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香港

放眼全球

市場資料訂閱協定

帳戶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在地區： □ 香港

□ 中國大陸

帳戶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地區，請注明：_______________
即時行情項目

1

 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

 訂閱

 取消

 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

 訂閱

 取消

 紐約商品交易所（COMEX）

 訂閱

 取消

 紐約商業交易所（NYMEX）

 訂閱

 取消

香港市場

 香港期貨交易所(HKFE)

 訂閱

 取消

新加坡市場

 新加坡交易所（SGX）

 訂閱

 取消

 洲際交易所(ICE EUR)

 訂閱

 取消

 紐約期貨交易所(ICE US)

 訂閱

 取消

洲際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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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市場

2

1

* 請參閱附錄 2 之即時市場資料服務條款及各交易所資料服務收費表
2
* 若客戶需訂閱洲際交易所行情，需簽署 ICE Subscriber Agreement
客戶確認:

1. 本人/本公司確認，本人/本公司已獲邀閱讀《行情資料訂閱協定》
，本人/吾等/本公司對此協議無異議，本人
/本公司明白，在《行情資料訂閱協定》下所收取之費用系由新華香港依據相關交易所之行情訂閱規則收取，
並非從該行情訂閱服務中獲取利益；

2. 本人/本公司確認申請開通/取消上述已勾選之即時行情服務；

3. 如本人申請開通即時行情服務，本人/本公司同意及授權貴司在本人/本公司之期貨賬戶內扣除相關款項。

4. 新華香港保留隨時修改或者終止行情數據費用豁免優惠的權利，如有變動將我司官網公佈，最終解釋權歸新
華香港所有。

客戶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簽署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用留存新華香港之簽署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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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 服務條款
1. 即時市場資料服務收費以一曆月計算，不足一曆月亦會收取完整月費。
2. 公司將於客戶帳戶內預先收取三個月的即時市場資料服務費以作按金, 公司會在帳戶內預先扣除
當月的即時市場資料服務費用。如帳戶內的資金不足夠繳付當月的有關費用，本公司有權即時
停止提供資料服務並有權追究有關欠款的權利或; 有關欠款將從帳戶內的按金中扣除，並將餘額
(如有) 退回。
3. 即時市場資料服務由供應商提供，客戶需遵守其服務條款及細則。而閣下的個人資料亦可能需
要披露予市場資料服務供應商、相關交易所或監管機構。

5. 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其各自的成員、董事、管理人員，員工和代理人無須就任何因本協定及
其項下的市場資料服務而產生的或與其相關的任何無論是直接、間接或後果性的責任或其他損
害而對客戶或其他任何人士或實體承擔責任，包括但不限於（a）市場資料的交付、位置或市場
資料本身的任何不準確、不完整、延誤、中斷、錯誤或遺漏；或（b）營業收入的損失、利潤損
失或任何懲罰性的、間接性的、後果性的、特定的或任何類似的損害賠償，無論是合約方面、
侵權方面或其他方面，即使已經被告知發生該等損害時賠償的可能性。
6. 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其各自的成員、董事、管理人員，員工和代理人不會就本協定和市場數
據對客戶或任何協力廠商做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證，其中包括但不限於（a）對於市場資料的
順序、及時性、準確性、完整性、適銷性、品質或對特定目的之適用性的任何保證，或（b）對
客戶或協力廠商使用市場資料所獲取的結果的任何保證。
7. 根據各交易所或資料供應商的規定，首次申請各項資料服務的客戶必須填寫及提交各交易所或
資料供應商分別訂立的協議或同意書。
8. 即時市場資料服務須於下一工作日生效或於新華香港告知的日期生效。
9. 取消即時市場資料服務需於下一曆月開始前最少五（5）個工作日預先以書面或電郵方式給予本
公司指示，否則當續期處理。
10. 所有即時市場資料服務收費有可能更改及不做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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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即時市場資料服務之資訊由服務供應商提供。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其各自的成員、董事、管
理人員，員工和代理人並不保證該等資訊的順序、準確性和完整性，也無須就任何市場資料或
其傳輸的任何不準確、延誤、遺漏和錯誤或因客戶接收或使用市場資料而產生的任何其他損害
對客戶或其他人士承擔責任，無論該損害是否因其本身的疏忽 , 不可抗力事件或任何其他原因
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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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 市場資料收費 1
2020 年 4 月 1 日起，各交易所实时行情收费如下：
1. 美國市場
交易所及產品清單

