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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開開戶戶程程序序  ~~  ~~  ~~  

11..  請請在在開開戶戶表表格格上上填填上上您您的的個個人人資資料料  

22..  在在開開戶戶文文件件內內包包括括印印鑑鑑卡卡上上等等印印有有「「 」」指指示示的的地地方方簽簽署署，，請請所所有有簽簽名名需需要要一一

式式一一樣樣  

33..  將將開開戶戶表表格格、、印印鑑鑑卡卡  、、身身份份證證<<正正面面及及背背面面>>、、地地址址証証明明及及銀銀行行証証明明，，拍拍照照 WWhhaattssAApppp//

微微信信或或電電郵郵至至本本公公司司  

  

WWhhaattssAApppp//微微信信  ++885522  99226622  11888888 或或 QQQQ  226688002211880011  

電電郵郵：：mmww@@eemmppeerroorrggrroouupp..ccoomm  或或  eeffggeeffgg@@mmssnn..ccoomm  

  

諮諮詢詢電電話話︰︰  香香港港  ((885522))  22557744  22222299 中中國國  ((8866))  113355  66007700  11113333  

  

詳詳情情請請瀏瀏覽覽  wwwwww..MMWW880011..ccoomm  

  
****************************************************************************************** 
 
 
 

英英皇皇金金融融集集團團  

EEmmppeerroorr  FFiinnaanncciiaall  SSeerrvviicceess  GGrroouupp  
  
EEMMPPEERROORR  VVIIPP  CCEENNTTRREE  英英皇皇尊尊貴貴理理財財中中心心  

香香港港灣灣仔仔  軒軒尼尼詩詩道道 228888 號號  英英皇皇集集團團中中心心 88 樓樓 880011 室室  

電電話話：：香香港港  ((885522))  22557744  22222299        中中國國電電話話  ((8866))  113355  66007700  11113333  

傳傳真真：：香香港港  ((885522))  22557744  11663300        中中國國傳傳真真  ((8866))  113355  66007700  22553322  

電電郵郵：：  EEFFGGEEFFGG@@MMSSNN..CCOOMM          QQQQ：：  226688002211880011  

手手機機//  WWhhaattssAApppp//  微微信信：：  9922662211888888    手手機機報報價價  wwwwww..9922662211888888..ccoomm  

縱縱橫橫匯匯海海財財經經網網站站    wwwwww..MMWW880011..ccoo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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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存款款//提提款款形形式式及及步步驟驟  

注注意意事事項項：：英英皇皇金金業業有有限限公公司司（（““英英皇皇金金業業””））  不不會會接接受受現現金金及及客客戶戶本本人人以以外外的的第第三三者者存存款款。。  

存存款款  ：：  

方方法法一一::  「「轉轉數數快快」」  

  

使使用用香香港港金金融融管管理理局局推推出出之之快快速速支支付付系系統統 FFPPSS 轉轉數數快快，，客客戶戶可可快快速速通通過過香香港港各各大大銀銀行行免免費費跨跨行行轉轉賬賬至至英英皇皇金金業業之之指指定定

銀銀行行戶戶口口，，2244 小小時時皆皆可可跨跨行行快快速速入入金金。。  

  

FFPPSS 轉轉數數快快入入金金流流程程如如下下：：  

11..  客客戶戶登登入入到到自自己己網網上上銀銀行行用用戶戶端端，，點點擊擊「「轉轉賬賬」」後後於於收收款款欄欄中中選選擇擇 FFPPSS 付付款款方方式式並並輸輸入入本本公公司司  FFPPSS  IIDD 或或公公司司名名

稱稱「「英英皇皇金金業業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EEmmppeerroorr  BBuulllliioonn  LLiimmiitteedd」」，，收收款款賬賬號號及及收收款款銀銀行行名名稱稱。。本本公公司司 FFPPSS  IIDD 列列表表如如下下：：  

  

轉轉數數快快戶戶口口  

FFPPSS  IIDD  88667700556644  ((HHSSBBCC))  

  

