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人／聯名帳戶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參與者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註冊交易商 (中央編號. AFY561) 

 
 
 
 
 
 
 
 
 
 
 
 
 
 
 
 
 

 

開 戶 申 請 表 
 

 

及 
 

 

客 戶 協 議 書 
 
 
 
 
 
 
 
 
 
 
 
 
 
 
 
 
 
 
 
 
 
 
 
 
 
 
 
 
 
 
公司專用 
 
 
 

 
客戶編號 : 客戶姓名 :  



DOCUMENT REQUIRED FOR OPENING OF ACCOUNT BY INDIVIDUAL / JOINT 

ACCOUNT HOLDER :- 
 

 

- Photocopy of I.D. Card or Passport or other Valid Official Identity Document of each individual 

/ joint account holder 

 
 

- Address Proof (latest three months : utilities bill or bank statement, etc.) 
 
 
 
- Financial Status Proof (for students or unemployed persons) 

e.g. (1) Copy of Bank Statement or Bank Book 
 

(the front page and the latest updated page) 
 

(2) Other Accepted Valid Document 
 
 
 
- Name Card, if any 
 
 
 
 
 
 
 

開立個人 / 聯名 帳戶請附上下列文件： 
 

 

- 個人或每位聯名戶口持有人身份證或護照或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 地址證明﹝最近三個月之電費單，銀行月結單等﹞ 
 

 

- 財務狀況證明﹝適用於學生或無業人士﹞ 
 

如 (1)  銀行月結單或存摺副本﹝首頁及最近紀錄﹞ 
 

(2) 其他有效文件 
 

 

- 名片﹝如適用﹞ 



ACCOUNT APPLICATION FORM 
 

INDIVIDUAL/JOINT ACCOUNT  

開戶申請-個人/聯名帳戶 
 
 

Please tick the appropriate box 請在適當空格加


     

Account Opening Date  開戶日期 

     

           
 

*Please delete whichever is inapplicable. 請刪去不適用者 
        

             

 PLEASE COMPLETE THE APPLICATION FORM USING BLOCK LETTERS WHERE APPLICABLE  請以英文正楷填妥所有適用項目。  
                  

                  

 Company 公司                 

 Goldin Equities Limited   高銀(證券)有限公司        
 22/F, Two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re  香港 中環             

 8 Finance Street, Central,   金融街 8 號            

 Hong Kong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 22 樓        

 CE No. : AFY561   中央編號：AFY561        

 

Account No.  賬戶號碼: 

                

                 
 

A.E. Code  客戶代表號碼: 

                

                 

                 
                

 


 Individual Account  個人帳口 


 Joint Account  聯名帳口            

 


 Cash 現金 


 Trust 現金信託 


 Margin  孖展 (Please sign the Margin Facility and Margin Requirements  請簽署保證金信貸及保證金規定) 

 Online Account  網上戶口   


 Yes  是 


 No  不是             
         

          

 First Account Applicant’s Personal Information 第一戶口申請人之個人資料  

 Name 姓名 


 Mr. 先生 


 Mrs. 太太 


 Miss 小姐        

 In English  英文        In Chinese  中文        

            

 HKID/Passport No.*  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  Nationality 國籍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dd/mm/yyyy 日/月/年) 

            

 Home Phone No.  住孛電話    Mobile Phone No.  手提電話 Fax No.  傳真號碼 

                  

 Residential Address  住孛地址                 

              

 


 Owned  自置  


 Mortgaged/Monthly Installment 按揭／每月供款＄    


 Relative’s  親屬樓孙 

 


 With Parents 與父母同住 


 Rented/Monthly Rental 租用/每月租金$     


 Quarters 宿舍 

                  

 Employer Name 顧主名稱                 

        

 Employer Phone No.  公司電話   Year(s) with Existing Employer  已任職年期 Position 職位 

                  

 Office Address  公司地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  通訊地址  


 Home 住孛 


 Office 公司 


 E-mail 電郵 
                   

Licensed/Registered Person Declaration 持牌/註冊人士申報  
Are you a licensed/registered securities or commodities professional, or an employee of a licensed/registered person (e.g. employee of a brokerage firm/bank, etc.) 

with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閣下是否為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的持牌/註冊證券或期貨從業員，或其持牌/註冊機構(如經紀行/銀行等)之顧員？ 
 


 No 否 Yes, please specify是、請列明：  
Do you have any relative(s) working in Goldin Equities Limited (which includes Goldin Equities Limited and its subsidiaries)?  
閣下的直系親屬是否高銀(證券)有限公司(包括高銀(證券)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員工？ 

 


 No 否 


Yes 是Name 姓名： Relationship  關係： 
 



Second Account Applicant’s Personal Information 第二戶口申請人之個人資料  

Name 姓名 


 Mr. 先生 


 Mrs. 太太 


 Miss 小姐      
            

In English  英文     In Chinese  中文      

         

HKID/Passport No.*  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 Nationality 國籍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dd/mm/yyyy 日/月/年) 

          

Home Phone No.  住孛電話  Mobile Phone No.  手提電話  Fax No.  傳真號碼 

           
Residential Address  住孛地址           

          


 Owned  自置  


 Mortgaged/Monthly Installment  按揭／每月供款＄    


 Relative’s  親屬樓孙 


 With Parents 與父母同住 


 Rented/Monthly Rental 租用/每月租金$     


 Quarters 宿舍 

           

Employer Name 顧主名稱           

       

Employer Phone No.  公司電話  Year(s) with Existing Employer  已任職年期  Position 職位 

           
Office Address  公司地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  通訊地址 


 Home 住宅 


 Office 公司 


 E-mail 電郵 
            

Licensed/Registered Person Declaration 持牌/註冊人士申報  
Are you a licensed/registered securities or commodities professional, or an employee of a licensed/registered person (e.g. employee of a brokerage firm/bank, etc.) 

with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閣下是否為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的持牌/註冊證券或期貨從業員，或其持牌/註冊機構(如經紀行/銀行等)之顧員？ 
 


 No 否 Yes, please specify是、請列明：  
Do you have any relative(s) working in Goldin Equities Limited (which includes Goldin Equities Limited and its subsidiaries)?  
閣下的直系親屬是否高銀(證券)有限公司(包括高銀(證券)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員工？ 

 


 No 否 


Yes 是Name 姓名： Relationship  關係： 

Account Applicant’s Other Information 戶口申請人之其他資料  
Are you the ultimate beneficial owner(s) of the account? (The information is required by The Securities & Futures Commission’s Client Identity Rules)  
閣下是否此戶口之最終受實益擁有人？(所需資料是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所制定的客戶身份規則索取) 
 Yes  是




 No, please provide details  否、請提供詳細資料：


 

Name 姓名  HKID/Passport No.*  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 Contact Phone No.  聯絡電話 

(Last Name 姓) (Give Name 名)   
    

Address  地址    

    
 

Do you maintain any other account(s) with Goldin Equities Limited?  
閣下現時是否已持有其他高銀(證券)有限公司之戶口？ 
 No 否





 Yes, please provide details  是、請提供詳細資料：


 

Name 姓名  Account Type.  戶口類別 Account No.  戶口號碼 

(Last Name 姓) (Give Name 名)   
    

Account Applicant’s Other Information 戶口申請人之其他資料 
 

(Funds will be transferred to the following account upon your fund withdrawal instruction.  款項將根據客戶的提款指示轉入以下戶口) 
 

Main Banker’s Name 主要銀行名稱 


 HKD  港幣 


 USD  美金 


 Savings 儲蓄戶  


 Current 支票戶 

    

A/C No.  賬戶號碼  A/C Holder’s Name  賬戶名稱  
     

Other Banker’s Name  其他銀行名稱 


 HKD  港幣 


 USD  美金 


 Savings 儲蓄戶  


 Current 支票戶 

    

A/C No.  賬戶號碼  A/C Holder’s Name  賬戶名稱  
     



First Account Applicant’s Financial Profile and Investment Experience 第一戶口申請人之財務紀錄及投資經驗 
 

(The Company is required to obtain this information to fulfill the “know-your-client requirements” of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of Hong Kong. 
 
本公司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所制定「認識你的客戶要求」而索取有關資料。) 

 
Estimated Annual Income (HK$)    Approximate net asset value (HK$)(Total Asset-Total Liabilities) 

估計年薪(港元)    估計資產凈值(港元)(總資產-總負債) 

 HK$200,000 – HK$500,000     Under H$500,000  以下 

 HK$500,001 – HK$1,000,000    HK$500,000 – HK$3,000,000 

 HK$1,000,001 – HK$5,000,000    HK$3,000,001 – HK$5,000,000 

 Above HK$5,000,000  以上     HK$5,000,001 – HK$30,000,000 

 Other Income Source:     Above HK$30,000,000  以上 

 其他收入來源:         

Investment Objectives 投資目標        

 Long Term  長線  Medium Term  中線  Short Term  短線 

 Capital Growth  增值  Dividend Income  股息收入  Others  其他   
 

Investment Experience 投資經驗(年資)        


 Nil 無 


 Less than 1 year  少於一年 


 1-3 Years  年 


 3-5 Years  年 


 5-10 Years  年 


 Over 10 Years 超過十年 

Products 投資產品        

   Average Portfolio Value(HK$)   Average Portfolio Value(HK$) 

   過去三年平均貨值(港元)     過去三年平均貨值(港元) 

 Shares  股票    Futures /Options 期貨/期權 

 Warrants 認股權證    Bonds 債券    

 Leverage Foreign Exchange        
 槓杆外匯    Others 其他    

 

Second Account Applicant’s Financial Profile and Investment Experience 第二戶口申請人之財務紀錄及投資經驗 
 

(The Company is required to obtain this information to fulfill the “know-your-client requirements” of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of Hong Kong. 
 
