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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erprime卓德迎新大促销 

施展5G魔法 

带你万圣节狂欢 

 

1.0 通用规则 

当您申请参与 Charterprime 卓德“施展 5G 魔法,带你万圣节狂欢”促销（下文为“促

销”），表明您是在完全同意该促销的条款与细则（包括 Charterprime 卓德网站上

列明的《条款与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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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细则的条文。当条文受到更改，

Charterprime 卓 德 不 会 做 出 电 邮 通 知 ， 建 议 您 在 我 们 的 官 方 网 站

www.charterprime.com 上阅读该条款与细则，或通过官网上的渠道与我们联系以获

取最新的条款与细则。修订或更改过的条款与细则将立即生效与被执行。  

此次促销活动是卓德为了欢迎新客户，携手双十一和万圣节，正式推出“施展 5G 魔

法,带你万圣节狂欢”活动，感恩回馈在这个秋天所有支持 Charterprime 卓德的广大

客户，大多数礼品均为 5G 高端产品，让您的生活赶上潮流，交易速度领先一步！ 

 

2.0 符合条件的参与账户及账户限制 

Charterprime 卓德的所有客户都可以参与此促销，除了 PAMM 或 MAM 及 VIP 账号

不具参与资格。每个客户最多可以开设 5 个 MT4 交易账号。此促销以 MT4 账号为参

与单位。需了解更多详情，请电邮至 enquiry@charterprime.com 或通过官网上的

渠道与我们联系。参与此促销的客户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a) 已年满 18 岁，或达到您所在国家、地区、省份的法定年龄； 

b) 在法律上有权使用我们的服务； 

c) 在 Charterprime 卓德注册及开设账户； 

d) 您的 MT4 交易账号是 USD 美金账号； 

e) 您的 MT4 交易账号不是 VIP、PAMM 或 MAM 的账号； 

f) 此促销仅适用于零售客户。 

http://www.charterprime.com/
mailto:请电邮至enquiry@charterpr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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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活动参与细则 

a) 本次促销活动分为 6 个档次，同时完成相对应档次入金量、交易量即可获得对

应档次的礼品；*(参考图表 3.1) 

b) 在参与活动之前，客户可电邮至官方邮箱：enquiry@charterprime.com 或联

系所属客服经理/推荐人，提供参与的 MT4 交易账号及所选的礼品； 

c) 交易量从达到活动档次入金初始要求的最后一笔资金到账开始计算，交易累计

量在活动交易量截止时间前结束； 

d) 多个 MT4 交易账号之间的资金转移，并不能被当作是新的入金; 

e) 活动期间，当客户实际入金金额超过申请领取礼品的初始入金金额范围时，将

失去获得本档次礼品的领取资格，客户可选择参与下个档次的活动（例如：客

户申请参加第一档活动，在活动期间入金达到 1,888 美金，达到第二档入金：

5,888 美金门槛，则失去第一档礼品的领取机会，客户自动顺延至参加第二档

活动）； 

f) 以单个 MT4 交易账号为单位，并且单个 MT4 交易账号仅可以从相同档次的华

为或苹果礼品中，选择其中一款产品兑换相应礼物，单个MT4交易账号仅有一

次兑换档次礼品机会; 

g) 参与此促销活动的客户不能同时参与 30%赠金促销活动； 

h) 在入金后，于宽限期 *(参考 3.2 部分) 内出金的客户将失去获得礼品的资格； 

i) 于有效期内同时完成规定的入金量和交易量，并于宽限期内未出金的客户将顺

利获得礼品，Charterprime 卓德将于宽限期后发放礼品； 

j) 此次促销仅限新客户参加。如果老客户也想参与此次活动，则必须申请新的

MT4 账号，并以此新账号参与活动方可。 

 

 

 

mailto:enquiry@charterpr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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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1） 

档次 入金量 交易量 奖品 奖品价值 

 

