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ersonal Trading Account Application Form
Please note that due to global banking and regulatory restrictions, we are unable to process applications from residents 
and/or citizens of certain countries/territories. Please refer to section D on www.alpari.com/cn required-docs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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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交易账户开户申请表

请注意，由于全球银行业监管上的限制，我们不接受个别国家和地区的申请。
请您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alpari.com/cn了解更多信息。

Get started
It’s simple to apply for an account with Alpari. Just complete the three easy steps on our application form, and you’ll be on your way to trading with Alpari.

We ask these questions about you to confirm your identity, all information will be kept confidential. To enable us to verify your identity, you will need 
to provide a proof of ID,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Appendix A.

1. About you

Please tick this box to receive information 
about Alpari products and services.

开始申请

账户信息

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

称呼：

Personal information

Account information

If you were referred by an Introducing  Broker, please enter the 
IB number here.

IB number:1

First name:

Telephone:Surname:

Please select on which platform you would like to trade.Platform:

MetaTrader 4 Alpari Direct

MetaTrader 5 Alpari Direct Pro

Please select the type of account you requir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account types we offer please refer to 
our account comparison table.

Account type:

Micro Classic Pro ECN

Title:

Mr  Ms  Mrs  DrMiss  

Email:

Date of birth:

You must be 18 or older in order to open an account with Alpari UK.

D D Y YY YM M

USD

Currency: Please select the currency for your account.

申请艾福瑞交易账户的手续十分简便，只需完成申请表上的三个简单步骤。

为了确认您的身份，我们会要求您提供以下个人信息，我们将会对您的信息严格保密。请您参考附录A，提供相关身份证明文件。

先生

名：

联系电话：

我同意英国艾福瑞就产品和服务信息联络我。

邮箱：

姓：

生日

日 月 年

您必须年满18岁才能够在英国艾福瑞开设账户。

夫人 小姐 女士 博士

请选择您所需要的账户类型。欲了解更多账户类型的信息，
请参考我们的账户类型比较一览表。

请选择您想要进行交易的交易平台。

请选择您的账户币种

如果您是通过介绍经纪商申请，请提供介绍经纪商账号。

美元
GBP
英镑

EUR
欧元

JPY
日元

账户类型：

交易平台

货币

介绍经纪商号

微型 经典 专业

账户类型比较一览表Comparison table

If you have been referred by an introducing broker or agent, please specify 
their login/account number. Please refer to Appendix B for IB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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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通过介绍经纪商申请，请提供介绍经纪商账号，并参考由介绍经纪商提供需要客户
签署确认的《介绍经纪商收费表》，又或参考附录B的介绍经纪商披露声明。

Products Platforms

MT4
Forex

Precious metals

Classic account MT4
Forex

Precious metals

CFDs

Min. deposit
最小入金 交易产品

外汇 
贵金属
差价合约

交易平台

外汇 
贵金属

Micro account
微型账户

经典账户

MT5
Forex

Precious metals
外汇 
贵金属

ECN account  
ECN账户

MT4
Forex

Precious metals
外汇 
贵金属Pro account

专业账户
Alpari Direct Pro

Alpari Direct

Forex

Precious metals
外汇 
贵金属

Account type

USD200

USD200

USD500

USD10,000

USD20,000

Casey
矩形

Casey
已接受

Casey
已接受

Casey
已接受

Casey
已接受

https://docs.google.com/file/d/0B8BHUAp9_9BVUnp1aEQtaXNUZUU/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file/d/0B8BHUAp9_9BVYzJUWWwyb05hdDQ/edi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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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ddress and employment
In this section we requir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your address and employment. To enable us to verify your address, you will need to provide proof 
of address,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Appendix A.

地址与职业

交易和财务状况

地址

职业

3. Trading and financial status
For regulation purposes, we would like to find out more about your trading experience, financial standing and investment knowledge.

I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rading in leveraged 
derivatives due to involvement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

Yes No

Occupational experience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how frequently have you traded the following products.

I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rading leveraged derivatives 
due to a relavant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or by education.

Yes No

Qualifications

Please enter your permanent residential address in the fields below. We require this information to confirm your identity only.

For regulatory purposes we require some information on your employment status.

