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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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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生綜合大中型股指數，成為滬港通可投資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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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期貨的防止實物交收風險

買賣盤種類

售客戶提供包括企業融資、經紀業務、資產管理、固
務。海通國際擁有完善及國際標準的風險管理體系，

合約平倉次序
期貨賬戶外幣兌換及資金調撥安排

本地期貨及期權合約

份代號：600837.SH，6837.HK) 的全資附屬公司。
海通國際致力為超過19萬全球及本地企業、機構及零

款項存入
款項提取

期貨及期權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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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並為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證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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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網上交易」登入
「期貨至尊寶」及「SPTrader Pro HD」流動版
期貨交易登入

款項提存

號：665.HK) 是一家立足香港，面向全球的國際金融
母公司海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於2007年成立及註冊於

親身開戶
郵寄開戶
加開期貨賬戶

賬戶啟用及密碼設定

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有限公司 (「海通國際」，股份代

（Japaninvest Group plc），構建了涵蓋香港、紐
約、倫敦、東京等全球主要資本市場的金融服務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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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錄

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有限公司

交易途徑

海通國際期貨有限公司為投資者提供多元化之本地及

電子服務及經紀人服務

海外期貨、期貨期權合約買賣服務。 期貨及期權合約

客戶開立了海通國際期貨交易賬戶後，便可以透過經

大多在交易所買賣，目前世界最大的期貨交易所是芝

紀人或網上進行期貨合約交易，惟個別海外市場的

加哥商品交易所(CME)、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及

期貨合約只能致電經紀人或本公司24小時交易熱線

倫敦金屬交易所(LME)。亞洲最大的期貨交易所位於東

(852) 2213 8333進行買賣，詳情請參考海通國際網站

京、香港和新加坡。投資者可以透過期貨合約買賣對

www.htisec.com「期貨至尊寶」有關電子交易產品

沖價格風險、轉換或分配資產及或獲取收入。

(環球期貨) 部分。

「期貨網上交易」及「期貨至尊寶」

海通國際期貨交易賬戶主要提供服
務範圍包括:

海通國際期貨客戶都可以免費使用本公司的「期貨網

本地期貨及指數期權交易

際主頁www.htisec.com登入之本地指數期貨及期權交

上交易」及「期貨至尊寶」交易平台進行期貨交易。
「期貨網上交易」是不需要下載軟件，直接從海通國

• 恆生指數期貨

易平台。此交易界面並不提供即時報價，如客戶需要

• 小型恆生指數期貨

可以透過海通國際綜合網上服務選購網上期貨報價計
劃。

• H股指數期貨

「期貨至尊寶」是需要預先下載並安裝的交易軟件，

• 小型H股指數期貨

此軟件可交易本地指數期貨及期權以及指定之海外期

• 恆生指數期權

貨合約，並免費提供該等合約的即時報價 (交易所規定

• 小型恆生指數期權

需收費除外)，詳情請參考海通國際網站www.htisec.

• H股指數期權

com有關「期貨至尊寶」電子交易產品 (環球期貨) 交

• 小型H股指數期權

易指南部分。
如需訂閱海外市場需收費之行情服務，可聯絡經紀人

海外期貨交易

或客戶服務部。

• CBOT, CME, EUREX, LIFFE, SGX, OSE, NYBOT
		 及KSE的指數期貨

海通國際「SPTrader Pro HD」流動版期貨交易
全新推出海通國際SPTrader Pro HD流動版期貨交易

• CME貨幣期貨
• CBOT, TSE, SGX, CME及EUREX的債券期貨
• COMEX, LME及NYMEX金屬期貨

(iOS/Android應用程式)，讓你隨時隨地捉緊每個投資
良機。請即免費下載 iOS/Android 應用程式，親身體
驗快人一步的期貨期權投資先機。有關詳情，請參考

