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証券(香港)有限公司
Taiping Securities (HK) Co Limited
香港京華道18號19樓3室

電話：3716 8388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持牌法團中央編號 AAE494 及

傳真：2815 1499
www.tpfh.cntaiping.com/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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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格（個人）
本申請表格須與太平証券（香港）有限公司的業務條款（「業務條款」）一併閱讀，並構成其中的一部分。除非文義另有所
指，在業務條款內界定的詞彙在本申請表格使用時具有相同涵義。
太平証券（香港）有限公司（「太平」）現時獲得許可進行《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項
下的第 1 類受規管活動（證券交易）。
如客戶是個人，則閣下應填寫此表格。如兩人擬共同申請一項產品，每名申請人應各填寫一份表格。如客戶是公司、信託或合
夥，則將需要填寫一份不同的申請表格。請與閣下的太平代表聯絡。
指示及免責聲明
1. 請以打字、或以藍色或黑色原子筆書寫的方式填寫此份申請表格。不要使用塗改液／改錯帶或鉛筆。請在所有修改旁邊簡
簽。請為每名客戶填寫一份表格。
2. 此申請表格及需簽署的附帶文件（如有）乃使用貴公司所選語言，並旨在於貴公司及太平之間建立法律關係，並對貴公司
及太平有約束力。貴公司應在簽署前徵詢貴公司的法律、稅務及財務顧問。
3. 代表客戶行事的每名代理人或授權人必須表明其身份，並提供證明文件。
4. 請提供每份表格指明的身份證明文件的已核證副本。本表格包含可核證文件的人士的清單。
第 1 部分 客戶資料
賬戶資料
申請賬戶類別：

☐

市場：

□香港

□中國內地

產品：

□香港證券 □中華通（滬深股） □中國B股 □新加坡股 □美國證券

證券現金賬戶
□新加坡

☐ 證券保證金賬戶
□美國

個人資料
稱謂
姓名

☐ 先生

☐ 女士

（英文）：
（中文）：

聯權共有賬戶持有人姓名（如適用）：

（英文）：

註：每一名聯權共有賬戶持有人應填一份賬戶申請表格。

（中文）：

該名人士是否以受託人身份行事？
如果屬是，請與閣下的太平代表聯絡，因為可能需要填寫
額外的表格。



出生日期（日／月／年）

國籍

家居地址

永久地址（如有不同）

所屬國家公民

香港身份證或護照號碼及發證國家

受養人數目（包括父母及子女）

家居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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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申請表格（個人）Version 2022.03

流動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閣下或閣下的任何授權人士是否一名政治人物（「政治人
物」）？



是



否

住宅情況
 自置物業



按揭物業
□

 公營房屋



租住（每月支付租金）
□



由家庭成員提供
□

工作及入息資料
是否自僱人士？



是

僱主名稱

辦公室地址

辦公室電話號碼

服務年期

 否

（年）

（月）

業務性質（只選一項）
☐
☐
☐
☐
☐
☐

☐
☐
☐
☐
☐
☐

農業
藝術及文化
廣告
美容／健康
商業服務
通訊／電訊

☐ 建築

☐
☐
☐
☐
☐
☐

外匯
教育
電子
金融／銀行
飲食業／消閒及娛樂
博彩業

☐ 製衣及紡織

政府
酒店
工業
保險
資訊科技
珠寶（貴重）

☐ 公用事業

法律
物流及運輸
媒體
醫療
石油及採礦
地產

☐ 航運
☐ 旅遊業
☐ 批發／進出口
☐ 其他（請註明）

☐ 零售

其他總／每年入息

每年總入息

☐
☐
☐
☐
☐
☐

淨資產

如目前的工作少於六個月，請提供以下關於緊接的前一份工作的資料
是否自僱人士？



僱主名稱

辦公室地址

辦公室電話號碼

服務年期

業務性質

每年總入息

是



（年）

否

（月）

通訊 / 結單地址（只選擇一項）
☐ 上文所述的住宅地址

☐ 上文所述的辦公室地址（請提供辦公室地址證明）

☐ 上文所述的電郵地址
網上交易服務


確認申請使用

 確認不擬使用

網上即時報價服務
☐

☐ 不需要

需要(需酌收服務費)

資產來源


存款



薪金



遺產



租金



投資

2

 其他(請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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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來源


香港

 中國內地



澳門

美國



 加拿大

 其他(請述明)：

預期每日交易量
<HKD50,000

HKD50,001-250,000

HKD250,001-500,000

HKD500,001-2,000,000

 其他(請述明)：
預期投資產品：
☐ 股票（例如股份）

☐ 結構性產品（例如認股權證）

☐ 債務工具（例如債券）

☐ 單位信託 / 基金

☐ 其他(請述明)：
次數及成交量：
☐ 每天交易

☐ 每周交易

☐ 每月交易

☐ 每季交易

☐ 其他(請述明)：

關連賬戶

是

否
如果是，請註明僱員／董事的姓名：

閣下是否太平的僱員或董事的配偶／親戚？

關係：

丈夫或妻子

其他：



父母／子女


是

否
如果是，請註明僱主的名稱以及提供僱主的同意函：

閣下是否證監會持牌或登記實體或人士的僱員？


客戶

其他
如屬其他身份，請註明：

最終實益擁有人的身份

僅適用於證券保證金賬戶

是

否
如果是，請註明賬戶號碼及姓名：

閣下的配偶是否太平保證金客戶？



閣下的配偶是否證監會持牌或登記實體或人士的僱員？

是



否

如果是，請註明賬戶號碼及姓名：


閣下單獨或與閣下的配偶是否有權行使太平任何公司保證金賬
戶的 35%或以上投票權？

是



否

如果是，請註明賬戶號碼及姓名：

最終負責就交易發出指示的人士的身份

閣下是否為最終負責發出指示的人士？


是

否
如否，請提供最終負責發出指示的人士的資料：

稱謂

☐

先生

☐

女士

（英文）：

姓名

（中文）：

出生日期（日／月／年）

國籍

家居地址

永久地址（如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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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國家公民

