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录 1 

客户信息表 

个人或独资经营客户请完成表格(A)。企业客户请完成表格(B)。 

表格 (A)  个人 / 独资经营 

A部分 – 客户资料 

1. 个人信息

姓  名 (英文填写) 姓   名 (中文填写) 

出生日期 (日/月/年) 性别 

□ 男 □ 女

国籍 香港身份证号/护照号 

居住地址 

居住状况 

□ 自有产权 (无抵押) □ 租住 □ 抵押  □ 与亲属同住 □ 与父母同住 □ 营房  □ 其他 (请填写)：

如为抵押产权，请填写未偿还贷款金额(港元) 港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永久地址 (如与居住地址不同) 

婚姻状况 

□ 单身 □ 已婚已育 □ 已婚未育 □ 其他 (请填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历 

□ 小学 □ 中学 □ 大学及以上 □ 其他 (请填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就业信息

就业状况 

□ 自营 □ 全职 □ 兼职 □ 退休 □ 学生 □ 其他 (请填写):

现雇主名称 营业性质 

职位名称 

公司/办公室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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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联系方式

家庭电话号码 手机号码 商用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通信地址 

□ 居住地址

□ 公司/办公室地址

□ 其他地址 (请填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地址 

4. 财务状况

年收入 

□ <200,000 港元 □ 200,001-500,000 港元 □ 500,001-1,000,000 港元

□ 1,000,001-3,000,000 港元 □ 3,000,001-5,000,000 港元 □ > 5,000,000 港元

净资产金额约为 (总资产 - 总负债) 

□ <500,000港元 □ 500,000-3,000,000 港元 □ 3,000,001-5,000,000 港元

□ 5,000,001-30,000,000 港元 □ >30,000,000 港元

流动资产约为 (流动性金融资产 – 未偿付债务 (次年到期)) 

□ < 200,000 港元 □ $200,000 – 500,000 港元 □ 500,001 – 1,000,000 港元

□ 1,000,001 – 3,000,000 港元 □ 3,000,001 – 5,000,000 港元 □ 5,000,000 港元

预期投资资金来自 

□ 薪水/业务收入 □ 继承 □ 投资

□ 房产出售 □ 退休金

□ 其他 (请填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金来自于 (司法管辖区) 

□ 香港 □ 中国大陆 □ 澳门

□ 其他地区 (请填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入金的能力 

□ 客户有能力经常性存入资金，并在恰当的情况下满足额外的担保要求

□ 客户没有能力经常性存入资金，并不能在恰当的情况下满足额外的担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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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资状况

投资目标 

□ 资本急剧增长

(让资本出现急剧增长，无固定收益的需求，并愿意面对最高的风险)

□ 资本增值

(让资本随着时间出现增长，无固定收益的需求)

□ 增长和收益

(在资本增长和固定收益中寻求平衡)

□ 资本保值

(首要目标为资本保值，次要考虑一些固定收益)

□ 收益

(首要目标为寻求固定收益，次要考虑一些资本增值)

□ 其他 (请填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资期限 

□ 长期 (超过 2年) □ 中期 (6-24个月) □ 短期 (少于 6个月)

风险承受能力 

□ 高 (能够承受高波动性，为获得最大回报，可承受资本全部或严重亏损)

□ 中度增长 (能够承受适当的波动性，接受为获取合理回报而出现的一些亏损)

□ 中度 (能够承受小幅波动，以及为获取低回报而出现的较少亏损)

□ 低 (只能承受以低风险换取回报)

投资经验和杠杆式外汇合约知识 

(经验年数) (知识) 

□ 无

□ __________ 年

□ 有，具备：

□ 在过去 3年中至少 5次执行该产品的交易

□ 目前或曾经从事与该产品相关的金融领域

□ 有与该产品相关的培训或学习经历

□ 其他 (请填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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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信息 

您是否为依据《证券和期货条例》，在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登记或持牌并从事受规管活动的中介机构的董事、员工或

代表？ 

 

□ 是*，请提供以下信息： 

 

    中介机构名称                   与中介机构的关系  

 

 

*注解：请同时提供该中介机构的书面确认文件。 

 

□ 否 

 

您是否曾经破产，或在过去 7年中申请破产？ 

 

□  是 

□  否 

 

是否 (i) 您；和/或 (ii) 您的配偶、合伙人、子女和/或父母；和/或 (iii) 您的子女的配偶或父母；和/或 (iv)与您关系密切

者##目前或曾经在任何城市、地区或国家担任重要公职(例如元首、政府首脑、资深政治家/重要政党官员、高级政府官员、高级司

法官员、高级军官、任何国有企业的高管，或宗教领袖)？ 

 

