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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有限授权书本有限授权书

于 20   年   月   日授予

本人/我等(客户姓名)( 以下简称「客户」):  

谨此委任(受权人姓名)( 以下简称「受权人」):  

客户希望进行授权委托的账户：  CFD（差价合约账户）

受权账户号码：   

客户账户号码(以下简称「账户」)： 

为下列目的担任客户的受权人为下列目的担任客户的受权人：：

1.   代表客户与 IG International Limited（以下简称「公司」）签订,
修改或结束交易,及下达,修改或撤销任何类型的指令,不论指令是否
已附着于账户上现有已开启的交易；

2.   设立,修改或撤销所有与账户相关的交易偏好设置,比如（但不限
于）启用跟踪止损和设立转仓指示；

3.   代表客户与公司签订任何与账户上的交易相关的协议,比如（但不限
于）点击生效许可协议 (click wrap agreements) ,图表交易及兑换
协议；

4.   代表客户就客户可能提出针对公司的申诉或争议事宜与公司 
联络；

5.   在账户（一个或多个）之间转款,或客户在公司持有的其他账户之间
转款。为了避免疑义,受权人不得指示公司将款项转出公司之外,或
接受由公司之外转入的款项；以及

6.   代表客户接受公司在交易条款上的任何修订,包括公司的保证金交易
客户协议。

上述段落中客户给予的授权受下列条款的限制：上述段落中客户给予的授权受下列条款的限制：

1.  受权人确认此授权书的有限性（正如上述段落所述）,及同意不会采
取任何将或可能超出授权范围的行动。由于：(i) 公司根据受权人超
出授权范围的指示行动； 或 (ii)受权人违反此授权书的任何条款而
导致公司的任何损失,损害或费用,受权人则对公司作出赔偿并让其
永久免责。

2.  受权人在根据此授权书代表客户交易时是否会运用其自身酌情权是
由受权人与客户决定的单独事宜。公司没有义务就该事宜谘询客户
或受权人,受权人同意在客户给予受权人的授权范围内行事。

3.  受权人确认账户及账户上所有已进行的交易公司的保证金交易客户
协议条款的约束,并同意在代表客户与公司交易时遵守保证金交易客
户协议并受其条款约束。

4.  在受权人与公司开立账户时,公司应考虑受权人的个人能力及他根据
此授权书作为客户的代理人在账户整个期间的维护行为,有条件接受
此授权。受权人不需要存款至个人账户,也不需要在个人账户上执行
任何交易。

5.  客户授权公司接受受权人向公司发出关于账户的一切指示（不论为
口头或书面指示）。公司在根据该等指示行事之前没有义务谘询客
户或任何其他人士。

6.  客户必须就所有受权人向公司发出的指示（以及因此或已经进行的
所有交易）认可并承担全部责任及债务,而客户会保障公司免受因
为遵照该等指示行事而导致的任何损失,损害或费用,并使其永久免
责。此免责在下列情况下有效：

 •  不论任何情况而导致出现该损失, 损害或费用;

 •   不论公司就有关由任何其他人士或团体（包括上述指明的受权
人）持有的公司任何其他账户的知悉, 行为或遗漏。客户进一步
同意将此免责声明范围扩大至因为保障公司或其他客户或为市场
操守,公司推翻受权人提出的不正确或错误指示而导致的损失,损
害或费用。

7.  公司谨此告知客户受权人不是公司的员工,代理人或代表,并进一步
告知受权人没有任何权利或授权代表公司行动,或受公司任何形式的
约束。

8.  除非客户向公司发出相反通知,公司将不时直接与受权人联络账户相
关事宜。客户对此表示同意,受权人也同意及时将该等联络转达至客
户。公司与受权人之间的通讯都被视为客户与受权人于同一时间收
到。

