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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投资（英国）——关键投资者资料文件 

本文件向您提供关于此产品的关键投资者信息。本文件不是营销材料，而是受法律要求提供的信息，以帮助您理解投资此产品的

性质、风险、成本、潜在收益和损失。建议投资者阅读本文件，这样才能就是否投资做出明智的决定。HYCM 认为该产品是复

杂的，因此，对缺乏经验和/或相关知识的投资者而言，投资该产品可能存在困难。 

 

外汇 
 

这些产品由 HYCM 资本市场有限公司提供与分销。HYCM 资本市场有限公司隶属于 HYCM 资本市场集团，许可证号：186171。
详情请致电+(44) 207-816-5902 或访问 www.hycm.co.uk 咨询。 

 

最新更新日期: 15.07.2022 

 

 

 
 

您将要购买的产品并不简单，而且可能难以理解。 
 

这是什么产品？
 

类型 

差价合约（CFD）是一种在场外交易的杠杆金融工具，其价

值由标的资产价值决定。杠杆效应是 CFD 的一个典型特

征。 

 

外汇通常以货币对进行交易（例如，欧元/美元），并且包

括对两种货币同时进行买入和卖出。货币对的第一个货币

称为“基础”货币，第二个货币称为“报价”货币。损益

将以“报价”货币计算。 

 

外汇 CFD 始终必须以财务方式结算，不能通过实物结算或

货币的可交割性来结算。 

 

目标 

CFD 的目的是允许投资者从标的外汇货币对（无论是上涨

或下跌）的价格波动中获得杠杆的风险敞口。由于 CFD 只

要求合约名义面值的一小部分作为初始保证金，因此风险

存在杠杆效应。 

 

当产品价格朝着投资者预期的方向波动，投资者就能获得

数倍于所买卖的 CFD 合约数量的收益。相反，当价格朝着

投资者预期的反方向波动，就会出现亏损。例如，如果您

认为欧元的价值相对于美元将会上升，您将买入欧元/美元

（此举称为“做多”），以期在更高价格时卖出。您买卖

的价格之差，减去相关成本（详情见下方）就是您获得的

利润。如果您认为欧元的价值相对于美元会下跌，您就会

卖出欧元/美元（此举称为“做空”），以期在比卖出时更

低的价格买回。那么，我们需要支付给您的是价格之差减

去相关成本（详情见下方）。 

 

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价格朝着与您预期相反的方

向波动，且您的头寸被您关闭或者因保证金不足（详情如

下）而关闭，您将亏欠我们所有已经产生的损失金额以及

成本。 

 

要开立一个头寸，并让我们免受您所蒙受的损失，您必须

在您的账户中存入一定比例合约总价值的金额。这被称为

保证金要求（见下文）。保证金交易可放大您的损失或收

益。 

 

预期的零售投资者 

并非所有人都适合交易这些产品。我们通常期望使用这些

产品的人为： 

 

i. 具有适度的高风险承受能力； 

ii. 使用其能够承担损失的资金进行交易; 

iii. 具有金融市场经验，并能以平常心交易，同时理

解保证金交易的影响和相关风险；以及 

iv. 投资目标多样化，从一般需求、投机需求到短期

对金融市场/工具的投资以及长期投资。 

 
 

 
 

 

 
 

 

 
 

 

 
 

 

 

 

 

 

 

 

 

 

风险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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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及回报指标 

 
更低的风险 

     

更高的风险 

 

      通常回报更低 

   

通常回报更高 

1 2 3 4 5 6 7 

 

持有此产品没有可建议的或是最短的时间周期。 

您或许因市场剧烈波动被迫以一个将会严重影响您回报的价格买入或卖出您的CFD。 

 
风险总结指标是此产品相对于其它产品风险水平的指南，

显示了该产品因市场波动或因我们无法支付您而出现亏损

的概率有多高。在更低风险等级里的产品并不能保证是零

风险投资。这些产品出现在这个等级里是因为它们的风险

会随着追求的回报更高而更高，同时价格将相应地上涨和

下跌。 

 

我们已将该产品的风险划分为 7 个等级中第 7 个（最高的

风险级别），意味着该产品未来表现的亏损可能性非常

高。由于 CFD 属于杠杆产品，受标的市场波动影响，会迅

速产生亏损。也没有资本保护应对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或

流动性风险。 

 

