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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文件 

目的 

本文件为您提供关于此投资产品的重要信息，并非营销资料。法律要求该信息帮助您理解此产品的性质、风险、成本、潜在收益和损失，并

帮助您将其与其他产品进行比较。 

产品 

产品名称 指数差价合约。 

产品制造商 Forex Capital Markets Limited（以下称“福汇”），于英国获金融行为监管局（FCA）认可及监管。注册编号：217689 

更多信息 我们鼓励您访问我们的福汇差价合约产品信息找到更多关于福汇产品的信息。欢迎通过我们网站上的联络资料与我们联系。您可以

通过邮件或在线咨询等方式联系福汇客服 https://www.fuhuimkt.com/uk/gb/contact-client-support/。 

本文件于 2020年 8月 17日更新。 

! 阁下欲购买的产品并不简单，可能难以理解。 

产品介绍 

类型 

本文件涉及称为“差价合约”的产品，也称为 CFDs。 差价合约允许您通过间接形式下获取基础资产，如证券，商品或指数。阁下将不会拥有

有关基础资产，但是您可根据间接形式下获取的基础资产的价格波动而获利或承受损失。 

差价合约包含多种类型。本文提供了关于指数差价合约的重要信息，其中阁下选择的基础投资选项是指数，如 FTSE，Dow Jones 或 Dax

等。 

您可以访问福汇网站以了解可在福汇进行交易的相关资产。 

目的 

交易差价合约的目的是通过间接接触基础资产而对该基础资产的价格变动进行投机。您的回报取决于产品价格的波动以及已开立的合约数量

（即您的股份额度）。 

如果您认为某指数价值将上升，您可以买入该指数差价合约的一个或多个合约（也称为“长仓”），以便稍后当它们的价格更高时卖出（随后

平仓）。您买入的价格与您随后卖出的价格之间的差额等同于您的利润，减去其他相关成本（详述如下）。 

如果您认为某指数价值将下降，您可以于特定价格卖出若干差价合约（也称为“空头”），以期望日后根据比您先前所预计的更低价格进行买

入。 

然而，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指数向相反方向变动且您的仓位已经被平仓，无论是由您还是由于追加保证金的结果（详述如下），您的账户将

被扣除交易损失以及任何相关成本。 

意向零售投资者 

交易这些产品未必适合所有投资者。我们一般认为以下人员比较适合使用这些产品: 

(i) 具有高风险承受能力; 

(ii) 正在使用他们可以承受亏损的资金进行交易; 

(iii) 拥有金融市场交易经验的，能够在金融市场上自如交易，并且分别了解保证金交易的影响和风险; 和 

(iv) 希望普遍获得金融工具/市场的短期前景，并拥有多元化的投资和储蓄组合。 

条款 

指数差价合约通常没有规定到期日或推荐持有日期。您可以随时决定开仓或平仓。 

基于直接的期货合约产品可能有周期性的到期日。 FXCM 到期日位于 FXCM 差价合约到期日的 PDF 文档中。 

如果您的账户没有足够的保证金，福汇可能会在没有事先征得您同意的情况下关闭您的仓位。 

当交易损失下降超过初始保证金金额的 50％时，将发生追加保证金通知。根据您的账户类型和/或交易平台，追加保证金可能会清算您账户

上的所有持仓，也可能只关闭特定持仓。福汇自动处理所有强制平仓，有关保证金警示和追加保证金通知如何运作的更多信息，请查阅我们

的交易执行风险。 

福汇的保证金要求会有所不同，每月更新一次，并可能临时增加，以缓解重大市场事件或市场动荡之前的风险。 

主要的差价合约（ FTSE 100, CAC 40, DAX30, DJIA, S&P 500, NASDAQ, NASDAQ 100, Nikkei 225, ASX 200, EURO STOXX 50）的最低

保证金要求是 5%，主要差价合约以外的的最低保证金要求为 10％。VOLX 的最低保证金要求为 20％。目前保证金要求可以在交易平台上的

简易报价窗口和“建立市价单”窗口或点击此处查看。 

https://www.fuhuimkt.com/uk/gb/forex-regulation/
https://www.fuhuimkt.com/docs_pdfs/product_guide_ltd_chg_sc.pdf
https://www.fuhuimkt.com/uk/gb/support/contact-client-support/
https://www.fuhuimkt.com/uk/gb/contact-client-support/
https://www.fuhuimkt.com/uk/gb/CFD-products/
https://www.fuhuimkt.com/docs_pdfs/execution_risks_ltd_chg_sc.pdf
https://docs.fxcorporate.com/Overview-ltd-s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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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什么风险？我将得到什么回报? 

