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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易信 easyMarkets 法律网页所载的「交易王者比赛条款与条件」（「比赛条款」）
及易信 easyMarkets（「主办机构」1）的商业条款和政策，符合以下规定的比赛条款
标准的客户将有资格参加以下定义的「交易王者比赛」（「比赛」）。
2. 比赛将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开始，直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为止（「比赛期间」）。
3. 资格条件：
在不影响所有其他商业条款和政策的前提下，易信 easyMarkets 的客户（「参与者」）满
足以下章节所述的资格标准（「符合资格参与者」）方可参加比赛。
本次比赛的参与资格条件如下：
（一）、本比赛适用于所有在易信 easyMarkets 网络平台和 MT4 平台上开立实时交易账
户并使用任何适用金融工具进行交易的易信 easyMarkets 的新老客户/交易者。
（二）、只有能够根据居住国适用的法律订立具有法律约束力之合同的人士才可以参加
「比赛」；除上述规定外，未满 18 岁者不得参加「比赛」。1
（三）、符合资格参与者必须向易信 easyMarkets 市场提供真实、准确、最新和完整的信
息，包括但不限于其全名（与其 ID 文档中指定的名称相同）以及有效联系的电子邮件地
址和电话号码，并且必须上传所有会员所在区域的必要、清晰且合法的文件。符合资格
的参与者必须同意，不得冒充任何个人或实体，不得歪曲与其他个人、实体或协会的任
何联系，使用假文件或以其他方式隐藏其身份。易信 easyMarkets 将根据注册程序和易信
easyMarkets 隐私政策中披露的信息，谨慎对待托付给其的所有此类信息。

1 主办机构是易信 easyMarkets 及其附属公司，包括 EF Worldwide Ltd - 英属维尔京群岛、易信 Easy Markets
私人有限公司，EF Worldwide Ltd - 塞舌尔、易信外汇交易有限公司。
2
重要事项：此推广活动不适用于欧盟、澳洲或新加坡的散户，只适用于专业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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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格标准和比赛奖项
4.1. 本比赛获胜者（「获胜者」）将根据第 4.2 段所述的因素决定。
4.2. 在 2021 年 5 月 17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期间，符合以下要求的符合资格参与者
有资格参加比赛并获得以下「皇家马德里商品」：
（一）、头奖 – 十（10）位符合资格参与者
完成 1 亿成交量交易或以上的符合资格参与者将被选中并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
以下价值 250 欧元的皇家马德里官方商品：
-

皇家马德里 Viceroy 总督手表(网状表带) - 135 欧元

-

皇家马德里 x 阿迪达斯背包 - 77 欧元

-

皇家马德里钱包 - 25 欧元

（二）、二奖 – 十（10）位符合资格参与者
完成 5000 万成交量交易或以上的符合资格参与者将被选中并参加抽奖，有机会
获得以下价值 150 欧元的皇家马德里官方商品：
- 皇家马德里 Viceroy 总督手表(硅胶表带) - 125 欧元
- 皇家马德里钱包 - 25 欧元
（三）、三奖 – 十（10）位符合资格参与者
完成 1000 万成交量交易或以上的符合资格参与者将被选中并参加抽奖，有机会
获得以下价值 100 欧元的皇家马德里官方商品：
-