请留意货币风险。您可以以不同于您账户的基础货币的货

币买入或卖出 CFD。最终的回报取决于两个货币之间的汇

率。例如，维持以美元计价的交易账户，并交易以非美元

计价的 CFD，不仅会受到汇率风险的约束，而且可能会受

到标的货币波动的影响。此类风险并不在上述指标的考虑

范围内。 

 

在某些情况下您或许有额外的支出用于弥补亏损。如果您

的账户保证金跌至所有 CFD 产品的初始保证金要求的 50%

以下，那么我们必须关闭一个或所有您的头寸。您可能因

此亏损掉整个投资。但总亏损将不会超过您的投资金额。

公司为客户提供了负余额保护机制。 

 

表现情况 

表现情况代表了 CFD 价格变化的一般情况以及对客户投资

（货币形式）回报的影响。它们是根据过去有关这种投资

的价值如何变化的证据对未来表现的一种预测，而这种预

测是多样化的，并非绝对准确的指标。您获取的任何回报

取决于市场如何表现以及您持有 CFD 的时间。这些数字有

把隔夜利息考虑在内，但没有考虑您的个人税收情况（可

能也会影响您的实际回报）。压力情况指的是在极端市况

下您可能会得到的结果，并且没有将我们无法支付给您的

情况考虑在内。每个表现情况均基于账户里唯一一个未平

仓头寸。但是，每个情况又将受到您持有的其它任何未平

仓头寸的影响。这些情况还假设您不会向您的账户进一步

入金以满足追加保证金的要求。 

 

假设您决定以 1.1923 买入 1 手欧元兑美元的差价合约，您

将获得€100,000 欧元或 $119,230 美元的标的资产。 为了满

足保证金的要求，您必须存入至少€ 3,330 欧元或 

$ 3,970.36 美元（3.33％）以确保杠杆为 1:30。 在这种情况

下，欧元兑美元的基点为 0.00001，因此将合约面值乘以基

点会得到每次基点运动造成的盈利或亏损，即 1美元。 

 

外汇 

名称 代码 最低点差 合约面值 
最小交易

尺寸 

价 格 最 小

跳幅 
基点价值 

保 证 金

要求 

保 证 金

货币 
杠杆 

欧元兑美元 EURUSD 1.8 
100,000 

EUR 
1,000 EUR 

0.00001 

USD 
1.00 USD 3.33% EUR 1:30 

欧元/美元（日内持仓） 

欧元/美元开仓价格 P 1.1923 

合约面值 T S 100,000 EUR 

保证金 % M 3.33% 

保证金要求 (美元) MR = P x TS x M $3,970.36 

名义价值 TN = MR/M $119,230.00 

正负向滑点 收盘价（+2）个基点 盈/亏包含滑点 

 

表 1 

 

做多 

表现场景 
关闭价格 价格变化 盈/亏 

做空 

表现场景 
关闭价格 价格变化 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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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 

1.2102 

(+0.0002) 
1.50% $1,810 

有利 

1.1744 

(+0.0002) 
-1.50% $1,770 

中等 

1.1983 

(+0.0002) 
0.50% $620 

中等 

1.1863 

(+0.0002) 
-0.50% $580 

不利 

1.1744 

(+0.0002) 
-1.50% -$1,770 

不利 

1.2102 

(+0.0002) 
1.50% -$1,810 

有压力 

1.1327 

(+0.0002) 
-5% -$5,940 

有压力 

1.2519 

(+0.0002) 
5% -$5,980 

 

 

如果 HYCM 无法支付您的款项怎么办？ 

如果 HYCM 无法履行对您的财务义务，您可能会损失您的投资金额。 但是，HYCM 根据 FCA 的客户

资产规则将所有零售客户资金与其自有资金隔离开来。 此外，HYCM 受英国金融服务补偿计划

（“FSCS”）的保护。 投资者也可以使用 FSCS 网站 http://www.fscs.org.uk 上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向其

发送电子邮件。 因此，如果 HYCM 破产并且无法向其客户付款，零售客户可能有资格获得高达 50,000

英镑的赔偿。 

 

成本有哪些？ 

收益的减少表明了您所支付的总成本对您的投资回报的影响。总成本包括一次性成本、持续性成本和附

带成本。所示金额为产品在三个不同持有期间的累计成本。下列数字为假设您投资 1000 美元并购买 1

手欧元兑美元。这些数字是估计数，将来可能会改变。   

投资额(US$1,000)  

买一手欧元兑美元 

如果您在当天平仓（盘

中） 

如果您在一天后平仓 如果您在十天后平仓 

总成本 [2.80%] [3.82%] [13.00%] 