##
 下列情况可视为一个人是另一个体的“关系密切者”： (a) 该个体与前者有紧密的商业关系，包括个体与前者同为一个法人或信托基金的受益所

有人；或 (b) 在为前者的利益而设立的法人和信托基金中，该个体为受益所有人。 

 

□  是，请填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是否存在有关于您的任何信息和/或特殊状况(例如您超过 60 岁、退休、生理或心理不健全、不识字、未经世故、对复杂投资产品

无独立投资决定能力，或其他弱点)，我们在向您提供服务时需要知道并注意？   

 

□ 是。请填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B部分 – 受益所有人    

您是否为与本公司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最终受益所有人，或是对创建与服务相关的指令承担最终责任的人，或是将获得服务的商业

或经济收益和/或承担商业或经济风险的人？ 

   

□ 是  

□ 否，请提供：  

 

 姓                               名 (英文填写) 

 

 

姓          名 (中文填写) 

 

 

 出生日期 (日/月/年) 性别 

□ 男  □ 女 

国籍 

 

香港身份证号/护照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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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地址 

 

 

 电话号码 手机号码 传真号码 

 

 

 电子邮件地址 与客户的关系 

 

 

    

受益所有人中是否有人为依据《证券和期货条例》，在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登记或持牌并从事受规管活动的中介机构

的董事、员工或代表？ 

 

□ 是*，请提供以下信息： 

中介机构名称                  与中介机构的关系 

 

 

* 注解：请同时提供该中介机构的书面确认文件。 

 

□ 否 

 

 

C 部分– 被授权人 

您是唯一有权力对服务发出相关指令的人吗？ 

   

□ 是  

□ 否。您授权下列个人(“被授权人”)通过口头和/或书面的方式，向本公司发出与公司依据本协议向您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指

令。被授权人发出的任何指令将对您具有完全的约束力。如果被授权人超过一人，您同意任何被授权人可能会单独发出指令。公

司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义务询问或确认被授权人的权力。您对被授权人代表您发出的所有口头和/或书面指令承担全部责任。 

  

 

  

 姓                               名 (英文填写) 

 

 

姓          名 (中文填写) 

 

 

 出生日期 (日/月/年) 性别  

 

□ 男 □ 女 

国籍 

 

香港身份证号/护照号  

 居住地址 

 

 

 电话号码 手机号 传真号 电子邮件地址 

 

 

 就业状况 

□ 自营    □ 全职    □ 兼职     

□ 退休    □  学生  □ 其他 (请填写):_____________ 

当前雇主名称  

 

 

 公司/办公室地址 

 

 

 营业性质 职务头衔 服务年数  

 被授权人与客户的关系  

 

 

被授权人签字样本 

 

 

  

 

  

 姓                               名 (英文填写) 

 

 

姓           (中文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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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日期 (日/月/年) 性别  

 

□ 男 □ 女 

国籍 

 

 

香港身份证号/护照号  

 居住地址 

 

 

 电话号码 手机号 传真号 电子邮件地址 

 

 

 

 就业状况 

□ 自营    □ 全职    □ 兼职     

□ 退休    □  学生  □ 其他 (请填写):_____________ 

当前雇主名称  

 

 

 公司/办公室地址 

 

 

 公司性质 

 

 

职务头衔 服务年数  

 被授权人与客户的关系  

 

 

被授权人签字样本 

 

 

    

被授权人中是否有人为依据《证券和期货条例》，在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登记或持牌并从事受规管活动的中介机构的

董事、员工或代表？ 

 

□ 是*，请提供以下资料： 

 

被授权人姓名        中介机构名称                  与中介机构的关系 

 

 

* 注解：请同时提供该中介机构的书面确认文件。 

 

□ 否 

 

被授权人声明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本表格 C部分指定的被授权人，确

认本表格 C部分所填写的信息全部真实、完整和正确， 如果根据本协议的条款提供的信息出现

任何变化，我保证将告知公司。 

签名: 

     日期: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本表格 C 部分指定的被授权人，确

认本表格 C部分所填写的信息全部真实、完整和正确， 如果根据本协议的条款提供的信息出现

任何变化，我保证将告知公司。 

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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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B)  公司客户 

A部分 – 客户信息 

1. 企业信息 

公司英文名称 公司中文名称 

 

公司性质 (例如是私人企业或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创建地 

公司注册执照号码 

 