本公司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所制定「認識你的客戶要求」而索取有關資料。) 

 
Estimated Annual Income (HK$)   Approximate net asset value (HK$)(Total Asset-Total Liabilities) 

估計年薪(港元)   估計資產凈值(港元)(總資產-總負債) 

 HK$200,000 – HK$500,000    Under H$500,000  以下 

 HK$500,001 – HK$1,000,000    HK$500,000 – HK$3,000,000 

 HK$1,000,001 – HK$5,000,000    HK$3,000,001 – HK$5,000,000 

 Above HK$5,000,000  以上    HK$5,000,001 – HK$30,000,000 

 Other Income Source:    Above HK$30,000,000  以上 

 其他收入來源:         

Investment Objectives 投資目標        

 Long Term  長線  Medium Term  中線  Short Term  短線 

 Capital Growth  增值  Dividend Income  股息收入  Others  其他   
 

Investment Experience 投資經驗(年資)        


 Nil 無 


 Less than 1 year  少於一年 


 1-3 Years  年 


 3-5 Years  年 


 5-10 Years  年 


 Over 10 Years 超過十年 

Products 投資產品        

   Average Portfolio Value(HK$)   Average Portfolio Value(HK$) 

   過去三年平均貨值(港元)     過去三年平均貨值(港元) 

 Shares  股票    Futures /Options 期貨/期權 

 Warrants 認股權證    Bonds 債券    

 Leverage Foreign Exchange        
 槓杆外匯    Others 其他     



Contract Notes and Statements 成交單據及結單 
 

Email Address  電郵：(Max. 50 characters 以 50 字為限) 

Choice of Language  語言選擇 


 English  英文 


 Simplified Chinese 簡體中文 


 Traditional Chinese  繁體中文 

Trade confirmation required in the following mode  要求交易書？   


Yes, by Fax only 須要,傳真方式 


Yes, by Email only 須要，電子郵箱方式 


Not required  不須要 

 
Statements to be sent to your  結單寄發到閣下(Please check one only 只選擇一項)  

 E-mail address and/or Customer will examine by using e-Check at www.goldinequities.com 電郵地址及／或客戶會於高銀網頁內查閱 (If 

Client cannot successfully receive Confirmations and Statements by e-mail, Customer can examine them by using e-Check 

(如客戶未能成功接收以電子形式寄出的交易確認通知及帳戶結單，客戶可使用查數網查閱) 


 Residential Address 住孛地址 


 Office Address 辦公室地址 

Client Specimen Signature 客戶簽名式樣  
Individual/Primary Joint Account Holder  個人／主要帳戶持有人 Secondary Joint Account Holder  聯名帳戶持有人 

Specimen Signature of  Specimen Signature of  

Primary Joint Account Holder  Secondary Joint Account  

主要帳戶持有人簽名式樣  Holder  

  聯名帳戶持有人簽名式樣  

    

Signing Arrangement 簽署孜排  
(Only applicable for joint account applicants 只適用於聯名戶口申請者)  
You decide that the valid documen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operation (including fund withdrawal and asset transfer) of your account must be signed by any 

of account holders. 

閣下決定所有戶口操作(包括提款及資產轉移)的有效文件必須由其中 位戶口持有人簽署。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公司通訊  
You wish to receive the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for securities of which you are the non-registered underlying owner and are held in the CCASS Depositary.  
閣下持有未以閣下名義登記並存放於中央結算系統內的上市股票，而欲收取有關上市公司之通訊。 
 No  否





 Yes, you hereby authorize Goldin Equities Limited to disclose your name and correspondence address to the Hong Kong Securities Clearing Company 
Limited and/or the relevant registrars of the listed issuers. You undertake to advise Goldin Equities Limited immediately of any change of such particulars 
and acknowledge that the sole duty of Goldin Equities Limited in this respect is to dispatch your name and correspondence address to the aforesaid entities.




是、閣下現授權高銀(證券)有限公司，向中央結算公司及/或有關過戶登記處披露閣下之姓名及通訊地址。閣下承諾該等資料有所更改時，將立即

通知高銀(證券)有限公司，並知悉就此事宜高銀(證券)有限公司只負責向上述機構披露閣下之名稱及通訊地址。  

Declaration 聲明 
 

The Account Applicant(s) represent(s) that the information on this Account Application Form is true, complete and correct and that the representations in the 

attached Customer Agreement of Goldin Equities Limited (including the Margin Addendum, and/or Option Addendum and/or commodities Addendum, if applicable) 

(“Agreement”) are accurate. Information on this Account Application Form and representations in the Agreement are collectively referred as “the Account Opening 

Information”. Goldin Equities Limited (collectively “The Company”) is entitled to rely fully on such Account Opening Information for all purposes, unless the 

Company receives notice in writing of any change. The Company is authorized at any time to contact anyone, including but without limitations to banks, brokers or 

any credit agency of the Account Application(s), for purposes of verifying the Account Opening Information. 
 

All transactions to be concluded with or through the Company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Agreement. Please read the Agreement carefully 

before signing this Account Application Form. By signing below, the Account Applicant(s) confirm(s) that he/she/they has/have read,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the  
Agreement, in particular the section entitled “Risk Disclosure Statements” and shall be bound by the Agreement as it may be amended from time to time. 

 
戶口申請人茲聲明在開戶申請表內的資料屬實、完整及正確，而附上的高銀(證券)有限公司的《客戶協議》(如適用，包括《保證金信貸及保證金規定附

件》、及/或《期權附件》及/或《商品附件》)(以下簡稱為「協議」)內的一切申述準確。本開戶申請表內的資料及「協議」內的申述，以下統稱為「開

戶資料」。除非高銀(證券)有限公司(以下統稱為「本公司」)接到更改有關「開戶資料」內容的書面通知，本公司有權在任何用途上完全依賴這些「開

戶資料」。本公司有權隨時聯絡任何人，包括但不限於戶口申請人之銀行，經紀或任何信貸調查機構，以求證實「開戶資料」內所載之內容。 
 
所有由公司與或透過本公司進行之交易均受「協議」之條文所限制。請於申請戶口前，細閱「協議」各項條文。於下方簽署乃確認閣下已細閱、明白及
同意「協議」之一切內容(尤其「風險披露聲明」一節)，並接受該等現時有效及不時修改的條文約束。  

Client Signature 客戶簽署 

First Account Applicant’s Signature Second Account Applicant’s Signature 

第一戶口申請人簽署 第二戶口申請人簽署 

Date 日期 Date 日期 

  



客戶協議 

 

本文件連同相關之戶口申請表內均含適用於及構成所有在高銀(證券)有限公司開設之戶口之協議。請小心細閱本協議並保留作日後參

考之用。 

 

1. 定義    

1.1 在本協議中 :    

 「戶口」 指以閣下之名義不時為我們之服務在我們開立及維持之任何戶口。 

 「代理人」 指所有在我們提供服務時，不時聘用之代理人、相聯者、附屬成員、代名人、交易商、經 

  紀、對手方、承辦商、保管人、資訊服務提供者、執行設施提供者及其它金融產品提供者 

  (包括其各自之授權代表)。 

 「結算所」 就香港交易所而言 ， 指香港證券結算有限公司 ; 就其他交易所而言，指向有關的交易 

  所提供跟香港證券結算有限公司相關之服務的結算公司。 

 「商品」 指任何物品包括但不限於農產商品、金屬、貨幣、股票、利率、指數 (包括股票指數或其 

  他指數)或其他金融合約、能源、權益或權利、及如情況所需包括以上任何一項的期貨/期 

  權合約(不論是否須於預定期限交貨)。 

 「不活躍」 為任何戶口而言，指任何戶口在過去連續 18 個月內無任何交易紀錄。 

 「交易所」 指由閣下指示我們代表閣下通過其進行證券、期貨合約或期權合約交易之任何證券或期貨 

  公會、市場或交 易所，包括香港交易所及香港期貨交易所。 

 「期貨合約」或「期貨」 指在任何商品、期貨或期權交易所訂立並具有以下效力之合約； 

  (a) 一方當事人允諾在雙方同意之預定時間及價格，交予另一方當事人雙方認可之商品 

   或雙方認可數量的商品；或 

  (b) 雙方將在預定時間內根據該認可商品當時之價值與訂立合約時雙方協議的價值作 

   出調整，無論前者之價值較後者之價值為高或低，有關差額將根據管轄該合約之商 

   品、權貨或期權交易所規則決定。 

 「香港」 指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交易所」 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期貨交易所」 指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 

 「指示 」 指出閣下就買入、賣出或任何證券之其他孜排或交易、購買、出售或拋售任何期貨合約或 

  期權合約或對我們服務之應用所發出之指示。 

 「期權合約」或「期權」 指一方(在此定義中稱為“第一方”)與另一方(在此定義中稱為“第二方”)在任何商品、 

  期貨或期權交易所訂立的合約，藉此:- 

  (a)第一方向第二方授予在訂定時間當日或之前或在訂定時間當日(視乎所屬情況而定) 

   以預定價格向第一方購買認可商品或認可數量的商品的權利(但並非責任)及，在第 

   二方行使其購買權的情況下：- 

   (i) 第一方有責任以預定價格交付商品； 

   (ii)第二方將根據商品價值超出預定價格(如有的話)的程度計算收取一筆款項， 

    該款項乃根據有關合約所訂立的商品、期貨或期權交易所的規則而決定；或 

  (b)第一方向第二方授予在訂定時間當日或之前或在訂定時間當日(視乎所屬情況而定) 

   以預定價格向第一方出售認可商品或認可數量的商品的權利(但並非責任)及，在第 

   二方行使其出售權的情況下：- 

   (i) 第一方有責任以預定價格接受商品交付； 



(ii) 第二方將根據預定價格超出商品價值 (如有的話)的程度計算收取一筆款  
項，該款項乃根據有關合約所訂立的商品、期貨或期權交易所的規則而決定。 

 

分段(a)所述的合約為“認購期權”；分段(b)所述的合約為“認沽期權”。 

 

「服務 」 指由我們所提供，讓閣下就買入、賣出、監管及在其他情況下處理證券及/或商品(視所屬  
情況而定)任何戶口結餘及根據本協議規定可供使用或由我們借出之保證金貸款，及資訊  
服務發出指示之設施。 

 

「證券」 指任何由一個團體(不論屬法團與否)、政府或政府機關所將發行或已發行之股份、股額、  
債權證、債權股額、基金、單位信託、債券、票據或其他類似之工具， 包括所有權利、  

認股權證、期權、期貨合約或權益， 及任何通常被稱為證券的文書。(在任何一種情況下，  
不論該等投資為上市或非上市、有否在任何交易所或市場買賣、屬私人配售或公開發售，  
及是否由證書或其他文件（不記名、可轉讓或其他形式）構成、作為證明或代表，或記入  
一名發行人、結算所、存管處、代管人或其他人士之簿冊，連同就上述任何一項於任何發  
行人、結算所、存管處、代管人或其他人士權利，以及與上述任何一項有關之其他權利、  
權益及收益)。 

 

「交易」 指已執行之指令。 

 

「閣下及閣下之」 指簽署相關之戶口申請表及動用任何戶口要項之人士(包括任何公司)。 
 

 

1.2 各條文之標題均僅供參閱之用，不應視為修改或限制在條文中例明之任何權利或義務。 

 

1.3 即使在本協議中“其他”、“附加”及“包括”之提述，其前或後已有字詞或例子標示其一特定類別之作為、事件或事物，亦不應因

而只局部限制地解釋。 

 

1.4 單數形式之提述應包含複數形式，反之亦然。意指某一性別之字詞應包含各種性別。 

 

2. 適用範圍 

 

