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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吾等现申请

以上串流即时报价服务

生效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吾等现申请

串流即时报价服务

终止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条款细则及声明：
1.
2.
3.
4.
5.

以上服务申请以自然月计算，不足一个月亦以一个月收费，自客户提交此申请开始计算费用。客户如要终止使用以上报价服务，必需于生效日或终止日之
前的至少三个工作天，以传真或电邮方式书面通知本公司。
申请人同意以上服务以每月方式，从客户证券账户预先扣款。客户必须保留足够资金。
申请人确认于本申请表内提供的一切资料为准确及真实。
此行情报价服务及恒生指数资讯*只供个人或个体作非商业用途及仅供参考之用。本公司竭力提供准确及可靠的资料，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既不作出任
何保证，亦不负责因报价系统错漏或延时而导致之任何损失。
本公司保留随时更改以上服务及收费之权利而不作另行通知。

* Note: The User is prohibited to redisseminate the real time Hang Seng Indexes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or any of them to any other person unless the User has applied
for the supply and use of the Information in such form as required by the Hang Seng Indexes Company Limited from time to time together with the relevant license fee
made payable to them and obtained their prior consent for redisseminating the Information. We may terminate the service at any time with immediate effect by notice in
writing to the User if the User is in breach of any term of this standard agreement.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provision, “Redissemination” shall mean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by the User to any other person after any editi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addition, deletion or change of the layout of the Information as supplied by us
to the User.

签署：

S.V.

Signature(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客戶/获授权人士 Client/Authorized Pers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or Internal Use Only
Prepared by: ____________________

Reviewed by:

___________________

Approved by: __________________ (Version Jan 2022)

訂戶同意遵守相關交易所的條款及條件並受其約束。交易所條款及條件的全文可通過以下連結下載及打印

納斯達克 OMX

https://www.nasdaqtrader.com/content/AdministrationSupport/Agree
