箱不適用):  

    郵政編碼:  

 見證人簽署:   日期:  

第二部分：公司

(i) 公司名稱:  

ACN, ARBN或者新西蘭公司注冊號 (如適用):  

註冊地址:  

 

    郵政編碼:  

請透過以下方式將填妥表格給我們: 傳真: +61 (3) 9860 1702 電郵: SALES.CN@IG.COM 
郵寄: IG MARKETS LIMITED, LEVEL 15, 55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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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授權人名單

於:   (年月日)

經:   (公司名稱) 

授權簽名人

姓名 出生日期（日日/月月/年年年年） 簽名

 簽名:   

 董事簽名:  

閣下在填寫完詳情之後, 請:

 打印此表格

  簽署表格

 将將填妥表格給我們
IG MARKETS LIMITED Level 15, 55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Australia 
T 免費電話: 1800 601 818 S 總機: +61 (03) 9860 1776 F 傳真: +61(03) 9860 1702 
E 电邮: sales.cn@ig.com W IG.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