• NYBOT, CBOT, CME, LIFFE及KLSE農產品期貨

海通國際網站之經紀業務→交易平台→期貨及期權→

• NYMEX及IPE能源期貨

海通國際SPTrader Pro HD流動版期貨交易部分。

有關更多本地/海外期貨及期權產品詳情，請參考本公
司網站：www.htis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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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合約買賣是定性為高風險投資，客戶必須確保
已了解期貨合約買賣的特性，仔細權衡閣下的投資
經驗、目標、財務狀況及風險承擔能力後方作投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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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賬戶及服務範圍

期貨賬戶及服務範圍

期貨賬戶

親身開戶
客戶可於辦公時間內帶同有效的身份證明文件，如有
效之香港身份證或有效護照，連同最近三個月內的個
人住址證明 (公用事業賬單/銀行月結單) 和提供至少
一個指定銀行戶口 (不論香港或海外銀行戶口) 以作提
款之用 <。親臨海通國際各分行辦理開戶手續。

3. 個人支票須由香港持牌銀行開立的賬戶所簽發的港
元支票。
4. 請注意本公司可要求閣下提供額外的資料及文件作
為身份核實及開戶用途。
< 客戶須提供指定銀行戶口之銀行結單、存摺或自動櫃員機提款
卡副本 (文件須為完整並清楚顯示客戶名稱、銀行名稱及銀行
賬戶號碼) 以作核實。

加開期貨賬戶

郵寄開戶

如客戶本身已在海通國際開立了證券交易賬戶 (及或

客戶需要填妥「客戶資料表」及「賬戶開立表格」，

杠桿外匯、貴金屬交易賬戶)，則可透過海通國際網站

連同以下文件郵寄至香港德輔道中189號李寶椿大廈

www.htisec.com下載有關賬戶開戶文件，填妥並簽署

22樓客戶服務部：

後連同身份證明文件副本郵寄至客戶服務部，見證人

• 個人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如有效之香港身份證及/或

可以豁免。客戶服務主任在收到有關文件後會安排負

有效護照)
• 核實住址之文件 (如最近三個月之公用事業賬單、
銀行月結單)
• 開戶按金最少為港幣一萬元，必須為申請人之個人
支票，抬頭為「海通國際期貨有限公司」*；

責經紀人致電閣下確認開戶程序。
歡迎閣下隨時瀏覽海通國際網站www.htisec.com查
詢有關資料，或致電客服熱線(852) 3583 3388 / (86)
755 8266 3232，或發送電郵至csdept@htisec.com
查詢。

• 由僱用申請人公司的合規監察部門發出之開戶同意
書 (如申請人或申請人僱主為持牌人士或持牌機構)
(本公司不提供雙份結單服務予申請人以及其僱主，
故不會接納有雙份結單服務要求之同意書)
• 必須提供至少一個指定銀行戶口 (不論香港或海外
銀行戶口) 以作提款之用 <。
*註：
1. 申請人簽發的支票上的簽名，必須與開戶文件上的
簽名相符。支票須載有該客戶在身分證明文件上所
顯示的姓名。有關支票兌現後，方為成功開戶。支
票的目的為檢查核實身份，賬戶一經開啟，可以提
取支票的金額。
2. 如申請人未能提供支票，申請人可選擇以註冊公證
人、執業律師或執業會計師等作開戶見證，證明人
必須在所有文件的複本上簽署並寫上日期 (在下方
以大楷清楚列示其姓名)，並於當中清楚註明其職位
或身份。證明人必須說明該複本文件為正本文件的
真確複本 (或具類似效力的字詞) 並將有關開戶文件
連同見證人之名片寄回本公司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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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戶方法及所需文件

開戶方法及所需文件

開戶方法及所需文件

款項提存

當客戶填妥開戶文件後，本公司將會大約三個工作天

款項存入

內批核及開通有關賬戶。當賬戶正式開通後，本公司
會以郵寄或電郵方式 (如客戶有登記電郵地址) 發出一
封「賬戶啟用通知書」予客戶。另外，本公司會以郵
寄或手機短訊或電郵通知客戶網上服務登入名稱及短