本協議開列出條款，我們在合符該些條款的情況下，同意以閣下之名開設並維持一個或以上的戶口，作為閣下之證券買賣及其

他交易之交易商及經紀，包括但不限於在香港交易所的主板及創業板交易之證券、購買、出售或拋售任何期貨合約或期權合

約，並為閣下提供服務。所有由我們代表閣下執行之證券出售、購買及其他買賣交易均受制於本協議。所有由我們代表閣下執

行之期貨合約及期權合約出售、購買及其他買賣交易均受制於本協議及我們之商品交易附件。 

 

3. 協議 

 

閣下謹此同意遵孚並受本協議之條文所約束，而我們具酌情決定權不時對之進行刪除、增補或修改。 

 

4. 本協議之修訂 

 

4.1 我們可隨時修改本協議條款，但須於我們網站上的「客戶服務」網頁，將修訂條款的通知明顯地刊登。我們亦可寄送書面通

知或已修訂之協議給閣下，以通知閣下任何變更。 

 

4.2 若閣下在該等修訂條款的通知公佈後，仍繼續使用我們或我們之服務，閣下即會被視作已承認並接受該修訂條款。閣下可隨

時到我們網頁上的「客戶服務」網頁，點擊「客戶協議」方格，覆核該等變更。 

 

5. 我們及代理人之職分 

 

5.1 我們獲授權採用任何代理人之服務及將執行服務之任何部份轉授予任何代理人 , 而代理人可擔當為委託人或我們或閣下之代

理人之身份。 

 

5.2 閣下需承擔代理人之作為而引致的一切風險及承擔閣下交易之盈利能力或適當性之責任。 

 

6. 交易所之選擇；適用規則及規例 

 

6.1 我們可通過其獲授權作業務交易之任何交易所直接進行所有交易，而我們亦可具酌情權決定，透過任何代理人間接通過任何

交易所交易。 



6.2 由我們實行之所有交易均需符合有關交易所或結算所之章程、規則、規例、慣例及常例所採取之行動的規限，如有的話，及

對我們及代理人均具約束力的適用司法管轄區之法律。 

 

7. 非香港居民或公司 

 

7.1 若閣下於本港以外之地方居住或發出指示，閣下同意確保及聲明該指示為符合閣下發出指示當地之有關司法管轄區之適用法

律，如有任何疑問，需向該有關司法管轄區諮詢及聽取法律意見。 

 

7.2 閣下同意就閣下於香港以外居住而發出的任可指示及為其執行而須向有關當局繳交任何稅額、稅項、徽稅或費用。 

 

8. 聲明、保證及確認 

 

8.1 閣下保證並確認閣下不時就本協議及相關之戶口申請表而提供予我們之資料均為完整、正確及最新。在我們實際收到閣下以

書面或我們接受的其他方式送來之任何更新資料前，我們有權依賴由閣下之前提供的資料。 

 

8.2 若閣下為個人，閣下表明已達可訂立協議之合法年齡。 

 

8.3 除非閣下已另行以書面向我們申報，閣下現陳述閣下並非任何交易所、交易委員會、結算所、銀行或信託公司員工或高級人員、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持牌人或註冊人或任何引薦經紀的聯屬人、任何證券經紀或交易商的高級人員、合夥人、董事或員工。 

 

8.4 對戶口內的每宗交易而言，閣下是最初負責發出有關指示的人及將會從該宗交易取得商業或經濟利益及/或承擔其商業或經濟

風險的人(除非閣下另行以書面形式向我們作出知會)。 

 

9. 保證就資料內容之重大變更進行通知 

 

本協議雙方保證通知對方任何根據本協議提供之資料之任何重大變更。 

 

10. 聯名戶口 

 

10.1 若閣下之任何戶口以聯名開立，除非閣下通知我們並提供我們所要求之檔，否則該戶口應為所有戶口持有人以聯權共有形式

持有，生者享有繼承權(給付生者)。每一聯名戶口持有人不可撤銷地委任其他持有人為授權人，代表其作出各種行動，並就本

協議所有相關事宜上作其代表。我們獲授權執行任何聯名戶口持有人之指示，或向任何聯名持有人發出確認通知、其他通知

書或通訊，或在其他情況下與任何聯名戶口持有人往來。對於依據本協議規定應向我們支付的任何款項，不論有關債務是其

中一位或所有聯名戶口持有人所引起，每位聯名戶口持有人均須共同及個別負責。 

 

10.2 閣下保證會就任何聯名戶口持有人身故，即時向我們作書面通知。在聯名戶口當中有人身故的情況下，我們可據我們酌情決

定我們認為必須合宜或適宜而作出的步驟、要求提供該等文件、保留任何戶口之任何部份及限制任何戶口之交易，以保護其

在現行或以後的法律下，在任何稅項、法律責任、罰則或損失方面之權益。 

 

10.3 閣下同意因聯名戶口持有人當中有人身故或因動用死者在該戶口中的任何權益之財產，所引致之稅收或其他開支，應由任何

戶口繳付或向在生者之利益及死者財產之利益徵取。 

 

11. 不提供意見 

 

11.1 閣下同意我們(包括我們的董事、高級人員、僱員及代理人)不提供稅務、法律或投資顧問服務， 對於任何證券或交易是否適

合投資者亦不作任何意見或建議。閣下同意，在完全獨立並未有依賴我們的情況下作出閣下自行決定及判斷的指示。 

 

11.2 當服務讓閣下透過互聯網或其他媒介(包括網上數據)獲取投資研究報告或代理人的其他數據，該些資料之提供並不構成任何買

賣證券之提議、意見或建議。閣下所作之任何投資決定，完全是根據閣下自行評估閣下個人之財務狀況及投資方針後所作出

之決定。 

 

11.3 閣下更同意我們(包括我們的董事、高級人員、僱員及代理人)不應就任何所提供之資料負上法律責任，不論資料是否因應閣下

之要求而提供。 

 

11.4 在為閣下執行交易時，我們或我們之其中一間聯營公司可能於該項交易或相關證券擁有重大利益、存在關係或孜排： 

 

(a) 以主事人身份為自己的利益與閣下進行交易； 

 

(b) 持有有關交易涉及的證券的倉盤或為有關證券的包銷商、保薦人或以其他身份參與該等證券之交易； 

 

(c) 進行期貨合約或期權合約交易，縱使他們持有相反的倉盤；或 



(d) 將閣下之指令與其他客戶之指令配對。 

 

11.5        假如我們向閣下招攬銷售或建議任何金融產品，該金融產品必須是我們經考慮閣下的財政狀況、投資經驗及投資目標後而認

為合理地適合閣下的。本協議的其他條文或任何其他我們可能要求閣下簽署的文件及我們可能要求閣下作出的聲明概不會減

損本條款的效力。”  

 

註：“金融產品”指《證券及期貨條例》所界定的任何證券、期貨合約或槓桿式外匯交易合約。就“槓桿式外匯交易合約”而言，
其只適用於由獲得發牌經營第 3類受規管活動的人所買賣的該等槓桿式外匯交易合約。 

 

12. 指示 

 

12.1 我們將向閣下分配一個號碼、代碼或其他編碼(以下簡稱為「密碼」)；讓閣下動用閣下任何之戶口。閣下並須指定一組身份識
別號碼、代碼或其他編碼用作透過我們之服務與我們往來(以下簡稱為「用戶識別碼」) 。 

 

12.2 閣下應不時透過我們所提供之服務以電子方式、口頭、電話或傳真或書面形式發出指示。一旦接到該指示後，我們應根據該

指示按我們認為合理可行作證券買賣及 /或交易或出售、購買或拋售期貨合約或期權合約，但我們可酌情決定(但該酌情權不

可以不合理的方式行使)是否接受任何購入指示的情況為限。若我們認為需要的話，我們可要求閣下提供有關戶口的密碼及用

戶識別碼，若閣下未能提供，我們可拒接受閣下的指示。 

 

12.3 我們有權奉行按第 12.2 條中所述之方式發出之任何指示及將之視作具有效力，而我們不會查究宣稱發出該指示之人士 的許可權或身

份或該指示之真確性，不論當時之情況或指示之性質；即使指示的字詞中有任何誤差、誤解、瞞騙、虛假 或不清晰之處。 

 

12.4 對於密碼及用戶識別碼之使用、孜全及保密，以及通過任何用密碼或用戶識別碼開立、持有或動用的戶口進行之任何交易(不

論是否經授權)，閣下應負所有責任。 

 

12.5 閣下同意我們毋須就通訊設備或不可靠之媒介之傳送中斷或故障而引致之任何指示之傳送、接收或執行之延誤或錯誤或歪曲

或不完整負上責任。 

 

12.6 所有指示於發出當日有效。該等指示如未能在有關交易所收市前或相關交易所規定之其他屆滿日期前執行，將自動撤銷。任

何於相關交易所交易日收市後收到之指示，於閣下同意之情況下，將延至下一個交易日執行，而本 12.6 條將據此而適用於該

等指示。我們可於該等指示自動撤銷或收到取銷指示前隨時執行該等指示，而閣下會對因此而執行之該等交易負上全責。 

 

12.7 閣下可要求取銷或修改閣下之指示，但我們可酌情決定(但該酌情權不可以不合理的方式行使)拒絕接納該等要求。指示只可於

執行前取銷或修改。由於市場指示會即時執行，取銷指示的機會相當罕有。若閣下取銷指示前已全部或部分執行，閣下接受

對已執行之交易負上全責，而我們毋須就此負上法律責任。 

 

12.8 我們一般以執行代理人身份執行閣下的指示。但若我們就任何交易以主事人行事，予符合任何適用法律、法規或法例之條文
的情況下，我們不會於有關每日交易結單中列明。 

 

13. 交易上之限制 

 

我們可隨時按我們之酌情決定暫時中止、禁制或限制閣下發出指示或取代戶口中證券的能力，而不須向閣下作事先通知。 

 

14. 合併、分拆及先考慮指令、部份執行指令、發售新股之申請及場外交易 

 

14.1 閣下授權我們可隨時酌情決定，代表閣下將閣下的買賣證券或出售、購買或拋售期貨合約或期權合約指示與其他客戶類似的

指示合併及/或將其分拆。 

 

14.2 我們將確保該合併或分拆將不會引致執行閣下指示之價值較差於閣下執行獨立指示而能取得之價位。若因所持之證券、期貨

合約或期權合約(視乎所屬情況而定)不足以應付有關經合併的指令，實際購買之證券、期貨合約或期權合約 (視乎所屬情況而

定)數目將會在經合併的獨立指示間按比例分配。 

 

14.3 (a) 依據適用的法例和規例及市場的要求，閣下認知並同意我們及/或我們的代理人可按我們或我們的代理人絕對酌情權決定，隨

時為爭取較佳執行價位而優先排列指示及/或考慮接收指示的次序，決定執行客戶指示的優先權，及閣下不得對我們

及/或我們的代理人有關執行任何收到的客戶指示的優先次序提出異議。 

 