22..  輸輸入入轉轉賬賬金金額額（（英英皇皇金金業業  FFPPSS  IIDD 暫暫時時只只接接受受港港幣幣轉轉賬賬，，請請輸輸入入港港幣幣金金額額）），，客客戶戶還還可可在在備備註註位位置置填填寫寫需需要要入入金金的的

交交易易賬賬戶戶號號碼碼，，加加快快入入金金速速度度，，點點擊擊「「確確認認」」。。  

33..  確確認認轉轉賬賬後後，，客客戶戶需需保保留留轉轉賬賬紀紀錄錄或或相相關關憑憑証証截截圖圖  WWhhaattssAApppp//微微信信++885522  99226622  11888888 或或電電郵郵至至

eeffggeeffgg@@mmssnn..ccoomm。。需需寫寫明明姓姓名名、、交交易易賬賬號號等等資資料料。。  

44..  客客戶戶可可致致電電客客戶戶服服務務熱熱線線++885522  99226622  11888888 通通知知本本公公司司已已發發出出入入金金。。  

55..  公公司司確確認認收收妥妥款款項項後後，，交交易易平平台台資資金金將將即即時時到到賬賬。。  

  

方方法法二二::  銀銀行行入入數數  

  

客客戶戶可可以以支支票票或或電電匯匯把把款款項項直直接接存存入入英英皇皇金金業業的的指指定定銀銀行行賬賬戶戶內內。。  

  

步步驟驟一一：：  客客戶戶把把款款項項存存入入英英皇皇金金業業的的指指定定銀銀行行賬賬戶戶內內，，並並取取得得銀銀行行存存款款收收據據。。  

  

步步驟驟二二：：  客客戶戶在在銀銀行行存存款款收收據據寫寫上上客客戶戶的的姓姓名名及及交交易易帳帳號號，，然然後後以以 WWhhaattssAApppp//微微信信或或傳傳真真發發給給英英皇皇  

  
WWhhaattssAApppp//微微信信  ++885522  99226622  11888888 或或 QQQQ  226688002211880011  

傳傳真真：：885522  ––  22557744  11663300    電電郵郵  ：：EEFFGGEEFFGG@@MMSSNN..CCOOMM    

並並請請致致電電通通知知：：  885522  ––  22557744  2222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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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類別 公司名稱 銀行名稱 收款 

貨幣 

賬戶號碼 

總行客戶 

Emperor Bullion 

Limited 

英皇金業有限公司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 

HKD 848-473294-002 

USD 848-473294-201 

OCBC Wing Hang Bank Ltd 

華僑永亨銀行 

HKD 035-802-380290-002 

USD 035-802-058513-001 

Fubon Bank (Hong Kong) Ltd 

富邦銀行 
HKD 128-862-07266736 

Bank of Communications 

(Hong Kong) Ltd 

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HKD 382-532-100967202 

(轉數快戶口 FPS No. 7023583) 

USD 382-532-100966905 

跨境匯款 OCBC Wing Hang Bank Ltd  

華僑永亨銀行 

161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SWIFT Code : WIHBHKHH 

存存款款//匯匯款款附附言言：：  

帳帳戶戶姓姓名名及及 88 位位數數交交易易帳帳號號    

CClliieenntt''ss  NNaammee  aanndd  AAccccoouunntt  NNuummbbeerr 

HKD 035-802-380290-002 

USD 035-802-058513-001 

  

  

方方法法三三::  信信用用卡卡入入金金  

  

11..  於於電電腦腦交交易易平平台台中中點點擊擊入入金金，，會會彈彈出出瀏瀏覽覽器器打打開開入入金金界界面面，，輸輸入入賬賬號號、、密密碼碼、、金金額額；；  

22..  確確認認充充值值內內容容；；  

33..  輸輸入入信信用用卡卡信信息息提提交交  

 

注注意意事事項項：：  

11..  信信用用卡卡入入金金之之前前需需綁綁定定本本人人信信用用卡卡，，且且使使用用已已綁綁定定信信用用卡卡進進行行入入金金，，本本公公司司不不接接受受第第三三方方入入金金。。  