款項提存

賬戶啟用及密碼設定

賬戶啟用及密碼設定

本地轉賬
客戶可利用任何轉賬方法，如現金、支票、各種個人
理財方法存入款項至下列銀行賬戶：

訊激活碼或密碼。

海通國際期貨有限公司指定銀行戶口資料如下

「期貨網上交易」登入
港幣賬號

美元賬號

恒生銀行

262-152200-001

280-4-725683

滙豐銀行

502-040850-001

502-040850-274

新客戶可以通過短訊激活碼到海通國際網站www.
htisec.com登入「期貨網上交易」→激活碼登入→輸
入登入名稱和短訊激活碼→回答密碼問題→設定6-8
位英文加數字組合的新密碼，或直接使用收到的郵寄
密碼直接登入系統。因逾期或操作失誤導致激活碼失
效，請致電客戶服務主任獲取新的激活碼。
「證券網上交易」、「外匯網上交易」或「期貨網上
交易」三者的登入名稱和密碼是一致的。現有證券交
易客戶或杠桿外匯交易客戶只需以證券/外匯網上交易
之登入名稱和密碼登入「期貨網上交易」即可。

「期貨至尊寶」及「SPTrader Pro HD」流動
版期貨交易登入
「期貨至尊寶」及「SPTrader Pro HD」會在賬戶開
通之翌日生效，登入名稱及密碼會以電郵或信件通知
客戶。客戶需要事先到海通國際網站下載最新版「期
貨至尊寶」軟件或上App Store/Google Play/安卓市

中銀(香港) 012-875-00327716
渣打銀行

012-875-9-233667-4

447-066-7799-7

-

電匯
客戶如要從海外匯入資金到海通國際期貨有限公司，
可以通過境外銀行以電匯形式匯入，所需時間和費用
視乎銀行而定，一般需時2至3個工作天。本公司接受
客戶匯入港幣或美元，惟客戶必須存入對應的銀行賬

場/百度手機助手搜尋「SPTrader Pro HD」免費下

戶，如果以美元存入本公司的港幣戶口，外幣會以當

載。有關「期貨至尊寶」使用詳情，請參考本公司網

日的匯率轉換成港幣。

站「期貨至尊寶」之系統使用指南。有關「SPTrader
Pro HD」使用詳情，請參考海通國際網站之「海通國
際SPTrader Pro HD流動版期貨交易」部分。
注意：「期貨至尊寶」及「SPTrader Pro HD」的
登入名稱及密碼是一致的，但與「期貨網上交易」不
同，如有疑問請致電客戶服務主任查詢。
*重要警告：登入名稱、密碼及短訊激活碼是代表
客戶身份的重要私人資料，請妥善保管，切勿向第
三者 (包括海通國際或海通國際證券集團的任何僱
員) 透露賬戶密碼及短訊激活碼，本公司職員在為
客戶服務時並不需要客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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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人名稱：

海通國際期貨有限公司「Haitong International Futures Limited」

銀行名稱

銀行地址

港元賬號

Swift code

滙豐銀行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香港皇后大道中1號
1 Queen's Road Central,
Central District, Hong
Kong.

502-040850-001

HSBCHKHHHKH

中國銀行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香港花園道1號中銀大廈
Garden Road 1, Central
District, Hong Kong.

012-875-00327716

BKCHHK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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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網上證券交易賬戶轉賬到期貨賬戶

1. 必 須 在 銀 行 的 支 付 系 統 、 網 上 銀 行 、 櫃 檯 、 自 動

➢ 客戶可致電客戶服務主任通知將證券賬戶之資金調
到期貨賬戶。

櫃員機、現金存款機、支票存款機等備註欄輸入
11位海通國際賬戶號碼(例：01-XXXXXXX-00)或
客戶名稱，並將存款/轉賬憑證副本電郵到客戶服
務部：csdept@htisec.com或傳真至(852) 2877