香港身份證或護照號碼及發證國家

家居電話號碼

流動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第 2 部分 客戶的銀行賬戶
港元

人民幣

美元

銀行名稱
銀行賬戶號碼
賬戶持有人名稱

第 3 部分 稅務居民身份證明
重要提示：
 這是客戶向太平提供的自我證明，作為自動交換財務賬戶資料用途。太平可將收集所得的資料交給稅務局，稅務局會將
資料交到另一司法管轄區的稅務部門。
 客戶應向太平報告其稅務居民身份狀況的所有改變。
 表格的所有部分均須填寫（除非不適用或另行指明）。如空位不敷應用，請另紙填寫。
共同匯報標準個人自我證明
個人納稅識別編號或相等編號（稅務編號）：
（就香港稅務居民而言，稅務編號是香港身份證號碼。如未
能提供稅務編號，須作出解釋。）

稅務居民國家

(1)
(2)
(3)

警告：根據《稅務條例》第 80(2E)條，如任何人士在作出自我證明時，在明知一項陳述在要項上具誤導性、虛假或不正確，或罔
顧一項陳述是否在要項上具誤導性、虛假或不正確下，作出該項陳述，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3 級（即 10,000 元）罰款。

第 4 部分 海外賬戶稅收合規法案（「FATCA」）狀況（如適用）
本部分的客戶通知：
1. 客戶應當確保在本聲明書中提供的資訊真實、準確、完整和合法；因客戶未能提供符合上述要求的資訊所造成的一切後果
概由客戶承擔。
2. 客戶在本聲明書中提供的資訊發生變更時，客戶應在變更發生之日起30個工作日內以書面形式通知太平証券（香港）有限
公司（「太平」），按照聲明書格式向太平提交更新後的版本及相關證明材料，並辦理變更手續。
3. 如客戶未能根據國家（國際）稅務聲明的規定適時及準確地向太平提供個人身份資訊而導致個人損失，客戶須自行承擔有
關損失的責任。如導致太平出現損失，客戶須承擔全部責任。
4. 客戶同意根據太平要求，提供相關材料，並接受太平及其他相關機構調查。
5. 客戶授權太平根據監管規定或太平與本地／外國稅務機關達成的協議，對客戶在太平總行或任何分支機構開立的賬戶內款
項預扣稅款，預扣稅金額以監管規定或本地／外國稅務機關要求為准。
6. 如客戶違反本部分，太平有權視具體情形採取下列措施：要求客戶在指定限期內糾正不當行為；中止或終止與客戶的業務
關係；拒絕繼續提供服務；宣佈已簽署但尚未履行完畢的合約提前到期；要求客戶賠償由此給太平造成的損失及太平認為
必要的其他措施。
7. 本部分自客戶或授權代表簽署之日起生效。
8. 客戶授權太平根據國家（國際）稅務聲明的規定向有關機構提交客戶的相關資訊。
本部分提供目的並非用於（且不可用於）規避美國聯邦、州或地方稅務處罰，包括交易缺乏經濟實質或違反其他類似法律而遭
受的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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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客戶 FATCA 狀況書面聲明
本書面聲明需要由有意開立賬戶的個人客戶填寫。
客戶個人資料
美國／非美國客戶狀況
以下選項為必填項，請在對應身份框格處打““
本人聲明為：
 美國個人（見註）  非美國個人
註：就聯邦稅務而言，如客戶為美國公民或美國定居之外國人，即被視為美國人。

第 5 部分 風險披露
太平可向客戶提供另一風險披露通知，客戶應特別注意該風險披露文件。

第 6 部分 資料私隱
太平收集個人資料，以根據太平的個人資料收集聲明（連同本申請表格提供予閣下）及太平的私隱政策聲明（按要求提供）
向客戶提供產品及服務。
直接行銷
以下選擇為本人／我們現時就是否接收直接行銷聯繫或資訊的選擇。這個選擇取代本人／我們之前通知太平的任何選擇。
不同意太平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行銷用途
太平擬在直接行銷中使用本人／我們的個人資料，而未經本人／我們的同意，其不得這樣做。如客戶不希望太平在直接行銷中
使用本人／我們的個人資料，或不希望透過某些渠道收取直接行銷材料，則客戶應剔選（「」）拒絕以下任何一個渠道：

電郵（電郵地址已在上文提供）

短訊（流動電話號碼已在上文提供）

所有渠道（包括電郵、郵件、短訊、電話）
不同意向其他人士提供我們的個人資料，以作直接行銷之用
太平可向其他人士提供本人／我們的個人資料，以供他們在直接行銷中使用，而不論該等人士是否太平集團的成員。如
客戶不希望太平向任何其他人士提供本人／我們的個人資料，以供他們在直接行銷中使用，則客戶應剔選（「」）這
個方格。
註：以上選項適用於太平就第 486 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致客戶的通知（「太平資料政策通知」）所載的產品、服務及
／或主體類別的直接行銷、可用作直接行銷的資料類型，以及可向其提供資料以在直接行銷中使用的人士類別。


同意將個人資料用於香港投資者識別碼制度（「香港投資者識別碼制度」）


太平可收集、儲存、處理、使用、披露及轉移本人╱吾等的個人資料用於香港投資者識別碼制度。若客戶同意根據太平
的個人資料收集聲明及私隱政策聲明使用客戶的個人資料，應剔選 (「」) 此方框。

第 7 部分 授權人士或催繳保證金聯絡人（如適用）
授權人士(客戶授權以下人士代表客戶處理賬戶)
姓名

（英文）：
（中文）：

與客戶關係

香港身份證或護照號碼及發證國家

授權原因

流動電話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獲發牌／註冊

電郵地址

 是。中央編號：

（請提供僱主同意書）

 否

授權範圍
 操作賬戶

 買賣、持有及處理賬戶內的證券

 發出賬戶的資金流入及流出的通知

 就賬戶簽署及簽立任何文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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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期限
 直至

年

月

日

 直至本人發出書面通知授權為止

簽署式樣
客戶的催繳保證金聯絡人（如適用）
客戶授權下列人士就保證金賬戶擔任保證金催繳聯絡人。
催繳保證金聯絡人 1
姓名

催繳保證金聯絡人 2

（英文）：

（英文）：

（中文）：

（中文）：

與客戶關係
流動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第 8 部分 客戶的風險概況及衍生工具知識
客戶風險概況
1.
2.

