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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銀業貿易場 
行員執行司理人申請表 

 
 
 
 
 
 
 
 
 
 
 
甲、個人資料：* 

一．  個人要項： 

從業員註冊編號：＿＿＿＿＿＿＿＿＿＿＿＿＿＿＿＿＿＿＿＿＿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別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別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國籍：____________身份証編號：________________ 

出生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公司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圖文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住宅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圖文傳真：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圖文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近照 

 

 

 

 

             身份証副本 



FM4(5-2018).DOCX ….2/10 

二．  教育程度：［請於適當□內加，並附上有關証書之簽署核証副本］ 

□ 中學 

□預科：學校名稱：＿＿＿＿＿＿＿＿＿＿＿＿＿＿＿＿＿＿＿＿ 

□大專或以上： 

頒發機構名稱：＿＿＿＿＿＿＿＿＿＿＿＿＿＿＿＿＿＿＿＿＿ 

頒發國家／地區：＿＿＿＿＿＿＿＿＿＿＿＿＿＿＿＿＿＿＿＿ 

年份：＿＿＿＿＿學科名稱：＿＿＿＿＿＿＿＿＿＿＿＿＿＿＿ 

□其他學歷： 

頒發機構名稱：＿＿＿＿＿＿＿＿＿＿＿＿＿＿＿＿＿＿＿＿＿ 

頒發國家／地區：＿＿＿＿＿＿＿＿＿＿＿＿＿＿＿＿＿＿＿＿ 

年份：＿＿＿＿＿學科名稱：＿＿＿＿＿＿＿＿＿＿＿＿＿＿＿ 

 

三．  工作履歷： 

於本申請書日期前之七年內曾受僱之職業，包括現時職業及自僱期

間之職業：［請附上由該僱主發出之証明文件之簽署核証副本，如位置不

足，請另紙填寫］ 

1. 僱主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受僱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性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僱期間：由___________________至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僱主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受僱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性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僱期間：由___________________至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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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僱主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受僱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性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僱期間：由___________________至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僱主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受僱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性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僱期間：由___________________至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僱主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受僱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性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僱期間：由___________________至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請詳述申請人在經營或管理黃金交易業務之經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M4(5-2018).DOCX ….4/10 

五．  申請人現時有否在其他機構任職，如有，請詳述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六．  申請人是否現正經營或管理黃金交易以外之業務，如有，請 

      詳述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  倘本申請獲准，申請人除經營或管理黃金交易業務外，是否 

      有意經營或管理其他業務，或在黃金行業以外從事獲取薪酬 

      之工作？如有，請詳述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列問題（七至廿二）請於適當□內加，如於『有』或『是』欄

加，請另紙詳述之。 

八．  申請人曾否被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 

      會」）或其他地方之證券、期貨、商品、外滙等監管機構譴 

      責、吊銷註冊、暫停註冊、罰款、遭受拒絕發給註冊或終身 

      禁止重投業界等處分？ 

      有□      無□ 

 

九．  申請人或其為股東（持有 10%或以上股份）、董事或高級管 

      理層的公司曾否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與債權人簽訂和解協議， 

      或與債權人達成任何還債方案？ 

      有□      無□ 

 

十．  申請人或其為股東（持有 10%或以上股份）、董事或高級管 

      理層的公司曾否在本港或其他地方被法庭宣判破產？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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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申請人或其為股東（持有 10%或以上股份）、董事或高級管 

      理層的公司曾否在本港或其他地方自願將財產作破產轉讓？ 

      有□      無□ 

 

十二．申請人或其為股東（持有 10%或以上股份）、董事或高級管 

理層的公司曾否在本港或其他地方宣佈清盤（由股東自動清

盤者除外），或曾與債權人達成協議，或自行宣佈破產或被

法庭宣判破產？ 

有□      無□ 

 

十三．申請人或其為股東（持有 10%或以上股份）、董事或高級管 

      理層的公司曾否在本港或其他地方之民事訴訟程序中被判敗 

      訴？ 

      有□      無□ 

 

十四．申請人或其為股東（持有 10%或以上股份）、董事或高級管 

      理層的公司曾否在本港或其他地方被檢控或起訴（交通違例 

      罪除外）？ 

      是□      否□ 

 

十五．申請人或其為股東（持有 10%或以上股份）、董事或高級管 

      理層的公司曾否在本港或其他地方為民事案中一方之當事 

      人？ 

      是□      否□ 

 

十六．申請人或其為股東（持有 10%或以上股份）、董事或高級管 

      理層的公司有無仍未清償之判決債項？ 

      有□      無□ 

 

十七．申請人有否刑事紀錄（包括本港或其他地方）？ 

      有□      無□ 

 

十八．申請人或其為股東（持有 10%或以上股份）、董事或高級管 

      理層的公司曾被判詐騙罪名成立？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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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A）申請人曾否在本港或其他地方被命令、判決或經法庭 

           或監管當局或政府機構裁定禁止從事任何活動？ 

           有□      無□ 

      （B）申請人或其為股東（持有 10%或以上股份）、董事或 

           高級管理層的公司曾否在本港或其他地方被監管當局或 

           政府機構採取紀律處分行動？ 

           有□      無□ 

 

二十．申請人曾否被法院頒布命令取消出任公司董事的資格，或被 

      另一司法管轄區的法院頒布取消出任與董事同等職位的資 

      格？ 

      有□      無□ 

 
廿一．申請人或其為股東（持有 10%或以上股份）、董事或高級管 
      理層的公司曾否被專業團體或行業公會公開譴責或責難，或 
      被該等機構拒絕入會或撤除會籍? 