皇家马德里阿迪达斯训练背包 - 55 欧元
皇家马德里 1902 年历史足球 - 35 欧元

5. 如参与者/交易者未能符合上述要求/准则，易信 easyMarkets 保留撤回奖品的权利。
6. 所有参与者参加比赛均视为已接受并受本条款及条件约束，并由易信 easyMarkets 自
行作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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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条款：
1. 本比赛仅在本合同规定的期间内进行。奖品是固定的，没有其他奖品选择。
2. 客户可以通过访问易信 easyMarkets 网站来监控他们的交易，有关信息会在「我的账
户」中实时更新。此外，参与者可以联系易信 easyMarkets 账户服务经理获取个人比
赛统计数据。
3. 参与者确认并授权易信 easyMarkets 在其网站上公布比赛的每日结果。我们不会公开
参与者的个人资料；只会在表现结果中显示顶尖参与者的用户 ID。
4. 如果符合资格参与者不希望在网站的比赛表现结果中出现，参与者应将此意愿信息传
达给主办机构。主办机构保留取消该名参与者参加比赛资格的权利。
5. 获胜者承认并同意，主办机构保留在其网站和任何其他线上广告平台上发布顶尖交易
者（「获胜者」）姓名和照片的权利，用于宣传目的，包括但不限于公开露面、新闻
发布会和采访。在任何时间均不需要作出任何进一步的补偿/奖励。
6. 获胜者名单应在比赛结束后 15 天内公布。
7. 主办机构将在易信 easyMarkets 社交媒体上公开宣布获胜者。主办机构亦应在比赛结
束后 15 天内，直接与获胜者联系。
8. 如果在公告发布后十(10)天内无法联系获胜者，且未能满足本合同规定的条件，易信
easyMarkets 有权取消获胜者的资格，并将奖品颁予符合上述资格要求/准则的第二名
符合资格参与者。
9. 有关派发及领取奖品的信息将会提供给获胜者。
10. 本比赛/活动不能与任何其他活动或易信 easyMarkets 提供的比赛同时结合参加。
11. 每位客户只能通过一个交易账户参与本次比赛。属于同一客户的多重账户将被取消资
格。
12. 如有合理理由认为活动/比赛以任何方式被滥用/操纵，我们保留取消该交易者资格及
彻底撤销比赛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IP 地址与该客户的身份文件不对应等使用情况，
在开始交易后五(5)分钟内进行关闭的交易活动，以及如客户协议中「未经授权的活
动」一节所述之活动等。
13. 任何因本比赛而产生的税费/收费，均由交易者自行承担。
14. 您可以在 www.easymarkets.com/int/legal/上找到我们的标准客户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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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易信 easyMarkets 的员工、他们的直系亲属、介绍经纪人的个人账户、多重账户经理
和任何与本次比赛有关的第三方都无资格参加。
16. 我们保留根据我们的政策和/或监管限制在任何时候拒绝或终止交易账户的权利。易
信 easyMarkets 有权随时自行决定修改、修订或终止本比赛或其任何方面之事宜，而
无须事先通知，并会将修改后的比赛条款张贴于易信 easyMarkets 网站，以通知您任
何此等更改。
17. 易信 easyMarkets 建议您定期检查这些比赛条款。
18. 请注意，当您继续使用易信 easyMarkets 网站和易信 easyMarkets 提供的服务时，代
表您已接受任何此等修改后的比赛条款。
19. 如果您不同意本合同条款的内容，请不要继续参与易信 easyMarkets 的比赛。
20. 满足资格要求后，您会自动进入这个比赛。如符合资格参与者及/或获胜者不愿参加
本比赛，可在易信 easyMarkets 的社交媒体公布获胜者名单时，向主办机构发出通知，
或拒绝领奖。
21. 如获胜者拒绝参加任何推广活动，易信 easyMarkets 有权取消获胜者的资格，并将奖
品颁予下一名获胜者。
22. 所有参与者（即信息当事人）均同意主办机构收集及处理个人资料，并储存于主办机
构的资料库，用于管理与参与者的持续关系以及与本次比赛有关的事宜。有关您的法
律权利的更多信息，请阅读我们法律页面上的隐私政策。所有参与者有权通过书面方
式访问其个人数据，联系电邮地址如下：dpo@easymarkets.com。
23. 若任何比赛条款翻译成英文以外的其他语言后出现不一致之处，应以英文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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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責任交易：远期利率协议、期权和价差合约(OTC 交易)是一种杠杆产品，对您的投资资
金来说有重大损失风险，可能并不适合所有人。请确保您已经充分了解所涉及的风险，
如您不能承受损失资金的风险，请不要进行投资。我们的集团公司通过其子公司获得了
塞浦路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授权(Easy Forex Trading Ltd-CySEC，许可证编号为 079/07) ，
亦利用澳洲证券投资委员会 (easyMarkets Pty Ltd- AFS 许可证编号为 246566)通过 MiFID
进入欧盟。我们也在塞舌尔通过塞舌尔金融服务管理局获得授权(EF Worldwide Ltd- FSA，
许可证编号为 SD056)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获金融服务委员会授权(EF Worldwide Ltd -许
可证编号为 SIBA/L/20/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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