客戶屬於以下哪個年齡層？
(a) 18 - 24 歲
(b) 25 - 35 歲

(c) 36 - 50 歲

(d) 51 - 64 歲

(e) 65 歲或以上

請指出閣下的最高學歷：
(a) 小學程度或以下
(b) 中學程度（例如，修畢業香港中學會考及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c) 學士學位
(d) 研究生文憑、碩士學位、博士學位

3. 客戶將用作投資的流動資產淨值平均百分比是多少？
(a) 少於10%
(b) 10%至少於20%

(c) 20%至少於30%

4. 以下哪一項最能描述客戶的投資或對沖經驗？
(a) 具備相關的專業資格及經驗
(b) 具備足夠知識
(e) 並無投資或對沖知識
5. 客戶的預計投資年期有多長？
(a) 少於1年
(b) 1年至少於3年

(d) 30%或以上

(c) 具備若干知識

(c) 3年至少於5年

(d) 具備一些知識

(d) 5年或以上

6. 一般而言，客戶保留了多少流動資產（包括現金或高流動資產，例如外幣、黃金等）作每月營運開支？
(a) 少於3個月營運開支
(b) 3個月至少於6個月營運開支
(c) 6個月至少於12個月營運開支
(d) 12 個月或以上營運開支
7. 客戶將於有關投資期間內選擇哪一類投資組合的波幅？
(a) -5%至+5%的波幅

(b) -10%至+10%的波幅

(c) -15%至+15%的波幅

(d) -20%至+20%的波幅

8. 客戶對於下列產品有多少投資經驗？（請回答(a)至(g)各項）

投資產品

投資經驗
無

3 年或以下

3 年以上

(a) 股 票
(b) 期貨及期權
(c) 固定收入產品
(d) 互惠基金／單位信託
(e) 場外掉期／累計期權／累沽期權
(f) 其他結構性票據
(g) 其他（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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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客戶最近3年進行過多少次下列投資產品的交易？（請回答(a)至(g)各項）

投資經驗

投資產品

無

少於 5 宗交易

5 宗交易或以上

(a) 股 票
每項交易的平均規模（港元）：
(b) 期貨及期權
每項交易的平均規模（港元）：
(c) 固定收入產品
每項交易的平均規模（港元）：
(d) 互惠基金／單位信託
每項交易的平均規模（港元）：
(e) 場外掉期／累計期權／累沽期權
每項交易的平均規模（港元）：
(f) 其他結構性票據
每項交易的平均規模（港元）：
(g) 其他（請註明）：
每項交易的平均規模（港元）：
10. 如客戶的投資組合在一日內大幅下跌（例如，超過20%），客戶將如何回應？
(a) 不知道如何回應
(b) 止蝕，但無任何策略性考慮
(c) 等待及觀望投資會否改善，並可能理性地止蝕
(d) 明白市場波動不可避免，並且不會改變已確定的投資策略
(e) 進行深入分析，並重新分配投資組合
11. 客戶的主要投資目標是？
(a) 資本保值及經常性收入
(c) 輕微的資本增值及高經常性收入
(e) 非常進取的資本增長

(b) 輕微的資本增值及經常性收入
(d) 進取的資本增值及高經常性收入

客戶對衍生工具的認識
客戶對於衍生工具的性質及風險並無任何認識。務請注意，太平不會向客戶推廣、分銷及推薦衍生產品。客戶不可就衍生
工具給予指示。
本人確認其已透過下列途徑取得對衍生工具的一般知識，並且明白衍生工具的性質及風險；
(1) 本人具有過往的交易經驗，並於過去三年內曾進行五次或以上下列衍生工具（不論是否在交易所買賣）的交易（請提供交
易支持文件）：
☐ 貨幣掛鈎產品
☐ 利率掛鈎產品
☐ 股票掛鈎產品
☐ 信貸掛鈎產品
☐ 衍生認股權證／可贖回牛熊證
☐ 期貨／期權
☐ 投資衍生工具的交易所買賣基金
☐ 涉及衍生工具的單位信託
☐ 其他（請註明：
）
請註明有多少年經驗：
(2) 本人具有以下有關衍生工具的現行或過往工作經驗（請提供交易支持文件）：
行業
☐銀行
☐金融服務
☐保險
☐教育
☐其他 （請註明：
）
工作性質（有關衍生工具）
☐ 銷售及市場推廣
☐ 產品買賣
☐ 產品培訓
☐ 產品開發
☐ 其他 （請註明：
）
(3) 本人曾經接受有關衍生工具的培訓或修讀相關課程。
完成日期：
（年份／月份）
☐ 无
請提供修讀課程的詳細資料：
請註明有關牌照／專業資格（例如：證監會牌照／金管局註冊／CFP／CFA／CPA 等）：
客戶的風險承受程度（由持牌代表評估）
風險承受程度
客戶的風險承受程度為：
低風險
風險承受程度
低風險
中等風險
高風險

中等風險

高風險

投資風險概況
指可承受低投資風險的投資者；投資者對金融投資具備一些知識和經驗。
指可承受中等投資風險的投資者；投資者對金融投資具備合理的知識或經驗；及／或具備中
等的財政能力以承受投資損失。
指可承受高投資風險的投資者；投資者對金融投資具備豐富的知識或經驗；及／或具備強大
的財政能力以承受投資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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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確認
客戶同意上述的風險承受程度結果。
客戶不同意上述的風險承受程度結果。請指出客戶對於投資風險認為合適的風險承受程度，並列出原因：
低風險
中等風險
高風險
原因：

第 9 部分 聲明及確認
以下簽署人（其資料詳列於本申請表格的第 2 部分）（「客戶」）同意按照本申請表格，以及業務條款連同各附表（「條款與
細則」）中適用於客戶申請開立之賬戶的所有條文，在太平開立本申請表格第 1 部分所載列的賬戶（「賬戶」）。
透過簽署本申請表格，客戶確認並同意以下各項：
1

