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開戶申請表格
在完成這份申請書前，請䓟確認䓟已經獲得並且閱讀有關&LW\ &UHGLW &DSLWDO （8.）/LPLWHG可以提供的產
品和服務信息以及相關條款和政策資料。這些文件資料都可以在公司官方網站ZZZFFFDSLWDOFRXN獲取到
最新版本。
當填寫完成該表格後，請將該表格提交給&LW\&UHGLW&DSLWDO 8. /LPLWHGWK)ORRU%LVKRSVJDWH
/RQGRQ(&1$<。
請使用黑色/藍色簽字筆正楷填寫該表格。

&LW\ &UHGLW &DSLWDO 8.  /LPLWHG p&&&w 受英國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授權和監管 參考號碼  。 &&&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註冊號碼是。地址是：
WK )ORRU %LVKRSVJDWH /RQGRQ (&1 $< 8QLWHG .LQJGRP。外匯、差價合約及衍生產品交易存在高風險，閣下的損失有可能超過最初的投資金額，閣下應
只利用可承擔損失的資金進行投資。上述金融產品並不適合所有投資者，請確保閣下已充分地了解交易所涉及的風險，並在需要時尋求獨立的投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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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信息
女士其他

電話號碼 

名字

電話號碼 

中間名 

出生日期

姓氏

出生地和國家

稱謂

先生

太太

電郵地址

現住址

前住址（如果现住址居住时间少于年）

該住址居住時間

該住址居住時間

住址

住址









城市城鎮

城市城鎮

郵政編碼

郵政編碼

區域地區 

區域地區

居住國家 

居住國家

國籍 

美國海外䵷戶納稅合規法案遵從事項納稅狀況
詳情請查閱本公司網站之常見問題部分中的美國海外䵷戶納稅合規法案說明
請䓟確認
䓟作為有法定納稅義務居民的所在國家或者地區是

䓟是否為美國公民或美國居民或擁有美國移民簽證。
是

否

如果䓟是美國公民或者是一名在美國，澤西島，根西島，馬恩島或者直布羅陀視為具有納稅義務現居民，請提供䓟的納稅人
識別號。

如果無法提供䓟的納稅人識別號，請列明原因於此

 根據美國國稅局的定義，美國公民是指符合如下情況之一的個人在美國或美屬波多黎各島或美屬關島或美屬維京群島出生；父母中的一方或雙方為美國公
民；已經入籍成為美國公民的原外籍人士。詳情請參考美國國稅局官方網站的說明：KWWSZZZLUVJRY,QGLYLGXDOV,QWHUQDWLRQDO7D[SD\HUV)RUHLJQ3HUVRQV。
美國電話號碼，美國郵政信箱或者住址，美國轉發郵箱，p照看q或p保留郵件q地址，有關講資金轉移到美國境內的䵷戶的指示，與在美國的人的授權書。

&LW\ &UHGLW &DSLWDO 8.  /LPLWHG p&&&q 受英國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授權和監管 參考號碼  。 &&&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註冊號碼是。地址是：WK
)ORRU %LVKRSVJDWH /RQGRQ (&1 $< 8QLWHG .LQJGRP。外匯、差價合約及衍生產品交易存在高風險，閣下的損失有可能超過最初的投資金額，閣下應只利用可
承擔損失的資金進行投資。上述金融產品並不適合所有投資者，請確保閣下已充分地了解交易所涉及的風險，並在需要時尋求獨立的投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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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UHGLW&DSLWDO 8. /LPLWHG想向䓟發送有關我們的服務和產品信息，包括公司或者我們認為䓟會感興趣的公司集團的市場資
訊和新聞。我們還有可能將䓟的聯繫方式分享給我們認可的第三方，他們可能就相關服務和產品與䓟聯繫。如果䓟不想接受
此類信息，請勾選框。

財務狀況
退休

自䫜

就業

就業情況:

失業

學生

行業
雇主名稱 
職位 
在現任雇主工作年限
如果䓟是自䫜，請確認䓟生意的預計營業額

稅前年收入（英䷜） 
儲蓄及投資約值（英䷜，資產減去負債） 
在我們公司投資的資金的來源
存款投資

收入
遺產

家庭收入或存款

退休金
其他（請具體）

開戶目的
對沖

投機

資本增長

其他

預計投資金額（英䷜） 
是

䓟是否在金融行為準則局註冊

否

如果是，請註明䬟個監管局和䓟的註冊號 

帳戶細節
選擇䓟的平台
0DUNHWV7UDGHU
䵷戶基本貨幣
美金

歐元

英䷜

除填寫本申請表的個人之外，是否有其他任何個人控制，管理，指示此䵷戶的交易？
是

否

如果䓟回答上述問題為p是q，請填寫有限授權書

&LW\ &UHGLW &DSLWDO 8.  /LPLWHG p&&&q 受英國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授權和監管 參考號碼  。 &&&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註冊號碼是。地址是：
WK )ORRU%LVKRSVJDWH /RQGRQ (&1 $< 8QLWHG .LQJGRP。外匯、差價合約及衍生產品交易存在高風險，閣下的損失有可能超過最初的投資金額，閣下應只
利用可承擔損失的資金進行投資。上述金融產品並不適合所有投資者，請確保閣下已充分地了解交易所涉及的風險，並在需要時尋求獨立的投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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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問卷
根據閣下在本部分提供的信息，我們將對䓟是否適合交易該類產品進行評估。
因此請閣下盡可能全面和準確提供信息。
關於&2%6和相關產品的全部細節，請參考附表。
&)' 價差合約（該類產品包含點差交易（)6%））。
現貨外匯現貨金屬現貨指數 以價差合約或點差交易的每日滾存現貨或滾存現貨產品。

交易歷史
請提供在過往的三年中，閣下對於相關產品的交易程度？
股票和債券類
期貨類
外匯，價差合約及點差交易類

從不
從不
從不

WR
WR
WR

WR
WR
WR

WR
WR

 請提供閣下所交易的期貨，價差合約，現貨或點差交易產品的平均交易量（手數）？
從未交易過


 WR


 WR


 WR

 請提供閣下交易此類產品的方式（請選擇一個最主要的交易方式）
自主交易
通過基金經理或基金交易
從未交易過該類產品

職業和學術信息
1. 閣下是否有相關的工作經驗使得䓟對於交易現貨，價差合約，點差交易或期貨等產品的風險有足夠的了解和認知
有至少三年的相關工作經驗
有少於三年的相關工作經驗
無
D 請詳述以上相關工作經驗所在的公司和職位，並請提供䓟在從業期間是如何獲得保證金產品交易知識的相關細節。



 閣下是否具有相關職業或學術認證，使得䓟對於保證金及衍生品交易所存在的風險有良好的認可。
是

否

D請提供以上相關職業或學術認證的具體科目，程度和類型，並請說明這是如何幫助䓟認知保證金交易的原理和風險。




&LW\ &UHGLW &DSLWDO 8.  /LPLWHG p&&&q 受英國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授權和監管 參考號碼  。 &&&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註冊號碼是。地址
是：WK )ORRU%LVKRSVJDWH /RQGRQ (&1 $< 8QLWHG .LQJGRP。外匯、差價合約及衍生產品交易存在高風險，閣下的損失有可能超過最初的投資金額，閣下
應只利用可承擔損失的資金進行投資。上述金融產品並不適合所有投資者，請確保閣下已充分地了解交易所涉及的風險，並在需要時尋求獨立的投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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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閣下是否參加過任何關於外匯，價差合約或點差交易的教育培訓或課程？
是 否
D請提供相關培訓課程的信息：是否參加並通過相關的測試，培訓課程的長度，涵蓋的範疇以及一起參加其他培訓的對象。
並請說明這是如何幫䓟認知保證金交易的原理和風險。



 閣下是否知曉關於價差合約，點差交易及現貨外匯金屬交易，䓟的損失可能會超過初始投資。

是 否

簽署及聲明
我已閱讀並完全理解&LW\&UHGLW&DSLWDO 8. /LPLWHG條款和條件（包括訂單執行政策），風險披露聲明，數據保護和信息披
露。

數據保護
為了遵守反洗錢條例，&LW\ &UHGLW &DSLWDO（8.）/LPLWHG需要收集有關䓟的信息，並對䓟的身份和住址進行檢查，包括通過其
他機構評估和使用數據庫或通過其他機構電子格式的信息。在進行電子 驗證時，其他機構可保留調查記錄和向他們提供的
信息&LW\ &UHGLW &DSLWDO（8.）/LPLWHG也可能要求䓟提供進一步的支持文䈕以驗證這些詳細信息。䓟的信息可能會向執法機
構和其他相關組織 披露，以用於犯罪偵測和預防目的&LW\ &UHGLW &DSLWDO（8.）/LPLWHG可能會偶爾通過電子郵件，電話或郵
件與䓟聯繫，向䓟提供關於相似或相關或之前提供給䓟的產品和服務。
如果䓟不同意以這種方式使用䓟的個人數據，我們將無法考慮䓟的申請。通過向我們提交完整的申請表，代表䓟同意我們使
用䓟的信息。