➢ 已經開通網上證券交易賬戶的客戶可以透過網上轉
賬將資金從證券交易賬戶調到期貨交易賬戶。(如圖
所示)

2199。如客戶未有按以上要求輸入賬戶號碼或客戶
名稱，必須根據要求提交附有客戶簽署之存款/轉賬
憑證副本至本公司。如客戶未按上述要求將其存款/
轉賬憑證正確及時提交到海通國際，客人賬戶購買
能力將無法更新，客戶亦可能無法避免強制平倉行
動，因此產生的後果或造成的損失將全部由客戶自
行承擔。本公司亦有權要求客戶出示其他證明文件
以供核對客戶的存款或轉賬。有關存款/轉賬憑證
要求詳情，請參考本公司網頁http://www.htisec.
com/zh-hk/fund-deposit
2. 支 票 / 本 票 抬 頭 或 收 款 人 名 稱 請 寫 上 「 海 通 國 際 期
貨有限公司」或「Haitong International Futures
Limited」
電子繳費服務
海通國際期貨為您提供最多元化的電子繳費渠道，配
合廣泛的銀行網絡，盡享即時轉賬繳費之方便。

商戶編號：0028
賬單類別：02期貨
賬戶編號：頭11位數字戶口號碼
( 例如戶口號碼 : 01-0076447-00
請輸入01007644700 )

款項提取
如何發出提款及匯款指示
客戶如欲提取期貨賬戶內之資金，可於星期一至五
(公假期除外) 下午二時前向本公司發出提款指示 (如需
匯款，請於中午十二時前通知本公司)，下午二時後收
到的提款指示 (中午十二點後收到的匯款指示) 將留待
下一個工作日處理。
提款和匯款指示的內容須包括客戶的姓名、賬戶號
碼、提款金額、收款人姓名、收款銀行名稱、收款銀
行分行地址 (匯款適用) 及收款銀行賬號。
請注意： 收款人姓名必須與客戶在海通國際所登記的
相同。
當日平倉合約所釋放之保證金及盈利需於翌
日才可提取。
客戶可選擇以下任何一種途徑向本公司發出提款/匯款
指示：
1. 客戶服務主任

商戶編號：0028

客戶可致電客戶服務主任安排相關的款項提取服務。

賬單類別：02期貨
賬戶編號：頭11位數字戶口號碼
( 例如戶口號碼 : 01-0076447-00
請輸入01007644700)

有關更多款項存入方法，請參考本公司網站：
http://www.htisec.com/zh-hk/fund-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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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戶資金提取及轉戶通知書
提交簽妥的客戶資金提取及轉戶通知書，表格可
在海通國際網站www.htisec.com之「客戶服務」內
下載，填妥後可傳真到 (852) 2877 2199或電郵至
csdept@htis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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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項提存

款項提存

注意：

期貨及期權合約

提取款項均會於提款指示發出後以劃線支票給予客

每種期貨及期權合約均有其合約細則，客戶在買賣前

戶，客戶可選擇：

應先了解其所有細則，包括：相關指數或產品、合約

1. 由本公司代客戶將支票存到客戶銀行戶口。

乘數、合約月份、立約成價、立約價值、最低價格波

2. 客戶預約並親赴客戶服務中心或分行提取支票*。
* 需 於 提 款 指 示 上 註 明 方 會安排

幅、持倉限額、交易時間、交易方法、最後交易日、
最後結算日、結算方法等。客戶可於香港交易所或其
他相關交易所網頁查詢有關期貨及期權的合約細則，
或致電客戶服務主任 (852) 3583 3388 / (86) 755