第一档 $1,888 

以上 
18 手以上 

华为路由器 A1 (5G) 

$47 美元 

(大约 339 人民币） 
urBeats3 入耳式耳机 

(采用闪电接头) 

 

 

第二档 

$5,888 

以上 
58 手以上 

华为 WATCH GT2  

46mm (曜石黑) $211 美元 

(大约 1,499 人民币） Apple Watch Series 3 

38 毫米 

 

 

第三档 

 

$10,888 

以上 

 

108 手以上 

华为 Mate 30 

 8GB+128GB (5G) 
$607 美元 

(大约 4,299 人民币） Apple iPad 10.5 英寸

64GB Cellular 版本 

 

 

第四档 

$18,888 

以上 
188 手以上 

华为 Mate 20X  

8GB+256GB (5G) 
$875 美元 

(大约 6,199 人民币） Apple iPhone  

11 英寸 128GB 

 

 

第五档 
 $38,888 

以上  
388 手以上 

华为 Mate 30 Pro 

8GB+256GB (5G) 

$1,157 美元 

(大约 8,199 人民币） 
Apple iPhone 11 Pro 

5.8 英寸 64GB 

 

 

第六档 
$88,888 

以上 
888 手以上 

华为 Mate 30 Rs 

保时捷款 512G (5G) 

$2,343 美元 

(大约 16,599 人民币） 
Apple MacBook Pro  

13 英寸 1TB 

** 多个 MT4 交易账号之间的资金转移，并不能被当作是新的入金。 

** 图表所显示价格将根据地区汇率不同而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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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促销活动有效期和宽限期 

参与活动时间： 

•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为 GMT+0）： 

2019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 00:00:00 至 2019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五）, 23:59:59； 

 

• （北京时间为 GMT+8）： 

2019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 08:00:00 至 2019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六）, 

07:59:59 

 

交易量截止时间： 

•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为 GMT+0）： 

2019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五），23:59:59； 

 

• （北京时间为 GMT+8）： 

2019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六），07:59:59 

 

宽限期时间： 

•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为 GMT+0）： 

2019 年10 月 25 日（星期五）, 00:00:00 至2019 年11 月 29 日（星期五）23:59:59； 

 

• （北京时间为 GMT+8）： 

2019 年10 月 25 日（星期五）, 08:00:00 至2019 年11 月 30 日（星期六）07: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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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奖品发放 

a. Charterprime 卓德将在此促销的宽限期结束后，统计出获得 “施展5G魔法,带

你万圣节狂欢”促销的奖品的客户名单，以邮寄方式发放奖品； 

 

b. Charterprime 卓德不保证所送出的实际奖品的外观与以下*(参考图表5.0 )提供

的参考图片一致，若实际收到的奖品与图片不符，请以收到的奖品实物为准； 

 

c. Charterprime卓德将不承担任何责任对于运输过程中所造成的延迟或破损； 

 

d. 若客户想选取同等价值的华为系列或苹果系列电子产品，请及时联系您的客服

经理/推荐人或电邮至官方邮箱enquiry@charterprime.com； 

 

e. Charterprime卓德将有权决定所有的奖品规格，如有问题可以咨询官方热线电

话或及时联系您的客服经理/推荐人； 

 

f. 所有奖品皆不可兑换成现金； 

 

g. Charterprime卓德拒绝所有投机客户和不符合此促销活动宗旨的交易行为； 

 

h. Charterprime卓德拥有所有决定权和最终法律解释权。 

  

 

 

 

 

 

 

 

 

mailto:enquiry@charterpr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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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奖品参考 

华为系列 

图示 介绍                              奖品配套 奖品价值 

 
 

华为极速路由 A1 

有线无线双千兆 

双频双核 

无线信号放大器 

华为路由器 A1 

 (5G） 
$47 美元 

(大约 339 人民币） 

 

铝金属表壳搭配 

运动型表带 

 

华为 WATCH GT2 

46mm (曜石黑) 