(b) 閣下確認由於交易慣例，交易指示未必可以「最佳價」或「市場價」執行，閣下同意在任何情況下，我們及/或我們
的代理人依照閣下發出的指示所進行的交易承擔責任。 

 

14.4 若特定數量之證券、期貨合約或期權合約(視乎所屬情況而定)交易之指示未能全數執行，我們可酌情決定以較低數量執行證券
之交易。在該種情況下，該已執行之部份將對閣下具約束力，而閣下將接受該已執行之部份。 

 

14.5 (a) 閣下可要求我們代表閣下認購新發行之證券。我們可能被要求就該項申請作出保證或作出聲明，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i) 我們獲適當授權代表閣下作出該等申請； 

(ii) 除我們代閣下提出之申請外，閣下並無為閣下之利益以自己或通過任何其他人士提出其他申請。 

 

閣下謹此表明授權我們向有關交易所或證券發行人提供該項保證或聲明。閣下知悉有關證券之發行人將依賴上述申
述，決定是否就我們代閣下作出之申請作出股份分配。 
 

(b) 閣下應熟悉並遵從任何招股說明書和/或發行文件、申請表格或其他有關文件內所載之管轄新上市和/或發行證券及其

申請之全部條款和條件。閣下同意在與我們進行的任何交易中受該等條款和條件約束。閣下茲進一步聲明和保證，

並授權我們通過任何申請表格(或以其他方式)向有關交易所和任何其他適合人士披露和保證，作為閣下代理人作出的

任何申請是閣下或代表閣下或為閣下的利益作出唯一的申請。閣下確認並接受，就我們作為閣下代理人作出的任何

申請而言，我們和有關證券的發行人、保薦人、包銷商或配售代理人、交易所或任何其他相關監管機構或人士會依

賴上述聲明和保證。 

 

(c) 閣下確認，倘若未上市公司除證券買賣外未有從事其他業務，而閣下對該公司具法定控制權力，則該公司作出的申
請應被視為為閣下的利益而作出的。 

 

(d) 閣下承認並明白，證券申請的法律和監管規定及市場慣例不時會改變，而任何一種新上市或新發行證券的規定亦會

改變。閣下承諾，按我們不時絕對酌情權決定的法律和監管規定及市場慣例的要求，向我們提供資料並採取額外的

步驟和作出額外的聲明、保證和承諾。 

 

(e) 我們或我們的代理人為我們本身和/或閣下和/或為我們之其他客戶作出的大額申請，閣下確認並同意： 

 

(i) 該大額申請可能會因與閣下及閣下申請無關的理由而被拒絕，而在沒有欺詐、嚴重疏忽和故意違約的情況
下，我們和我們的代理人無須就該拒絕對閣下或任何其他人士負上責任； 

 

(ii) 倘若該大額申請因聲明和保證被違反或任何與閣下有關的理由而被拒絕，閣下將按條款第 32.4 條向我們作
出賠償。閣下確認，閣下亦會對其他受上述違反或其他理由影響的人士的損失負上責任；及 

 

(iii) 儘管有其它條款規定，倘若大額申請只獲部分發售，閣下同意我們可按我們絕對酌情權決定分配所購得證

券的方式，包括在所有參加大額申請的客戶間平均分配證券。閣下不得對有關申請分配證券的數額或優先

次序提出異議。 

 

14.6 在閣下要求我們時，我們可提供便利認購新發行之股票、或繼續持有(如若適用)該等證券的財務通融(以下簡稱「財務通

融」)。我們可於任何時間有凌駕權隨時要求還款。我們可於任何時間終止財務通融而毋需向閣下發出事先通知。閣下須就財

務通融的任何欠款支付按每日欠款金額逐日計算的利息(及因欠款而須支付的利息)，利率及支付方式由我們不時決定並通知閣

下。閣下須就我們隨時作出之要求清償所有財務通融的本金及利息，但此條項不會妨礙閣下就財務通融向我們提供的任何抵押

文件賦予我們的權利、權力及補償。閣下一旦使用財務通融，即為承認並接受財務通融之條件及條款。 

 

14.7 閣下就我們或我們的代理人代表閣下已進行或將予進行的任何場外 (Over-the-Counter) 交易(包括但不限於任何新證券在有關

交易所上市前的交易)確認及同意： 

 

(a) 在上述第 12.8 條的規限下，我們或我們的代理人擔任閣下的代理，並不保證此等場外交易之結算； 

 

(b) 閣下的指示可能只有部份執行或全部未能執行。倘有關證券其後無法在有關交易所上市，已執行的交易將會被取消
及成為無效； 

 

(c) 如閣下沽出證券但無法交付此等證券，我們或我們的代理人有權為閣下就此項已進行的銷售在市場購入相關的證券
(以當時市價)，以完成相關交易的結算。閣下須承擔此項交易引致或招致的一切虧損； 

 

(d) 倘若(1) 閣下向賣方購入證券，而該賣方無法交付相關證券及(2)未能購入相關證券或我們或我們的代理人行使絕對酌
情權決定不購入相關證券，閣下無權以配對價格取得相關證券，並且只有權收取為買入相關證券已付的款項； 

 

(e) 倘若閣下購買任何證券但無法存入所需的結算款項，我們有權出售閣下賬戶內任何及所有證券或抵押品，以及使用

經扣除結算交易所有費用後的出售所得款項為有關交易作結算。然而，如閣下於該宗交易內屬於賣方，而該宗交易

未能結算，則閣下只可獲得相關證券，而並非相關證券的出售所得款項；及 

 

(f) 在不影響上文所載的原則下，閣下須自行承擔虧損或開支，並就閣下及/或閣下之交易對手無法結算所招致的任何虧

損及開支向我們或我們的代理人負責。 

 

15. 結算 

 

15.1 (a) 閣下保證不會發出售賣不屬於閣下的證券之指示(即包含賣空行為)。然而，閣下可透過與我們訂立另一份協議而採用賣空服
務。 



 

(b) 如我們按閣下之指示售賣證券，若因閣下未能如時向我們交付而致使我們未能交付證券，這樣，按照適用的任何法
律、法規或法例之條文，我們獲閣下授權借取、購入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可完成交付所需之證券。 

 

(c) 閣下應承擔我們因所述理由而蒙受或招致之任何費用、收費、損失、損害或其他任何法律責任，包括我們因孜排任

何借貸而招致的補價、費用或收費，並彌償我們之有關費用、收費、損失、損害或法律責任。 



15.2 (a) 購入證券指示一經接收，我們會在戶口存有的現金結餘指撥出自我們按酌情決定評估為足夠之款額，以作為購入證券之全數價
值及所有交易費用之現金補敷。 

 
(b) 若戶口中存有之現金結餘不足，我們並無責任執行或回應該指示或就此事實知會閣下。 

 

(c) 閣下確認在向我們發出任何購買證券、期貨合約或期權合約指示前，確保戶口中存有足夠的現金結餘以支付所有購
買證券、期貨合約或期權合約連同交易費用，為其獨有之責任。 

 

15.3 若閣下欠繳到期並應支付予我們或我們之有聯繫實體(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任何款額，我們有權毋須事先通知閣下，並可

按我們酌情權決定轉撥、出售或應用或孜排轉撥、出售或應用戶口中之任何證券(包括銷售或變現所得之收益)或結餘，以清償

閣下之債務。 

 
16. 為閣下持有之現金 

 

任何為閣下持有之現金，除根據適用法律我們毋須將之存入客戶信託戶口之現金外，將按法律之要求，不時存入我們在銀行或認可

機構開設之客戶信託戶口。除非我們同意，我們均不會向為閣下持有之現金(不論是否存於客戶的信託戶口)支付利息。 

 

 

17. 交易兌換 

 

有關以閣下戶口中所存之貨幣以外的其他貨幣所進行之任何交易，任何因匯率波動而帶來之利潤或損失，將完全計算入戶口
中並由閣下承擔風險，而且將在有關銀行採用之匯率相應地撥入或從戶口中扣除(視屬何情況而定)。 

 

18. 費用及支出 

 

閣下須直接或從戶口中支付我們因閣下使用我們之服務，而恰當地招致或我們徵收，不論附帶或是關鍵之所有徵款、稅項、

佣金、經紀費或對手方費用、關稅、交易費用、資料牌照費、戶口交流費、維持費、利息、特別權利行政費用、斬倉費用、

溢價、罰款、電匯費、保管費、結算費、戶口周轉費、戶口轉換費、貨幣兌換費、稅項、認購費、保險服務費、保險費、外

幣兌換虧損、法律開支及所有及任何其他費用及開支，而我們獲授權從閣下戶口中扣取有關款項。閣下欠付我們的債項將按

照我們不時通知閣下的利率收取利息：若我們未有通知閣下，利息將按照香港渣打銀行不時訂定的最優惠貨款利率加六厘計

算。我們的佣金及其他收費將不時通知閣下。 

 

19. 回佣 

 

我們有權要求、接受及保留任何因我們執行買賣產生之回佣、經紀佣金、佣金、費用、利潤、折扣及/或其他由任何人士提供
之好處，作為我們之得益而無需向閣下被露。我們亦有權酌情決定提供任何利益或好處予交易相關之任何人士。 

 

20. 每日交易總結及結單 

 

(a) 我們將向閣下分別就證券交易、期貨合約及期權合約交易發出每日交易總結，撮要列出在任何一日按指示進行的所
有交易，該每日交易總結將在有關交易日期後兩個營業日內發出。 

 

(b) 若適用法律及法規有此要求，我們將向閣下發出每個戶口的月結單，以總結有關戶口自上一期結單日期後所進行的

交易，有關月結單於有關月份結束後七個營業日內發出。除前述的月結單外，我們亦會根據不時生效的適用法律、

法規及操孚準則的要求向閣下發出其他結單。 

 

21. 通話之記錄與電子郵件之監察 

 

為保障雙方利益，閣下瞭解、同意並明確贊同我們以電子方式記錄閣下與我們之任何電話對話及閣下使用我們的服務之情
況，及監察閣下與我們之間的電子通訊。 

 

22. 通訊接收的推定 

 

22.1 通訊可以郵寄方式或以電子郵件方式送至閣下之郵寄地址或電子郵件地址，或閣下日後以書面或電子郵件告知我們之其他地

址或聯絡號碼。所有通訊一經如上述方式發出，不論是以郵寄、電子郵件、傳真、電報或發送至閣下最後為人所知之地址等

方式發出，均應被視作親自交予閣下本人，不論實際是否被領收。 

 