mentsData/subagreemstandalone pdf

光大證券國際有關訂閱市場數據的一般條款及條件
1. 釋義
「協議」 指光大證券國際有關訂閱市場數據的一般條款及條件、訂閱市場數據申請表格， 以及持牌法團可能不時發佈或規定的任何其他條款及
條 件。
「裝置」 指以可視、可聽或其他可理解的形式接收、存取或顯示市場數據的任何一台固定或便攜式設備 。
「發佈人」 指經相關交易所許可， 向第三方（持牌法團或訂戶直接或間接向其接收市場數據）傳播市場數據的任何相關交易所的發佈人。
「不可抗力事件」 指任何水災、反常的天氣狀況、地震或其他天災、火災、戰爭、恐怖活動、暴動、暴亂、 勞資糾紛、意外事故、疫症、突發
公共衛生事件、政府或監管部門的行為、制裁、通訊或電力故障、設備或軟件故障， 或受到黑客入侵或類似攻擊 。
「光大證券國際集團」 指中國光大證券國際有限公司、其每一間子公司、聯營公司及有聯繫公司，包括但不限於光大證券國際（香港）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法例」 指適用於持牌法團及 持牌法團所指示的其他經紀和交易商的一切法例、法規、規例及規管要求， 包括（如適用）相關
交易所及其相聯結算系統或結算公司的規則 。
「持牌法團」 指光大證券投資服務（香港）有限公司、光大證券數碼金融（香港）有限公司、光證期貨（香港）有限公司、 中國光大證券（香
港）有限公司或中國光大外匯、期貨（香港）有限公司（視情況而定）。
「市場數據」 指與上市、在交易所買賣及場外的證券、產品、衍生工具合約（包括但不限於掉期及期貨）、期權合約或類似衍生工具有關的資料
及數據以及指數數據及分析數據。市場數據可包括但不限於開盤價及收市價， 最高價和最低價、結算價、 當前買賣價、未平倉合約資料、最後
售價、價格限制、報價要求、定盤價、數據曲線、估計及實際成交量數據、合約細則以及提早及延遲發放的信息， 以及相關交易所可能不時指
定的其他市場數據或資料。
「市場數據訂閱表格」 指持牌法團可能不時就其客戶申請存取或訂閱相關交易所市場數據而指定的表格 。
「相關交易所」 指任何下列交易所、市場或多邊交易設施： 香港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上海國際能源交易中心、新加坡
交易所、澳洲證券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紐約商品交易所、紐約商業交易所、迪拜商品交易所、歐洲期貨交易所 、
洲際期貨交易所加拿大、洲際期貨交易所歐洲、洲際期貨交易所美國及洲際交易所新加坡或任何其他持牌法團可能不時指定的位於全球任何地
點的交易所、市場、多邊交易設施或交易商協會 。
「場外市場數據」 指與場外衍生工具合約有關的市場數據 。
「人士」 指任何自然人、獨資企業、法團、合夥、有限責任公司或其他組織。
「監管機構」 指證監會、相關交易所及其相聯結算系統或結算公司， 以及任何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的監管機構；
「監管規則」 指監管機構的規則或由監管機構不時發佈的其他規則、守則、指引、通知及規管性指示；
「證監會」 指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及
「訂戶」 指於市場數據訂閱申請表格內填入姓名並訂閱市場數據的人士 。
2. 市場數據的專有權
2. 1 訂戶承認及同意， 各相關交易所及其聯屬公司對市場數據擁有獨家及有價值的產權（或在第三方內容提供商通過相關交易作出數據使用許可
的情況下， 該第三方內容提供商對之擁有獨家及有價值的產權），以至於該等市場數據構成相關交易所的有價機密資料、商業秘密、知識產權及
／或專有權利， 不屬公眾領域， 且該等市場數據將仍屬於相關交易所的有價機密資料、商業秘密、知識產權及／或專有權利， 若不是有協議的
存在， 訂戶不會對該等市場數據享有任何權利或存取機會 。
2.2 訂戶承認及同意， 任何市場數據的披露、或違反或威脅違反本文件所載的任何其他保證、聲明、條文、承諾、契諾或協議， 將會對相關交易
及／或持牌法團所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害， 金錢賠償難以補救。 因此， 訂戶進一步承認及同意， 除了且不限於可能獲得的任何其他法定或衡平救
濟， 對於違反或威脅違反協議的任何保證、聲明、條文、規定、契諾或承諾的情形（包括但不限於披露或威脅披露市場數據的任何情形），相關
交易所及／或持牌法團有權獲得特定履行、禁制及其他衡平法救濟。