Current employment status:

Address:

Province/county/state: Country:

City/town: Postal Code/Zip code: 

Employed

Industry (if employed or self-employed): Approximate Annual Income (USD): 

Self-Employed Retired StudentUnemployed

Address

Employment

在这一部分我们需要您提供您的地址和职业信息。请您参考附录A，提供相关住址证明文件。

由于监管需要，我们需要了解您的交易和投资经验以及财务状况。

请填写您的常住或户籍地址，此信息仅用于确认您的身份。

由于监管需要，我们要求您提供以下信息以确认您的就业情况。

请告诉我们，在过去的三年里，您交易以下产品的频繁程度。

本人由于从事金融服务业，因此对杠杆衍生产品交易有较多的了解。 本人由于获得过相关的资格认证或学位，因此对杠杆衍生产品交易有较多的了解。

Forex Frequently Sometimes      Rarely Never外汇 经常 有时  很少 从不 

Shares/bonds Frequently Sometimes      Rarely Never经常 有时  很少 从不 股票/债券

CFDs/spread bets Frequently Sometimes      Rarely Never经常 有时  很少  从不   差价合约/价差投注   

是 是否 否

目前职业状态：

从事行业 （如果受雇或自雇请填写）： 大概年收入（美元）：

受雇 自雇 退休 待业 学生

地址：

城市： 邮政编码：

省份： 国家/地区：

从业经验 资格认证

Casey
已接受

Casey
已接受

Casey
已接受

Casey
已接受

Casey
已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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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ture Date

By signing below, I acknowledge that I am accepting your Terms of Business and related documents and that this is a legally binding 
contractual agreement. I confirm I understand the full nature and risks of trading forex, spread bets, CFDs and other derivatives.

I confirm I have read and understood the Customer Agreement, Terms of Business, Order Execution Policy and Risk Warning set out by 
Alpari (UK) Limited and by submitting this application, I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ese documents.

I hav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and consent to Alpari (UK) Limited providing me with information about changes to the Customer Agreement 
or Terms of Business by posting such information on the company website www.alpari.com.

Finally, I confirm that I am aged 18 years or over and that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me in this account opening process is true and 
correct and that I will notify Alpari (UK) Limited in writing of any material changes. I guarantee that I do not breach any regulations of my 
country of residence in trading with Alpari (UK) Limited.

Declaration

签名 日期

以下签名表示本人确认并接受艾福瑞（英国）有限公司的商业条款与相关文件，并承认这是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本人确认完全理解外汇、价差投注、差价合约及其他金融衍生
产品交易的风险性。 本人确认已仔细阅读，理解并同意受到艾福瑞（英国）有限公司的客户协议、商业条款、交易执行条款和风险须知的制约。
本人确认经常使用互联网并可通过网络了解艾福瑞（英国）有限公司的官方网站 www.alpari.com/cn 上发布的对客户协议或商业条款的更新。
最后，本人已成年，并申明在开户期间提供的所有资料均真实有效，如有任何的信息更改将通过书面方式通知艾福瑞（英国）有限公司。本人保证在艾福瑞（英国）有限公司交易期间
不违反本国的法律。

Please send the signed application form to Alpari UK Ltd via 
请按以下方式将签署后的表格发送给我们。
邮箱: newaccount@alpari.cn
传真: +44 (0)20 7426 2949

地址: 201 Bishopsgate, London EC2M 3AB, United Kingdom
网通用户：108007123119 (免费服务热线) 
电信用户：108001203119 (免费服务热线)
国际直拨：+44(0)20 7426 2946 (按标准收费，详情请咨询当地话费价格）

3. Trading and financial status (continued) 交易和财务状况（接上页）

Please specify a telephone/security password (8-10 characters)

The telephone password is a memorable word that will be used to 
verify your identity should you ever want to discuss your account 
with us or trade by telephone. It can be any word or number or 
combination of both.

Security

请填写一个电话/安全密码（8-10位字母、数字或者两者的组合）

电话密码是一个易记的词组。当您需要与我们讨论您账户的情况或通过交易员执行任何
交易时，我们会用此密码来核实您的身份。

安全

声明

Approximate value of savings and investments excluding property (USD):

Approximate value of funds you have available for trading (USD):

除去固定资产外的储蓄和投资总额估值（美元）

您预计的投资额度（美元）

What is the source of these funds? (You may choose more than one source if appropriate)

Employment Inheritance Investment

您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工资 遗产继承 投资收益

Other (please specify below)Real EstateSavings 房地产 其他 (请下方注明)储蓄

Casey
已接受

Casey
已接受

Casey
已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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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开设交易账户所需文件

附录B 介绍经纪商披露声明

所需文件组合一[仅适用于中国大陆客户]： 申请表 + 身份证明（一份） + 首选住址证明 （一份）

所需文件组合二[适用于所有地区客户]： 申请表 + 身份证明（一份） + 副选住址证明 （两份）

身份证明
由国家政府机关颁发、能够体现开户人相貌特征、出生日
期并在有效期内的文件。符合要求的文件包括：

身份证明
由国家政府机关颁发、能够体现开户人相貌特征、出生日
期并在有效期内的文件。符合要求的文件包括：

首选住址证明（下列文件选其一提供即可）
有效期内的

(注意：非中国大陆籍人员仅限护照、身份证、驾驶证)

