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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透過電話聯絡本公司。
本公司的聯絡詳情載於本指南首頁。
如閣下位於澳洲境外，則由持牌人或本公司的授權代表向閣下提供金融服

電話：+612 8017 8099

務。

澳洲金融服務牌照號碼：326907

Hantec Markets Limited (HML)於英國註冊成立，是本公司的授權代表
（FSA註冊編號：502635）及亨達公司集團的成員公司。如閣下身在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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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則可透過以下任何一種方式聯絡HML：

版本：1.5.3

1. 何謂金融服務指南？

Hantec Markets Ltd
19 Catherine Place
London SW1E 6DX

閣下如有意使用本公司為閣下提供的金融服務，本金融服務指南（「指

電話：+44 (0) 20 7036 0888

南」）是幫助閣下瞭解並作出決定的重要文件。

電郵：ask@hantecfx.com
網頁：www.hantecfx.com

本指南為閣下提供有關Hantec Markets (Australia) Pty Ltd（「HMA、本公
司」）及本公司所提供服務的資料。本指南旨在於本公司提供金融服務
前，使閣下瞭解相關事宜，其中包括：
 本公司的簡介及聯絡方式
 本公司獲授權為閣下提供的服務及產品
 本公司（及任何其他有關人士）的收費方式；及
 如有投訴可聯絡的專責人士
於本公司向閣下發出任何特定金融產品前，本公司將為閣下提供一份《產
品披露聲明》（「聲明」）。聲明載有產品的資料，以協助閣下就該產品
作出知情決定。聲明將會概述相關條款、重大風險（如有），以及與產品
有關的費用及收費。
HMA會不時就金融市場或本公司的服務提供一般建議。若本公司為閣下提
供一般建議，該等建議可能不符合閣下的需要、財務狀況或目的，因此閣
下於選擇使用本公司的產品前，應考慮閣下的具體情況。另外，閣下於作
出決定前，應索取並細閱本公司的《產品披露聲明》。
按照《2001年公司法》的規定，本公司已訂立安排，以購買足夠的專業彌
償保險。這項保險為針對本公司及本公司的代表／僱員所提出的索償提供
補償，當中包括不再任職於本公司的代表／僱員但在任職於本公司期間的
行為而提出的相關索償。
HMA Pty Ltd是亨達金銀投資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2. 誰將為閣下提供金融服務？

3. 當本公司為閣下提供服務時，本公司是代表誰人行事？
由於本公司是產品發行人，本公司於提供服務時是代表本公司本身行事，
而非代表閣下行事。本公司的授權代表向閣下提供服務時亦是代表本公司
行事。

4. 本公司獲授權為閣下提供哪些種服務及產品？
HMA獲授權就非現金付款產品、衍生工具及外匯合約，為零售及批發客戶
提供一般建議。HMA亦獲授權就上述產品進行交易。
這意味著本公司可為閣下提供建議（並無考慮到閣下的個人具體情況），
並協助閣下充分利用本公司的交易平台服務。本公司能夠協助閣下填寫表
格及進行並完成買賣及其他相關交易。
HMA亦獲授權就外匯及衍生工具合約進行「叫價」，容許本公司為閣下提
供市場報價，包括買入價及賣出價。
本公司在提供服務時，有可能會出現其他金融事項，例如如何投資金錢或
稅務事宜。但是，本公司未獲授權就該等金融事項或上文所述以外的任何
其他事宜提供建議。倘該等事宜與閣下有關，則閣下應向合適的專業人士
尋求具體建議。
本公司的授權代表HML獲授權安排閣下使用本公司的金融服務（包括外匯
及衍生工具合約，以及非現金付款設施）。這通常包括協助閣下填寫表

持牌人

格，以及使用本公司的外匯及金銀交易平台。在某些情況下（例如透過

HMA是澳洲金融服務牌照的持有人，並對其代表所提供的一般金融產品建

HML的網上推廣資料），HML亦可向閣下提供若干一般建議。HML已獲本

議及代表HMA所進行的買賣負責。HMA授權編製本指南並對其內容及分發

公司授權派發本指南。

負責。
閣下可透過以下方式指示本公司為閣下提供服務：
a) 光臨本公司其中一家分行；
b) 透過本公司的網上交易平臺聯絡本公司；或

5. 閣下應向HMA支付哪些費用及佣金？
如使用或者繼續使用我們的服務，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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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此金融服務指引FSG描述了我們所收的所有費用以及收費（第三方費用
以及收費除外）細節。此費用是我們為您提供市場作價和交易服務的收