客戶確認在本申請表格內提供的資料均屬真實、正確及完整，並承諾即時通知太平有關任何變更，太平有權基於一切用途
倚賴該等陳述及資料；

2

客戶授權太平從其可能視作合適的任何渠道核證客戶提供的資料，並同意提供太平要求以便其進行有關核證的任何資料、
文件及證明書；

3

客戶同意上述的風險承受程度結果，或已就風險承受程度結果表示反對（及其原因）。客戶明白及同意太平僅會向客戶推
廣、分銷及推薦與客戶的風險承受程度相符，且太平按其獨有的絕對酌情權認為適合客戶的投資產品；

4

客戶確認，如條款與細則所述，客戶在申請服務及／或融資（如適用）時以主事人身份行事；

5

客戶確認，給予授權人士及／或保證金催繳聯絡人（如適用）的授權由客戶按其自由意願作出，並明白授權第三方操作
客戶在太平維持的賬戶存在高風險。授權人士給予的任何指示將對客戶具有絕對的約束力。太平並無任何責任在授權人
士給予任何指示時查詢或確認授權人士的授權。客戶願就授權人士代表客戶給予所有口頭及／或書面指示承擔全部責
任。客戶明白太平將不會就任何有關授權所產生的任何損失負責。

6

太平概無責任接納及／或批准任何服務及／或融資申請，並且無需就此給予任何理由。

7

本申請表格及條款與細則的內容已以客戶明白的語言向客戶作出充分的解釋。客戶已完全閱讀、明白及確認，本申請表格
的所有條文，以及條款與細則（可不時作出修改及包括載於條款與細則內太平有關客戶資料的政策）中適用於客戶向太平
申請開設之賬戶的所有條文，以及同意及接受受其約束；

8

客戶確認及同意，在簽署本申請表格前，太平已給予客戶機會徵詢獨立法律及其他專業顧問的意見；

9

客戶已閱讀、理解及確認與本申請表格一併向客戶提供的風險披露聲明，並已被太平邀請閱讀風險披露聲明、提出問題，
並（按客戶意願）諮詢獨立意見；客戶同意風險披露聲明構成條款與細則的一部分；

10

客戶已閱讀和理解個人資料收集聲明及太平的私隱政策聲明的條款與細則及同意受其約束；

11

倘若本地或海外的監管機構或稅務當局有此規定，客戶認同及同意太平可自客戶的賬戶預扣根據適用的法律、法規及指令
所需要的金額。客戶明確地、無條件地及不可撤回地放棄在出現損失時向太平提出申索，並且就與本地或海外的監管機構
或稅務當局的預扣有關的任何責任向太平作出彌償保證；

12

客戶同意，倘若客戶提供予太平的任何資料更改，將於 30 個公曆日內通知太平。客戶明白及同意，當太平注意到在一段
關係中情況有任何可能出現變動，將向太平提供額外的文件證明，以核實客戶的稅務居民地位；

13

在適用本地法律的規限下，客戶同意太平在有需要時與本地及海外的監管機構或稅務當局分享本表格所載資料及有關賬戶
持有人及任何可申報賬戶的資料，以根據《稅務條例》（第112章）進行自動交換財務賬戶資料；

14

客戶確認委任第7部分所載列人士為其授權人士，以進行與賬戶有關的作為。客戶已取得授權人士同意向太平提供其詳細
資料，並承諾向每一名授權人士提供一份業務條款的副本。各有關人士同意在為及代表客戶行事時受業務條款約束；

15

就個人資料收集聲明而言，客戶確認：
(a) 客戶明白並非必須容許其資料或個人資料用於或提供作直銷用途，客戶可勾選下列空格，以選擇太平是否使用其個人
資料；
(b) 客戶已閱讀、明白及確認個人資料收集聲明的全部內容，並同意受其條款與細則約束；
(c) 客戶明白其選擇適用於個人資料收集聲明載列的所有產品、服務及／或標的類別；

16 客戶同意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及／或任何其他監管機關有關買賣上述證券交易所及結算
系統或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或結算系統上報價的證券的規則及法規（經不時修訂）；
17 太平保留不時修訂條款與細則及服務收費的權利。除非客戶在太平發出通知後的 14 天之內提出書面反對，有關修訂將被
納入條款與細則之內；及
18 申請表格及條款與細則之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19 (僅適用於美國證券交易賑戶) 客戶已進一步閱讀、理解及確認下列與買賣美國證券有關的主要風險：