稅務或居留狀況
我同意如果我的稅務或居住地址狀況改變，我有責任立即以書面形式通知&LW\&UHGLW&DSLWDO 8. /LPLWHG更改相關信息。

信息的準確性
我確認，本商業條款中的保證，陳述和承諾，以及我披露的任何信息均是真實，完整和準確性，我將立刻書面通知&LW\&UHGLW
&DSLWDO（8.）/LPLWHG。

費用
我授權City Credit Capital (UK) Limited 按照本商業條款，扣除任何代表我/我們執行交易的相關費用、傭金、成本和收費。




&LW\ &UHGLW &DSLWDO 8.  /LPLWHG p&&&q 受英國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授權和監管 參考號碼  。 &&&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註冊號碼是。地址是：
WK )ORRU%LVKRSVJDWH /RQGRQ (&1 $< 8QLWHG .LQJGRP。外匯、差價合約及衍生產品交易存在高風險，閣下的損失有可能超過最初的投資金額，閣下應只
利用可承擔損失的資金進行投資。上述金融產品並不適合所有投資者，請確保閣下已充分地了解交易所涉及的風險，並在需要時尋求獨立的投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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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支付
我已經閱讀並理解關於以我的名義持有的資金所產生的利息支付款項相關規定，而我謹此確認，我將不享有收取任何該等餘
額利的權利。

條款信息
我已定期使用互聯網，並同意&LW\&UHGLW&DSLWDO 8. /LPLWHG向本人提供信息，包括但不僅限於其關於條款修正、訂單執行政策
以及相關投資性質和風險的信息。&LW\&UHGLW&DSLWDO 8. /LPLWHG會將這些信息上載至其網站ZZZFFFDSLWDOFRXN，或其他網
站。

風險警告
我已閱讀並完全了解外匯，金融衍生產品及價差合約交易對客戶資金存在高風險，而且損失可能超過客戶的最初投資。客戶
只有可承受的損失程度內投機交易。並不適用於所有投資者，因此客戶確保本人完全了解交易所涉及的風險，並在必要時尋
求獨立建議。

一旦簽署聲明，即確認䓟已閱讀並了解上述部分列出的所有文件，並同意遵守文件中包含的各項規定。
我同意
簽名  姓名（正楷） 
日期 
條款和條件
07補充條款和條件（僅適用於申請07帳戶）
重要信息文件，請參考 https://www.cccapital.co.uk/key-information/
適用性問卷附錄
風險披露聲明附錄
我已閱讀並了解上述材料
簽名  姓名（正楷）

日期 

附錄適用性問卷
作為)&$監管的公司，根據&2%6適用性（針對非建議服務），&LW\&UHGLW&DSLWDO（8.）/LPLWHG（p&&&q）需要評估代表其
客戶的投資的適用性。這包括在被視為複雜的 金融工具根據只執行授權的有限授權代理人。請注意，但是，根據䓟的投資需
求，目標和風險狀況，䓟有責任確認投資所附帶的風險適合䓟。如果䓟的情況有任何更改，這意味著產品不再適合䓟的需
求，是䓟的 責任去通知我們。䓟對各種類型投資的經驗和理解是決定投資&&&產品是否適合䓟的投資的關伴因素。為了確定
這一點，請通過以下評估。我們將根據䓟對本調查問卷中問題的回答來 評估我們產品的適用性。因此，請䓟盡可能全面和
準確地回答。
該問卷設計是讓我們清楚地了解䓟對以下投資類型的知識和經驗。



外匯，股票指數，商品，金屬，債券，利率和股票。
槓桿產品：允許䓟接觸大於投資金額的市場的投資。

&LW\ &UHGLW &DSLWDO 8.  /LPLWHG p&&&q 受英國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授權和監管 參考號碼  。 &&&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註冊號碼是。地址是：WK
)ORRU %LVKRSVJDWH /RQGRQ (&1 $< 8QLWHG .LQJGRP。外匯、差價合約及衍生產品交易存在高風險，閣下的損失有可能超過最初的投資金額，閣下應只利用可
承擔損失的資金進行投資。上述金融產品並不適合所有投資者，請確保閣下已充分地了解交易所涉及的風險，並在需要時尋求獨立的投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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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UHGLW&DSLWDO（8.）/LPLWHG提供

