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費用及合約細則
交易帳戶貨幣
美元

交易費用
網上交易佣金:

美元 25/單邊 1 手 (標準收費)或面議

電話交易佣金:

以網上交易佣金美元$25 單邊為基礎，另加美元$10(只限平倉)(網上交
易平台出現故障客戶不能進行平倉狀況除外)

利息:

參照市場水準調節

交易保證金規則
杠杆交易倍數:

最大 20 倍

開倉保證金:

最低合約單位貨幣5%

維持保證金:

合約單位貨幣 3% 未平倉合約

最低補回保證金水準: 合約單位貨幣 5%
強行平倉保證金水準: 合約單位貨幣≦ 1%

交易合約規則
合約單位:

1 手 = 100,000 基礎貨幣

每口價格最低合約單位: 0.1 手 = 10,000 基礎貨幣
每口價格最高合約單位: 10 手 = 1,000,000 基礎貨幣

地址: 九龍尖沙咀海港城港威大廈 2 座 28 樓
電話: +852 3719 9733
傳真: +852 3719 9777

存款
轉帳

透過銀行櫃檯、網上銀行或電話銀行轉帳。

支票

郵寄支票親臨金道投資中心提交支票，
或將支票直接存入指定收款銀行。
支票抬頭為「金道投資（香港）有限公司」
」
郵寄地址： 金道投資（香港）有限公司－客戶服務部九龍尖沙咀海港城
港威大廈2 座28 樓
(注:

收款銀行未確認款項交收完成，客戶帳戶將不會顯示存款於結單上，
但本公司會以電郵確認收取支票。)

現金

透過銀行櫃檯以現金存款，存入後必須將銀行存款收據傳真或電郵至本公
司作核實。

電匯

匯款人透過匯款銀行，匯款至收款人的銀行帳戶。詳情請查閱電匯流程。
手續費詳情請向有關銀行查詢。

本地銀行跨行轉帳

透過銀行櫃檯或網上銀行跨行轉帳。
手續費詳情請向有關銀行查詢。

*客戶須以本人名義存款，本公司並不接受任何第三者存款。
*只接受美元存款
*客戶須在入數紙上填上賬戶號碼、電話號碼和簽署，然後電郵至 cs@gwtrade.hk

遞交通知 請以下列任何一種方式提供存款詳細資料或提交存款收據給我們：
槓桿式外匯: 請以電郵或傳真通知存款
下載存款通知書，填妥後傳真至3719 9777 或電郵至cs@gwtrade.hk 給我們。
致電客戶服務熱線3719 9733（香港）／400 120 9280（國內）
。
親臨金道投資(香港)有限公司-客戶服務部 (位址：九龍尖沙咀海港城港威大廈 2 座28 樓)。
存款到賬
所有存款請於交易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透過以下方式發出存款指示:
• 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3719-9733(香港) / 400-120-9280 (國內)
• 下載存款通知書，填妥後傳真到 852-3719-9777 或電郵給客戶服務部( cs@gwtrade.hk )
• 親臨金道投資(香港)有限公司-客戶服務部(不接受現金)。
*逾時將留作下一個交易日處理
附注：若客戶以支票形式存入，必須待支票兌現後方可進行買賣。而對於不同的存款方式，由於銀
行的處理時間並不一致，
因此本公司收到款項的時間會有所不同，
故閣下買貨時必須留意該筆款項
是否已更新至帳戶內。
地址: 九龍尖沙咀海港城港威大廈 2 座 28 樓
電話: +852 3719 9733
傳真: +852 3719 9777

收款銀行資料
銀行名稱
銀行地址

中國銀行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Limited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 60 號
60 Canton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銀行帳號

012-875-0-804336-0 (USD 美元)

收款人名稱
（支票抬頭） 金道投資（香港）有限公司
Goldenway Investments (HK) Ltd.
收款人地址

九龍尖沙咀海港城港威大廈2 座28 樓
28/F, Tower 2, The Gateway, Harbour City, Tsim Sha Tsui, Kowloon