匯款客戶注意事項

8266 3232查詢。

1. 本公司可免費將客戶之提款金額以港幣、澳元、加

合約平倉次序

元、英鎊、日圓、新加坡元或美元匯至客戶於內地
或海外的銀行戶口，我們會以當日匯率計算匯款。
2. 本公司不能代客戶將提取款項兌換人民幣匯到內地
的銀行賬戶。
3. 匯款前請先向收款銀行查詢並確認可以接收從本公
司匯出的款項，以及是否需備註款項用途客戶需承
擔因匯款被退回所洐生的任何費用。匯款銀行會就
每宗匯款收取手續費，本公司將預先從提取款項中
扣除有關手續費 (手續費以電匯時銀行收取的金額
為準)。

若客戶持有多於一張期貨合約，平倉次序為：1) 即日
開倉合約→ 2) 最早開倉合約→ 3) 上日開倉合約
(例如：客戶倉內持有4張期指合約好倉，開倉日期分
別為︰即日、上日、上星期及上月。客戶於即日沽出2
張期指平倉，本公司所選取的平倉合約為：即日及上
月的2張期貨合約，客戶倉內將仍然持有上日及上星期
開倉的期貨合約。)

期貨賬戶外幣兌換及資金調撥安排
為確保客戶的期貨賬戶在相關的市場 (香港或海外) 持

4. 款項到賬時間需視乎收款國家及收款銀行而定。如

有足夠的持倉保證金以符合監管機構要求，及為支付

果匯款到內地銀行賬戶，一般由匯出當日起計約3-7

賬戶內因浮動虧損而引致的結欠金額，現時如客戶之

個工作天。

期貨賬戶出現負結存，本公司會為客戶安排兌換及於
市場調撥款項以支付欠款。
有關賬戶外幣兌換及資金調撥安排詳情，請參考本公
司網頁「客戶服務」之「常見問題」- 期貨及期權交易
部分。
有關更多期貨及期權交易產品及服務詳情，請參考本
公司網站：
http://www.htisec.com/zh-hk/products-andservices/futures-and-options
有關更多期貨及期權交易常見問題，請參考本公司網
站：http://www.htisec.com/zh-hk/faq期貨及期權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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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及期權合約

款項提存

收取提款的途徑

海外期貨及期權合約

本地期貨及指數期權產品包括：

海外期貨合約交易

• 指數期貨及期權
• 股票期貨
• 利率期貨
• 貨幣期貨
• 商品期貨
有關本地期貨及指數期權合約交易細則及交易時間，
請參考本公司網站：
http://www.htisec.com/zh-hk/local-futures-andoptions。

透過海通國際期貨交易賬戶，客戶可以投資全球主要
期貨交易市場各種期貨產品，包括指數期貨、貨幣期
貨、債券期貨、金屬期貨、能源期貨及其他商品期貨
等，部分熱門的產品已可透過網上進行交易。

海外期貨的防止實物交收風險
• 「期貨至尊寶」和期貨交易手機應用程式之交易
系統提供的海外期貨產品包括現金交收及實物交收
(Physical Delivery)，由於海通國際不會替客戶作
期貨實物交收安排，客戶必須在本公司指定期限前
平倉或轉倉，否則該合約將被強制性平倉^，以防
止實物交收風險。
• 每種實物交收期貨於強制平倉期限前均可透過網上
交易系統和經紀或交易部*進行平倉或轉倉。
• 如該合約的第一通知日(First Notice Day)早於最
後交易日(Last Trading Day)，於第一通知日(First
Notice Day)前兩個工作天起，客戶於網上交易平台
只可進行平倉或轉倉。
• 如該合約沒有第一通知日，於最後交易日(Last
Trading Day)前一個工作天起，客戶於網上交易平
台只可進行平倉或轉倉。
• 如該合約的最後交易日(Last Trading Day)早於
第一通知日(First Notice Day)，於最後交易日(Last
Trading Day)前一個工作天起，客戶於網上交易平
台只可進行平倉或轉倉。
• 所有持長倉之客戶必須於該合約的第一通知日
(First Notice Day)之前兩個工作天或最後交易日
(Last Trading Day)之前一個工作天（以較早日子
適用）收市前三小時或之前透過任何交易渠道將相
關長倉平倉或轉倉，否則該長倉倉位會於該時間後
之任何時間以市價進行強制平倉^，而客戶不能對
成交價格有任何異議，同時客戶提交之未能成交的
平倉訂單亦會被強制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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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期貨及期權合約