8

申請表格（個人）Version 2022.03

(a) 監管制度的差異
美國市場受到不同的監管，並可能與香港聯交所的運作方式不同。例如，美國市場可能就託管銀行或存託機構所持證
券及資金的保管制定不同的規則。這或會影響為確保妥善隔離及保管客戶在海外持有的投資產品或資金而實施的保護
措施的水平。此外，若託管機構存在信用問題或違約，亦存在客戶的投資產品或資金不受保護的風險。美國市場的清
算及結算交易期可能亦不相同，這或會影響客戶可取得的有關交易價格及結算交易的時間的資料。
美國市場遵守的規則所提供的投資者保護或會與香港的不同。客戶開始進行交易前，須充分了解其在香港及美國可獲
得的救濟類別。客戶亦須注意，美國證券可能無需遵守在聯交所上市或報價的投資產品所適用的披露標準。於作出披
露時，會計、審核及財務報告標準的差異亦可能影響所提供資料的質素及可比性。此外，查找最新資料可能更為困
難，並且發佈的資料可能僅以外語提供。
美國法律或會禁止或限制資金回流，包括在美國進行投資的資本，撤資收益、利潤、股息及利息。因此，概不保證能
夠匯出客戶已投資的資金及客戶的投資所產生的資金。美國可能亦會限制外國投資者可購買的投資產品的數量或類
型。這或會影響客戶所投資的美國證券的流動性及價格。
(b) 成本及稅務影響
客戶在美國交易所進行交易或須支付額外成本，如費用及經紀佣金。客戶亦或須就買賣若干上市投資產品支付溢價。
因此，客戶在開始交易前，應了解客戶將須承擔的所有佣金、費用及其他收費。有關收費將影響客戶的淨利潤（如
有）或增加客戶的虧損。投資美國證券會受到稅務影響。例如，銷售收益或收取任何股息及其他收入可能在境外國家
╱地區、香港或在境外國家╱地區及香港均須繳交稅費、關稅或收費。客戶透過太平收取的任何美國來源收入（包括
利息或股息）或須繳付美國預扣稅。太平的美國證券執行經紀或須就向外籍人士支付的任何該等收入預扣最多30%的
稅款。此外，太平並無提供稅項減免服務，即太平將不會代表或協助客戶向美國國稅局遞交任何減少或免除預扣稅的
申請或要求退回任何超額代扣稅款的請求。
(c) 交易對手方及代理經紀風險
美國市場的交易一般由經紀透過使用在該等交易所擁有買賣及╱或清算權的外國經紀執行。根據客戶向該等交易對手
方及代理經紀發出的指示進行的所有交易均依賴該等對手方及經紀對各自責任的妥善履行。有關交易對手方及代理經
紀無力償債或違約或會導致持倉在未經客戶同意的情況下被清算或平倉及╱或可能導致難以收回客戶在海外持有的資
金及資產。
(d) 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
美國市場受美國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所影響，有關發展可能尚不明確，且可能增加投資美國證券的風險。
(e) 不受投資者賠償基金、《證券及期貨條例》及相關附屬法例保障
香港投資者賠償基金創立目的是向投資者就因持牌中介機構或認可財務機構與香港交易所買賣產品有關的違約而蒙受
的金錢損失支付賠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投資者賠償基金僅覆蓋在香港認可證券市場（聯交所）買賣的產
品。客戶應注意，香港投資者賠償基金並不涵蓋任何美國證券。由於美國證券並無於聯交所上市或買賣，客戶將不受
《證券及期貨(客戶證券)規則》保障，有關部門另有規定的情況除外。因此，參與美國證券交易的客戶將不受《證券
及期貨條例》及相關附屬法例保障。
客戶理解並確認，上文所列風險並非詳盡無遺。買賣美國證券存在其他可能影響客戶投資價值的風險及重要因素。客戶
確認並同意，若其並不理解或不適應其須承擔的風險程度，則不應投資美國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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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部分 簽署
客戶簽署
以契約方式簽署、蓋印及交付
日期

客戶的簽署

/

L.S.

/

全名：
稱謂：
見證人簽署
以契約方式簽署、蓋印及交付
見證人的簽署

日期
/

L.S.

/

全名：
CE/專業資格牌照號碼：

客戶聲明
☐

客戶已獲提供一份按其選擇的語言（英文或中文）的風險披露聲明；及客戶已被邀請閱讀風險披露聲明、發問，並 （按
其意願）諮詢獨立意見.

客戶簽署：

日期：

持牌人聲明
☐

本人已於
（日期）
（時間）以客戶選擇的語言向客戶在口頭上閱讀及解釋有關的
風險披露聲明。本人已邀請客戶取得一份風險披露聲明副本、詢問問題及徵詢獨立意見 （倘其願意）。

持牌員工姓名：

CE 編號：

持牌員工簽署：

日期：

附表 1 定義
「賬戶持有人」

被維持該賬戶的財務機構列明或識別爲金融賬戶持有人的人士。

「授權人士」

就客戶而言，授權人士是指獲授權為及代表其行事的人士，包括但不限於下列任何人士：
(a) 負責發出買賣及執行指示及指令的人士（即交易商）；
(b) 獲授權處理資金活動的人士（即授權人士）；及
獲授權就客戶開立賬戶簽署及簽立文件的人士（即授權簽署人）。

「實益擁有人」

就一間公司而言，實益擁有人指：
(i) 直接或間接擁有或控制（包括透過信託或不記名持有人的股權）該公司超過 25%的已發行股本的人
士；或(ii)直接或間接有權在公司的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超過 25%投票權的人士；或(iii)對公司
的管理層行使最終控制權的人士；或如該公司代表另一名人士行事，則指該另一名人士。

「控權」

自然人對某實體的「控權」，通常透過其在實體的控制擁有權權益（通常會按某個百分比（例如
25%）爲基準）行使。如沒有自然人透過擁有權權益行使控制，該實體的控權人將會是透過其他方式
對該實體行使控制的自然人；如沒有自然人識辨爲透過擁有權權益對某實體行使控制，該實體的控權
人將會設定爲處於高級行政人員位置或對該實體的管理行使最終控制權的自然人。

「控權人」

對該實體行使控制權的自然人。
就信託而言，控權人指屬該信託的財産授予人、受託人、保護人（如有）、受益人或某類別受益人；
或任何其他自然人對該信託的管理行使最終實際控制權（包括透過一連串的控制或擁有權）。財産授
予人、受託人、保護人（如有）、受益人或某類別受益人會被視爲信託的控權人，不論該等人士是否
對該信託的活動行使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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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財産授予人、受託人、保護人或受益人爲實體，財産授予人、受託人、保護人或受益人的控權人會
被視爲信託的「控權人」。
就並非信託的法律安排，「控權人」指相等於或處於一個相類於信託的人士。
「實體」

法人或法律安排，例如：法團、組織、合夥、信託或基金會。該詞涵蓋並非個人（即自然人）的人士。

「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是一名擔任重要公職的個人（如國家首長、資深政客、高級官員、司法人員或軍官、國有公
司的高級行政人員及重要政黨官員）。
該名人士的配偶、伴侶、子女、父母或有密切聯繫人士亦被視為一名政治人物。

「有關連實體」

若某實體控制另一實體，或兩個實體共同受同一人控制，則該實體是另一實體的「有關連實體」。就
此而言，控制可透過直接或間接持有某實體超過 50%的表决權或股份的價值。

「須申報賬戶」

已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 章）附表 17D 的盡職審查規定，被識辨爲須申報賬戶；及由至少一名申
報對象持有；或有至少一名控權人是申報對象的被動非財務實體持有的財務賬戶。