各種資產類別的差價合約，包括即期外匯，是雙方之間的合約，用於交換合同開盤價和合同收盤價之間的差額。差價合
約是讓客戶接觸到在基礎工具的變化價值合同但不得導致向交易對手交付任何股份或票據。

各種資產類別（包括即期外匯）的差價合約是槓桿產品，允許䓟以大於最先投資金額的金額接觸市場。最初䓟只需要存
入交易全部價值的一小部分，以便開倉，您的回報率被放大。

當在各種資產類別交易差價合約時，包括现货外匯，您的利潤或損失是基於差價合約位置的名義價值，因為你最初只存
儲一小部分的合同的實際名義價值，這可能導致你損失超過你最初存入。
r
過期和現貨差價合約在各種資產類別，包括外匯，商品，金屬，債券，利率和股票指數。
現貨或滾動現貨差價合約的價格是產品的現金價值售價來計算的，它們沒有到期日和任何股息或融資調整在交易日結束時轉
到任何未平倉的合約。期貨或期貨差價合約 將這些工具有設定的到期日期和時間，任何在到期時，仍然未平倉的合約將自動
關閉並實現損益。
很多交易是標準化的資產組，而不是單個資產。
通常情況下，資產或安全的實際值意味著交易單個單位是不可行的。很多代表特定的資產是你每次交易買入或賣出的量。它
可以讓投資者有一個標準化合同他們知道他們開一個交易合約的資產有多少。
例如，現貨外匯差價合約可以標準化為基本貨幣單位。

附錄風險披露聲明
本風險披露聲明的目的是讓一個相對不成熟的投資者了解在&LW\&UHGLW&DSLWDO（8.）/LPLWHG投資複雜金融產品的概念和有關風
險。
請仔細閱讀以下內容：
投資產品
本文為䓟提供通過&LW\&UHGLW&DSLWDO（8.）/LPLWHG（p&&&q）和有關集團進行的投資產品的相關風險的信息。䓟還應閱讀條款
附表和中包含的有關外彙和差價合約的進一步信息和警告。&&&對一系列金融產品提供相關投資服務。本文並未完全披露
&&&提供的投資產品會涉及到的所有風險，如外彙和差價合約。針對提供的產品和相關服務，本附錄不能解釋因個人情況所
帶來的風險。完全了解䓟要投資的產品會產生的風險是非常重要的。除非䓟了解衍生產品的性質和風險程度，否則不建議䓟
進行投資。雖然衍生工具可以用來進行風險控制，&&&的產品不適合所有投資者。如果䓟對䓟的帳戶涉及的風險有任何疑
問，䓟應該尋求專業意見。

䓟應該注意：
如果䓟決定進行交易或指示我們代表䓟進行交易，䓟必須了解所涉及的風險，同時䓟有足夠的財力來承擔對應的風險並認真
監控您的倉位。
交易差價合約和外匯合約具有高度投機性，會涉及重大的損失風險，僅適用於以下投資者：
r
r
•

充分理解並願意承擔所涉及的風險
具有衍生品交易和相關資產類型交易方面的經驗和知識
能夠在財務上承擔超過大於保證金或入金的損失，因為䓟可能失去合同的總價值，而不僅僅是保證金或入金金額。