22..  信信用用卡卡入入金金因因存存在在銀銀行行收收費費，，故故收收取取入入金金金金額額 22%%作作為為手手續續費費。。  

33..  信信用用卡卡綁綁定定的的服服務務時時間間為為週週一一早早上上 88 時時至至週週六六早早上上 77 時時，，請請在在服服務務時時間間內內綁綁定定信信用用卡卡。。  

44..  信信用用卡卡入入金金的的服服務務時時間間為為週週一一至至週週日日每每天天 2244 小小時時無無間間斷斷運運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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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存款款注注意意事事項項：：  

  客客戶戶必必須須遵遵守守開開戶戶文文件件內內之之所所有有條條文文細細則則，，包包括括接接受受以以港港元元或或美美元元作作為為帳帳戶戶的的交交收收貨貨幣幣；；  

  所所有有有有關關合合約約及及交交易易均均以以美美元元為為帳帳戶戶的的計計算算單單位位，，並並以以美美元元為為單單位位顯顯示示在在客客戶戶結結單單上上。。  

  當當帳帳戶戶結結算算貨貨幣幣為為港港元元時時，，  

oo  如如客客戶戶以以港港元元存存入入款款項項，，本本公公司司會會先先將將款款項項按按HHKK$$77..8800兌兌UUSS$$11..0000折折算算為為美美元元再再存存入入客客戶戶的的交交易易帳帳戶戶內內。。  

  如如客客戶戶以以美美元元存存入入款款項項，，本本公公司司會會先先將將款款項項按按當當時時銀銀行行匯匯率率((註註一一))轉轉換換為為港港元元再再以以 HHKK$$77..8800 兌兌 UUSS$$11..0000 折折算算

為為美美元元存存入入客客戶戶的的交交易易帳帳戶戶內內。。  

  當當帳帳戶戶結結算算貨貨幣幣為為美美元元時時，，  

oo  如如客客戶戶以以美美元元存存入入款款項項，，本本公公司司會會將將款款項項按按一一兌兌一一再再存存入入客客戶戶的的交交易易帳帳戶戶內內。。  

oo  如如客客戶戶以以港港元元存存入入款款項項，，本本公公司司會會先先將將款款項項按按當當時時銀銀行行匯匯率率((註註二二))轉轉換換為為美美元元再再存存入入客客戶戶的的交交易易帳帳戶戶內內。。  

**於於非非辦辦公公時時間間，，將將先先按按 UUSS$$11..0000 兌兌 HHKK$$77..99 計計算算，，再再按按第第二二天天營營業業日日的的匯匯率率進進行行調調整整。。  

  客客戶戶必必須須在在存存款款收收據據上上清清楚楚寫寫上上姓姓名名和和交交易易帳帳號號。。  

  如如客客戶戶以以支支票票存存款款,,  該該存存款款將將會會在在銀銀行行確確認認成成功功過過帳帳後後的的下下一一個個工工作作日日存存入入交交易易帳帳戶戶內內。。  

註註一一  ::  於於非非銀銀行行辦辦公公時時間間，，將將先先按按 UUSS$$11..0000 兌兌 HHKK$$77..77 計計算算，，再再按按第第二二天天早早上上銀銀行行辦辦公公時時間間的的匯匯率率進進行行調調整整。。本本公公司司有有權權對對當當

時時匯匯率率作作出出更更改改，，不不會會另另行行通通知知。。  

註註二二  ::  於於非非銀銀行行辦辦公公時時間間，，將將先先按按 UUSS$$11..0000 兌兌 HHKK$$77..99 計計算算，，再再按按第第二二天天早早上上銀銀行行辦辦公公時時間間的的匯匯率率進進行行調調整整。。本本公公司司有有權權對對當當