「申報稅務管轄區」

《稅務條例》（第 112 章）附表 17E 第 1 部第 1 欄所指明的、在香港以外的地區。

「申報對象」

屬某申報稅務管轄區的稅務居民的個人或實體；或一名已去世的人的遺産，而該人在生前，屬某申報
稅務管轄區的稅務居民；但不包括：
(a) 本身的股票在具規模證券市場中被經常買賣的法團；
(b) 屬分段(a)所述法團的有關連實體的法團；
(c) 政府實體；
(d) 國際組織；
(e) 中央銀行；或
(f)
財務機構。

「稅務編號」（包括
具有等同功能的識辨
編號）

納稅人的識辨編號或具有等同功能的識辨編號（如無納稅人的識辨編號）。稅務編號是稅務管轄區向
個人或實體分配獨有的字母與數字組合，用於識別個人或實體的身分，以便實施該稅務管轄區的稅務
法律。有關可接受的稅務編號的更多詳細資訊刊載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自動交換資料網站：
http://www.oecd.org/tax/automatic-exchange/crs-implementation-and-assistance/tax-identificationnumbers/
某些稅務管轄區不發出稅務編號。但是，這些稅務管轄區通常使用具有等同識辨功能的其他完整號碼
（「具有等同功能的識辨號碼」）。
此類號碼的例子包括：
(a)
就個人而言，社會保障號碼／ 保險號碼、公民／個人身份／服務代碼／號碼，以及居民登記號
碼。
(b)

就實體而言，商業／公司登記代碼／號碼。

誰人可為閣下核實身份證明文件？
僅下列人士可核實副本。

強制性標準

香港受規管實體代表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發牌或註冊人士

律師

身為香港律師會目前成員的香港執業律師

在認可司法管轄區執業的律師*

會計師

身為香港會計師公會目前成員，在香港執業的註冊會
計師

在認可司法管轄區執業的專業會計師*

特許秘書

身為香港特許秘書公會目前成員的香港執業特許秘書

在認可司法管轄區執業的特許秘書*

公證人

在認可司法管轄區執業的公證人*

太平紳士

根據《太平紳士條例》（第 510 章）第 3 條獲委任的太平紳士

威、葡萄牙、俄羅斯聯邦、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國、美國。
核證人士必須：
在副本上簽署及寫上日期；
在簽署下方以大楷清楚地寫上姓名；
在副本上清楚地標明其職位或身份；及
指出該副本為原件的真實副本（或以效力相若的字詞）。
例如：
本人證明此乃本人所見文件正本的真實副本：

核證人士簽署 日／月／年
[核證人士姓名]
[核證人士的職位／身份]、[司法管轄區]、[牌照或註冊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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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內部使用
文件清單
文件檢查列表








適用於非面對面賬戶開立程序

經核證身份證／護照副本
授權人士的經核證身份證／護照副本（如適用）
地址證明
辦公室地址證明 （如適用）
授權人士的地址證明（如適用）
個人客戶的書面聲明／W-8BEN／W-9（如適用）
僱主同意書（如適用）








香港持牌銀行發出
支付予「太平証券(香港)有限公司」
支票上所示客戶名稱
金額不少於 10,000 港元的支票
支票及賬戶開立表格上的簽署相同
保留支票副本



已結清支票

文件確認
員工姓名／客戶主任姓名：

員工姓名／客戶主任簽署：

日期：

主任姓名／客戶主任編號：

交易限額：

員工簽署：

日期：

員工簽署：

日期：

客戶資料
客戶號碼：

客戶資料核對

員工姓名：

賬戶開立批核
員工姓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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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金率：

太平証券(香港)有限公司
Taiping Securities (HK) Co., Ltd.
Unit 3, 19/F, No.18 King Wah Road, Hong Kong

Tel：3716 8388 Fax：2815 1499

香港京華道18號19樓3室
Registered securities dealer of SFC (CE No. AAE494) &

電話：3716 8388 傳真: 2815 1499
www.tpfh.cntaiping.com/tc

證監會持牌法團中央編號 AAE494 及
Participant of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td.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參與者

客户个人资料收集授权同意书
本客户个人资料授权同意书（以下简称“授权同意书”）由太平证券（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或“我们”），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及相关配套规定（合称“《个人信息保护法》”）制定。本授权同意书旨在就向
中国大陆境内自然人客户或向太平提供中国大陆境内自然人资料的机构客户（以下简称“阁下”）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过程
中，太平收集、使用、存储、对外披露阁下或相关自然人个人资料的规则以及阁下或相关自然人所享有的相关权利等事项
进行说明。
本授权同意书仅适用于中国大陆境内自然人客户，或向太平提供中国大陆境内自然人资料的机构客户。本授权同意书构
成太平《私隐政策声明》《个人资料收集声明》的补充附件，与《私隐政策声明》《个人资料收集声明》具有同等效力。
本授权同意书未尽事宜可参照《私隐政策声明》《个人资料收集声明》执行；如本授权同意书与《私隐政策声明》《个人
资料收集声明》规定存在冲突，应以本授权同意书为准。
请阁下在使用太平产品或服务前，充分阅读并同意本授权同意书的相关内容。如阁下为机构而非自然人，请阁下确保在
向我们提供中国大陆境内相关个人信息主体的资料前，已将本授权同意书提供给相关个人信息主体，并确保相关个人信
息主体已充分阅读、理解并同意本授权同意书的相关内容。请知悉，阁下签署本授权同意书，即视为阁下与相关个人信
息主体（如适用）对本授权同意书的条款及按照其所载目的处理相关个人资料的同意。如阁下与相关个人信息主体（如
适用）不同意本授权同意书，请阁下不要使用太平的产品或服务。
1

我们如何收集客户个人资料
在向阁下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为了实现本授权同意书所载明的事项及目的，我们可能自行或从第三方（包括太
平集团任何成员或其他第三方）收集阁下的相关资料。如阁下向我们所提供的资料中包括其他人士的个人资料，请确
保已经获取了其他人士的授权同意。相关人士的范围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我们的信息额度、产品及服务的申请人；推
荐人；公司行政人员及经理；供应商、制造商、服务提供者、代理人及其他订约对手方；受益人；财务代理人；以及
与或透过我们有事务往来的任何其他第三方。