本地期貨及期權合約

本地期貨及期權合約

Trading Day)之前一個工作天收市前三小時或之前
透過任何交易渠道將相關倉位平倉或轉倉, 否則該
短倉倉位會於該時間後之任何時間以市價進行強制
平倉^，而客戶不能對成交價格有任何議，同時客
戶提交之未能成交的平倉訂單亦會被強制取消。
• 客戶須在上述提及有關產品強制平倉期限當天的收

買賣盤種類
競價盤
此類買賣盤是市場盤的一種，但只可於開市前交易時
段內執行單一價格競價。交易毋須設定限價，將以市
場上的「參考平衡價格」進行配對。而未能成交的餘
額會取消或是換成為限價則視乎該交易所的規定 。
限價盤

權於任何時間以市價把未平倉合約進行強制平倉^，

設有價格限制的交易盤，即限定某一價位買入或賣出
某種期貨產品。

同時本公司亦會代客取消任何未成交的平倉訂單。

條件指示盤

市前三小時進行平倉或轉倉。該時間後本公司則有

• 於第一通知日(First Notice Day)前兩個工作天起，
客戶可以透過經紀或交易熱線下單開立新短倉。

當市場報價到達或超越某個水平時，條件指示盤隨即
觸發成買入或沽出。一般條件指示盤包括：

但相關短倉的平倉期限必須在最後交易日(Last

限價止損

Trading Day)之前一工作天。

買入指示： 當市場報價高於或等於止損價格，買入指
示將被遞交至交易市場。

* 凡不是以「期貨至尊寶」作電子下單的海外期貨交
易，包括透過經紀或交易部電話下單進行之海外期
貨交易，均以經紀佣金計算。

賣出指示： 當市場報價低於或等於止損價格，賣出指
示將被遞交至交易市場。

^ 強制平倉之交易會以經紀佣金計算。

升市觸發： 如果市場報價高於或等於觸發價格，買賣
指示便會提交給市場進行對盤或輪候對
盤。

有關更多海外期貨及期權合約細則及網上最後交易日

跌市觸發： 如果市場報價低於或等於觸發價格，買賣
指示便會提交給市場進行對盤或輪候對
盤。

期，請參考本公司網站：http://www.htisec.com/zhhk/global-futures。

由於手機應用程式SPTrader Pro HD和「期貨至尊
寶」對於止損的價格設定有不同限制。詳情請參考本
公司網站「常見問題」- 期貨及期貨交易問題 -「期貨
至尊寶」。
注意事項：
條件指示盤指示只即日有效，依據不同的市場之收市
時間為準。收市後，系統會把未觸發的條件指示盤取
消。另外，在進行日結作業前 (冬令時間每天上午七時
正/夏令時間每天上午六時正)，未觸發之條件指示/止
蝕盤也會由系統於日結作業前自動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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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盤種類

海外期貨及期權合約

• 所有持短倉之客戶必須於該合約的最後交易日(Last

1. 限價止損/ 升市觸發/ 跌市觸發指令的觸發價格是據
市場成交價格而定。若該期貨產品的流通量低，即
使該產品在其他市場因價格波動而觸及觸發價，期
貨市場可能因沒有成交價而未能滿足觸發條件；即
使有成交價，在觸發後送出市場亦有機會因買賣盤
疏落而未能成交或被拒絕而達不到止賺/止蝕效果。
2. 就部份市場 (包括OSE, TOCOM, SGX, LME)，限
價止損的條件指示盤會被發送到交易所以Stop Loss
Limit Order (交易所盤種) 儲存及由交易所負責其
觸發的監控。即使未被觸發的限價止損盤，期貨至
尊寶內所顯示的訂單狀態會被列為“工作中”。(請
注意：部份交易所不允許更改工作中的Stop Loss