商业登记证号码 公司注册/创建时间 

营业性质 主要营业地点 营业年数 

公司注册/创建地办公室登记地址 

 

 

通信地址 (如果与办公室登记地址不同) 

 

电话号码 传真 

 

公司印章样本 

电子邮件地址 

 

公司网站 

 

 

2. 董事成员 

姓名 香港身份证号/护照号 国籍 出生日期 签字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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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客户的登记股东和权益所有人 

注册股东 

 

姓名 

 

(a)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股份数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客户的权益所有人(即, 作为个人，其 (i) 直接或间接的持有或控制至少 10%的客户已发行股份； (ii) 直接或间接的执行或控制

客户股东大会至少 10%的投票权； (iii) 对客户的管理具有最终的控制权；或 (iv)对创立与本服务相关的指令承担最终的责任；

或获得本服务的商业或经济收益和/或承担商业或经济风险) 

 

 姓                               名 (英文填写) 

 

 

姓          名 (中文填写) 

 

 

 出生日期 (日/月/年) 性别  

 

□ 男 □ 女 

国籍 

 

香港身份证号/护照号  

 居住地址 

 

 

 

 电话号码 手机号码 

 

传真号码 持股/控股百分比 

 

 

 

 电子邮件地址 

 

与客户的关系  

 

 

 

  

 

 

 

 

  

 姓                               名 (英文填写) 

 

 

姓          名 (中文填写) 

 

 

 出生日期 (日/月/年) 性别  

□ 男 □ 女 

国籍 

 

 

香港身份证号/护照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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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地址 

 

 

 

 电话号码 手机号码 

 

传真号码 持股/控股百分比 

 

 

 

 电子邮件地址 与客户的关系 

 

 

    

最终收益所有人中是否有人为依据《证券和期货条例》，在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登记或持牌并从事受规管活动的中介

机构的董事、员工或代表？ 

 

□ 是*，请提供以下资料： 

中介机构名称                  与中介机构的关系 

 

 

* 注解：请同时提供该中介机构的书面确认文件。 

 

□ 否 

 

 

4. 财务状况  

股份资本  

 法定股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注明币种) 

 已发行股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注明币种) 

 缴足款股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注明币种) 

 每股面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注明币种) 

 

过去 3年的年净盈利(税后) 

年 __________ 年 __________ 年 __________ 

港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港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港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总资产净值 (总资产 - 总负债)约为 

□ <500,000 港元 □ 500,000-3,000,000 港元 □ 3,000,001-5,000,000 港元 

□ 5,000,001-30,000,000 港元 □ >30,000,000 港元  

 

流动资产价值 (流动性金融资产 – 未偿还债务 (次年到期) )约为 

□ <200,000 港元 □ 200,000 – 500,000 港元 □ 500,001 – 1,000,000 港元 

□ 1,000,001 – 3,000,000 港元 □ 3,000,001 – 5,000,000 港元 □ >5,00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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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资金来源  

□  股东 / 保证人    

□  业务运营收入 

□ 其他 (请填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金来源 (司法管辖区) 

□  香港    □  中国大陆     □  澳门                    

□ 其他 (请填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续入金的能力 

□ 客户有能力时常存入资金，并在恰当的情况下满足额外的担保要求 

□ 客户没有能力时常存入资金，并不能在恰当的情况下满足额外的担保要求 

 

5. 投资状况 

投资目标 

□ 资本急剧增长  

     (让资本出现急剧增长，无产生固定收益的需求，并愿意面对最高的风) 

□ 资本增值  

     (让资本随着时间出现增长，无产生固定收益的需求) 

□ 增长和收益  

     (在资本增长和产生固定收益中寻求平衡) 

□ 资本保值  

     (首要目标为资本保值，次要考虑产生一些固定收益) 

□ 收益  

     (首要目标为寻求产生固定收益，次要考虑一些资本增值) 

□ 其他 (请填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资期限 

□ 长期 (超过 2年)    □ 中期 (6-24个月)    □ 短期 (少于 6个月) 

风险承受能力 

□ 高 (能够承受高波动性，为获得最大回报，可承受资本全部或严重亏损) 

□ 中度增长 (能够承受适当的波动性，接受为获取合理回报而出现的一些亏损) 

□ 中度 (能够承受小幅波动，以及为获取低回报而出现的较少亏损) 

□ 低 (只能承受以低风险换取回报) 

投资经验和杠杆式外汇合约知识 

(经验年数)  (知识)  