1.1

为了协助阁下在太平开立并维持证券现金或保证金账户，确保太平及太平集团任何成员遵守所适用法律法规、监管部
门关于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的要求，或确保太平及太平集团任何成员遵守其他所适用的法定义务、规
定或安排，我们将收集《申请表格（个人）》或《申请表格（公司）》中列举的阁下各项信息，具体包括：
 账户资料（包括阁下申请的账户类别、交易市场、交易产品）；
 个人资料（包括阁下的姓名、共有账户持有人姓名（如适用）、出生日期、家居地址、国籍、所属国家公民、家
居地址、永久地址、护照号码、受养人数目、家居电话号码、流动电话号码、电邮地址、阁下或阁下的任何授权
人士是否是一名政治人物）；
 住宅情况；
 工作及入息资料（包括阁下是否自雇人士、阁下的雇主名称、办公室电话号码、业务性质、每年总入息、净资产、
如目前工作少于六个月阁下前一份工作的资料）；
 通讯/结单地址；
 是否同意使用网上交易服务；
 是否同意使用线上即时报价服务；
 资金来源；
 资产来源；
 关联账户（包括阁下是否为太平的雇员或董事的配偶/亲戚、阁下是否为证监会持牌或登记实体或人士的雇员以及
阁下账户最终实益拥有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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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发出交易指示人士的信息（包括相关人士的称谓、姓名、出生日期、所属国家公民、国籍、家居地址、永久
地址、香港身份证或护照、家居电话号码、流动电话号码、电邮地址）；
 银行账户资料（包括阁下的银行名称、币种、银行账户号码、账户持有人名称）；
 税务居民身份证明（包括阁下所在的税务居民国家、阁下个人纳税识别编号或相等编号）；
 证券保证金账户信息（包括阁下的配偶是否为太平保证金客户、阁下的配偶是否为证监会持牌或登记实体或人士
的雇员、催缴保证金联络人的姓名、与客户关系、流动电话号码、电邮地址）；
 客户的风险概况、衍生工具知识及风险承受程度。
请阁下知悉，基于所适用法律法规、监管要求的变动，为协助阁下开立并维持证券现金或保证金账户，确保太平及
太平集团任何成员遵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关于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的要求，或确保太平
集太平集团任何成员遵守其他所适用的法律义务、规定或安排，太平收集的阁下个人资料类型可能会发生变动，太
平实际收集的阁下个人资料的类型应以《申请表格（个人）》或《申请表格（公司）》中所列举的个人资料类型为
准。我们会及时更新本授权同意书，向阁下进行提示所收集个人信息类型的变动，并征得阁下的同意。
1.2

为了设计供阁下使用的金融服务或相关产品，我们将收集阁下的风险概况、阁下对衍生工具的认识、以及阁下风险承
受程度，以便准确评估阁下在证券交易方面的风险偏好，并提供与阁下风险承受程度相匹配的相关产品或服务；

1.3

为了协助阁下执行证券交易，我们将收集阁下的证券账户交易信息，以便及时协助阁下完成证券买入、卖出及其他交
易操作；

1.4

为了协助阁下申请信贷额度、产品及服务，以及维持向各阁下提供信贷额度、产品及服务的日常运作，我们将从信贷
资料机构处收集阁下的个人及账户资料或记录，以便了解阁下信用状况，对阁下进行信贷审查；

1.5

为了能够确定结欠阁下或阁下结欠的债务金额，或向阁下（以及为阁下的义务提供担保的人士）收回未付的款项，我
们将收集阁下借贷记录、还款记录，以便协助阁下及时确认和结算所欠债务；

1.6

为了基于直接营销目的通过太平自有渠道向阁下提供相关产品或服务的信息，我们将收集阁下的姓名、联络信息、产
品及其他服务组合详情、交易模式及行为、财务背景及／或人口统计数据，我们向阁下推介的产品或服务可能包括：
证券、金融、投资产品及服务；保证金融资、证券借贷及其他信贷额度；回赠、忠诚或优惠专享计划及相关产品和服
务；联合品牌伙伴的产品和服务。请知悉，如阁下不想接收以上营销信息，可以随时通过本授权同意书第七条列举的
方式联系我们免费撤回同意，以拒绝我们收集阁下相关个人资料用于营销推介目的。我们在收到阁下的通知后将及
时响应阁下的请求，停止对阁下个人资料进行收集和处理。

2

我们如何使用客户个人资料
在向阁下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将基于以下目的使用所收集的阁下个人资料：

2.1

为本授权同意书第一条所列举的各项目的；

2.2

为设立并维持太平的信贷及风险相关模型目的；

2.3

为太平或太平集团任何成员的实际或建议受让人、太平或太平集团任何成员就阁下的权利的参与人或附属参与人评估
拟作为转让、参与或附属参与主体的交易的目的（该场景下仅使用统计级数据进行评估，不使用能够识别阁下的相关
个人资料）；

2.4

为符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且征得阁下同意的其他目的。

3

我们如何存储客户个人资料

3.1

在阁下使用太平产品或服务期间，我们会将收集处理的阁下个人资料保存太平位于香港的服务器中。我们将一直保存
基于阁下授权所收集的相关个人资料，除非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当本授权同意书所载业务目的实现后，我们
会对及时阁下的个人资料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除非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我们具有其他合理事由。

3.2

个人资料的安全性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我们将依据行业内通用的安全技术和管理措施保护阁下个人资料，该等安全
措施确保阁下个人资料的保密性及完整性不会受到侵害，包括但不限于：
(a) 使用防火墙及入侵检测系统以防止未获授权取用；
(b) 就用户身份及密码，以及交易审核记录的使用实施严谨的安全保障程序及专门的内部交易安全政策；
(c) 将阁下的个人资料限于我们及／或太平集团任何其他成员的有关雇员及／或客户主任按「需要知悉」的基准取
用；
(d) 定期检讨我们对于处理个人资料的政策及惯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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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向我们的雇员、客户主任及／或太平集团的任何其他成员提供有关适当处理个人资料的培训。