說明：

益。

閣下若開立及隔夜持有保證金合約，則可以賺取或支付利息（「隔夜利

b) 我們為您提供的任何意見的收費不是基於您的交易量或者投資數量。

息」）。閣下賺取或支付的利率取決於閣下所購買或出售產品的類型及多

c) 您明白，同意，授權和指示HMA以這種方式收取費用。

少、閣下所買賣貨幣組合的利率差異（如適用）及隔夜期間的長短而定。

如欲使用本公司的服務，閣下或須向本公司支付若干收費、費用及佣金：
類別：
差價收費
說明：
在外匯，商品及指數交易中，會產生涉及買入價與賣出價之間差價所引致
的成本。「買入價」代表本公司願意向客戶概念上購買貨幣或商品的價
格，而「賣出價」指本公司願意向客戶概念上出售的價格。這項價格差異
被稱為「差價」。這項差價的價格差異將視乎交易的規模及價值和當前的
市場水平等因素而定。這項差價由閣下支付，但其計入所提供報價，因此
閣下毋須在有關報價之外另行應支付收費或費用。
差價的例子
日圓(JPY)與美元(USD)之間的匯率可能為 79.20 日圓兌 1 美元。有意將日

利率是根據持續基準計算，並會受到多項宏觀經濟因素影響而改變，有關
因素包括但不限於央行貨幣政策及國際銀行體系的流動性。HMA可能在不
會通知客戶的情況下，隨時根據市場狀況及其本身的市場頭寸而調整利
率。
類別：
兌換成本
說明：
若閣下指示HMA使用某一外國貨幣進行交易，則閣下將需要透過某銀行將
閣下的澳元或其他貨幣兌換成所需的外國貨幣，然後將有關款項存入閣下
的HMA買賣賬戶中。有關銀行會這項服務向閣下收取費用。
此外，HMA可根據其一般條款及條件，向閣下首先提供現貨報價，然後將
閣下的資金兌換。倘閣下選擇接受HMA的報價，則交易一般會於收到閣下
的已結算資金後即時進行。新貨幣將會存入閣下的HMA賬戶中。本公司將

圓兌換為美元的人士，需要就每美元支付 79.20 日圓。有意將美元兌換為

會收取的費用為本公司向閣下購買及出售貨幣的匯率差異（亦稱作「差價

日圓的人士，就兌換每美元可能只能收回 79.10 日圓。兌換率通常寫作

成本」，見上文）。

USD／JPY 79.10／79.20，或略作 79.10／20。每 1 美元的日圓買入價為
79.10，而日圓的賣出價為 79.20。在本例子中，該貨幣組合的買賣差價為
79.20 - 79.10 = 0.10，或稱作 10 個「基點」。在本例子中，若 HMA 向閣
下提供有關報價，而閣下按賣出購買有關貨幣，則當有另一名客戶按買入
價向 HMA 出售有關貨幣時，HMA 將取得 10 個基點的差價。

類別：
行政費用
說明：
HMA將對由閣下或獲得授權代表閣下進行交易的人士要求的下列行政服務
收取費用：

類別：
佣金
說明：
視乎閣下所使用的本公司交易平台，除差價外，閣下還可能需要就交易支
付佣金。所收取的佣金將介乎所執行開倉及平倉交易價值的0.005%至
0.015%。
若閣下通過第三方（見下文第6節）使用本公司的服務，本公司可能將通過
兩種方式之其一，代其向閣下收取佣金：
 每宗交易收取固定金額（例如每張合約20美元）；或
 於現有差價之上另加一個金額（例如在差價之上再加2個基點）。

單列印副本（郵寄予閣下）

每張結單50.00澳元

電話對話的謄寫本

每分鐘10澳元

電話對話的副本

每分鐘10澳元

審計證明書

每份100澳元

上述行政費用將於有關事項（例如，若閣下要求本公司提供特定文件）發
生後，即時由閣下的賬戶中扣除。該等費用可予調整。
閣下於接獲本文件後的合理時間內，可要求索取更多關於HMA如何收取報
酬的詳情。
類別:
休眠賬戶收費