22.2 閣下有責任於收到有關該等交易或閣下戶口之通知書、確認書、每日交易總結或戶口結單時立即進行審閱。 

 

任何通知書、確認書、每日交易總結或結單內的所有交易及其他資料將對閣下具約束力， 除非我們於閣下收到或被視作收到

上述檔 48 小時內收到閣下以書面或電郵形式作出之反對通知。我們保留決定閣下對有關交易或資料所作出反對之有效性的權

利。 

 

在受任何相反的法律或監管規限下，除非我們同意，閣下同意每日交易總結或其他確認書或結單均以電子方式記錄及經由電
子媒介收取。 



23. 證券保管 

 
23.1 就我們為戶口所保管之任何證券，我們可酌情： 

 

(a) 以閣下或我們有聯繫實體(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名義登記；或 

 

(b) 存放於我們之銀行或提供孜全保管設施之任何其他合適並為適用法律或法規所允許之機構指定戶口內保管。 

 

23.2 當我們收到任何因閣下戶口之證券而產生之任何股息分配或其他利益時，會將之存入閣下之戶口。倘閣下的證券為我們為客
戶所持有之較大量相同證券之一部份，閣下有權按比例享有股息、分配或其他利益。 

 

23.3 在沒有收到相反指示的情況下，我們獲授權酌情決定(在費用及支出由閣下支付的情況下)： 

 

(a) 要求支付及收取與證券有關的所有利息及其他款項或分派(不論屬資本性質或收入性質)； 

 

(b) 在收到到期日可收到的金額時放棄閣下的證券，或在證券到期日前被要求贖回時放棄閣下的證券； 

 

(c) 交換任何與閣下的證券有關的文件(無論該等文件屬中期或臨時或長期性質)； 

 

(d) 代閣下以擁有權人的身份填寫及遞交任何與證券有關而在收取收入或促使證券售賣時所需的擁有權書。 

 

23.4 (a) 如我們得悉代閣下持有的證券將有可行使的投票及/或任何權利或特權 (包括但不限於換股、供股及任何因收購、回購或股本重

組而產生的權利或特權)，我們會在合理情況下儘快通知閣下。如閣下於 14 個工作天內(或視乎情況下按照指定或合

適的較短期限)明確地以書面通知我們，欲行使權利及/或特權，與此同時，閣下戶口有足夠可動用的資金，我們會依

以合理情況下可接受的書面指示替閣下行使權利及/或特權。否則，我們不會行便有關權利及/或特權。若我們得悉代

閣下持有的證券附有認股權，即使沒有滿意的指示或足夠資金，我們仍可按我們絕對酌情權決定以我們認為適合的

做法處置認股權。 

 

(b) 如我們得悉我們代閣下持有證券的公司計畫催收任何尚未繳付的金錢， 我們會在合理情況下儘快通知閣下。倘若閣

下已提供相關的資金，並有足夠時間容許我們加以處理，我們會根據合理情況下可接受的書面指示替閣下繳付款

項。否則，我們不會代閣下採取任何行動，亦不會負上因未能符合催收而導致的責任。無論如何，如我們因法律上

有責任符合催收而已自動繳付金錢，閣下會依照要求補償我們。 

 

23.5 (a) 在未有閣下的事先書面同意或授權前，我們不得存放任何閣下的證券作為向我們所作出之任何貸款或墊款的保證，亦不得為

任何目的而借出或以其他方式放棄管有任何該等證券。 

 

(b) 若閣下授權於我們抵押、質押、轉讓或設立任何證券權益或借出或其他情況下放棄管有任何證券，該授權應自當日

起持續有效 12 個月，而閣下可按照適用法律，以我們訂明之形式簽署授權書，以不時進行重訂，該授權亦可按適用

法律被視為已獲重訂。閣下可以不少於 5 個工作天向我們發出書面通知，隨時撤回授權，以閣下清償所有欠付我們

之欠款為條件。 

 

23.6 我們可酌情將閣下儲存在我們或由我們為戶口而購入的證券，特定撥入戶口、或與其他閣下持有的同樣證券作統一孜排。凡

已統一孜排的有關證券有累算股息或其他分派或利益、或不論在何種情況下蒙受損失(包括因可交付之證券數目或數額減少而

引起)，則應將應支付給閣下的款項記入戶口之貸方，或按應屬戶口之有關證券的數量或數額所佔的比例，將虧損從戶口扣

除，視情況而定。 

 

24. 結清債項及費用 

 

在任何時候閣下須 

 

(a) 支付任何在本協議下欠付我們之款項； 

 

(b) 在我們作出要求下，支付任何戶口引起或有關之欠付我們之全部債項； 

 

(c) 支付每個戶口中因整個或部份平倉而引起或有關之任何餘下為欠付之債項；及 

 

(d) 徵收上述款項時引起之合理的費用及開支，包括我們以全部彌償標準計算之法律費用。 

 

25. 留置權及對銷 

 

25.1 對於在任何時間因任何目的透過閣下的戶口由我們代表閣下，由我們或代理人持有及控制之所有證券及其他資產，我們均有

留置權，該等證券及其他資產全部均應由我們持有，作為閣下全面履行及清付跟本協議有關閣下欠付我們之債務及債項之持

續保證。 



25.2 在執行我們的留置權時，我們有權決定出售何種證券及資產，結清何種合約，並 有權將銷售或變現所得之收益扣除開支後，
用作清償閣下欠付我們之債項及債務。 

 

25.3 我們亦有權隨時毋須通知閣下，將閣下任何戶口中的現金結餘結合或合併及為清償閣下欠付我們的債項及債務而對銷、扣
除、扣起及或轉賬任何款項。 

 

25.4 閣下同意我們可處置或孜排處置閣下擁有的證券以清償閣下欠付我們或我們之有聯繫實體(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的債務。 

 
26. 信貸費用及信貸調查 

 
26.1 閣下之戶口記錄的每月借方結餘或已經調整的結餘，須依我們按其慣例指定及香港法律許可的利率計算利息。閣下須明白，

每一利息期結束時記錄在閣下的戶口之應付利息，除已經清償外，將自動加入下一利息期開始時之結餘。 

 

26.2 我們可與他人交換閣下的信貸資料，但只作驗證之用。作本協議之用途，我們可向任何閣下開設及維持的結算戶口的金融機
構及任何其他由閣下指定為諮詢人的人士及機構獲取閣下的信貸資料及個人資料。 

 

26.3 閣下授權該等機構及人士向我們提供所須信貸資料或個人資料。現通知閣下，若閣下不履行在本協議下之責任，我們可以向信貸調

查機構提供反映閣下不良信用的任何紀錄。我們可以要求有關閣下之信貸報告，且在閣下要求下，注明提供該報告之信貸調查機構

的名稱及地址。若我們延伸、更新或續發閣下的信貸，閣下同意我們可以毋須通知閣下而獲取新的信貸報告。閣下明白我們可能將

閣下的資料提供給信貸資料服務機構，以及在閣下欠賬時，將該等資料提供給收數公司。閣下有權獲告知那些資料通常會作上述披

露，以及獲提供進一步資料，藉以向有關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或收數公司提出查閱及改正資料要求。 

 
27. 保證金信貸及保證金規定 

 

在閣下提出請求時，我們可酌情決定向閣下提供用以購買證券的保證金信貸 (以下簡稱為「保證金信貸」)，保證金信貸必須
受在本協議中及在本協議之有關附件中列出之條款所限制。該等條款只於我們向閣下提供任何保證金信貸的情況下適用。 

 

28. 資料不具任何保證 

 

28.1 對於使用透過我們的服務提供之數據及資料及任何供閣下用以使用我們的服務之電腦軟體，閣下明確表示同意獨自承擔所有

風險。我們或任何我們的董事、高級人員及雇員、代理人及該軟體之持牌人及擁有人，包括任何發佈數據或資料之人士 (統稱

為「發佈資料者」)，均不保證他們所提供的服務會不中斷或必然正確無誤； 對於使用我們及我們的服務之結果，或對於透過

我們所提供的數據及資料或交易之及時性、先後次序、準確性、完整性、可信度，或該等資訊、服務或交易之內容， 或有關

用來使用我們的服務而提供的任何電腦軟體，上述人士亦不作任何保證。 

 

28.2 透過我們的服務提供之資料及資訊均以「現有狀況」、「既有狀況」基準而提供， 除了根據對本協議適用的法律規定而隱含

的，及不能免除、限制或修改的保證外，, 我們的服務不附帶其他任何性質的保證(不論屬明示或隱含)， 包括就服務的可商售

性或對任何特定目的是否適合的保證。 

 

28.3 在下列情況下，任何發佈數據者均毋須對閣下或其他人士負任何責任： 

 

(a) (i) 任何數據、資料或訊息或 (ii) 任何數據、資料或訊息之傳送或送遞有任何不準確、錯誤、延遲或遺漏；或 

 

(b) 因下列情況所引起之任何損失或損害，因發佈數據者之疏忽或遺漏，或因「不可抗力事故」(如水災、惡劣氣候、地

震或其他天災、火災、戰爭、叛亂、騷動、勞工、紛爭、意外、政府決策、停電、設備、電腦軟體或通訊線路失靈

或故障等)，或任何發佈數據者合理控制範圍外之原因造成之 (i) 任何在上述 (a) 條所指的不準確、錯誤、延遲或遺

漏； (ii) 沒有履行責任；或 (iii) 任何數據、資料或訊息中斷。 

 
29. 資料保護 

 

29.1 我們有權收集、使用、移轉(在香港境內或境外)、儲存、處理或以其他方式處理有關閣下之個人資料及數據，包括姓名及地址

(以下簡稱為「個人資料」)以方便管理及依本協議提供服務。若閣下為有限公司，閣下的人員在代閣下簽定有關戶口申請表時

亦同意本第 29 段同時適用於他們，因此，所有對“閣下”的提述將被視為包括該等人員。 

 

29.2 在下列情況下個人資料可在我們的集團公司、代理人及其各自有關及附屬之公司在香港境內或境外間轉移及使用： 

 

(a) 因提供維持及管理所提供之服務；及 

 

(b) 評估閣下的潛在財務需求、進行市場研究及向閣下推廣其他服務及產品。 

 
在本協議終止後，我們可按任何適用法律及規定繼續如上述使用個人資料。 

 
「集團公司」指高銀金融(集團)有限公司之任何附屬公司或聯繫公司(包括高銀(證券)有限公司)。 

 
閣下同意遵從我們有關個人資料(私隱)條款通告的條款，該通告載有我們有關個人資料的收集及使用的政策及實務詳情，該通
告可在我們網站上閱讀或向我們索取。 



29.3 閣下並授權我們在任何司法管轄區的任何法律、規定、法院命令或任何政府或監管機關或交易所需要時，將任何個人資料向

任何司法管轄區的任何政府或監管機關或交易所披露及轉移。 

 