请知悉，阁下的个人资料可基于特定业务目的，可能由我们的客户、承包商或外界服务提供商，或太平集团其他成
员进行处理。当使用外界服务提供商时，我们将要求其遵守我们及太平集团的安全标准。为达到此标准，我们将与
其订立合同并监督其数据处理行为。不论个人资料在何处传输，我们会采取所有合理必要的步骤确保阁下的个人资
料安全地保存。
请注意，互联网可能不是一种安全的通讯形式，通过互联网向我们传送个人资料可能会带来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被
未获授权的第三方存取及干扰的风险等。如果不幸发生数据安全事件，我们会依据所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及
时向阁下发出通知，采取补救措施并向相关监管机构进行上报。
4

我们如何对外提供个人资料
我们原则上不会对外提供阁下的个人资料，除非具有以下情形：

4.1

委托处理：在提供太平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委托第三方供应商来协助我们提供客户支持，例如代表我们发
送短信或电子邮件、提供技术支持等。我们会对委托行为进行个人信息安全影响评估，并与受托处理阁下个人资料的
供应商签署严格的个人资料委托处理协议，要求供应商严格按照本授权同意书声明的目的、期限、处理方式、类型、
以及保护措施来处理个人资料，并采取相应的保密和安全措施来保护阁下个人资料的安全性。

4.2

共享：在提供太平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我们仅会在以下情形向第三方共享阁下的个人资料：
(a)

为了履行所适用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对于证券交易活动的监管规则，我们将向香港证监会及其附属机构或其他
依据所适用法律法规需要处理阁下个人资料的主体提供阁下根据所适用法律法规、监管要求所需披露的资料，
以便协助阁下顺利执行证券交易，并履行监管报送等义务。

(b)

为了了解阁下信用情况、对阁下进行必要的信用审查，我们将向信贷资料机构提供阁下的基本资料（包括姓名、
地址、联络信息、出生日期或公司注册成立日期、身份证号码或旅游证件号码或公司注册证书号码）、账户资
料（包括针对信贷额度、产品及服务阁下的风险及信用评级、账户号码、信贷账户类型、账户状况、账户结束
日期（如有））、信贷申请数据（包括阁下申请溑费者信贷历史、所申请信贷的类型及金额），以便在需要时
能够基于信贷资料机构形成的数据库，了解阁下的基本情况并判断阁下的信用水平。

(c)

为了履行所适用法律法规、监管要求规定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义务或其他合规要求，我们将向太平集团或太
平集团成员提供阁下基本资料（包括姓名、别名、性别、地址、联络信息、出生日期或公司注册成立日期、身
份证号码或旅游证件号码或公司注册证书号码），以便太平集团协助我们开展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工作，或便
于太平集团内稽核公司协助我们开展内部审计与稽核整改工作。

4.3

转让：在提供太平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如太平发生收购、兼并、重组、破产等情形，我们会在向阁下及时发出通知
的前提下，将阁下个人资料转让至太平的承继主体，并要求承继主体按照所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本授权同意
书约定处理阁下个人资料，并以同等水平保护阁下个人资料的安全性。否则，我们会要求承继主体及时删除阁下的个
人资料，或重新征得阁下的同意。

5

客户个人资料的跨境传输
为了提供太平产品或服务，阁下相关个人资料将可能在香港境内、中国大陆进行传输。针对从中国大陆向境外传输个
人资料的行为，我们会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规定开展关于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通过与相关数据接收方
订立合同等方式，确保数据接收方遵守我们及太平集团订立的安全标准采取相应的数据安全技术和管理措施，以保证
阁下个人资料的安全性。

6

客户享有的权利
阁下在使用太平相关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对于太平的个人资料处理行为享有以下权利：

6.1

访问、复制权：要求查询我们是否持有有关阁下的个人资料及／或查阅有关资料；

6.2

更正权：要求我们修改与阁下有关的任何不准确的个人资料；

6.3

删除权：要求我们删除所收集的与阁下有关的任何个人资料；

6.4

注销权：要求我们注销阁下证券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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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撤回同意权：要求撤回以往向我们发出有关我们使用阁下个人资料的部分或全部同意；及

6.6

近亲属权利：赋予阁下近亲属在阁下不幸离世时，行使上述查阅、复制、删除阁下个人资料等相关权利，但阁下另有
安排的除外。
阁下可以通过本授权同意书第七条列明的方式联系我们行使上述权利，我们将在收到阁下请求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响
应阁下的请求。

7

我们的联系方式
如阁下行使相关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对于本授权同意书和我们收集处理阁下个人资料的行为存在任何疑问或建议，
可以通过邮寄及电邮方式及时联系我们，我们将在收到阁下请求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响应阁下的请求：

电话：+852-37168388/+86-4001201966
邮箱：cs@tps.cntaiping.com
The Data Protection Officer Customer Services Department 客户服务部数据保护主任
Unit 3, 19/F, No.18 King Wah Road, Hong Kong 香港京华道18号19楼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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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及同意
阁下在此确认已阅读并理解太平证券(香港)有限公司的个人资料授权同意书的内容。一经勾选下列方框，即表示阁下同意太平证
券(香港)有限公司根据本授权同意书的条款及其中所载目的处理其所提供的个人资料。
如阁下为机构而非自然人，阁下确认在使用太平产品或服务前，已将本授权同意书提供给阁下向太平提供个人资料所涉及的相关个
人信息主体，相关个人信息主体已充分阅读、理解并同意本授权同意书的相关内容。一经勾选下列方框，即表示阁下与相关个人信
息主体同意太平(香港)有限公司根据本授权同意书的条款及其中所载目的处理相关个人信息主体的个人资料。

□ 本人同意太平证券 (香港)有限公司按照本授权同意书所载目的和方式处理本人的个人资料。
□ 本人同意太平证券 (香港)有限公司按照本授权同意书所载目的和方式处理本人的敏感个人资料（已加粗标识）；本人充分知悉
处理相关敏感个人资料为实现提供产品或服务的目的所必需，敏感个人资料一旦泄露可能对本人权益造成较大影响。

□ 本人同意太平证券 (香港)有限公司按照本授权同意所载目的和方式向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地区传输本人的个人资料。
Signature of Client 客户签署：
Please use the signature(s) field with our company 请用留存与本公司之签名式样

Client Name 账户名称：
Client Number 账户号码：
Date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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