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count Termination Letter

賬戶解約書
Date of application

Pinyin

拼音

Li Ming

李明

※1

Account name or authorized person of
legal representative

登記姓名（
登記姓名（個人）
個人）或法人被授權人
Registered address 登記住址※2

Signature

登記電話號碼

登記電子郵件地址
用戶代碼
Login ID
Account No.
賬戶號碼
Account balance 賬戶餘額※3

liming2011
tk1070101
USD 997.00

如為法人，
如為法人，也請填寫下列內容。
也請填寫下列內容。

xx Co., Ltd.

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法人代表：汪洋

法人代表簽章
法人代表簽章

公司蓋章
公司蓋章（
蓋章（註冊章）
註冊章）

台灣省臺北市 x 路 x 段 x 號

汪洋

㊞

法人名稱及法人代表姓名
Registered address

登記住址

Wang Yang

xx

Registered legal person & representative

2

㊞

liming2011@yahoo.com

If you are a legal person, please fill out the following content.

拼音

（法人客戶）
法人客戶）公司蓋章

+886-2-12345678

Registered Email address

Pinyin

(For Corporate Client)Company Seal

李明
台灣省臺北市 x 路 x 段 x 號

Registered telephone number

1

簽章

申請日：X 年 X 月 X 日

Signature

Company Seal

＊Please tell us the reason for the account termination. 請對以下解約原由進行選擇。
□ Dissatisfied with the trading system 對交易系統不滿 □ Dissatisfied with our service 對服務不滿
□ High commission charge 交易手續費高
□ Low frequency of utilization 使用頻率低
交易手續費高
 Dissatisfied with trading support service (analysis and response)
對交易支援服務不滿(
對交易支援服務不滿(分析應對)
分析應對) □ Just for trail 試用
□ Few products 交易產品少 □ Large spread 買賣價差大 □ Restriction on trading hours 交易時間有限制
□ Choose other company 選擇了其它的公司  Less information provided 提供的資訊少 □ Others 其它
If you have any suggestions, please let us know.

若有任何具體的意見，
若有任何具體的意見， 請告訴我們。
請告訴我們。

＊
Please send the original copy of the Account Termination Letter to us. Upon receipt of your application, we will verify your identity, then
clear your account balance on the second working day (within four banking days), and remit the fund in Dollar or other currencies, to the
specified bank account under your name, thereafter.

請將解約書正本郵寄至本公司，
請將解約書正本郵寄至本公司，本公司收到解約書，
本公司收到解約書，確認客戶身份後將在第
確認客戶身份後將在第 2 個銀行營業日(最多在 4 個銀行營業日內)結算客戶賬
結算客戶賬
戶上的餘額，
上的餘額，並以美元或其它貨幣的形式將餘款匯入客戶
元或其它貨幣的形式將餘款匯入客戶指定的客戶本人名義下的收款銀行。
指定的客戶本人名義下的收款銀行。
Should there be any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version, the English version shall prevail.

此中文譯本只供參考之用，
此中文譯本只供參考之用，如與英文有任何歧異，
如與英文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為准。
概以英文為准。
TOKIN Co., Ltd.
E-mail account@tokincfd.com
http://www.tokincfd.com

：

注） 1 個人
個人賬
賬戶的情況下，
戶的情況下，請填寫第①
請填寫第①欄目內各項內容。
欄目內各項內容。
2 法人賬
法人賬戶的情況下，
戶的情況下，請務必填寫第①
務必填寫第①和第②
和第②欄目內所有內容。
欄目內所有內容。登記住址一項請填寫與第①
登記住址一項請填寫與第①欄目內
※2 處相同的住
處相同的住址。
如公司法人代表本人為法人被授權人時，需法人代表本人于※1 處簽名及蓋章。
處簽名及蓋章。
3 請於※
請於※3 處填寫交易賬
處填寫交易賬戶內可提取的剩餘全部金額。
戶內可提取的剩餘全部金額。
4 請將解約書原件
請將解約書原件郵寄至本公司。
郵寄至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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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