$211 美元 

(大约 1,499 人民币） 

    

光影雕琢 聚美于环； 

纤毫毕现 完美视界； 

一触跨屏 品质优选 

 

华为 Mate 30 

 8GB+128GB (5G) 

$607 美元 

(大约 4,299 人民币） 

    

全景巨幕 一览无余； 

强劲续航 坚定前行； 

心之所向 乐享生活！ 

 

华为 Mate 20X 

 8GB+256GB (5G) 

$875 美元 

(大约 6,199 人民币） 

 

超大屏幕 国之重器； 

超感四摄 重构影像； 

侧屏触控 自由掌握！ 

 

华为 Mate 30 Pro 

8GB+256GB (5G) 
$1,157 美元 

(大约 8,199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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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 MT4 交易账号之间的资金转移，并不能被当作是新的入金 

** 图表所显示价格将根据地区汇率不同而有所差异 

***5G 仅支持部分地区 

****所示价格仅供参考，实际价格请以当地零售价为准 

 

 

智芯，引领 5G 

品质，内外兼修 

超跑设计 致敬时代 

革新交互 自在掌握 

 

华为 Mate 30 Rs 

保时捷款  

12GB+512GB (5G) 

$2,343 美元 

(大约 16,599 人民币） 

苹果系列 

图示 介绍                              奖品配套 奖品价值 

 

 

精心调校的音质，缔造

出众的聆听体验 

 

urBeats3 入耳式耳机 

(采用闪电接头) 
$47 美元 

(大约 339 人民币） 

 

铝金属表壳搭配 

运动型表带 

 

 

苹果 Watch Series 3 

 38 毫米 

$211 美元 

(大约 1,499 人民币） 

 
 

强劲性能, 

薄至 6.1 毫米 

 

Apple iPad Air 

10.5 英寸 

64GB Cellular 版本 

$607 美元 

(大约 4,299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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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个 MT4 交易账号之间的资金转移，并不能被当作是新的入金 

** 图表所显示价格将根据地区汇率不同而有所差异 

***5G 仅支持部分地区 

****所示价格仅供参考，实际价格请以当地零售价为准 

 

 

6.0 不当使用和滥用 

Charterprime 卓德真诚地为那些曝露在经济风险中的积极交易者，提供此次的促销活

动。基于此，客户须承认其参加此促销，仅为补充其用作市场中合法交易的交易资金，

并承认 Charterprime 卓德的促销是附带参与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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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崭新的双摄系统, 

抗水深度翻倍 

 

 

Apple iPhone  

11 英寸 128GB 

$875 美元 

(大约 6,199 人民币） 

 

突破性的三摄系统， 

电池续航实现了空前的

飞跃 

 

Apple iPhone 11 Pro 

5.8 英寸 64GB 
$1,157 美元 

(大约 8,199 人民币） 

 

2.4GHz 四核第八代 

Intel Core i5 处理器 

 

Apple MacBook Pro  

13 英寸 1TBSSD 

 

$2,343 美元 

(大约 16,599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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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免责声明 

Charterprime 卓德对所有参与或未能参与此促销的客户损失，均不负任何责任。此外，

参与此促销的客户于市场中的损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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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风险提示 

我们的产品以保证金交易并带有高风险。因而该产品未必适合所有投资者，而您亦需

要了解当中风险。 

 

8.0 促销的更改或终止 

Charterprime 卓德有权更改、修订、终止或取消此次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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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最终决定权。 

 

9.0 第三方 

根据该条款与细则，客户不能将其权利转移给第三方，例如参与资格。此外，任何第

三方均无权干涉 Charterprime 卓德此促销的执行，包括所有决策。 

 

10.0 法律管辖权 

该条款与细则受新西兰法律的约束。由该条款与细则引起的任何争议和索赔，或由于

该条款与细则而强制执行，违反，终止或无效的决定均受新西兰法院的专属管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