按金要求
客戶在買賣期貨或期權合約前，戶口必須有足夠結餘
以支付交易所不時規定的基本按金要求。如戶口內
同時持有不同組合的香港期貨或期權合約，有關總持
倉的按金要求將會使用香港交易所的「標準組合風險
分析」(SPAN) 按金計算方法計算。「標準組合風險
分析」計算方法在計算組合倉位所需按金時，會考慮
戶口內持有的期貨及期權合約組合的整體風險而釐訂
所需按金。此計算方法會因風險組合而對銷部份按
金要求，故整體客戶所須付之按金可能會因而減少。
(有關期指或期權的按金資料可參閱香港交易所網頁
http://www.hkex.com.hk/tradinfo_c.htm)。

Limit Order，客戶需要先刪除原來的指示盤，再重

所有海外期貨產品交易的保證金計算均以全數期貨保

新下單)。而除此以外的市場的限價止損，及全部市

證金要求計算*，並非以 SPAN公式計算，而保證金將

場 (不支持的市場除外) 的升市觸發/跌市觸發的條

以基本保證金要求計算，維持保證金相等於基本保證

件指示盤，在未被觸發時，期貨至尊寶內所顯示的

金。

訂單狀態則為“等待中”。

客戶必須有足夠的購買力 (即可用保證金) 才可開新

系統會根據該條件指示盤能否被相關交易所接納而

倉。 系統會為每一個戶口設定一個最高保證金限額，

決定客戶能否下單成功，若該條件指示盤為非交易

此乃賬戶的持倉上限，用作風險管理。如閣下戶口有

所可接受的指示，該下單指示將會被拒絕。本地期

足夠購買力，但下單指令導致總保證金金額超過「最

貨產品的則不受此限制。

高保證金」之金額，該下單指令會被拒絕。如欲調整
最高保證金限額，請向閣下經紀查詢。

免責聲明：
倘基於任何原因 (包括但不限於電腦，電子系統或設備
出現的故障或錯誤) 導至本行延遲執行、部分執行、未
能執行限價止損/升市觸發/跌市觸發訂單，對客戶因
而衍生的任何虧損、損失或開支，及相應之虧損、損
失及開支，本行恕不負責。

* 有關具體期貨合約的按金要求，請致電閣下的經紀人
查詢或瀏覽我們的網站http://www.htisec.com/zhhk/global-futures 有關電子交易部份產品的按金水
平要求。

追加按金及強制平倉
所有未平倉期貨及期權合約均會被計算盈虧，如客戶
戶口內之結餘低於有關交易所不時規定的維持按金要
求，客戶便須補倉，以繼續維持持倉。如果客戶沒有
在規定時間前補足保證金，本公司會根據市況替客戶
平掉部份或全部倉位，以確保賬戶有足夠的流動性。
請注意在實況極端波動下，本公司保留不通知客戶就
作出強制平倉維持戶口流動性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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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金要求

買賣盤種類

觸發機制及注意事項：

賬戶的維護

客戶買賣指令成交後，本公司會儘快將成交結果內容
與客戶確認。使用網上交易服務之客戶，可點擊「交
易狀況」查核有關資訊；而使用經紀人服務落盤之客
戶，經紀人會致電 (或以其他訂明於合約內的方式) 客
戶回復成交結果。為保障客戶利益，客戶落盤後，請
主動於網上查核交易指令狀況，或在有需要時致電經
紀人查核。

更改個人資料
網上更改（僅適用同時持有證券賬戶的客戶）
若需更改住宅電話 (不包括手機號碼)、辦公室電話、
傳真號碼、通訊地址及戶口結單收取方式，客戶可登
入「證券網上交易」→更改設定→更改資料處更改 (僅
適用於個人客戶)。透過「證券網上交易」更改個人資
料後，期貨賬戶的資料亦同步更新。