閣下將支付的實際佣金將取決於多項因素，包括閣下參與的交易量、閣下
所使用的平台，以及閣下從或通過本公司或本公司授權代表獲得的產品及
服務。
類別：
隔夜利率

說明：
如果一个帐户在12个月内無任何交易發生，HMA將向該账户收取每年25美
元的休眠賬戶费用。
該費用將在您發生最后交易一周年之後從您的账户中扣除。如果您的帐户
余额是零或扣除费用之後賬戶余额將为零（或负），那麼HMA将扣除該部
分费用，使得账户余额为零，然后关闭该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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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眠賬戶收費用於支付行政费用，以及您帐户的維護費用。

6. 本公司的職員及第三方如何獲取報酬？

假如閣下對投訴的解決方法仍感不滿，閣下有權將事件提交金融申訴機構
（AFCA）處理，這是一個外界投訴服務機構，而HMA為該機構會員。
閣下可致電1800 931 678，或致函GPO Box 3, Melbourne, Victoria 3001,

HMA的董事及其僱員以年薪及佣金方式獲取報酬，亦可能獲授年度獎金。

Australia與AFCA聯絡。閣下亦可透過AFCA的網站聯絡該機構，網址為：

這幾種報酬將取決於多項因素而定，其中包括：

www.afca.org.au。

 公司表現；
 銷售量；

個人資料

 專業精神及遵守合規程序；及

HMA致力確保其客戶的個人資料獲得保密及安全得到保障，並致力遵守

 團隊表現。

《1988年聯邦私隱法》及《2006年聯邦反洗錢及打擊恐怖活動融資法》。
HMA的隱私權政策詳細訂明，本公司會因應要求而處理個人資料。閣下可

本公司的僱員亦可能收取買賣佣金。這類佣金是參考交易量及其他表現指

致電 +612 8017 8091聯絡HMA的隱私主管Joanne Ding，要求索取本公司

標計算。

所持有有關閣下的資料。

倘閣下是由授權代表或其他第三方轉介予本公司，則本公司或會以下列任

假如閣下並無提供本公司的申請表格上所要求提供的部分或全部資料，則

何一種方式向該第三方或授權代表支付佣金：

本公司可能無法接受閣下轉移資金的申請，亦無法為閣下提供服務。

1. 當閣下與本公司買賣合約時，以閣下支付予本公司的佣金的某一百分比

HMA可使用取自其客戶的資料，以便不時向其客戶發送市場推廣資料，惟

（見上文「佣金」一節）。該百分比最高可達閣下所支付佣金的

閣下選擇拒絕接收該等資料則除外。HMA將不會向任何第三方提供閣下的

100%；

資料，惟根據HMA隱私權政策所提供則除外。

2. 從閣下買賣所產生的差價成本（見上文）最多80%；

請保留本指南作為閣下日後與HMA進行任何交易時的參考。本公司亦可能
於稍後時間增發相關文件，而該等文件將構成本指南的一部分，並應與本

3. 從閣下交易產生的任何額外差價收入。倘該第三方為「引薦經紀商」，

指南一併閱讀。該等文件的標題將載有「指南」的字詞。

且以向客戶提供附加服務為由，要求向客戶收取較標準HMA差價有溢價
的收費，本公司則會支付上述差價。這項額外差價的金額可為閣下交易
所依據的差價與HMA所提供差價之間的差異，或引薦經紀商及HMA通知
閣下的固定比率（見上文「佣金」一節）。
支付予轉介人的佣金金額是按個別基準磋商，並一般以滑準法為基準，以
及考慮到：
1. 轉介或引薦予HMA的客戶數目；及
2. 轉介或引薦予HMA的客戶所買賣合約數目。
閣下於接獲本文件後的合理時間內，可要求索取更多關於該等人員或實體
如何收取報酬的詳情。

7. 閣下如有投訴應如何提出？
閣下如有投訴，可聯絡閣下的HMA代表就閣下的投訴作出說明。
假如閣下的投訴在6星期內未獲滿意解決，請致電或致函聯絡下列人士：
Hantec Markets (Australia) Pty Ltd
Joanne Ding (合規、內部審計及風險管理主管)
聯絡詳情請見本指南首頁的聯絡詳情
本公司將嘗試在指定時限內，迅速及公平地解決閣下的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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