國際匯款代碼
匯款附言

BKCHHKHHXXX
(由本公司指示存入的客戶帳號)

取款
遞交通知 客戶可選擇由本公司將款項存入登記銀行帳戶或親臨金道投資中心提取支票。
請以下列任何一種 方式向我們提出提款通知：
槓桿式外匯:

請以電郵或傳真通知提款

下載提款申請書 ，填妥後傳真（852 3719-9777）或電郵（cs@gwtrade.hk）給我們。
致電客戶服務熱線3719-9733（香港）／400 120 9280（國內）
親臨金道投資(香港)有限公司-客戶服務部 (位址：九龍尖沙咀海港城港威大廈 2 座28 樓)
提取款項
所有提款請於交易日上午十時半前*透過以下方式發出提款指示:
• 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3719-9733(香港) / 400-120-9280 (國內)
• 下載提款通知書，填妥後傳真到 852-3719-9777 或電郵給客戶服務部( cs@gwtrade.hk )
• 親臨金道投資(香港)有限公司-客戶服務部。
*逾時將留作下一個交易日處理
*所有經電匯存款或提款產生的銀行費用將由客戶承擔(有關確實的銀行收費，請直接咨詢銀行)。

地址: 九龍尖沙咀海港城港威大廈 2 座 28 樓
電話: +852 3719 9733
傳真: +852 3719 9777

電匯指引 電匯是匯款人將一定款項委託匯款銀行（匯出行）
，通過電報、電傳或環球銀行間金融電訊
網路 方式匯款至收款人的銀行代理行（匯入行）
，指示匯入行向收款人支付一定金額的一種匯款方式。
電匯存款安全可靠，
全球通行，
適用於國內客戶匯款到本公司進行交易。
銀行會收取電匯手續費， 詳情
請向有關銀行查詢。
銀行櫃檯電匯流程
第一步:
攜帶個人身份證到銀行櫃檯，索取「境外匯款申請書」。
第二步

地址: 九龍尖沙咀海港城港威大廈 2 座 28 樓
電話: +852 3719 9733
傳真: +852 3719 9777

A.
B.
C.
D.
E.
F.
G.
H.

選擇「電匯」 。
「匯款幣種及金額」請填上需要匯款的幣種（美元）及金額；在「其中」欄目裡，若閣下有現
匯可直接進行匯款，請在「現匯金額」裡填寫金額 。
「匯款人名稱及地址」請填寫閣下的姓名，包括英文拼音（大寫字母）及中文姓名，居住 地址；
選擇「對私」
」填上個人身份證號碼（需與出示的身份證一致）
、選擇「中國居民個人」
「收款人開戶銀行名稱及地址」
：請參考上述「存取指引」內的「收款銀行資料」
」「收款人開戶銀
行在其代理行帳號」即「國際匯款代碼」。
「收款人名稱及地址」
」請參考上述「存取指引」內的「收款銀行資料」
」。
「匯款附言」請填寫由本公司提供的客戶帳號。
「國內外費用承擔」
：請剔「匯款人OUR」意思是所有電匯費用由閣下承擔。
「申請人簽章」
」請簽名並填寫常用聯繫電話。

第三步: 辦理好電匯手續後，請保留成功存入款項之存款單據，並連同閣下之名稱及帳戶號碼電郵至
cs@gwtrade.hk 或傳真至（852）3719 9777 給本公司，客戶電匯金額到賬後，我們會馬上添加款項至閣
下的金道帳戶中，以便交易。
*客戶電匯金額到賬後，方可從帳戶提取款項。
注意事項：
本公司只接受美元存款。
各銀行的到賬時間有所不同，一般約2-10 個銀行工作天到賬。
本公司不接受第三者存款。
本公司不能保證可接獲或退回第三者存款。

地址: 九龍尖沙咀海港城港威大廈 2 座 28 樓
電話: +852 3719 9733
傳真: +852 3719 97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