 

 
 

 

此表格展示了不同类型的费用类别、其含义以及可能对您投资造成的影响。 

一次性入

场和出场

的费用 

点差 

1.8% 买卖价之间的差异称为点差。每次您开始一个交易时都会产生这个费用。大多数情况

下我们提供固定点差。浮动点差适用于特定的产品。例如：EURUSD以 1.13250 买

入，以 1.13268 卖出，差额为 0.00018，即 1.8 点差，相当于 18 美元开盘交易的成

本。（一个标准手） 

货币兑换 

N/A 任何以您账户的基础货币之外的货币计价的现金、已实现的利润和亏损、调整、费用

和手续费，将被转换成您账户的基础货币，这时所产生的货币兑换费用将从您的账户

里扣除。 

佣金 

0.8% 您的每笔交易可能会被收取佣金。公司提供的所有 CFD 产品类型报价里是不含佣金

的。佣金是在进行任何交易前取得您的同意，并显示在发给您的报表里。这种情况

下，佣金将从账户里扣除。佣金和费用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可能会时不时发生变

化。例如：在浮动账户类型上交易 EURUSD，您将看到买入/卖出价格为 1.13250 / 

1.13253，一个标准手的点差成本为 3 美元，佣金成本为 8美元。 

加价（若

适用的

话） 

N/A 

您进行交易的价格可能含有加价，这是在清算商/价格供应商的原始点差基础上加

价。 

持续成本 过夜费用 

1.2% 买入 

0.39%卖出 

每个晚上如果继续持有未平仓头寸，将会被收取一个过夜费。过夜费可以是正值也可

以是负值，取决于投资者头寸的交易方向以及持仓利率。持仓时间越长，产生的过夜

费更多。例如：如果您持有平均价格为 1.13000 的 EURUSD 合约过夜，买入交易掉

期利率为-3.25％（约合 10.2 美元），卖出交易掉期利率为+1.25（约 3.92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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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成本 

账户休眠

费用 

固定成本 如果账户连续 90天没有任何活动，那么该账户将被视为休眠或不活跃。这些账户每

月将被收取管理费 10 美元（或等同于账户基础货币的价值），直至账户恢复活动；

或是账户被关闭；或是账户余额变为零。 

取款手续

费 

固定成本 通过电汇进行取款，每月首笔取款不低于 300 美元，汇出行手续费 30 美元由公司支

付。同时请留意，发出行和代理银行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收费标准收取费用。 

存款手续

费 

N/A HYCM 不对存款收取任何费用。您可以通过信用卡、银行转账或其它在线支付方式进

行存款。不过请留意，通过电汇存款，发出行和代理银行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收费标准

收取费用。 

附带成本 滑点 

1.00% 滑点是指交易的预期价格与交易执行价格之间的差额。 金融工具的价格在一秒内变

化几次，这可能导致交易系统以不同于您要求的价格执行交易。 例如：您希望以

1.13250 的价格平仓交易 EURUSD，但系统执行的价格是下一个可用价格 1.13260 或

1.13240，这可能会导致您的盈或亏增加 10 美元。 

 

 

我可以持仓多久，以及我可以提前取款吗？ 

虽然没有建议的持有期限，但通常情况下 CFD 的持有时间

少于 24 小时。在市场运作期间，您可以随时开始和关闭外

汇 CFD 交易。由于没有取消期限，因此没有取消费用。当

投资者选择退出产品或是投资者没有可用的保证金时，CFD

将会到期。 

 

如何投诉? 

根据法律，如果您对某一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任一方面不满

意，您有权投诉。出现投诉情况时，法律部门负责监督投

诉解决进程，您可以通过以下地址联系法律部门： 

 

The Compliance Officer, HYCM Capital Markets (UK) 

Limited, St Clement’s House, 27-28 Clement’s Lane, 

London EC4N 7AE, United Kingdom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complaints@hycm.com 
 

如果您对我们对您的投诉的回复不满意，您可以登录

www.financial-ombudsman.org.uk 将投诉转交给金融监

察专员服务部。 
 

更多详情请访问我司官网以查阅投诉政策。 

 

其他相关信息 

投资者必须定期查看商业条款和法律文件，这些文件会随

时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如果投资者希望在条款和条件更

新后继续使用交易平台的服务或功能，则必须同意任何变

更。 

 

 

 

 

 

 

 

 

 

 

 

 

 

mailto:complaints@hycm.com
http://www.financial-ombudsman.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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