差價合約和外匯交易是最具有風險的投資類型之一，可能導致巨額虧損。

&LW\ &UHGLW &DSLWDO 8.  /LPLWHG p&&&q 受英國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授權和監管 參考號碼  。 &&&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註冊號碼是。地址是：WK
)ORRU %LVKRSVJDWH /RQGRQ (&1 $< 8QLWHG .LQJGRP。外匯、差價合約及衍生產品交易存在高風險，閣下的損失有可能超過最初的投資金額，閣下應只利用可
承擔損失的資金進行投資。上述金融產品並不適合所有投資者，請確保閣下已充分地了解交易所涉及的風險，並在需要時尋求獨立的投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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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風險
以下風險適用於所有類型帳戶：
沒有建議
CCC 僅提供執行服務。 CCC不提供與我們的產品或服務有關的投資建議。如果䓟對䓟的帳戶涉及的風險，或對CCC交易的監
管，法律或稅務相關產生任何疑問，䓟應尋求專業意見。
適用性
CCC 在䓟開戶之前必須評估䓟選擇的產品和/或服務是否適合䓟。為了做到這一點，CCC將要求䓟提供過往的詳細交易經驗以
及䓟詳細的知識和經驗。如果根據䓟提供給我們的信息，我們認為產品或服務不適合䓟，我們必須警告䓟。但是，最終決定
開立帳戶並使用和交易CCC的產品和服務是䓟的決定。因此，䓟有責任確保䓟完全了解CCC相關產品和服務所涉及的風險。

監控倉位
䓟有責任監控䓟的全部倉位，這樣做是很重要的。

資本損失
差價合約是槓桿產品，需要承擔高風險，可能會導致䓟損失所有投資的資本。

過往表現不是未來表現的可靠指標
過往表現並不代表未來表現。投資價值既可增長也可能會下滑。

剫金
在䓟與&&&開始交易之前，䓟應了解所有䓟將負責的剫金和其他費用的詳細資訊。有些收費可能不是以貨幣價格顯示（例
如合同價值的百分比），在這種情況下，您應該獲得一份清晰的書面說明，解釋這些費用換算成特定貨幣單位的價值。

貨幣
如果䓟交易的貨幣和䓟所在國使用的貨幣不一致，貨幣間的匯率變動也會影響䓟的收益或損
失。

波動性
基礎市場價格波動劇烈並不可預測。這將對䓟的利潤和損失造成直接影響。了解基礎市場的波動性將有助於指導䓟如何設置
止損。

市場異常情況
在異常市場條件下，針對不可預見事件而導致的差價合約價格大幅波動，&&&可能無法以現時申報價格來執行䓟的交易指
示，同時預設的p止損q操作也可能無法確保䓟之後的損失控制。 差價合約價格會受到諸如 政府行為，農業，商業和貿易規
劃和政策，以及國內國際社會經濟和政治事件等一系列問題的影響。

槓桿（本債比）
在䓟交易&&&所提供的差價合約產品之前，䓟一般需要先在&&&的平台上進行開戶入金，來確保䓟的保證金交易符合交易要
求。通常情況下，每個產品的保證金佔取為該產品整個合約價值的一定比例，例如。這是一種槓桿交易，該類交易會放
大你的所得和損失。在槓桿交易中，如果你所下單的方向與合約產品走勢一致，一個小幅的價格波動會產生成比例放大的高
額回報，相反，如果不一致，則會產生成比例放大的損失。

保證金帳戶和要求
在任何時候䓟都需要確保䓟的交易䵷戶中有足夠的保證金來進行持倉。同時，您也需要對您的未平倉單進行時時關注，以避
免因資金不足而導致倉位關閉。值得注意的是，&&&對任何該類事件不存在絕對的通知䓟的義務。

成本和其他注意事項
䓟需要明晰在交易成本中䓟可能會被收取的所有涉及到轉䵷，交易，第三方支付，補充費用及其他費用。這些費用可能會
影響你的交易所得或者增加䓟的損失。同時，䓟還需要明晰自己對此能承擔的風險程度。

City Credit Capital (UK) Limited (“CCC”)受英國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授權和監管(參考號碼: 232015)。 CCC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註冊號碼是4343251。地址是：
12th Floor, 110 Bishopsgate, London, EC2N 4AY, United Kingdom。外匯、差價合約及衍生產品交易存在高風險，閣下的損失有可能超過最初的投資金額，閣下應只
利用可承擔損失的資金進行投資。上述金融產品並不適合所有投資者，請確保閣下已充分地了解交易所涉及的風險，並在需要時尋求獨立的投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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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風險
&&&平台所提供的差價合約產品交易均屬於場外交易。當䓟在&&&平台交易差價合約產品時，䓟無法在任何其他的同業平台
上對&&&的倉位進行關閉。相較於場內交易，場外交易可能涉及到更大的風險。這是因為場外交易沒有一個中間商，參與場
外交易中的兩方均需承擔相關的信用風險。

清算行保障
&&&的許多交易（或我們代表䓟通過第三方的交易）均由交易所或清算銀行保障。清算銀行可能會向&&&提供一定的法律權
益保障。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保障或法律保護均不一定適用於䓟。如果&&&，或者其他經紀商對䓟有一些違約的行
為，上述法律保障也不一定適用保障於䓟。