      有□      無□ 

 

廿二．申請人或其為股東（持有 10%或以上股份）、董事或高級管 

理層的公司，而該公司並未履行對客戶、對為保障投資者而

設的賠償基金、或對會員互保基金的全部義務？ 

      有□      無□ 

 

廿三．申請人或其為股東（持有 10%或以上股份）、董事或高級管

理層的公司是否曾被內幕交易審裁處裁定曾進行應受譴責的

內幕交易，或曾未能遵守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香港單

位信託及互惠基金守則，或由證監會、香港其他監管當局或

任何海外交易所頒佈的交易守則或指引？ 

有□      無□ 

 

廿四．如申請人現已在香港証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註冊為負責 

      人員，請詳述如下： 

      (1) 註冊類別：＿＿＿＿＿＿＿＿＿＿＿＿＿＿＿＿＿＿＿_ 

         批准日期：＿＿＿＿＿＿＿＿＿＿＿＿＿＿＿＿＿＿＿_ 

         所屬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2) 註冊類別：＿＿＿＿＿＿＿＿＿＿＿＿＿＿＿＿＿＿＿_ 



FM4(5-2018).DOCX ….7/10 

         批准日期：＿＿＿＿＿＿＿＿＿＿＿＿＿＿＿＿＿＿＿_ 

         所屬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3) 註冊類別：＿＿＿＿＿＿＿＿＿＿＿＿＿＿＿＿＿＿＿_ 

         批准日期：＿＿＿＿＿＿＿＿＿＿＿＿＿＿＿＿＿＿＿_ 

         所屬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4) 註冊類別：＿＿＿＿＿＿＿＿＿＿＿＿＿＿＿＿＿＿＿_ 

         批准日期：＿＿＿＿＿＿＿＿＿＿＿＿＿＿＿＿＿＿＿_ 

         所屬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5) 註冊類別：＿＿＿＿＿＿＿＿＿＿＿＿＿＿＿＿＿＿＿_ 

         批准日期：＿＿＿＿＿＿＿＿＿＿＿＿＿＿＿＿＿＿＿_ 

         所屬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乙、營業意向： 

一．  如獲准入會，準備何時參與本場巿場交易（公開喊價巿場及 

／或電子交易巿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如獲准入會，除註冊地址外，申請人  □預算  □不預算開 

      設分店。 

 

丙、  諮詢人： 

諮詢人［諮詢人推薦書隨本申請書附上］： 

1.姓名： （中文） （英文） 

2.姓名： （中文） （英文） 

 

戊、申請人之職責： 

本人茲聲明作為上述行員之執行司理人，職責範圍如下： 

（請於適當□內加） 

 職責範圍 是 否

1. 管理公司營運部門（香港及外地），包括□人事、□行

政、□財政、□內部監控、□巿場拓展、□盤房管理、

□風險管理、□交易結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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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均每月留在辦公室監察公司運作的天數：    

3. 確保所有客戶存放之按金及其他資金均存放在行員公司

於香港之客戶專用銀行戶口之內 

□ □

4. 確保所有客戶之開戶協議及交易單據保存在行員公司之

香港辦公室 

□ □

5. 監察公司職員（包括客戶主任及交易員）之工作 □ □

6. 監察公司交易系統之運作 □ □

7. 監察公司帳目及客戶按金及資金結存 □ □

8. 其他職責： 

(1)  

(2)  

(3)  

  

9. 備註：  

  

  

  

上述情況日後如有任何改變，本人當立即以書面通知金銀業貿易

場。 

 

己、申請人之承諾： 

致：金銀業貿易場理監事會 

 

    本 人 茲 謹 向  貴 場 申 請 為 第 ________________ 號 行 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行員中文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行員英文名稱）之執行司理人，並作如下聲明： 

 

1. 本人已達十八歲。 

2. 本申請表內的資料及一併提交的文件均為完整、真實及正確無誤，

並無向金銀業貿易場（「貿易場」）隱瞞重要事實。 

3. 同意貿易場可就上述資料向任何人士及機構進行核實或查詢，並

為此向有關人士及機構披露本人的任何資料。 

4. 承諾如本申請表格所載資料有任何改變，本人必須即時以書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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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貿易場。 

5. 本人符合貿易場訂立的『適當人選準則』。 

6. 本人具備適當的資格及足夠的能力履行執行司理人之工作職責。 

7. 承諾如本人不獲或不再獲行員委任，本人必須在本人不獲或不再

獲委任後的七天內通知貿易場，並辦理相關手續。 

8. 明白刻意隱瞞或嘗試隱瞞任何資料或事宜，誤導或嘗試誤導貿易

場，可導致本申請被拒或委任失效，亦被視為嚴重的失當行為，根

據貿易場的章程及規則，本人會受到紀律處分。 

9. 同意貿易場可透露本人的資料予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及／或有關

的監管機構。 

10. 承諾如獲批准成為行員執行司理人，將會遵守貿易場不時修訂之

章程、章程細則、規則、規例及守則等。如有任何違背行為，甘受

貿易場處分。 

11. 同意放棄因此申請或此申請被拒而引致或可能引致的任何損失而

向金銀業貿易場索償。 

12. 本人 □同意 ／ □不同意 提交之資料及／或證明文件可予

貿易場相關部門參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署                      日    期 
 

* 填報資料由行員會籍部作密件保存，但有關資料將可能用於本場暨屬下機構及／或 

政府要求申報之文件之中。閣下有權根據個人資料（私隱）條例索取已呈交之文件

副本。 

 

此欄待面見時對印鑑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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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組專用］ 

 

申請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查組成員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案經二零一________年_________月________日第_________次理監

事會□通過    □否決。 

 

理事長：___________________總務組覆核人：__________________ 

 

核對人：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