3. 訂戶接收市場數據
3. 1 協議規定了訂戶可使用市場數據的條款及條件。訂戶確認， 不論有任何協議， 相關交易所、持牌法團或發佈人（如適用）均可自行酌情決
定， 終止傳播市場數據， 或變更或取消其傳輸方法、速度或信號特徵。此外， 訂戶承認及同意， 相關交易所、持牌法團或發佈人（如適用）保
留其不批准任何訂戶以及因故或無故終止任何訂戶接收市場數據的權利 。
3.2(i) 訂戶僅可將市場數據用於其內部業務活動（ 內部業務活動不包括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而且僅在訂戶不時以書面形式向相關交易所、持
牌法團或發佈人（ 如適用） 指定的辦公場所、地點及裝置上（可能由相關交易所、持牌法團或發佈人（ 如適用） 規定）使用。訂戶承認及同
意， 各相關交易所對構成內部業務活動或內部使用的內容可能有不同定義， 並同意遵守相關交易所可能不時規定的所有使用限制及局限。
(ii) 訂戶同意， 其不會且不允許他人以任何格式向任何其他方或上述所指定以外的任何辦公場所或地點傳遞或以其他方式提供市場數據， 亦不會
允許任何其他方直接或間接從該等辦公場所或地點拿走任何市場數據， 並將採用並執行防止市場數據被從中拿走的任何合理政策。訂戶特別同
意， 在不限制或變更其在協議第7條或其他條款項下的義務的同時， 訂戶自己不得亦不得允許他人將任何市場數據用於下列任何目的： (a)創制
基於或源於市場數據的衍生數據產品， (b)確定或得出於相關交易所以外的任何其他交易所交易的衍生工具合約、衍生工具合約期權或類似衍生
工具的任何價格（包括任何結算價），及(c)用於將在外部傳播、公佈或以其他方式使用的任何其他衍生產品。訂戶將遵守任何相關交易所可能不
時指定的任何其他使用限制及局限。訂戶將盡其最大努力確保其合夥人、高級職員、董事、員工及代理人保持對通過訂戶所持有的裝置而收到
的市場數據的獨自控制、獨自實際管有及獨自存取 。
(iii)訂戶將盡其最大努力確保不允許市場數據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傳播 。
4. 報告
訂戶同意及時向相關交易所、持牌法團及／或發佈人（如適用）及彼等各自之聯屬公司或代理人提供相關交易所、持牌法團及／或發佈人（如
適用）不時要求的與訂戶接收或使用市場數據合理相關的任何資訊或報告 。
5. 檢查及審核的權利
5. 1 在正常營業時間內， 相關交易所、持牌法團及／或發佈人（如適用）所授權的任何人士可以進入訂戶的辦公場所或地點， 以觀察、檢查及／
或審核市場數據的使用情況， 審查及檢查任何裝置、附加裝置或設備以及訂戶根據本協議就其接收及使用市場數據的情況而維持的任何賬簿及
記錄。
5.2 倘檢查或審核時發現訂戶將市場數據用於未申報的用途， 訂戶將及時作出付款調整（包括按相關交易所、持牌法團及／或發佈人（如適用）
可能規定的利率計算的利息），以補償相關交易所、持牌法團及／或發佈人（如適用）。此外， 依照任何該等相關交易所、持牌法團及／或發佈
人（如適用） 的選擇， 訂戶將有責任承擔其結果顯示與實際應付予相關該交易所、持牌法團及／或發佈人（如適用） 的費用金額存在對該交易
所有利的差異而且該差異達到百分之五(5%)或以上（或相關交易所、持牌法團及／或發佈人（如適用）可能不時規定的其他百分比） 的任何審
核的合理費用（視情況而定）。
5.3 對於作為其報告依據的記錄及賬簿， 訂戶應於該等記錄及賬簿所涉及的期間後將其保存三(3)年（或由相關交易所、持牌法團及／或發佈人
（ 如適用）可能不時規定的其他期限）。倘訂戶未能按上述規定保存該等記錄及賬簿， 則訂戶同意向相關交易所、持牌法團及／或發佈人（如適
用）（視情況而定）支付經過上述任何審核而發現的任何差異的合理估計額 。
6. 市場數據費
訂戶將根據當時的收費表就接收市場數據的權利向持牌法團付款。市場數據費可由持牌法團隨時作出變更， 而無需事先通知訂戶。於收到訂戶
的費用後， 持牌法團應視情況向相關交易所或發佈人支付相應費用。訂戶承認及同意持牌法團有權不時修訂費用。儘管有上述規定， 持牌法團
可全權酌情要求訂戶直接向相關交易所或發佈人（如適用）支付相關的市場數據費 。
7. 訂戶的聲明及保證
7. 1 訂戶已(a)採取一切必要行動以授權訂立及履行協議項下的義務； (b)有權在無須任何其他人士進一步同意或批准的情況下訂立並履行其在協
議項下的各項義務。
7.2 訂戶進一步聲明及保證：(i)其擁有訂立及履行協議的一切必要權力及授權； (ii)協議對訂戶而言屬合法、有效、具有約束力及可強制執行的；
(iii)訂戶訂立或履行協議， 並不違反亦將不會違反對訂戶、持牌法團或相關交易所具有約束力或對其適用的任何法例、規則、法規或命令或任何
協議、文件或文書； 及(iv)其存取及使用市場數據將符合所有適用的法例及監管規則。
7.3 訂戶聲明及保證， 其不從事且不會在協議存續期間從事發佈市場數據的業務。
7.4 訂戶同意， 其不會將或允許任何其他人士將市場數據用於任何非法或不道德的目的 。
7.5 訂戶同意， 其不會以與相關交易所競爭的任何方式使用市場數據， 亦不會以協助或允許第三方以與相關交易所競爭的任何方式使用市場數
據。
7.6 訂戶同意， 據此提供的市場數據的前提條件是訂戶嚴格遵守協議條款， 且當相關交易所、持牌法團及／或發佈人（如適用） 自行判斷訂戶存