電子交易
使用電子交易系統進行交易可能與在開放市場上交易，及其他電子交易系統上的交易有所不同。如果䓟通過電子交易系統進
行交易，䓟可能會面臨包括硬件和軟件方面的相關係統風險。任何該類系統風險可能導致䓟的下單指令未被執行，或者未根
據䓟的設置執行。

破產
因&&&的破產或違約，或任何其他與䓟交易有關的經紀商的破產或違約，都可能導致在未經䓟的同意下對䓟的倉位進行清算
或關閉。根據要求，&&&針對其他任何涉及到䓟交易的經紀商，需要說明在多大程度內能接受相關的破產或違約責任。

稅收
任何以稅收利益作為投資的情況均不被保證可持續存在。稅收情況可能會隨時間變化。 &&&沒有義務對䓟的個稅狀況及投
資狀況進行評估。䓟需要諮詢專業的獨立的稅務建議。

監管和法律風險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法律法規的改變會較大程度地影響一個行業或市場，從而帶來相關風險。政府或監管主體制定或新修
的法律法規，可能會增加公司運營成本，降低投資吸引度，且或改變競爭格局，並最終改變投資的潛在利益。在新興市場
中，該類風險可能與較為成熟市場的風險略有不同。例如，新興市場的法律及監管缺失可能導致諸如市場操控和內部交易
等問題的風險增加，同時缺乏金融市場的管制也會影響相關的執法權力。

,QYHVWPHQW6SHFLILF5LVNV
'LIIHUHQWILQDQFLDOLQVWUXPHQWVLQYROYHGLIIHUHQWOHYHOVRIH[SRVXUHWRULVNDQGLQGHFLGLQJZKHWKHUWRWUDGHLQVXFKLQVWUXPHQWV
\RXVKRXOGEHDZDUHRIWKHIROORZLQJSRLQWV

价差合约
差價合約（&)'）是期貨合約中的一種通過現金支付的合約，相對於交付實物或證券。一般來說，這是一個更容易的結算方
法，因為損失和收益都是以現金支付的。&)'提供擁有但不實際擁有一份證券的好處和風險。
本質上，差價合約是一種交易，其目的是通過參考基礎工具的價值或價格的波動來賺取取利潤或避免損失。&)'有多種不同
的類型，如：外匯價差合約，期貨價差合約，商品價差合約，債券價差合約，利率價差合約和指數價差合約。價差合約只
能以現金結算。差價合約是槓桿產品，因此與其他金融產品相比，它們對䓟的資本帶來更高的風險&)'的價值可能根據市場
情況而增加或減少。&)'是槓桿產品，因此從事差價合約交易可能不適合䓟。當交易差價合約時，䓟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產
生損失。在價差合約交易同樣包含或有負債，䓟應該意識到這一點的影響。有關詳細信息，請參閱我們的業務條款附表。
投資差價合約涉及較高風險。這是因為䓟使用p杠桿q或p資金杠桿q投資&)'。因此，相對較小的基礎投資價格，會成比例地
導致更大的投資價值變動。這種變動有可能對您有利，亦有可能對您不利。因此，您的損失可能會超過初始投資。

p多頭p價差合約倉位的相關風險，即差價合約買方的風險
&)'中的p多頭q一詞是指市場上&)'的買家。p做多q是指䓟預計市場價格將會上漲，希望通過買賣標的投資獲益。在這種情
況下，標的投資的市場價格上漲，䓟持有p多頭q倉位會盈利。但是如果標的投資的市場價格下跌，潛在損失可能大於初始保
證金。

City Credit Capital (UK) Limited (“CCC”)受英國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授權和監管(參考號碼: 232015)。 CCC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註冊號碼是4343251。地址是：12th
Floor, 110 Bishopsgate, London, EC2N 4AY, United Kingdom。外匯、差價合約及衍生產品交易存在高風險，閣下的損失有可能超過最初的投資金額，閣下應只利
用可承擔損失的資金進行投資。上述金融產品並不適合所有投資者，請確保閣下已充分地了解交易所涉及的風險，並在需要時尋求獨立的投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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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空頭q差價合約倉位相關的風險，即差價合約賣方的風險
&)'中的p空頭q一詞是指市場上&)'的賣家。 p做空q是指䓟預計市場價格將會下跌，希望通過買賣標的投資獲益。在這種情況
下，當標的投資的市場價格下跌，持有p空頭q倉位將獲利。然而，如果相關投資的市場價格上升，潛在損失可能大於初始保證
金。

