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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当您申请参与 Charterprime 卓德赠金促销活动，表明您是在完全同意活动的条款及细则（包括 Charterprime 卓

德网站上列明的条款与条件）的情况下，与 Charterprime 卓德达成了一份具有法律效益的协议。Charterprime

卓德有权在任何时候更改条款和细则的内容。当条规受到更改，Charterprime 卓德会做出通知，请您不时与您的

专属客服经理或者高级代理联系，以确保获得最新消息。受更改的条规将立即生效与被执行。  

此次的赠金活动主要是为了拓展业务，让客户体验 Charterprime 卓德平台的低点差交易，以保持和达成与各客户

的长期合作关系。若 Charterprime 卓德在此次的赠金活动发现参与者有任何的不当行为，卓德保持最终的解释

权。 

  

2. 有效账户  

参与此赠金促销活动前，需满足以下条件： 

 已年满 18 周岁，或符合您所在国家、地区、省份的法定年龄； 

 在法律上有权使用我们的服务； 

 在 Charterprime 卓德开设账户； 

 在赠金促销活动期间的总入金量不少于 1000 美金； 

 您的 MT4 账号是 USD 美元交易账号。 

所有 Charterprime 卓德客户都能参与此赠金促销活动，而每名客户最多能开设 5 个 MT4 账号。 

请注意，多个真实 MT4 账号之间的资金转移，并不能被当作是新入金。赠金促销活动也不能与其他现有的促销或

奖励相结合。  

2.1 如何参加  

a) 如果您没有 Charterprime 卓德账户，先于 http://www.charterprime.com 申请、认证，并激活您的

账户。 

客户也可电邮至 enquiry@charterprime.com，随邮附上开设新账户或 MT4 账号所需的附件与个人资料。 

完成开户步骤后，或者用现有的账户，入金不少于 1000 美金，然后电邮至 enquiry@charterprime.com 申请参

加“2018 赠金活动”。 

一旦您收到 Charterprime 卓德的回复确认，您便已成功参与此活动了。 

 

3. 账户限制  

此赠金促销活动适用于浮动点差及 ECN 的 MT4 交易账户，不适用于某些账户类型，例如：VIP 账户、 PAMM 与 

MAM 账户、已增加手续费/点差账户等其他特殊账户（详情请联系支援团队）。 

对于客户的申请与或赠金批准与否，Charterprime 卓德拥有最终的决定权。欲获知更多详情，可电邮至

enquiry@charterprime.com，也可联系您的客服经理或者高级代理。此外，客户必须保持平仓状态直至赠金金额

已转至相关 MT4 账户。若客户在赠金到账前有开仓并且亏损了一个不符此项赠金活动的最低入金金额，该赠金不

会发至客户的 MT4 账户内。 

 

http://www.charterprime.com/
mailto:enquiry@charterpr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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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动时间  

赠金促销活动的开放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17 日 00：00（GMT+0）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 23：59

（GMT+0）。客户可在这段时间申请开设新的账户及入金，以获取赠金。客户可在入金到有效账户后，发电邮申

请要求 Charterprime 卓德赠金。 

另外，赠金交易将于 2019 年 1 月 26 日 00:00（GMT+0），即北京时间 2019 年 1 月 26 日 08：00 结束。赠金

活动结束后，任何还没满足交易量条件的账户都会被扣除赠金。Charterprime 卓德将于活动结束时间进行结算。

倘若获得赠金的账户未达到提现所需交易手数，所给予的赠金将被扣除。若符合所需的交易手数，客户需发电邮至

Charterprime 卓德申请提现。 

Charterprime 卓德有权更改此赠金促销活动的条款与细则，包括赠金交易期限。  

 

 5. 促销优惠 

 Charterprime 卓德将给予所有参与活动的有效账户，高达 20%的入金赠金。当您参与 Charterprime 卓德赠金促

销活动，表明您已阅读并同意活动的条款及细则。 

在开设新的 MT4 交易账号后，您需要存入最低金额（1000 美元），并完成提现所需交易手数（请参考下图），

才能把账户里的赠金提现。对于随后存入的每 1000 美元，客户亦必须符合提现所需交易手数才能把赠金提现。所

需的交易手数为该 MT4 账号所得赠金的 30%。 

赠金金额上限为 20,000 美元，意即入金 10 万美元或以上，只能获得最多 20,000 美元的赠金。再次提醒，多个

MT4 账号之间的资金转移，并不能被当作是新入金。 

入金额 赠金 提现所需手数* 

低于$1,000 无 无 

$1,000 $200 60 

$5,000 $1000 300 

$10,000 $2000 600 

$50,000 $10,000 3000 

$100,000 及以上 $20,000 6000 

提现所需手数是该 MT4 账号所得赠金的 30%。 

例如，赠金 2000 美元的 30% = 2000 x 0.30 = 600 手。 

在未完成指定所需手数前，当有新的入金，手数额将会叠加。所需手数额也将会是该 MT4 账号所得赠金的 30%。 

 