29.4 閣下可在隨時依據任何適用之法律及規定，要求我們為閣下提供個人資料之副本或更正任何不準確的個人資料。 

 

索取個人資料或更正個人資料或索取有關政策及實務及所持個人資料種類之詳情或停止使用閣下之個人資料作直接市場推廣

用途之要求，應寄交： 

 

高銀(證券)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金融街 8 號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 22

樓 
 

電話 :(852) 3960 7888 

傳真 :(852) 2521 0955 

 

如對閣下之個人或戶口資料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我們之資料保孜主任。 

 

30. 使用服務之限制 

 

閣下有權使用我們的網路所提供之資料，但只限用於閣下本人及非商業用途，且閣下不得將取得該等資料之途徑轉售他人，

或將該等資料複製出售。閣下不得將自我們網頁列印出來之資料上之版權所有或其他知識產權之標示刪去。 

 

31. 終止服務 

 

31.1 在下列情況下，我們可毋須事前通知停止閣下使用我們之服務； 

 

(a) 我們酌情決定暫時或永久中斷此項服務； 

 

(b) 閣下違反本協議條款； 

 

(c) 在經過我們認為適合的時間後，閣下的戶口沒有交易活動及/或未持有任何資產；或 

 

(d) 閣下的戶口成為不活躍戶口。 

 

如閣下向我們申請，並根據我們制定的條款提供閣下之資料，閣下可重新啟動戶口。 
 
 
 

 

31.2 (a) 若(i)閣下違反或沒有遵孚本協議任何條款；(ii)當賬戶成為不活躍戶口(iii)閣下已被提出破産呈請、清盤呈請，或針對閣下的類

似法律程式已開始；(iv)閣下身故（指個人客戶）或閣下被法庭裁定為精神失常或無勝任能力；(v)針對閣下的任何扣

押、執行或其他法律過程已開始；(vi) 閣下在本協議或任何文件中向我們作出的任何陳述或保證不正確或誤導；(vii)

我們據我們絕對酌情權認為發生了可能危及我們在本協議所擁有權利的任何事件，我們可在毋須事前通知閣下的情

況下，終止閣下一個或以上戶口。 

 

(b) 我們可向閣下發出不少於三個工作天事先書面通知，隨時終止戶口。 

 

(c) 在償清及解除閣下對我們的債項、負債或其他債務責任之情況下，閣下可向我們發出不少於三個工作天事先書面通

知，隨時終止戶口。 

 

(d) 終止戶口或停止任何服務不會影響任何一方先前因此而產生的權利或責任。 

 

31.3 任何在終止前訂立之交易或任何一方在終止前取得之權利、權力。職責及責任， 均不應因任何服務或本協議之終止而受影響

或妨礙。 

 

31.4 協議一經終止 

 

(a) 閣下須即時繳付到期並欠付之任何款額； 

 

(b) 閣下須在終止當日起 10 個工作天內提取戶口內之所有現金或證券結餘，否則我們可代表閣下及於我們毋須負責任何

損失或後果的情況下在市場上或以我們合理地決定的方式及時間出售或處置閣下之證券，並將相當於淨售賣得益及

閣下戶口之現金結餘以支票或匯款形式寄給閣下最後為我們所知的地址，有關風險則由閣下承擔；及 



(c) 在終止當日起 10 個工作天內拋售所有尚未行使的期貨合約及期權合約， 否則我們可將之拋售並向閣下交還數額相

當於閣下戶口結餘的支票或將該結餘滙給閣下。 

 

32. 責任、免責及全數彌償 

 

32.1 閣下同意就以下情況承擔全部風險及責任： 

 

(a) 監察及使用閣下之戶口，包括在第 32.2 段中列出之事頂； 

 

(b) 使用及存儲任何資料，包括閣下之密碼、客戶識別碼、投資組合資料、交易活動、戶口結餘及任何其他在閣下之個

人電腦中既有之資料或指示； 

 

(c) 提供及維持所需用以存取及使用我們的服務之通訊設備(包括個人電腦及數據處理器)及電話或替代服務，及所有因閣

下使用我們之網路而引至之通訊服務費用及收費；及 

 

(d) 由任何政府禁制、交易規則、證券交易暫停、戰爭、罷工、設備、電腦軟件或通訊線路故障或失靈、未經授權之存

取、盜竊及其他在我們合理控制以外之事故所直接或間接所招致之損失或損害。 

 

32.2 倘若閣下發現以下任何一種情況，閣下必須立即以書面或電話方式通知我們： 

 

(a) 密碼、客戶識別碼及/或戶口號碼有任何遺失、被盜取或遭人未經授權使用； 

 

(b) 閣下未能收到我們發出表示已接獲及/或執行指示的通知； 

 

(c) 閣下未能收到確認任何交易的正確書面確認通知； 

 

(d) 閣下收到我們就已任何指示或交易發出之確認通知，但閣下並未發出或授權發出該指示或交易；或 

 

(e) 戶口結餘、證券交易或交易紀錄的資料有誤。 

 

我們在實際收到閣下傳送之指示前，不應被視為已經收到有關指示。 

 

32.3 (a) 不論任何情況包括任何疏忽，對於使用或未能使用戶口及我們的服務，或因違背任何保證，因而引起之任何直接、間接、附

帶、特殊或衍生之損失或損害，我們(包括，就 32.3，32.4 及 32.5 段所指，代理人及其與我們各自之董事、高級人

員及僱員，或任何其他涉及創立、作業或運作我們的服務或管理我們之人士)均不負任何責任。 

 

(b) 此項免責條款須在法例所容許之範圍內方適用。在此情況下，因我們之該作為或不作為所帶來我們之法律責任，應

依據適用之法律或規例就有關交易規定之交易日至結算日期間該交易應獲得之利益為限。 

 

32.4 閣下須就我們因下列情況引致之任何及所有損失、損害、費用、收費及任何性質之開支在被要求下向我們作出彌償： 

 

(a) 閣下未能或延遲履行就本協議或向閣下提供之保證金信貸之責任下，包括強制執行或保留我們跟本協議有關之權利。 

 

(b) 我們按本協議履行我們之任何責任或執行其權利或酌情決定權。 

 

32.5 不論以上條款有任何其他規定，鑒於我們同意接受閣下根據第 12.2 條許可下不時以傳真或其他電子傳送方式向我們發出指

示，閣下同意就我們因接受以上所述之指示中有錯漏或掛失或因該指示並非由閣下正式授權發出而引致之申索、損失、賠償、

開支、費用(包括彌償所有法律費用)及責任，而向我們作出彌償。每項彌償(即第 32.4 及 32.5 所述)須成為我們與閣下所簽訂

之任何協議(包括本協議)之獨立及各別的彌償。 

 

33. 轉讓 

 

本協議惠及我們之繼承人及受讓人(不論是經由合併、購併並或其他方式產生)，且我們可以將我們於本協議的權利或義務或閣

下的戶口轉讓予我們認為合適的人士而毋需通知閣下，此外，本協議對於閣下及閣下之後嗣、遺囑執行人、遺產管理人、繼

承人及受讓人亦具有約束力。 

 

34. 可分割性 

 

倘若本協議之任何條文或條款被任何法院、監管機構或團體判定為無效或不能強制執行，則該項判定應只適用於該條文或條

款。其餘條文及條款之有效性將不會因此受到影響，而本協議應繼續執行，猶如該無效或不能強制執行之條文或條款並未載

於本協議內一樣。 



35. 規管法律及司法管轄權 

 

本協議及其執行均受香港法律管轄。本協議雙方均接受香港法院之非專屬司法管轄權管轄。 

 

36. 客戶身份 

 

36.1 我們須在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統稱「香港監管機構」)要求後兩個工作天內向他們提供

我們正代客處理的交易最終涉及的人士以及發出該項交易指示的人士的身份詳情。在特殊市場情況下，有關詳情可能要在作

出要求後不久便提供。閣下也可直接向香港監管機構如下述提供所須詳情。 

 

36.2 若閣下代表客戶或其他實質擁有人(以下簡稱為「受益人」)進行交易，不論是否獲受益人全權委託交易，及是否以代理人身份

抑或以主事人身份與受益人進行對盤交易，閣下同意就我們接獲香港監管機構查詢的交易而言，閣下須按我們之要求，立即

向香港監管機構提供他們要求的有關交易涉及的受益人(或在一對背形式的主事人對主事人交易中，與閣下交易的人士)、該項

交易的最終受益人及或發起有關交易的人士的身份詳情。 

 

36.3 若閣下知悉任何受益人是以作為其本身客戶的中介人的身份進行交易，但閣下並不知道有關交易所涉及受益人本身客戶的身

份、地址、職業及聯絡資料，閣下確認： 

 

(a) 閣下須與該受益人作出孜排，讓閣下可按要求立即向該受益人取得上述的資料；及促使取得有關資料；及 

 

(b) 閣下將按我們就有關交易提出的要求，立即要求發出交易指示的受益人提供所須身份詳情，及在收到有關詳情後立

即呈交予香港監管機構，或促使呈交該等詳情予香港監管機構。 

 

36.4 閣下確認閣下並未受任何法律規定阻止閣下遵孚此條，或如閣下受該等法律限制，則閣下或受益人(視屬何情況而定)已經放棄

該等法律的保障或已經書面同意遵孚此條。閣下亦確認閣下根據此條的責任即使在本協議終止後仍繼續有效。 

 

37. 風險披露聲明 

 

37.1 適用於所有證券的一般風險披露聲明 

 

證券價格有時可能會非常波動。證券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證券未必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

損失。 

 

37.2 有關創業板市場的風險披露聲明 

 

(a) 創業板股份涉及很高的投資風險。尤其是該等公司可在無需具備盈利往績及無需預測未來盈利的情況下在創業板上

市。創業板股份可能非常波動及流通性很低。 

 

(b) 閣下只應在審慎及仔細考慮後，才作出有關的投資決定。創業板市場的較高風險性質及其他特點，意味著這個市場

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熟悉投資技巧的投資者。 

 

(c) 現時有關創業板股份的資料只可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所操作的互聯網網站上找到。創業板上市公司一般毋

須在憲報指定的報章刊登付費公告。 

 

(d ) 假如閣下對本風險披露聲明的內容或創業板市場的性質及在創業板買賣的股份所涉風險有不明白之處，應尋求獨立的專

業意見。 

 

37.3 保證金買賣的風險披露聲明 

 