或有負債投資交易
或有負債投資交易，其保證金，可能要求除了䓟任何初始付款或溢價進行付款。如果䓟交易期貨，差價合約或賣出期權，䓟
可能會損失建立或維持倉位的保證金。如果市場對䓟不利，䓟可能會被要求在短時間內支付額外保證金，以維持倉位。如果
䓟未能在所需的時間內這樣做，䓟的倉位可能會因為虧損而被清算，䓟將負責導致的赤字。即使交易沒有保證金，它仍然可
能承擔在某些情況下進行進一步付款的義務。

外幣匯率
在外匯市場中，所有世界貨幣都能夠進行交易。外匯市場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流動的市場，平均交易價值可以是每天數萬億美
元。貨幣交換沒有中央市場 交易是在場外進行。外匯市場每天小時，每周五天開放，除了公䱾假期，貨幣在世界各地在主
要金融中心中交易。外匯交易在現貨或遠期基礎上進行。即期交易是即時交付，對大多數貨幣對定義為兩個工作日。任何晚
於現貨的結算日期的外匯交易都被視為p遠期q。p期貨q與遠期相似，因為它的日期比現貨更長，價格具有相同的基礎。然而，
與遠期不同，期貨在交易所交易。期貨只能以指定的金額和日期執行。外國市場涉及與國內市場不同的風險。在國外市場中
的風險在一些情況下將大於國內市場。外國市場或外國合同交易的損益潛力將受外匯匯率波動的影響。海外投資可能會使䓟
面臨匯率浮動的風險，如果保證金以一種貨幣計價，䓟可能會受到各方面情況的保證金要求，其中由保證金的債務以其他貨
幣計價（除追加保證金為相對值波動的風險）。某些貨幣不可自由兌換，並且可能對投資者資金的轉換和或返還，包括任何
利潤或股息施加限制。因為外匯交易的風險有風險，䓟需要有額外的資本承受損失。外匯交易僅適用於在經濟上能夠承受可
能大大超過利潤或存款價值的損失的成熟投資者。初始保證金的金額相對於外匯合約的價值很小。因此，交易是p槓桿q或p本
債比q。相對較小的市場運動將相對已經存在或可能必須存在的資金產生相應地更大的影響 。䓟可能會完全損失初始保證金資
金和任何額外資金以保持䓟的倉庫。為了限制一定的損失訂單配售（例如p退出止損q，p止損q等），可能無法有效因市場狀況
可能使其無法為&&&執行客戶訂單。有關詳細信息，請參閱條款附表。

期貨
期貨是在預定的未來日期和價格上創建買方購買資產的義務或賣方賣出資產的金融合同期貨合約詳述相關資產的質量和數
量。
它們被標準化以促進期貨交易所的交易。一些期貨合約可能要求實物交割資產，而其他期貨合約則以現金結算。
與其他衍生品一樣，期貨中通常存在“槓桿”或“本債比”。這意味著，當交易期貨，小額存款或首付可能導致巨大損失以及收
益。這個因素也意味著，相對價格的較 小的變動可以導致䓟的投資價值的比例更大的變動。這有可能對䓟有利，但也有可能
對䓟不利。期貨交易有或有負債和投資者應了解這種情況的影響（見“或 有負債投資交易“一節）。概括地說，期貨的價值取
決於相關資產價格變動。這意味著許多適用於交易標記的風險同樣適用於該期貨的資產。同樣重要的要注意是期貨也面臨流
動性風險，如果市場移動對 䓟不利，這可能導致很難清倉。

&LW\ &UHGLW &DSLWDO 8.  /LPLWHG p&&&q 受英國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授權和監管 參考號碼  。 &&&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註冊號碼是。地址是：WK
)ORRU %LVKRSVJDWH /RQGRQ (&1 $< 8QLWHG .LQJGRP。外匯、差價合約及衍生產品交易存在高風險，閣下的損失有可能超過最初的投資金額，閣下應只利用可
承擔損失的資金進行投資。上述金融產品並不適合所有投資者，請確保閣下已充分地了解交易所涉及的風險，並在需要時尋求獨立的投資建議。