在違背或違反本文件條文或由相關交易所或發佈人制定且適用於存取、接收或使用市場數據的條款及條件時， 其可立即終止上述服務， 而不論
是否發出通知， 亦不論是否提供理由 。
8. 免責聲明
市場數據的提供， 及訂戶亦同意市場數據的提供， 乃在不帶有任何種類的保證的情況下在「現有」 的基礎上按「現狀」 為基準。訂戶同意： 持
牌法團、其聯屬公司及光大證券國際集團的任何成員； 發佈人及其聯屬公司（如適用）；交易所及其聯屬公司； 及彼等各自的任何成員、董事、
高 級職員、僱員或代理以及相關交易所的任何許可人士對市場數據或其傳輸、及時性、準確性或完整性不作任何明示或默示的聲明或保證，
包括 但不限於任何默示保證或對適銷性、質量或適用於特定目的或用途或不侵權的任何保證， 以及（在法律容許的範圍內） 由法規或其他法
律或因 任何交易過程或行業慣例而產生的保證 。
9. 責任及損失賠償限制
9. 1 訂戶同意： 持牌法團、其聯屬公司及光大證券國際集團的任何成員； 發佈人及其聯屬公司（如適用）；相關交易所及其聯屬公司； 及彼等各
自 的任何成員、董事、高級職員、僱員或代理人以及向交易所作出許可的任何許可人：
(i) 不保證市場數據的順序、準確性或完整性， 其中任何人士亦不會就市場數據或其傳輸的任何延遲、不準確、錯誤或遺漏或因訂戶接收或使用
市場數據而產生的任何其他損害對訂戶或任何其他人士承擔責任， 而不論該損害是否由其本身的疏忽、不可抗力事件或任何其他原因導致 。
(ii) 不就因協議及其項下的市場數據而產生的或與之有關的任何損失、責任或其他損害（不論是直接、 間接或後果性的）對訂戶或任何其他人士
或實體承擔責任， 包括但不限於：
(a) 市場數據的傳送、地點或市場數據本身的任何不準確、不完整、延誤、 中斷、錯誤或遺漏； 或
(b) 訂戶、其客戶或任何其他實體或彼等各自的任何聯屬公司、董事、高級職員、僱員或代理人作出的任何決定或採取或不採取的行動。
(c) 營業收入損失、利潤損失或任何懲罰性、 間接、後果性、特殊或任何類似的損害賠償， 而不論是合約、侵權行為或其他方面的， 即使已知悉
發生該等損害賠償的可能性 。
9.2 訂戶明確承認相關交易所及其聯屬公司、持牌法團及其聯屬公司及發佈人及其聯屬公司（如適用）並無就協議及市場數據對訂戶或任何第三
方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證， 包括但不限於： (i)關於市場數據的及時性、順序、準確性、完整性、 即時性、適銷性、質量或適用於特定用途
的任何保證， 或(ii)對於訂戶或任何第三方使用市場數據所能獲得的結果的任何保證。
9.3 倘上述免責聲明及責任免除或其任何部分被視為無效或無作用， 則相關交易所及其聯屬公司、持牌法團及其聯屬公司、發佈人及其聯屬公司
（ 如適用） 及彼等各自的董事、 高級職員、 成員、 僱員或代理人（ 視情況而定） 的累積責任不得超過損失或損害的實際金額， 或五十美元
（ $50.00） 的金額或可能由相關交易所或持牌法團不時規定的其他較低金額限額， 以較少者為準 。
10. 期限及終止
10. 1 倘訂戶嚴格遵守協議的條文及所有適用的法例及監管規則， 發佈人根據本文件提供的市場數據將持續生效， 直至(i) 任何一方（無須提出因
由） 向另一方透過發出至少三十(30)天表明其擬終止本協議的事先書面通知終止為止； 或(ii) 如果訂戶未能支付任何費用（包括但不限於任何每
月的訂閱費用），或在訂戶的交易帳戶中沒有或沒有足夠的資金供持牌法團扣除適用的費用， 持牌法團可立即終止本協議， 不論持牌法團有否向
訂戶發出任何事前通知。不管上述的條文 , 持牌法團有權要求提供市場資料的服務在相關交易所及/或發佈人訂明的相關服務期的最後一天終
止。
10.2 協議終止後， 訂戶應立即停止使用市場數據， 並刪除根據協議收到的任何及所有市場數據， 包括但不限於任何已儲存的歷史市場數據 。
11. 修訂
相關交易所、持牌法團及／或發佈人（如適用）可不時修改及修訂適用於存取、接收或使用市場數據的協議及／或其他條款及條件， 且訂戶同
意受該等條款約束。於相關交易所、持牌法團及／或發佈人（如適用）（視情況而定） 向訂戶發出修改或修訂的通知之後繼續存取或使用市場數
據， 即表示訂戶同意受經修改或修訂的協議或適用於存取、接收或使用市場數據的其他條款及條件約束。
12. 繼續有效
第1條（釋義）、第2條（市場數據的專有權）、第8條(免責聲明）、第9條(責任及損失賠償限制）、第13條(彌償）、第14條(承諾訂立其他文件等）
的條文及根據性質理應繼續有效的條款以及對上述條文的任何修訂將於協議終止或屆滿後繼續有效 。
13. 彌償
訂戶將彌償相關交易所、持牌法團及／或發佈人（如適用）及彼等各自的聯屬公司、董事、高級職員、僱員及代理人、為其辯護， 並保障其免
受因協議引致或與此相關的任何及全部申索， 包括但不限於因(i)訂戶未能提供或存置， 或訂戶延遲提供或存置本文件要求訂戶存置的任何報告
或記錄； (ii)訂戶未能遵守協議的任何條文及／或相關交易所、持牌法團及／或發佈人（如適用）規定而適用於存取、接收或使用市場數據的其
他條款及條件； 或(iii)訂戶侵犯了相關交易所在市場數據中的知識產權或專有權而引致或產生的任何責任、損失或損害（包括但不限於全額彌償