□ 无  

□ __________ 年 

 

 □ 有，具备： 

□ 目前或曾经从事与该产品相关的金融领域 

□ 负责投资决定或代表我们负责投资决定的人员接受过该产

品的培训或参加过本产品的课程 

□ 负责投资决定或代表我们负责投资决定的人员有本产品的

相关工作经验 

□ 其他 (请填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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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分– 被授权人 

 

客户授权任何 __________ 下面的个人 (“被授权人”)依据本协议向本公司发出与本服务条款相关的(请选择一项或多项) 

□ 口头指令  

□ 书面指令  

被授权人发出的任何指令应该对客户具有完全的约束力。如果被授权人有多人，客户同意任何被授权人可能会单独发出指令。本

公司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义务询问或确认被授权人的权力。客户对被授权人代表其发出的所有口头和/或书面指令承担全部责任。 

  

 

  

 姓                               名 (英文填写) 

 

 

姓          名 (中文填写) 

 

 

 出生日期 (日/月/年) 性别  

 

□ 男 □ 女 

国籍 

 

 

香港身份证号/护照号  

 居住地址 

 

 

 

 电话号码 手机号码 传真号码 电子邮件地址 

 

 

 就业状态 

□ 自营    □ 全职    □ 兼职     

□ 退休    □  学生  □ 其他 (请填写):_____________ 

当前雇主名称  

 

 

 公司/办公室地址  

 

 

 营业性质 

 

职务头衔 服务年数  

 被授权人与客户的关系  

 

 

被授权人签名样本  

  

 

  

 姓                               名 (英文填写) 

 

 

姓          名 (中文填写) 

 

 

 出生日期 (日/月/年) 性别  

 

□ 男 □ 女 

国籍 

 

 

香港身份证号/护照号  

 居住地址 

 

 

 

 电话号码 手机号码 传真号码 电子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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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状态 

□ 自营    □ 全职    □ 兼职     

□ 退休    □  学生  □ 其他 (请填写):_____________ 

当前雇主名称  

 

 

 公司/办公室地址  

 

 

 营业性质 

 

职务头衔 服务年数  

 被授权人与客户的关系  

 

 

被授权人签名样本  

    

被授权人中是否有人为依据《证券和期货条例》，在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登记或持牌并从事受规管活动的中介机构的

董事、员工或代表？ 

 

□ 是*，请提供以下资料： 

 

被授权人姓名          中介机构名称                  与中介机构的关系 

 

 

* 注解：请同时提供该中介机构的书面确认文件。 

 

□ 否 

 

 

被授权人声明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本表格 B部分指定的被授权人，确

认本表格 B部分所填写的信息全部真实、完整和正确， 如果根据本协议的条款提供的信息出现

任何变化，我保证将告知公司。 

签名: 

     日期: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本表格 B部分指定的被授权人，确

认本表格 B部分所填写的信息全部真实、完整和正确， 如果根据本协议的条款提供的信息出现

任何变化，我保证将告知公司。 

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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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部分 - 其他 

 

7. 身份声明 

贵公司的董事、股东、合作伙伴、被授权人、最终受益所有人中，是否有人为依据《证券和期货条例》，在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

监察委员会登记或持牌并从事受规管活动的中介机构的董事、员工或代表？ 

 

□ 是*，请提供以下资料: 

 

    姓名               中介机构名称         中介机构员工/董事/代表的姓名          与中介机构的关系  

 

 

 

* 注解：请同时提供该中介机构的书面确认文件。 

 

□ 否 

 

您是否曾经任命接待人、管理人或清算人来管理您的事务？ 

 

□  是 

□  否 

 

您是否曾接获清盘呈请? 

 

□  是 

□  否 

 

是否 (i) 您；和/或 (ii)您的董事和/高管；和/或 (iii) 配偶、合伙人、子女和/或您的董事和/或高管的父母；和/或 (iv) 您

的董事和/或高管的子女的配偶或父母；和/或 (v) 您的关系密切者##目前或曾经在任何城市、地区或国家担任重要公职(例如元

首、政府首脑、资深政治家/重要政党官员、高级政府官员、高级司法官员、高级军官、任何国有企业的高管，或宗教领袖)？ 

 

##
 下列情况可视为一个人是另一个体的“关系密切者”： (a) 该个体与前者有紧密的商业关系，包括个体与前者同为一个法人或信托基金的受益所

有人；或 (b) 在为前者的利益而设立的法人和信托基金中，该个体为受益所有人。 

 

□  是，请填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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