藉存放抵押品而為交易取得融資的虧損風險可能極大。閣下所蒙受的虧蝕可能會超過閣下存放於有關交易商或證券保證金融

資人作為抵押品的現金及任何其他資產。市場情況可能使備用買賣指示，例如“止蝕 ”或“止蝕限價”指示無法執行。閣下可能會

在短時間內被要求存入額外的保證金款額或繳付利息。假如閣下未能在指定的時間內支付所需的保證金款額或利息，閣下的

抵押品可能會在未經閣下的同意下被出售。此外，閣下將要為閣下的帳戶內因此而出現的任何短欠數額及需繳付的利息負

責。因此，閣下應根據本身的財政狀況及投資目標，仔細考慮這種融資孜排是否適合閣下。 

 

37.4 網上交易的風險披露聲明 

 

我們應採取所有合理及實際可行的措施，以保障經互聯網傳送資料及彼此通訊之孜全性。然而，閣下承認由於互聯網的開放

特性，我們無法給予完全孜全的保證並且任何在網上之交易會因互聯網之交通或不正確之數據傳送而受干擾、傳輸抵制及延

遲傳輸影響，對於使用此類傳送及通訊方式之風險須由閣下承擔。閣下進一步承認經互聯網傳送資訊、指示及通訊可能會有

時間上的阻延。 



37.5 保管、質押、存放或借貸證券的風險披露聲明 

 

(a) 向我們提供授權書，容許我們按照某份證券借貸協議書使用閣下的證券或證券抵押品、將閣下的證券抵押品再質押

以取得財務通融，或將閣下的證券抵押品存放為用以履行及清償其交收責任及債務的抵押品，存在一定風險。 

 

(b) 假如閣下的證券或證券抵押品是由我們在香港收取或持有的，則上述孜排僅限於閣下已就此給予書面同意的情況下

方行有效。此外，除非閣下是專業投資者，閣下的授權書必須指明有效期，而該段有效期不得超逾 12 個月。若閣下

是專業投資者，則有關限制並不適。 

 

(c) 此外，假如我們在有關授權的期限屆滿前最少 14 日向閣下發出有關授權將被視為已續期的提示，而閣下對於在有關

授權的期限屆滿前以此方式將該授權延續不表示反對，則閣下的授權將會在沒有閣下的書面同意下被視為已續期。 

 

(d) 現時並無任何法例規定閣下必須簽署這些授權書。然而，我們可能需要授權書，以便例如向閣下提供保證金貸款或

獲准將閣下的證券或證券抵押品借出予第三方或作為抵押品存放於第三方。有關持牌人或註冊人應向閣下闡釋將為

何種目的而使用授權書。 

 

(e) 倘若閣下簽署授權書，而閣下的證券或證券抵押品已借出予或存放於第三方，該等第三方將對閣下的證券或證券抵

押品具有留置權或作出押記。雖然我們根據閣下的授權書而借出或存放屬於閣下的證券或證券抵押品須對閣下負

責，但我們的違責行為可能會導致閣下損失閣下的證券或證券抵押品。 

 

(f) 大多數持牌人或註冊人均提供不涉及證券借貸的現金戶口。假如閣下毋需使用保證金貸款，或不希望本身證券或證

券抵押品被借出或遭抵押，則切勿簽署上述的授權書，並應要求開立該等現金戶口。 

 

37.6 無線通訊媒介 

 

(a) 我們須採取所有合理可行步驟，以保障閣下與我們透過無線通訊媒介(例如 WAP 手提電話)存送的資料和通訊的孜

全。然而，閣下知悉並同意絕對保孜是無法保證的，而且由於無線通訊媒介的開放性質，任何透過該媒介進行的傳

送均有可能因無線通訊媒介的流量或不正確資料傳送而受到被干擾、保孜失效、傳送受阻或延遲的影響，閣下須自

行承擔採用該種傳送或通訊方式的風險。閣下亦知悉及同意透過無線通訊媒介傳送資料、指示及通訊可能會出現時

差，閣下將須承擔與此有關的所有風險。 

 

(b) 我們對無線通訊媒介採用 128 位元加密技術。若閣下是手提電話使用者， 在進入我們的網站時，須啟動手機的 128

位元加密功能。若閣下在發出指令或享用服務時，未有啟動 128 位元加密功能或閣下的手機未能支援此項功能，我

們將不會對任何因此而引致或與此有關的損失負責。 

 

37.7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買賣納斯達克 - 美國證券交易所證券的風險 

 

按照納斯達克 - 美國證券交易所詴驗計劃(詴驗計劃)掛牌買賣的證券是為熟悉投資技巧的投資者而設的。閣下在買賣該項詴驗

計劃的證券之前，應先諮詢交易商的意見和熟悉該項詴驗計劃。閣下應知悉，按照該項詴驗計劃掛牌買賣的證券並非以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主板或創業板作第一或第二上市的證券類別加以監管。 

 

37.8 買賣外國證券包括中國 B 股的風險 

 

閣下必須先瞭解外國證券買賣的性質以及將面臨的風險， 然後方可進行外國證券的買賣。特別是，儘管高銀(證券)有限公司

是聯交所的交易所參與者，外國證券的買賣並不受聯交所所管轄， 並且不會受到投資者賠償基金所保障。閣下根據閣下的投

資經驗、風險承受能力以及其他相關條件，小心衡量閣下是否適合參與該等買賣及徵求獨立專業意見(如有疑問)。 

 

37.9 於場外交易場交易的風險 

 

閣下必須了解場外 (「Over-the-Counter」) 交易的性質、交易設施及閣下可承擔的風險程度，才可利用場外交易設施進行交

易。閣下在場外交易場進行交易須承擔信貸、結算及相關場外交易，包括(但不限於)證券在交易所上市前的交易的其他交易對

手風險。我們並不保證相關證券的結算，閣下須承擔閣下及/或閣下的交易對手無法結算所招致的任何虧損或開支。 

 

如個別證券其後無法在交易所上市，在場外交易場執行的交易可能會取消或成為無效。此外，由於在場外交易場交易的流通

性相對交易所正規市場時間為低，閣下的指示可能只有部份執行或全部未能執行。此外，在場外交易場交易的波幅亦可能較

交易所正規市場時間為高。在場外交易場交易的流通性較低及波幅較高，可能導致個別證券種類的買賣差價較正常闊。 

 

在場外交易場交易的證券價格，亦可能與證券在交易所上市後在正規市場時間交易的開市或交易價格出現重大差距。場外交

易場顯示的證券價格可能無法反映相同證券於其他同時運作的自動化交易系統交易的價格。發行人發表的新聞公告可能會影

響證券在正規市場時間後的價格。同樣地，重要財務資料通常會在正規市場時間以外發表。此等公告可能會在場外交易場進

行交易期間發放，並會導致個別證券種類的價格被誇大及產生不能持續的影響。 



特別是場外交易市場不受香港交易所監管，除非相關交易的證券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後正式記錄於香港交易所的交易系統，否

則亦不獲投資者賠償基金保障。因此，閣下務須根據閣下的經驗、風險承受能力及其他相關情況，仔細考慮此等交易是否適

合閣下，如有疑問應尋求獨立的專業意見。 

 

37.10 上市及場外交易衍生產品之風險(包括但不限於高息票據/股票掛鈎票據及認股權證，統稱「衍生產品」)閣下了解並同意： 

 

(a) 衍生產品通常涉及高度槓桿作用，因此掛鈎證券之價格出現相對輕微的波動會導致衍生產品價格出現不成比例之大

幅波動。衍生產品的價值並不穩定，相反卻隨市場多種因素(包括經濟及/或政治環境變化)波動。因此，衍生產品之

價格可能相當反覆。 

 

(b) 除非閣下已準備承受損失投資金額，加上佣金及其他交易費用，否則不應買入衍生產品。 

 

(c) 當衍生產品未獲行使，而若其掛鈎證券暫停在香港交易所或任何其他相關交易所買賣，衍生產品將如其掛鈎證券，

於類似期間暫停買賣。 

 

(d) 衍生產品的流通量無法預計。衍生產品掛牌不一定會導致流通量比不掛牌高。 

 

(e) 若市價已觸發換股價，閣下須接受相關的證券(即「正股」)。 

 

(f) 發行商的實質或預計信用狀況改變，亦可導致衍生產品的價值改變。 

 

(g) 若有證券拆細、派發紅股或其他引致正股發行數量改變的不可預見的事件，合約的另一方可有酌情權而調整有關條

款，以反映市場的新情況。這可能涉及撤銷合約。當有調整時，閣下將獲通知。 

 

(h) 衍生產品的流通量有限。因市場無法評估產品的價值、厘定價格或衡量風險，閣下或會難以套現或以滿意價錢套現。 

 

(i) 衍生產品附有期權，交易風險甚高，可導致相當大的損失。投資者買賣衍生產品前，應認識期權市場及有相關經

驗。閣下應考慮衍生產品的買賣是否適合閣下財政狀況及投資目標。 

 

(j) 根據當時市場的條款和細則，產品可能在到期日前被提早終止合約。 

 

(k) 衍生產品之價值，可能因評級機構(如 Moody's Investors Inc. 或 Standard & Poor’s Rating Services)調低評級而下降。 

 

(l) 發行人可就衍生產品之初級及次級市場與經紀及/或其任何聯繫公司訂立折扣、佣金或收費孜排。

閣下亦瞭解並同意： 

 

(a) 閣下自行處理閣下之戶口，而閣下因應本身之情況在買賣衍生產品前作出獨立決定；及 

 

(b) 我們提供之任何資料及/或我們或我們之職員就衍生產品或任何其他產品之條款及細則作出之解釋，不應等同於購買

衍生產品或任何其他產品之投資意見或建議。 

 

37.11 提供代存郵件或將郵件轉交第三方的授權書的風險 

 

假如閣下向我們提供授權書，允許代存郵件或將郵件轉予第三方，那麼閣下便須盡速親身收取所有關於閣下帳戶的成交單據

及結單，並加以詳細閱讀，以確保可及時偵察到任何差異或錯誤。 

 

37.12 在香港以外地方收取或持有的客戶資產的風險 

 

持牌人或註冊人在香港以外地方收取或持有的客戶資產，是受到有關海外司法管轄區的適用法律及規例所監管的。這些法律

及規例與《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及根據該條例制訂的規則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有關客戶資產將可能不會享有賦予

在香港收取或持有的客戶資產的相同保障。 

 

38. 買賣衍生產品之確認聲明 

 

閣下聲明閣下及/或任何向我們購買及/或透過戶口處理之衍生產品或其他產品(包括但不限於股票高息票據)(「該產品」)的實

益擁有人(各人均是「該產品的持有人」)概不是： 

 

(a) 任何美國人士(根據已修改之 1933 年美國證券法(「證券法」)內第 S 條例之辭彙釋義)，或任何於美國境內的人士(根

據證券法內第 S 條例之辭彙釋義)； 



(b) 英國境內任何人士； 

 

(c) 日本居民；或 

 