Y

10

指數差價合約
&&&提供基於期貨市場的指數差價合約。指數期貨是指股票或金融指數的期貨合約。對於每個指數，可能有不同的倍數來確
定期貨合約的價格。與指數期貨相關的基本商品是特定的股票指數，不能直接交易。這將導致期貨是主要的途徑股指可以進
行交易，以同樣的方式作為期貨市場上其他投資運作和交易。
由於指數由多個公司的股票組成，因此不能通過特定股票證書的所有權過渡來處理結算。相反，大多數指數期貨以與投資相
關的貨幣結算。股份，也被稱為股票，代表了公司的股本的一部分。個人或實體在公司中擁有的股份相對於該公司發行股份
的數量越多，他們擁有的公司所佔比例越大。股票，像所有投資一樣，帶有一定程度的風險。一般來說，股票被認為是比固
定收益更具風險的投資，例如債券。股票價格可能受到波動性（價格上升和下跌的極端波動）的影響，這可能是由於更廣泛
的市場力量（例如股市下跌）或由於內部因素（例如下層公司的財務問題）。
股票在證券交易所買賣。小公司的股份帶來更高的損失風險。股票價格大幅度上漲或下跌的情況並不罕見。它可能並不總是
能夠對這些證券的獲利賣出，您可以取回遠低於比您為他們支付的少。新興市場也給股票投資者帶來了特殊的風險。它們可
能存在流動性問題，以及與這些投資相關的不正確或衝突的信息，這使它們成為一種風險的定理。還有一個問題是發行股票
的公司的監管制度不太嚴格。股票本身是有風險的投資，可能會損失部分或全部原始投資。指數期貨合約，如股權投資，承
擔比保證，固定收益投資如債券更多的風險。然而，期貨交易的實際做法被許多人認為是比因為參與期貨交易的槓桿股權交
易風險較大。
由於期貨交易中使用的槓桿，可能承受大於原始投資的損失，也可能實現非常大的利潤。再次，這並不是說你在所投資的實
際資產進行更多的固有風險 額外的風險主要來自期貨合約的交易過程和是如何交易的性質。指數差價合約是有風險的投
資，可能會損失部分或全部原始投資，並且可能多餘䓟的初始投資。

債券
券是債務市場工具。債券由發行方按照特定條款（可能會不同）向債券的買方支付費用和利息。雖然債券的波動性比股票的
波動性小，但債券仍然可能受到價格的大幅波動。 債券相關的風險包括發行人違約和不付利息和或本金的可能性。與股票
相似，某些債券被認為是比其他債券更安全。公司債券通常被認為比政府債券風險更大，因為政府發行的債券不太可能違
約。債券發行人違約的概率是通過p債券評級q顯示 。這些債券評級考慮債券發行人的財務狀況以及其潛在的利潤。公司債
券根據取它們的信用等級被分為不同類型。概括地說，被認為是良好信用評級的公司被稱為p可投資級別q債券，而具有不良
信用評級的公司被稱為p䭘䭓q債券。債券的價值可能上升或下降，因此存在您可能會失去部分或全部原始投資的風險。政府
在新興市場發行的債券由於違約的可能性增加而面臨特別的風險。這同樣適用於一些受司法監管的公司債券。

商品
許多期貨市場流動性強，但它們通常具有高度的波動性。商品是最不穩定的資產類別。在很短的時間內，原材料的價格變成
一半或兩倍，三倍或更多是很常見的。這吸引了那些想要從這種波動賺取利潤的交易。
商品期貨提供了高槓桿。槓桿可能導致嚴重的損失，因為它只需要少量的保證金來獲得大量的商品合約。䓟可以從中獲利很
多，但䓟也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損失巨大。
因此，商品交易是高風險的投資，可能會損失䓟部分或全部原始投資資本，並且損失可能超過䓟的最初投資。

&LW\ &UHGLW &DSLWDO 8.  /LPLWHG p&&&q 受英國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授權和監管 參考號碼  。 &&&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註冊號碼是。地址是：WK
)ORRU  %LVKRSVJDWH /RQGRQ (&1 $< 8QLWHG .LQJGRP。外匯、差價合約及衍生產品交易存在高風險，閣下的損失有可能超過最初的投資金額，閣下應只利用
可承擔損失的資金進行投資。上述金融產品並不適合所有投資者，請確保閣下已充分地了解交易所涉及的風險，並在需要時尋求獨立的投資建議。

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