非專業投資者費用

專業投資者費用

（每個登入賬戶計）

（每個登入賬戶計）

芝加哥商業交易所 CME

18 美元/每月（四所打包 54 美元/每月）

180 美元/每月

芝加哥期貨交易所 CBOT

18 美元/每月（四所打包 54 美元/每月）

180 美元/每月

紐約商品交易所 NYMEX

18 美元/每月（四所打包 54 美元/每月）

180 美元/每月

紐約商業交易所 COMEX

18 美元/每月（四所打包 54 美元/每月）

180 美元/每月

**注意事項：
1. 根據芝商所的市場資料政策，所有即時市場資料服務收費會按照每使用者/登入帳戶計算，並
以月費形式收取。
2. 根據芝商所規定，首次申請上述服務必須填寫及提交《市場資料訂閱協定》；如閣下符合芝
商所的非專業投資者資格，請一併填寫及提交《非專業人員自我證明書》。

4. 根據芝商所的市場資料政策，客戶獲取芝商所市場資料除內部使用之外，訂閱用戶（訂閱用
戶自身或許可任何人士）不得將市場數據作其他用途，不得利用、散播或意圖利用、散播實時市
場數據。

2. 洲際交易所 – ICE Group.
交易所及產品清單

經交易平臺

經應用程式介面(API)3

（每個登入賬戶計）

（每個登入賬戶計）

洲際交易所（美國）

170 美元/每月

請向我司咨詢

洲際交易所（歐洲）— 金融

公司暫不提供

公司暫不提供

洲際交易所（歐洲）— 商品

200 美元/每月

請向我司咨詢

**注意事項：
1. 根據洲際交易所的市場資料政策，所有即時市場資料服務收費會按照每使用者/登入帳戶計
算，並以月費形式收取，不足一歷月亦會收取完整月費。
2. 根據洲際交易所規定，首次申請上述服務必須填寫及提交《市場資料訂閱協定》。
3. 根據洲際交易所的市場資料政策，經應用程式介面獲取洲際交易所市場資料的客戶，除了需
承擔應用程式介面的資料費用外，並需就自行設立的交易終端或報價終端按設立的數量另行收
費；客戶需另外填寫《資料傳輸接入申報表》申報自行設立的交易終端或報價終端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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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客戶不符合非專業投資者資格，將被自動判定為專業投資者，並需承擔有關的專業投資
者費用。

立足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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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期貨交易所 – HKFE
交易所及產品清單

經交易平臺（每個登入賬戶計）

經應用程式介面 (API)3 （每個登
入賬戶計）

香港期貨交易所

17 美元/每月

請向我司咨詢

**注意事項：
1. 根據港交所的市場資料政策，所有即時市場資料服務收費會按照每使用者/登入帳戶計算，並
以月費形式收取。

3. 新加坡交易所 - SGX
交易所及產品清單

經交易平臺

經應用程式介面(API)3

（每個登入賬戶計）

（每個登入賬戶計）

新加坡交易所(指数期货&期权)

125 美元/每月

請向我司咨詢

新加坡交易所(商品期货)

28 美元/每月

1. 根據新加坡交易所的市場資料政策，所有即時市場資料服務收費會按照每使用者/登入帳戶計
算，並以月費形式收取。
2. 根據新加坡交易所規定，首次申請上述服務必須填寫及提交《市場資料訂閱協定》。
3. 如果客戶不符合非專業投資者資格，將被自動判定為專業投資者，並需承擔有關的專業投資者
費用。
4. 根據新加坡交易所的市場資料政策，客戶獲取新加坡交易所市場資料除內部使用之外，訂閱用
戶（訂閱用戶自身或許可任何人士）不得將即時市場資料作其它用途，不得利用、散播或意圖利
用、散播即時市場資料。

5. 倫敦金屬交易所 - LME
交易所及產品清單
倫敦金屬交易所

經交易平臺

經應用程式介面(API)3

（每個登入賬戶計）

（每個登入賬戶計）

145 美元/每月

請向我司諮詢

** 注意事項：
1. 根據新加坡交易所的市場資料政策，所有即時市場資料服務收費會按照每使用者/登入帳戶計
算，並以月費形式收取。
2. 客戶獲取市場資料除內部使用之外，訂閱用戶（訂閱用戶自身或許可任何人士）不得將即時市
場資料作其它用途，不得利用、散播或意圖利用、散播即時市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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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