買賣記錄及賬戶活動匯報
本公司會提供賬戶日結單及月結單予客戶作買賣記錄
及賬戶活動匯報，而日結單及月結單均預設以郵寄方
式投遞至客戶登記地址。本公司另有電子易結單服務
供客戶選擇，有關如何登記使用電子結單服務，請參
考本公司網頁之常見問題或致電客戶服務主任(852)
3583 3388或(86) 755 8266 3232查詢。
日結單： 客戶在買賣期貨/期權合約、提存款項或進行
其他賬戶活動後，本公司會在翌日編印日結
單予客戶。
月結單： 月 結 單 是 總 結 賬 戶 在 該 月 份 的 期 貨 / 期 權 合
約買賣、款項提存或其他賬戶活動的記錄匯

郵寄/傳真/電郵
客戶亦可填寫「更改資料及易結單服務表格」（可
於本公司網站之客戶服務 -「表格下載」部份下
載，填妥後請郵寄/傳真(852-2530 1689)/電郵
csdept@htisec.com給我們處理。

報。本公司一般會在每月的第一個星期編印
月結單予客戶。
賬戶結單是記錄及匯報客戶賬戶活動的重要文件，
客戶在收到結單後應儘快查核。如客戶對結單
上的內容有疑問或未能按時收取結單，請致電
(852) 3583 3388或(86) 755 8266 3232與本公司
聯絡。

親身辦理
客戶亦可親自前往海通國際各分行辦理更改個人資料
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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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戶的維護

成交確認及賬戶活動匯報

成交確認

客戶如遺失或忘記登入名稱或網上登入密碼，可致電
聯絡本公司客戶服務主任安排重新設定。客戶未能
使用網上服務期間，歡迎使用經紀人服務處理買賣事
宜。

網上重設密碼功能

(只適用於個人及聯名網上登入帳戶)

電話
香港

：(852) 3583 3388

內地

：(86) 755 8266 3232

24小時交易熱線 ：(852) 2213 8333 (環球市場交易服務)
傳真

：(852) 2530 1689

電郵

：csdept@htisec.com

信函
郵寄至： 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德輔道中189號李寶椿大廈22樓
客戶服務部收

然後，客戶閱讀及明白「風險披露聲明」後，請按
「我接受」進入「步驟一」
步驟一： 輸入網上交易登入名稱，然後按「下一步」。

辦事處及各分行聯絡資料
客戶可到本公司網頁
http://www.htisec.com/zh-hk/contact-us/
brokerage-and-margin-financing查閱辦事處
及各分行聯絡資料。

聲明
步驟二： 當正確地回答所有核證問題後，再按「下一
步」。
步驟三： 確定重設密碼方法，郵寄新密碼 或 收取「短
訊激活碼」(聯名戶口只能郵寄新密碼)，之後
按確定。如選擇收取「短訊激活碼」，收到
短訊後，可到「激活碼登入」，以激活碼重
設密碼。

• 此期貨買賣須知只供參考，海通國際期貨有限公司保
留隨時修訂此備忘錄之權利，而無須作事先通知。

• 部分收費由香港政府、香港結算所有限公司或香港交
易所有限公司釐定及徵收，如有調整，恕不另行通
知。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於辦公時間致電本公司客戶服
務部(852) 3583 3388 / (86) 755 8266 3232或分
行查詢。此外，如客戶對本公司服務有任何意見，
歡迎於辦公時間致電本公司投訴熱線，電話：(852)
2801 6128或電郵：csdept@htisec.com。
2016年12月編制

註： 若客戶從未啟動過賬戶或多次輸入密碼錯誤導致賬戶已鎖定
則無法透過網頁重設密碼，需致電我們的客服主任要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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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 明

客戶如忘記網上登入密碼，可到本公司的網頁
www.htisec.com自行設定重發激活碼。客戶可在公司
網頁「客戶登入」的部份，按下「忘記密碼」。

聯絡海通國際

聯絡海通國際

忘記登入名稱或網上登入密碼

忘記登入名稱或網上登入密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