客户必须在规定时间 — 2019 年 1 月 26 日 00:00（GMT+0），即北京时间 2019 年 1 月 26 日 08：00 前达到所

需交易的手数。若无，该赠金将被取消。 

成功在期限内完成所需交易手数的客户，只需电邮至 enquiry@charterprime.com。Charterprime 卓

德客服将会把其 MT4 账号的所有赠金转为 MT4 账号余额。 

mailto:enquiry@charterpr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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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数：存入赠金后，完成开一手，关一手，为一个手数】 

当您账户净值达到赠金的 1.05 时，账户将被强行平仓，该账户的赠金将被收回。 

例如，入金 10,000 美元，赠金为 2,000 美元，当净值达到 2,100 或以下时，账户将被强行平仓，该账

户的赠金将会被收回。  

 

6. 赠金发放及出金/转账限制   

在未达到所要求的交易量前，客户不得在活动期间从账户中取出或转移该笔赠金。倘若 Charterprime 卓德在活动

期间收到客户的出金/转账申请，而客户又还未完成提现所需交易手数，那么 Charterprime 卓德将会把客户账户

的赠金全数扣除，才办理出金/转账手续。 

任何出金/转账申请将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出金/转账。 

Charterprime 卓德会在收到您的电邮申请赠金后的一个工作日内，将赠金存入您的 MT4 账户。请待获得赠金后

才开始进行交易，否则赠金的数目将会是以您的入金额减去任何浮动造成的亏损来计算。此外，于赠金前的所有交

易获利，也不会被计算在赠金内。 

客户同意及清楚了解，Charterprime 卓德不会对任何亏损负责。例如，客户未及时追加保证金而被强制平仓，及

客户因申请出金/转账而导致的赠金回收。 

同样的，Charterprime 卓德将保有所有决定权，包括撤销发放赠金的权利。  

  

7. 不当利用及滥用情况说明  

Charterprime 卓德真诚地为那些曝露在经济风险中的积极交易者，提供此次的赠金促销活动。基于此，客户须承

认其注册参加赠金促销活动，仅为补充其用作市场中合法交易的交易资金，并承认 Charterprime 卓德的赠金促销

活动是附带参与条件的。卓德严格谢绝投机客户，也会为此进行严格审核所有参加此次的赠金活动的客户。客户了

解并且同意 Charterprime 卓德赠予客户赠金的前提是，客户承诺不会进行滥用、剥削或不当行为（统称为“不当

利用行为”）。不当利用行为应包括但不限于： 

 由客户本人或他人（包括 IB 和资金经理人）设立的交易仓位，是以提取活动赠金为目的或结果；和/或在

无曝露于经济风险中（包括但不限于活动赠金与客户或他人资金的损失），从赠金促销活动中获利。 

 客户，无论是个人还是通过第三方，以零风险模式，通过在其他机构（无论是由客户或合作伙伴持有的额

外交易账户），或利用第三方或化名在 Charterprime 卓德开设的额外账户，或通过其他一切方式进行对

冲交易以获得赠金。 

 一律 Charterprime 卓德认为不当或不道德的任何其他活动。 

客户在申请参加赠金活动及于活动交易期间，Charterprime 卓德会判定客户是否从事不当利用行为。 

倘若确认客户有不当利用行为或恶性做单，Charterprime 卓德可全权决定取消赠金或从客户账户中扣除所有赠金

或取消任何进行中的交易活动。 

客户同意 Charterprime 卓德对因市场造成的损失（包括客户所需要缴的追加保证金）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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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免责  

Charterprime 卓德对所有参与或未能参与赠金促销活动的客户损失，均不负任何责任。此外，参与赠金促销活动

的客户于市场中的损失，或赠金促销活动到期，Charterprime 卓德因取回赠金而导致的客户损失，也均不在本公

司的责任范围，本公司不会为此做出任何赔偿。 

 

9. 更改/终止赠金活动  

Charterprime 卓德有权更改、修订、终止或取消此次赠金促销活动。 同时，Charterprime 卓德也有权对作出的

更改、修订、终止或取消，进行通知甚至不做出任何通知。 

本公司保留最终解释权。 

  

10. 第三方  

在赠金促销活动的条款下，客户不能将自身的权利，例如参与资格，转交给第三方。此外，任何第三方都无权干涉

Charterprime 卓德此赠金促销活动的执行，包括决定政策。  

  

11. 法律管辖  

本协议的条款和细则，以及无论由客户一方或者 Charterprime 卓德一方因后续交易，而产生的任何司法或行

政诉讼，都将受新西兰法院的专属管辖法律约束。  

  

12. 司法权  

由本协议产生的任何争议、纠纷、索偿；或因本协议而决定执行的、违反的、终止的或无效的，都应当由新西

兰法院的专属管辖法律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