9.  客户同意并授权公司向受权人披露所有公司持有的账户相关信息,包
括公司持有的客户个人信息。

10.  客户确认并接受在向受权人提供电子或网上交易系统时,公司有权,
但没有义务对受权人使用该系统的能力而设置限制, 控制, 参数及/
或其他控制。客户接受如果公司选择对受权人的交易不设置任何限
制或控制,或如该等限制或控制因任何原因而失效,公司将不会对受
权人发出的该等指示行使监督或控制权,而客户将会对受权人在该等
情况下的行动承担全部责任和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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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授权书以契约形式执行及履行并且由以下最後签署日期起生效

上述段落中客户给予的授权受下列条款的限制 上述段落中客户给予的授权受下列条款的限制 ((续上续上))：：

11.  如果客户要求撤消或修改此授权,客户必须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该
书面通知只在公司收到後的两个工作日方可生效（除非公司向客户
建议更短期间适用）。客户确认在撤消/修改生效之前,客户将对发
给公司的所有指示负责,并对该段时间进行的交易或可产生的任何损
失负责。

12.  公司有绝对酌情权决定公司不再接受受权人的账户相关指示。如果
公司有此决定,公司必须向客户提供合理的通知。公司无需阐明不再
接受受权人指示的原因,但为避免疑义该原因可能与受权人在公司的
个人交易有关,比如（但不限于）受权人在公司自身账户的欠款。

13.本授权书受英国法律管辖并依其解释，双方就本授权书引起的任何
争议不可撤销地服从英格兰和威尔士法院的管辖权。

14. 本授权书可签署一式两份,并将共同产生等同于客户及受权人签署同
一文件的效力。客户及/或受权人可通过电邮经扫描的已签署生效副
本至公司,其效力及效果等同于本授权书原件已递交并已签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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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 部分：如阁下是个人,请填写此栏部分：如阁下是个人,请填写此栏

客户姓名:  

 签名:   日期:  

见证人见证人

见证人姓名:  

职业:  

地址:  

 

邮编:  

 签名:   日期:  

A (II) 部分：如阁下是公司,请填写此栏部分：如阁下是公司,请填写此栏

公司名称:  

签署人签署人1

姓名:  

职位:  

 签名:   日期:  

签署人签署人2

姓名:  

职位:  

 签名:   日期:  

以下由客户签署：以下由客户签署：

本人,客户,同意上列所有条款并同意此授权书以契约形式执行履行。本人,客户,同意上列所有条款并同意此授权书以契约形式执行履行。

如阁下为个人,请填写 A (I) 部分部分

或或

如阁下为公司,请填写 A (II) 部分部分

阁下在填写完详情之后，请：

 打印此表格

  签署表格（如果阁下是个人则需要独立见证人在场）

 受权人签署表格

 将填妥表格交给我们

您必须在见证人在场情况下签署；见证人必须是独立个人,不可是您的
受权人（或其雇员）、家庭成员或配偶。

签署人签署人1 必须是公司的董事
签署人签署人2 必须是公司的董事或公司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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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 INTERNATIONAL LIMITED  16 Burnaby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 
T 电话: +44 (0)207 896 0011 E 电子邮件: helpdesk.cn@ig.com W 网站: IG.com/zh

B (I) 部分：如阁下是个人,请填写此栏部分：如阁下是个人,请填写此栏

受权人姓名:  

 签名:   日期:  

见证人见证人

见证人姓名:  

职业:  

地址:  

 

邮编:  

 签名:   日期:  

B (II) 部分：如阁下是公司,请填写此栏部分：如阁下是公司,请填写此栏

公司名稱:  

签署人签署人1

姓名:  

职位:  

 签名:   日期:  

签署人签署人2

姓名:  

职位:  

 签名:   日期:  

以下由受权人签署 （续上）以下由受权人签署 （续上）

本人,受权人,同意上列所有条款并同意此授权书以契约形式执行履行。本人,受权人,同意上列所有条款并同意此授权书以契约形式执行履行。

如阁下为个人,请填写 B (I) 部分部分

或或

如阁下为公司,请填写 B (II) 部分部分

您必须在见证人在场情况下签署；见证人必须是独立个人,并不可是您
的客户, 家庭成员或配偶。

签署人签署人1 必须是公司的董事
签署人签署人2 必须是公司的董事或公司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