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美金无入金奖金条款
简介
1. Traders Capital 有限公司(这里表示"公司") ，交易名称为TTCM，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
1981年公司法第14章第6/132C(1)条在百慕大公司注册处注册，公司注册编号为54135，公司注册
地址为百慕大汉密尔顿HM 12，教堂街51号，安德鲁广场5楼(以下简称“公司”)。
2. 本 “无入金奖金” 条款是“TTCM 商业条款与政策”的重要部分， 本协议中的条款被视为所有 “TTCM

商业条款与政策“的附件。

A.

资格条件

1. 在不影响所有其他商业条款和政策的前提下，本条款适用于符合以下章节所列要约资格标准的
TTCM客户(“符合条件的客户”)。
2. 如果客户通过特定的网站或社交网站在特定的促销活动或调查中了解到TTCM, TTCM可能会在这些
特定的网站或社交网站上不定期进行促销。TTCM可能不定期给在TTCM开设实盘的客户这份 “无入
金奖金” 。
3.

TTCM, 在其合理判断下，向其认为适当的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客户提供 “无入金奖金” ，并在它规定
的时间内提供。

4.

只有在其居住国法律适用的情况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人才可以参加 “无入金奖金”。在不限制上
述规定的情况下，不允许18岁以下或居住国法定年龄以下的人(“未成年人”)参加

“无入金奖金

”。 如果你是未成年人，你可能不能参加 “无入金奖金”。
5. “中间人/相关方”不得参与 “无入金奖金” 。 如果 “无入金奖金”参与者的注册或交易数据与另外
一个 “无入金奖金” 参与者的注册或交易信息,包括但不限于IP地址一致，TTCM有权因为这个一致
的原因立即取消资格。出于规定,本条款中的术语“中间人/相关方”,除非上下文另有要求,

指的

是与“无入金奖金”参与者有关联的任何个人或实体，包括但不限于:
a) 家庭成员，如兄弟、姐妹、配偶、祖先、直系后代和旁系后代;;
直接或间接通过一个或多个中介，控制参与“无入金奖金”任何个人或实体,或通过任何

c)b)

一个或多个中介直接或间接地控制或共同控制参与
言，

“无入金奖金”的个人或实体;就本定义而

“无入金交易奖金”的任何参与者使用的“控制”一词（包括具有相关含义的术语“受……控

制”和“受……共同控制”）应指直接或间接通过一个或多个中介机构，无论是通过表决权证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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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还是其他方式，都有权指导该人或实体的管理政策方向。
6. 同样,任何与TTCM或与TTCM可能不时运行特定的促销活动,竞赛或调查的相关人，不适用于 本文
的“无入金奖金” 条款。
B. 具体的“无入金奖金” 条款
1. 符合本文所述条件的客户可获得无入金奖金:
a) 要获得无入金奖金的客户必须在无入金奖金网页，与TTCM开设一个新交易账户。
b) 100美金无入金奖金 将存入促销账户，时长90个日历日。
c) 客户不得在促销账户进行额外的入金。
d) 促销账户交易量在90个工作日内达到至少10标准手数，可以提取

无入金奖金的金额。已完成

的交易数量可以通过登录“帐户历史”选项卡下的帐户或登录到成员端来验证。
e) 为了获得无入金奖金 产生的利润，客户必须在90天内给support.int@ttcm.com 发送一封邮件。
f) 为了获得无入金奖金 产生的利润，客户必须完全验证。
g) 90天之后，无入金奖金及任何产生的利润都将被清除, 所有未平仓头寸将被平仓。
h) 每个订单的最大交易量为0.1手。
i) 本账户可获得的最大杠杆为1:100。
j) 同一时间持仓敞口头寸的最大数量是5个。
k) 只有开盘价与收盘价之间有10个pips或以上的价差的订单才符合条件。

例

如:以1.13802卖出欧元对美元，以1.13502成交，开盘价与收盘价之差为0.00300 = 30个pips。
l) 只允许交易外汇主要货币对。
m) 禁止以下情况:锁单/对冲，专家顾问(EA)，阶级/剥头皮/网格策略(在前一笔交易结束后一小时
内不允许在同一方向打开新头寸)。