時時匯匯率率作作出出更更改改，，不不會會另另行行通通知知。。  

提提款款：：  

客客戶戶需需要要在在交交易易平平台台上上提提款款一一欄欄中中填填上上提提取取金金額額及及有有關關資資料料，，系系統統在在接接收收訊訊息息後後，，便便從從帳帳戶戶內內扣扣除除該該筆筆款款項項。。有有

關關款款項項將將會會在在大大約約兩兩個個工工作作天天，，存存入入客客人人所所指指定定的的銀銀行行戶戶口口內內。。    

  

而而聯聯名名帳帳戶戶，，聯聯名名客客戶戶亦亦需需一一併併簽簽署署，，以以便便處處理理提提款款。。  

  

注注意意事事項項：：  

  客客戶戶必必須須遵遵守守開開戶戶文文件件內內之之所所有有條條文文細細則則，，包包括括接接受受以以港港元元作作為為帳帳戶戶的的交交收收貨貨幣幣；；  

  所所有有有有關關合合約約及及交交易易均均以以美美元元為為帳帳戶戶的的計計算算單單位位，，並並以以美美元元為為單單位位顯顯示示在在客客戶戶結結單單上上。。  

  當當帳帳戶戶為為港港元元帳帳戶戶時時，，  

oo  如如客客戶戶提提取取港港元元，，本本公公司司會會先先將將帳帳戶戶內內的的美美元元結結餘餘按按 UUSS$$11..0000 兌兌 HHKK$$77..8800 折折算算港港幣幣再再作作交交收收。。  

oo  如如客客戶戶提提取取美美元元，，本本公公司司會會先先將將帳帳戶戶內內的的美美元元結結餘餘按按 UUSS$$11..0000 兌兌 HHKK$$77..8800 折折算算港港幣幣再再以以當當時時銀銀行行匯匯率率((註註

二二))轉轉化化為為美美元元作作交交收收。。  

  當當帳帳戶戶為為美美元元帳帳戶戶時時，，  

  如如客客戶戶提提取取美美元元，，本本公公司司會會將將帳帳戶戶內內的的美美元元結結餘餘按按一一兌兌一一再再作作交交收收。。  

oo  如如客客戶戶提提取取港港元元，，本本公公司司會會先先將將帳帳戶戶內內的的美美元元結結餘餘按按當當時時銀銀行行匯匯率率((註註一一))折折算算港港幣幣再再作作交交收收。。  

  客客戶戶每每次次提提款款所所需需之之銀銀行行手手續續費費均均會會從從提提款款金金額額中中扣扣除除。。  

  客客戶戶請請於於交交易易平平台台清清楚楚輸輸入入有有關關提提款款的的資資料料，，以以保保障障自自身身利利益益。。  

  英英皇皇金金業業不不接接受受現現金金提提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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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電匯匯時時間間和和銀銀行行收收費費  

由由於於各各間間銀銀行行運運作作不不同同，，匯匯款款需需時時將將有有所所不不同同，，故故本本公公司司不不會會為為客客戶戶收收取取款款項項所所需需的的時時間間作作出出任任何何保保證證。。匯匯款款所所需需

的的銀銀行行手手續續費費將將會會從從客客戶戶的的匯匯款款金金額額中中扣扣除除。。  

  

**為為保保障障客客戶戶利利益益，，網網上上平平台台提提款款並並不不適適用用於於聯聯名名戶戶口口，，聯聯名名戶戶口口持持有有人人必必須須要要填填妥妥提提款款表表格格，，雙雙方方均均需需於於表表格格上上簽簽

名名作作實實。。  

  
註一 :於非銀行辦公時間，將先按 US$1.00 兌 HK$7.7 計算，再按第二天早上銀行辦公時間的匯率進行調整。本公司

有權對當時匯率作出更改，不會另行通知。 

註二 :於非銀行辦公時間，將先按 US$1.00 兌 HK$7.9 計算，再按第二天早上銀行辦公時間的匯率進行調整。本公司

有權對當時匯率作出更改，不會另行通知。 

  

網網上上交交易易細細則則  

交交易易細細則則    現現貨貨黃黃金金((LLLLGG))  現現貨貨白白銀銀((LLLLSS))  現現貨貨港港金金((HHKKGG))  