(d) 任何受限制買賣該產品的其他人士。 

 
閣下須以書面即時通知我們有關該產品持有人地位之任何改變。除非我們收到有關任何更改之書面通知，否則我們可完全信
賴閣下在此所給予之聲明及確認作一切用途。 

 

39. 中英文版本之據觸 

 

在本協議之條文之中英文版本有抵觸時，則以英文版本為准。 

 

40. 客戶之確認 

 

(a) 若閣下為高銀(證券)有限公司的戶口持有人，閣下確認及同意，若我們之失誤而導致閣下因而蒙受損失，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成立之賠償基金的責任將限於基金所提供之限度。 

 

(b) 若閣下將證券存於我們，或根據協議買入證券並於香港以外持有，閣下便不能享有香港法例給予該等證券的同等保
障，以及不能享有如同在香港持有該等證券的相同權利。 

 

(c) 閣下確認已閱讀並接受本協議之條款(包捂風險披露聲明及有關衍生產品的確認聲明)，而本協議之條款亦已經以閣下

所理解之語言向閣下解釋。閣下亦確認已獲邀請閱讀風險披露聲明、提出問題及徵求獨立意見(如閣下有此意願)，而

閣下完全明白所涉及的風險及準備接受該等風險。 

 
申請人簽署： 

 
 
 
 
 
 

 
客戶簽署 客戶姓名 (以正楷填寫) 

 
 
 
 
 
 

 
見證人簽署 見證人姓名  

日期 : 
 

 

持牌人的聲明 

 

本人乃持牌人，謹此聲明經已於下述日期 (a) 按照客戶選擇的語言向客戶提供此客戶協議(包括風險披露聲明書)之副本； (b)向客戶全

部清楚解釋此客戶協議的內容(包括風險披露聲明書及 (如適用)任何授權書之目的); 及 (c) 邀請客戶閱讀此客戶協議，提出問題及徵求

獨立的意見(如客戶有此意願)。 
 
 
 
 
 
 
 
 

 

簽署 姓名(以正楷填寫) 
 
 
 
 
 
 

 

CE 編號 日期 



保證金信貸及保證金規定 

 
此等證券保證金信貸條款為閣下跟高銀(證券)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我們」) 訂立之客戶協議之補充條件及條款。於客戶協議的定義的詞
語在此將具相同的意義。 

 
除非我們另有書面同意，我們按閣下所要求而向閣下不時提供的任何保證金信貸 (以下簡稱「保證金信貸」) 須受下述之條件及條款 (以
下簡稱「該協議」)約束： 

 
(a) 閣下授權我們以閣下的名義開立及維持一個或多個戶口，透過該等戶口向閣下提供保證金信貸  (以下簡稱「保證金信貸戶

口」)。就該(些)保證金信貸戶口，我們只可提供利便認購新發行之股票、取得上市及/或非上市證券或繼續持有(如若適用) 該
等證券的財務通融。我們獲授權從保證金信貸中提取閣下就任何閣下的交易欠付我們的金額。閣下將不能根據此信貸孜排提取
款項，除非得到我們同意。 

 
(b) 我們在任何時間有凌駕權隨時要求還款。我們並且有酌情權就不時可供借貸的保證金信貸金額訂明限制。我們可於任何時間

終止保證金信貸而毋需向閣下發出事先通知。 

 
(c) 閣下須遵孚自我們就保證金信貸而不時需要閣下提供因保證金及抵押而訂明的所有規定，包括但不限於閣下或其他人士須要

簽署由我們不時要求的抵押及相關檔。閣下將獲不時告知該等要求，但該等要求可在任何時間毋需事先通知作出更改。 

 
(d) 在所有有關時間內，保證金及抵押的形式及價值均必須令我們滿意，閣下方可提取保證金信貸，閣下並且須要依據我們不時

訂立的程序提取保證金信貸。 

 
(e) 閣下須就保證金信貸的任何欠款支付按每日欠款金額逐日計算的利息 (及因欠繳而須支付的利息)，利率及支付方式由我們不

時決定並通知閣下。若我們未有通知閣下，利息將按照香港渣打銀行不時訂定的最優惠貨款利率加六厘計算。 

 
(f) 如閣下在我們開立的任何現金戶口有借方結餘而閣下同時持有保證金信貸戶口，計算應繳利息時將會結合兩個戶口的借方結

餘，而利息將會記錄在保證金信貸戶口內。 

 
(g) 閣下須依據我們隨時及不時要求的形式及價值及時間內，存入符合我們要求的初步保證金及/或額外保證金。我們保留在我們

認為適當時修改任何保證金規定的權利。閣下必須不時向我們查詢當時適用的保證金規定。 

 
(h) 如果閣下未能遵孚任何保證金追收通知或未能遵孚本協定中的任何條款，我們即有權以任何方法並毋須通知閣下代閣下就任

何或所有於保證金信貸戶口的證券進行交易平倉或斬倉。 

 
(i) 閣下須就我們隨時作出之要求清償所有保證金信貸的本金及利息，但此條項不會妨礙閣下就保證金信貸向我們提供的任何抵

押文件賦予我們的權利、權力及補償。 

 

(j) 保證金信貸欠款可以隨時清償。在俱備可動用金額的情況下及在本協定條款約束下，已清償的數額可以再借。 

 

(k) 鑒於我們向閣下提供及不時提供保證金信貸，閣下以實益擁有人身份把閣下就每個戶口包括所有證券、在任何時候因贖回、
紅利、優先權、期權或其他情況產生或積累之股息、利息、股票、股份、權益、金錢或財產享有的所有權利、業權及權益抵
押予我們以作為保證，直至完全清償閣下就保證金信貸虧欠我們的所有欠款(不論實際的或或有的)，包括應繳利息及我們因
執行及保護本協定賦予我們的權利而引致的所有的合理支出(合稱「抵押款項」)。 

 

(l) 除非及直至被推翻，在任何時候由我們任何獲授權人員簽署給閣下的欠款證明書將構成抵押款項數額的最終證據。 

 

(m) 沒有我們的同意下，任何保證金信貸戶口內的任何數額均不得發放、提取或以其他方式處理任何數額。 

 

(n) 上述第(k)條項的抵押屬是一項持續及額外抵押，並可以執行而不受任何我們就保證金信貸持有的其他抵押影響。任何對合併
抵押的權利的限制均不適用於本抵押。如果在上述第(h)條所指的任何情況發生，我們即有權執行本抵押， 並且可以在未有向
閣下發出要求、通知、法律程式或採取任何其他行動的情況下，保留或運用在所有或任何保證金信貸戶口內的全部或任何部
份資產及/或閣下在我們開立的所有或任何其他戶口內的任何貸方結餘(不論任何貨幣單位)，清償抵押款項，而我們就因該保
留或運用所引致的任何損失毋須負責。 

 
(o) 如果我們因任何與無償債能力、破產或清盤有關的法律或任何其他的原因須要歸還就閣下因抵押款項已向我們支付的任何款

項，我們有權執行本協定， 猶如該等款項從未支付一樣。 

 

(p) 如果閣下針對任何保證金信貸戶口或對其任何部份製造或意圖製造任何抵押(不論固定或浮動)，或如果任何人士針對任何保
證金信貸戶口或對其任何部份實施或意圖實施任何形式的法律程式，根據上述第(k)條項下的抵押，如在任何程度上該保證金
信貸戶口可能成為一項浮動抵押，我們即毋須通知閣下並自動及即時在有關情況出現時作為一項固定抵押般運作。 

 

(q) 我們茲獲閣下授權在任何時間在毋須事先通知閣下：- 

 

(i) 依根據證券借貸協定運用閣下戶口(包括保證金信貸戶口內之證券)； 

(ii) 將閣下任何保證金信貸戶口內之證券存放於認可財務機構作為對我們提供的財務融通的抵押品；  
(iii) 將閣下任何保證金信貸戶口內之證券存放於認可結算所或另一持牌或註冊進行證券交易的仲介人作為解除及抵償我

們履行義務及責任的抵押品。 

 
本第(q)段所載的授權期限應由本協定訂立日起計至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可按適用法例、法規及操孚準則的要求於授權的
期限屆滿時重續或被視為重續，每次另續十二個月。若閣下已解除所有欠付我們的責任，閣下可向我們發出不少於 5 個工作
天的事先通知取消此授權。 



(r) 就我們為保證金信貸戶口所保管之任何證券，我們可酌情：- 

 

(i) 以閣下之名義登記：  
(ii) 以我們或我們有聯繫實體(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名義登記； 或  
(iii) 存放於我們之銀行或提供孜全保管設施之任何其他合適並為適用法律或法規所允許之機構指定戶口內保管。 

 

(s) 閣下不可撤回地委任我們為閣下的受權人，毋須知會閣下亦毋須得到閣下同意，以閣下的名義及代表閣下(不論作為閣下的行為或以其

他方式)就全面行使本協定賦予我們的所有或任何權力及權利簽署我們認為適當的所有文件及採取我們認為適當的所有行動。閣下並且

須在我們要求時，就行使本協定賦予我們的權力及權利簽署我們認為適當的文件及採取我們認為適當的行動。 

 

(t) 就抵押款項向我們支付的任何款項可以運用以清償抵押款項，或存放在任何我們決定的戶口以求保護我們的權利或就全部抵
押款項提出債權證明。 

 

(u) 我們可以隨時及/或繼續就任何現有戶口及以閣下的名義開立新戶口，而涉及該等新戶口的交易、收款或付款均不應影響閣下
的責任。 

 

(v) 閣下確認已詳閱並同意本協定的條款，而且該等條款已經以閣下明白的語言向閣下解釋。閣下亦確認已獲邀請閱讀載於客戶
協議的風險披露聲明、提出問題及徵求獨立意見(如閣下有此意願)，而閣下完全明白所涉及的風險及準備接受該等風險。 

 
(vi) 本附件構成客戶協議的部份。 
 

 

申請人簽署： 
 
 
 
 
 
 
 

 

客戶簽署 客戶姓名(以正偕填寫) 
 
 
 
 
 
 
 

 

見證人簽署 見證人姓名  
日期 : 

 

 

持牌人的聲明 

 

本人乃持牌人，謹此聲明經已於下述日期 (a) 按照客戶選擇的語言向客戶提供此保證金信貸及保證金規定條款之副本； (b)向客戶全部

清楚解釋此保證金信貸及保證金規定條款 (包括載於客戶協議的風險披露聲明書及 (如適用)任何授權書之目的); 及 (c)邀請客戶閱讀此

保證金信貸及保證金規定條款，提出問題及徵求獨立的意見(如客戶有此意願)。 
 
 
 
 
 
 
 
 

 

簽署 姓名(以正楷填寫) 
 
 
 
 
 
 

 

CE 編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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