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激石集团赠金优惠活动
条款和条件

日期：202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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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奖金

1. 1

此优惠活动由 Pepperstone Markets Limited（“Pepperstone”、“我们”或“我们的”）提供。

1.2

为了让您获得您的现金奖金（“奖金”），您必须遵守下列入金和交易要求（“入金和交易要求”）。

1.3

该活动仅适用于客户：
(a）Pro 客户；和
(b）2022 年 2 月 28 日前开户或激活账户。

1.4

您满足存款和交易要求后，我们会在 30 天内将奖金存入您的标准或 Razor 帐户。

1.5

新注册客户的现金奖金：

如果新 Pepperstone Pro 客户在开设账户后 30 天内满足存款和交易要求，可能有资格获得现金奖励。
(a) 第 1 步：在 Pepperstone 开立标准或 Razor 帐户，并申请成为 Pepperstone Pro。
(b) 第 2 步：发送报名邮件至后台邮箱 support.cn@pepperstone.com。
(c) 第 3 步：在开户后的 30 天内满足以下存款和交易要求：

存款(美元)

$200

交易（标准手，往返）

外汇差价合约: 5 手
或

商品差价合约: 10 手
或

指数差价合约: 50 手*
或

美股差价合约：100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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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获得（美元)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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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外汇差价合约: 10 手

$188

或

商品差价合约: 20 手
或

指数差价合约: 100 手*
或

美股差价合约：200 手*

$3,000

外汇差价合约: 10 手

$288

或

商品差价合约: 20 手
或

指数差价合约: 100 手*
或

美股差价合约：200 手*

1.6

老客户重归市场奖励：

仅适用于在根据下面的第 1 步联系我们之前的 90 天内未进行任意一笔交易（含持仓）的 Pepperstone
pro 客户：
(a) 第 1 步：发送报名邮件至后台邮箱 support.cn@pepperstone.com；和
(b) 第 2 步：在 30 天内满足以下存款和交易要求：

存款(美元) 交易（标准手，往返） 您将获得（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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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外汇差价合约：10 手

$288

或

商品差价合约：20 手
或

指数差价合约：100 手*
或

美股差价合约：200 手*
1.7

转户至激石奖励：

仅适用于 Pepperstone Pro 新客户，须提供您在目前交易商的交易账户证明，可以是三个月内的真实账
户交易结单，或账户后台、平台的截图等。证明资料须包含您的姓名、交易账号、交易明细、交易商名字等
关键信息。
(a) 第 1 步：发送报名邮件至后台邮箱 support.cn@pepperstone.com；和
(b) 第 2 步：在 30 天内满足以下存款和交易要求：

存款(美元) 交易（标准手，往返） 您将获得（美元)

$3000

外汇差价合约：10 手

$588

或

商品差价合约：20 手
或

指数差价合约：100 手*
或

美股差价合约：200 手*

* 手数通常为每点 1 个单位的相关货币。指数市场以点数报价，而不是以货币计价。例如，ASX200 的报价

可能是 7000 点。这意味着包含着按市值计算前 200 只澳大利亚股票的指数点的总价值加起来为 7000。
这些点中的每一个点的价值为每点 1 澳元，因此 1 手（1 份合约）该指数的理论名义价值为 7000 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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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格交易

2.1

此优惠适用于以下交易 (“合格交易”):
外汇:

•

主要货币对 (AUDUSD, EURUSD, GBPUSD, USDCHF, USDJPY)

•

非主要货币对(AUDCAD, AUDCHF, AUDNZD, AUDSGD, EURAUD, EURCHF,
EURGBP,GBPAUD, GBPCHF, NZDUSD); 和

•

交叉货币对 (CADCHF, EURCAD, EURNZD, GBPCAD, GBPNZD, USDCAD, AUDJPY,
CADJPY, CHFJPY, EURJPY, GBPJPY, NZDJPY)

商品:

•

金属 (XAUUSD, XAGUSD, XPDUSD, XPTUSD); 和

•

原油 (SpotCrude, SpotBrent).

指数:

•

指数 (AUS200, CN50, EUSTX500, FRA50, GER30, JPN225, SPA35, UK100, US500,
NAS100, US30, US2000, HK50)

2.2

除非得到 Pepperstone 代表的书面同意，以上未显示的产品不符合本活动条款。

2.3

参与活动的客户必须自己下单进行合格交易，并保持至少 5 分钟的开仓时间，且不能持有对冲
寸（对立交易）。

3.

您的资格

3.1

该活动仅适用于 Pepperstone Pro 客户。

4.

一般要求

4.1

您必须本着诚意参与此优惠活动。如果您有以下行为，我们保留在任何时候全权酌情决定以
事项的权利：扣留发放给您的任何奖金，将您排除在优惠活动之外，并且/或者暂停或永久终止
的交易帐户访问权限：
(a) 违反任何这些优惠条款或我们的客户协议;
(b) 从事任何实际或涉嫌滥用本优惠的行为；或者
(c) 我们有理由怀疑您有欺诈行为，或在此优惠活动中获得不公平或非预期的利益。

4.2

同名交易账户间转账不符合此次优惠活动的入金要求。奖金不能转移给他人、他人的交易帐户
亦不能兑换成其他商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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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此优惠不适用于零售客户。

4.4

每个家庭只能申请一次此优惠。

4.5

此优惠不能与其他 Pepperstone 促销同时使用。

4.6

我们保留在任何时候自行决定修改、变更或撤回此优惠的权利。

4.7

您承认并同意奖金并非交易诱因，我们不会对您因您的交易或与此优惠有关的交易损失负责。
易杠杆产品涉及高度的风险，您的损失可能会远远超过您的初始投资。

4.8

您确认并同意，根据适用的反洗钱法律，开设 Pepperstone 交易帐户必须遵守相关的反洗钱和
恐融资“了解您的客户”的检查要求，并且我们不能接受客户来自我们禁止的国家列表中所列的
法管辖区。

4.9

您确认并同意，您参与此优惠不会使您成为我们的代理商或代表。

4.10

本优惠不适用于在任何参与此优惠违反当地法律法规的司法管辖区的居民。

4.11

您有责任遵守您居住国家的所有适用法律和法规，这些法律和法规可能适用于：
(a) 您在此优惠活动中的参与；和/或
(b) 您对 Pepperstone 交易账户的运营。

4.12

我们严肃对待我们的隐私责任。有关我们如何 理您的个人信息的更多信息，请 我们的
隐私政策。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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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惠条款受巴哈 法律管辖，并受该国法院的司法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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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 Sky Lane, B201,
Sandyport
Nassau, New Providence
The Baha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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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86) 021 8024 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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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cn@pepperston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