(注意：非中国大陆籍人员仅限护照、身份证、驾驶证)

如果您未通过任何介绍经纪商或资金管理人开设此交易账户，该账户将不会被收取额外的点差、
佣金、或其他费用。

如果您通过介绍经纪商或资金管理人开设此交易账户，该账户将有可能被收取额外的点差、佣
金、或其他费用。详细费用，请参考您签署的《介绍经纪商对客收费定制表》或《Addendum 
Power of Attorney》。

(注意：住址信息必须于开户申请表第一页提供的住址信息吻合。首选住址证明必须有别于身份证
明，例如：若客户仅提供了身份证的资料，则即使该资料已属于可接受的首选住址证明类型，申
请人仍需要提供额外的文件作为住址证明。)

 ` 居民身份证(新版身份证需要提供背面)

 ` 护照主要信息页

 ` 港澳通行证

 ` 驾驶证

 ` 社保卡

 ` 暂住证/居住证

 ` 居民身份证(新版身份证需要提供背面)

 ` 护照主要信息页

 ` 港澳通行证

 ` 驾驶证

 ` 社保卡

 ` 暂住证/居住证

 ` 身份证

 ` 户口本首页及含本人信息页

 ` 暂住证/居住证

 ` 驾驶证

副选住址证明（下列文件选两项提供，两份文件上人名、地址信息于开户申请表第一页提供的有
关内容必须吻合）
公用事业机构、银行出具的并能够体现与开户人本人姓名及开户申请表首页上客户所提供的住址
信息一致的单据。符合要求的文件包括三个月内印发的:

(注意：我们不接受任何通过网络打印的上述文件、银行汇款凭证、已及订购其他商业服务的凭
证/收据；对于无法提供两份住址证明的客户，客户可将其住址文件经公证处公证或律师事务所
专业鉴定后提交作为有效的住址证明，或携/邮寄原件至我上海代表处接受鉴定。）

 ` 固定电话缴费单

 ` 正规的移动电话月结单

 ` 电费单

 ` 气费单

 ` 水费单

 ` 银行信用卡对账单

请按以下方式将签署后的表格发送给我们。
邮箱: newaccount@alpari.cn
传真: +44 (0)20 7426 2949
地址: 201 Bishopsgate, London EC2M 3AB, United Kingdom
网通用户：108007123119 (免费服务热线) 
电信用户：108001203119 (免费服务热线)
国际直拨：+44(0)20 7426 2946 (按标准收费，详情请咨询当地话费价格）



 

 

Introducing Broker Discretionary Charges Form 

介绍经纪商对客收费定制表 
 

介绍经纪商和客户信息 

介绍经纪商姓名或公司名:   
 

介绍经纪商账户 Classic(标准):   
 

 
Micro(微型):   

 

 
Pro(专业):   

 
交易账户持有人姓名:   

 
账号/类型（如已知）:                 /                              

 
交易账户持有人于本公司注册邮件:   

 
递交此表日期:                            年                    月                  日 

 

 

  
 

额外收费标准(MT4 经典/微型账户) 必选 

 

外汇点差（每标准手）:         0 点          1 点            2 点            3 点 

 

外汇佣金（每标准手）:         0 美元        10 美元         20 美元         30 美元 

 

黄金佣金（每标准手）:         0 美元        10 美元         20 美元         30 美元 

 

白银佣金（每标准手）:         0 美元        10 美元         20 美元         30 美元 

 

其他收费（请事先咨询客服）:  

 

 

                                    交易账户持有人签字：  

         （此收费标准重要，请在确认无误后签字） 

 

 

 MT4经典及微型账户客户须考虑可适用的区域点差定价及已向客户披露的介绍经纪商加点等因素来进行挂单交

易设置。   

 若此表与开户资料同时递交，交易账户申请人须亲笔签字核实确认。账户额外收费设置将即时生效。   

 若更改交易费用，交易账户持有人须亲笔签字核实确认，并请确保账户所有仓位和挂单都已关闭，以便更新设

置。请将此表发送support@alpari.cn。在介绍经纪商和交易账户持有人都收到由我司发出的账户连接确认信

后，此费用收取标准方可生效 

 本公司将直接通知交易账户持有人此收费标准。介绍经纪商需履行职责，告知交易账户持有人相关额外收费。  

 此表中的收费标准须在《介绍经纪商返佣合同》范围内实行，否则不予处理。  

Casey
已接受

Casey
已接受

Casey
已接受

Casey
已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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