2. 无入金奖金 的金额是100 美金, (或等值货币)。
3. 本100美金无入金奖金的奖励从2020年6月16日不定时开始生效。
4. 本无入金奖金 只对新客户或者是之前在TTCM注册过交易账户但从未入金的现有客户有效。如果
以后这样的话，客户必须在无入金奖金网页使用新邮箱开设新账户。
5. 每个客户只能获得一次无入金奖金。
6. 使用 无入金奖金 产生的任何利润均可按我们的提款流程进行交易或出金，出金最高利润为 100美
金。
7. 所有符合资格的客户只允许持有一个(1) 无入金奖金 每一个 (1) 唯一 IP 地址。不允许同一个IP多次注，
也不允许多个无入金奖金 账户以相同的个人信息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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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符合本协议规定的真实账户客户的无入金奖金 不得在TTCM的实盘交易账户之间转账。
C. 一般条款
1. 请注意，可能需要24小时把无入金奖金 添加到符合本文规定的所有标准的客户的帐户。
2. 本 “无入金奖金” 适用于所有根据本协议规定在TTCM开立真实账户的客户，获得到的交易奖金仅
可用于交易目的，不得提取。
3. 出入金或内部转账不允许转入无存款奖金账户，也不允许在客户的其他TTCM账户之间进行。
4. 任何符合条件的客户从TTCM账户提取无入金奖金将立即使所有之前授予的交易奖金无效，并将
导致所有之前授予的交易奖金从拥有TTCM的相应账户中撤回。
5. TTCM保留合理酌情权:

i.
ii.

可以拒绝 “无入金奖金”参与者的注册; 以及
任何参与 “无入金奖金”的人篡改或企图篡改 “无入金奖金” 运作规则或者违反本条款，或
TTCM网站所载的任何 “TTCM 商业条款与政策” 的人将被取消资格。

iii.

更改此次促销赠金活动条款。

iv.

无需理由或者不事先通知，拒绝客户发放奖金;

v.

如怀疑奖金账户户有欺诈活动，本公司有权在不另行通知的情况下，扣除奖金账户所赚取
的全部奖金金额及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该决定无可争议。

6. 在任何情况下，TTCM都不对任何交易奖金取消或减少的后果负责，包括但不限于止损指令的关
闭。
7. TTCM保留权利，在其合理判断下，停止向其任何客户提供 “无入金奖金”，此类客户将通过电子
邮件通知。
8. 客户可以随时选择退出

“无入金奖金”

。请将您的请求发送到以下电子邮件地

址:support.int@ttcm.com，相关部门将处理您的请求并通知您。
9. 所有奖金获取应包括参与者的姓名和地址，账号和问题的详细描述，并发送到
support.int@ttcm.com。
10. TTCM保留随时更改、修改或终止 “无入金奖金” 或其任何方面的权利。 上述变更将提前通知客
户，TTCM将在其网站上公布任何此类变更。建议参加 “无入金奖金”的人定期在TTCM网站上查阅
这些条。 请注意，参加“无入金奖金” 即表示接受并同意遵守任何此类变更、修订和/或变更。
11. 在公司合理的判断下，任何指示或怀疑任何形式的套利(包括但不限于无风险获利),滥用(包括但
不限于参与者的交易活动模式表明,参与者仅旨在从交易中获得财务收益奖金没有真正感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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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市场或承担市场风险),欺诈、操纵,与交易奖金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欺诈或欺诈性活动相关的现
金返回套利，将使符合条件的客户在TTCM的真实交易账户中先前记入的所有交易奖金和所有已
进行的交易或其中获得的利润或损失无效。 在此情况下，TTCM有权根据其合理的判断关闭或暂
停(暂时或永久)所有符合条件的客户在TTCM的真实交易账户，取消所有订单，并取消所有参与者
的利润。在此情况下，TTCM不对交易奖金取消的任何后果负责，包括但不限于止损指令的关闭
。
12. 当没有额外的客户存款被处理时，在交易奖金基金上的交易不作支付合伙人的佣金。
13. 任何符合条件的客户只可参加此促销活动一次。
14. 参加“无入金奖金”即表示接受本条款以及TTCM网站上所载的商业条款和政策。
15. “无入金奖金” 条款 应受百慕大法律管辖并按百慕大法律解释。本条款未涵盖的任何争议或情况
将由TTCM以其认为对所有相关方最公平的方式解决。该决定为最终决定，对所有参赛者均有约
束力，将不进行复议。
16. 如果任何 “无入金奖金” 条款被翻译成英语之外的其他任何语言，本条款如有不一致的地方，以
英文本为准。
D. 风险警告
1. 外汇和差价合约交易对您的投资资金产生重大风险。请阅读并确保您已经完全了解我们的TTCM
网站上的可查询到的风险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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