最最少少買買賣賣差差價價  44  點點起起  44  點點起起  55  點點起起  

合合約約單單位位((每每手手))  110000  盎盎司司  22,,550000  盎盎司司  110000  兩兩  

一一般般保保證證金金要要求求    每每手手 33,,880000  美美元元  每每手手 22,,000000  美美元元  每每手手 44,,550000  美美元元  

專專業業投投資資者者保保證證金金要要求求    每每手手 11,,550000  美美元元  每每手手 22,,000000  美美元元  每每手手 22,,000000  美美元元  

最最少少跳跳動動點點  00..11  00..0011  11  

每每點點價價值值  1100 美美元元  2255 美美元元  1122..88 美美元元  

鎖鎖倉倉按按金金((每每套套))  每每手手 115500  美美元元  每每手手 115500  美美元元  每每手手 115500  美美元元  

解解倉倉按按金金((每每套套))  相相等等於於一一手手開開倉倉按按金金  相相等等於於一一手手開開倉倉按按金金  相相等等於於一一手手開開倉倉按按金金  

**所所有有買買賣賣差差價價將將按按市市場場情情況況而而調調整整改改變變  

2244  小小時時  交交易易時時間間      香香港港時時間間︰︰  夏夏令令：：  由由星星期期一一  上上午午  七七時時  至至  星星期期六六  凌凌晨晨四四時時五五十十分分  

                      冬冬令令：：  由由星星期期一一  上上午午  七七時時  至至  星星期期六六  凌凌晨晨五五時時五五十十分分  

為為確確保保提提供供更更穩穩定定的的交交易易系系統統，，於於每每天天日日結結時時，，交交易易服服務務將將暫暫停停片片刻刻，，敬敬請請留留意意。。  

交交易易時時間間將將按按國國際際市市場場假假期期而而更更改改，，更更改改通通知知將將於於本本公公司司網網頁頁內內公公佈佈。。    

電電話話交交易易    為為確確保保公公司司對對客客戶戶之之優優質質服服務務，，而而客客戶戶在在未未能能上上網網時時仍仍能能進進行行買買賣賣，，本本公公司司特特設設電電話話交交易易專專線線以以提提

供供更更全全面面的的服服務務。。由由於於公公司司電電腦腦故故障障，，暫暫時時未未能能為為網網上上客客戶戶提提供供服服務務，，因因而而使使用用電電話話專專線線之之客客戶戶，，

本本公公司司絕絕不不會會徵徵收收任任何何手手續續費費。。  為為了了不不鼓鼓勵勵客客戶戶在在電電腦腦及及網網路路正正常常的的情情況況下下仍仍選選擇擇使使用用電電話話進進行行交交

易易，，故故該該些些在在上上述述情情況況下下進進行行之之交交易易差差價價，，有有機機會會較較在在網網上上進進行行之之交交易易差差價價多多若若干干點點子子，，而而每每宗宗電電

話話單單交交易易不不足足 55 手手者者，，其其新新單單或或平平倉倉按按次次收收取取 55 美美元元手手續續費費，，客客戶戶致致電電設設置置限限價價單單或或修修改改限限價價單單，，

不不足足 55 手手者者每每筆筆交交易易按按次次收收取取 22 美美元元手手續續費費，，若若限限價價單單成成交交需需補補收收取取差差價價 33 美美元元手手續續費費，，取取消消限限價價

單單不不收收費費。。  

利利息息    日日結結時時，，客客戶戶所所有有未未平平倉倉合合約約將將會會自自動動轉轉入入下下一一交交易易日日。。  

客客戶戶戶戶口口之之未未平平倉倉合合約約所所收收取取或或支支付付之之利利息息，，均均以以入入市市時時之之成成交交價價乘乘上上合合約約單單位位計計算算。。  

客客戶戶戶戶口口之之未未平平倉倉合合約約所所收收取取或或支支付付之之利利息息，，將將參參考考當當時時市市場場及及銀銀行行之之息息率率釐釐定定，，並並於於本本公公司司網網頁頁