律師費及其他費用）。
14. 承諾訂立其他文件等
訂戶同意遵守已生效及可能經相關交易所不時修訂而適用於存取、接收及使用市場數據的相關交易所的條款及條件， 並受其約束。訂戶承諾於
持牌法團要求時立即制定、訂立、執行、履行及提供持牌法團合理要求以履行任何適用於相關交易所、持牌法團或發佈人（如適用） 的任何法
定或監管義務的一切其他行動、協議、契據、文件、事項及事宜， 或促成或促使其被制定、訂立、執行、獲履行及提供， 費用及開支完全由其
自行承擔。在不限制前述規定一般性的前提下， 訂戶承諾於相關交易所、持牌法團或發佈人（如適用）要求時， 立即以相關交易所不時規定的
形式訂立訂戶協議。
15. 授權書
訂戶謹此不可撤回地委任持牌法團為其合法授權人， 以訂立及執行持牌法團真誠地認為必要及訂戶為進一步履行或根據協議的條款或為遵守適
用於訂戶的任何法律或監管義務而合理應進行的一切事宜 。
16. 雜項
16. 1 由協議引起的任何訴訟均受香港法例的管轄， 並依其解釋。訂約方均願接受香港法院的非專屬司法管轄權管轄 。
16.2 訂戶不得轉讓協議的全部或任何部分。持牌法團可將其於協議項下的全部或任何部分權利及義務轉讓予光大證券國際集團的其他成員公司 。
16.3 在未獲得持牌法團的事先書面同意的情況下， 訂戶不得修改或修訂協議的條款 。
16.4 倘協議的條款及條件與相關交易所的標準訂戶協議（如適用）之間有任何衝突， 概以相關交易所標準訂戶協議的條款及條件為準（惟僅限
於不一致之處）。
16.5 倘由於任何理由， 協議的一項或多項條文或其中的任何部分被認定為無效或不可執行， 則協議的其他條文或其他部分將仍然完全有效及生
效。
16.6 訂戶謹此同意相關交易所及其聯屬公司使用相關交易所及其聯屬公司不時通過開展業務取得的有關訂戶的專有數據或其他個人資料（包括
向彼等提交以履行監管義務的任何數據），用作商業、業務及營銷目的 。
16.7 訂戶承認及同意， 相關交易所為協議的預定第三方受益人， 且相關交易所可強制執行本文件項下的明文保障相關交易所免受法律責任的條
款。 除相關交易所、光大證券國際集團的任何成員以及光大證券國際集團成員各自的任何高級職員、僱員或代理（「合資格第三方」）外， 非本
協議 訂約方的人士不享有 《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623章）項下的任何權利以執行本協議的任何條款。儘管本協議或《合約
（第三 者權利）條例》 有任何相反的規定， 持牌法團可在未取得任何合資格第三方同意或於彼等不知情的情況下終止、修訂、替換、撤銷或
同意本協 議項下的任何變更、豁免或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