內內公公佈佈。。  

客客戶戶戶戶口口內內之之暫暫存存按按金金，，本本公公司司將將不不會會支支付付任任何何利利息息。。    

mailto:mw@emperor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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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港金金過過市市倉倉租租費費    每每手手每每天天 22..5566 美美元元  

保保證證金金提提示示    本本公公司司網網上上交交易易平平台台特特設設資資產產//保保證證金金比比率率提提示示，，系系統統為為客客戶戶提提供供保保證證金金提提示示，，作作為為交交易易帳帳戶戶內內保保證證

金金是是否否充充足足的的指指標標。。        

資資產產//保保證證金金比比率率之之計計算算方方式式為為帳帳戶戶資資產產除除以以已已用用保保證證金金。。    

若若客客戶戶帳帳戶戶內內資資產產//保保證證金金比比率率低低於於百百分分之之五五十十及及三三十十，，交交易易平平台台將將向向客客戶戶發發出出提提示示。。  

斬斬倉倉方方式式    於於本本公公司司交交易易期期間間內內，，如如因因貴貴金金屬屬之之價價位位波波動動而而引引致致客客戶戶之之資資產產//保保證證金金比比率率低低於於百百分分之之十十時時，，即即觸觸

發發即即市市到到價價斬斬倉倉。。    

凡凡帳帳戶戶因因按按金金不不足足而而觸觸發發即即市市到到價價，，網網上上交交易易系系統統便便以以當當時時市市價價替替帳帳戶戶內內所所有有未未平平倉倉合合約約進進行行平平倉倉。。    

本本公公司司預預留留清清算算該該帳帳戶戶內內所所有有未未平平倉倉合合約約的的權權利利。。在在合合約約平平倉倉後後，，客客戶戶仍仍需需要要為為帳帳戶戶內內的的損損失失負負責責。。

假假如如斬斬倉倉後後出出現現負負數數時時，，你你除除損損失失所所有有本本金金外外，，還還要要承承擔擔該該戶戶口口的的額額外外虧虧損損。。  

週週末末或或市市場場假假期期收收市市前前之之保保证证金金安安排排：：每每手手開開倉倉交交易易保保證證金金需需高高於於 5500%%，，如如保保證證金金不不足足 5500%%，，則則

會會按按照照收收市市價價對對帳帳戶戶進進行行強強制制平平倉倉。。（（鎖鎖倉倉不不受受影影響響，，不不會會觸觸發發強強制制平平倉倉））  

香香港港假假期期前前夕夕客客戶戶請請稍稍作作安安排排足足夠夠資資金金以以作作備備用用或或交交易易，，以以免免因因資資金金不不足足而而被被平平倉倉。。  

更更改改客客戶戶資資料料    個個人人帳帳戶戶客客人人可可自自行行透透過過交交易易平平台台更更改改個個人人資資料料包包括括帳帳戶戶密密碼碼、、郵郵寄寄地地址址、、電電話話號號碼碼等等。。  聯聯名名帳帳戶戶

客客人人必必先先以以聯聯署署書書面面方方式式通通知知本本公公司司，，並並詳詳細細列列名名所所需需更更改改之之資資料料。。  

報報表表  如如客客戶戶要要求求本本公公司司提提供供帳帳戶戶報報表表，，本本公公司司將將按按月月收收取取 1133 美美元元行行政政費費用用。。  

更更改改交交易易規規則則  本本公公司司保保留留增增加加、、刪刪除除或或修修改改所所有有交交易易規規則則之之權權利利，，並並會會於於本本公公司司網網頁頁中中公公佈佈後後隨隨即即生生效效。。  

風風險險聲聲明明  投投資資涉涉及及風風險險，，客客戶戶應應就就本本身身的的投投資資經經驗驗、、投投資資目目標標、、財財政政資資源源及及其其他他相相關關條條件件，，小小心心衡衡量量自自己己是是

否否適適合合參參與與任任何何項項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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