风险指标 

风险指标概要是这些产品与其他产品相比风险水平的指导。 它显示这个产

品有多大可能会由于市场动向或者我们无法支付您的款项而因此亏钱。 

我们将这些产品归类为 7 个等级中的第 7 级，这是风险最高的类别。由于

潜在的市场变动，差价合约产品是可以迅速产生损失的杠杆产品。因此，

您很有可能会损失所有投资资金。 

请注意货币风险。您将以不同的货币收到付款，因此最终收益取决于两种

货币之间的汇率。以上图标并未考虑该风险。 

市场情况可能意味着您的交易以较不利的价格平仓，这可能会严重影响您

的收益。如果您没有维持所需的最低保证金，我们可能会关闭您的未平仓

合约。 

此产品不受来自任何未来市场表现的保护，因此您可能会遭受重大损失。如果福汇无法支付欠您的款项，您可能遭受严重损失。但是，您可

能会受益于一项消费者保护计划（请参阅“如果福汇无偿债能力，会发生什么情况？”一节）。以上图标并未考虑此项保护。您有可能会损失您

账户的全部余额。 

表现情景 

以下情景显示了您的投资将会如何表现。您可以将它们与其他产品的情景进行比较。该情景是基于该投资产品过去的价值变化而对未来表现

进行的估计，并非确切的指标。您的收益将取决于市场表现以及持有差价合约的时间。压力情景显示了您在极端市场情况下可能获得的回

报，该情景并未考虑到我们无法向您付款的情况。显示的数字包括产品本身的所有成本。这些数字并没有把您的个人税务情况考虑在内，而

税务亦可能影响您的收益。 

每个工具都有一个不同的点差（受价格中特定数字的每一个变化的影响的风险的价值）与之相关联。点差请在差价合约产品信息查阅。点

差亦会在入市或挂单时显示在交易平台上。 

此表显示了在不同情况下的潜在利润和亏损。这些情况假设您选择设立 100 张 UK100 差价合约。这个特定的指数的每一张合约的点差为 0.1

英镑，这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每变化一个点子，您就会获利或亏损 10 英镑。这个金融工具的点子是小数点前的最后一位。开立仓位的

初始保证金要求为 4000英镑，则自动结算保证金要求为 2000英镑。 

下表不包括隔夜持有的成本或股息（下面进一步讨论）。 

投资工具: UK100  开仓报价: 7100.00  账户结算货币

: 

GBP 

 

买进       卖空       

表现情景 

平仓价

格 价格变化 盈/亏 表现情景 平仓价格 价格变化 盈/亏 

压力情景 6688.20 -5.80% -4118 压力情景 7526.00 6.00% -4260 

不利情景 7000.60 -1.40% -994 不利情景 7185.20 1.20% -852 

正常情景 7078.70 -0.30% -213 正常情景 7121.30 0.30% -213 

有利情景 7142.60 0.60% 426 有利情景 7007.70 -1.30% 923 
 

 

 1 2 3 4 5 6 7  

   

 较低风险    较高风险  

 

 

 

 

 

 

本产品没有推荐持有期或最短持有期。您必须

在账户中保留足够的保证金，以保持仓位。保

证金交易意味着您的收益和损失都会被显著放

大。 

 

如果福汇无偿债能力，会发生什么情况？ 

如果福汇无法履行对您的财务义务，这可能会导致您失去福汇所有仓位的价值。 根据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的客户资产规定，福汇将您的资金

与属于本公司的款项明确独立/分开存放。 如果没法独立存放，您的投资将由英国的金融服务补偿计划（FSCS）接管，该计划涵盖每人/每家

公司最多 85,000英镑的合资格的投资。 详情请参阅 www.fscs.org.uk 。 

交易费用有哪些？ 

此表显示了您交易指数差价合约产品时涉及的不同类型的费用成本。 

一次性 

成本 

点差  点差是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的差额。 

平台上的点差来自市场点差加上福汇的标高点子。 

持续收 

费 

隔夜融资费用 这是持仓超过美东时间下午 5点所支付的利息，是根据仓位的大小而定的。 对于 VOLX 以外

的指数差价合约，融资费用公式如下： 

[指数收市价* [（相关的三个月伦敦同业或英镑隔夜指数均值拆息/ 100）+ - 福汇标高的利率] 

/日数]*交易规模 

请注意，差价合约长仓的融资标高利率一般为 3%。就短仓而言，美国同业拆借利率相关产

品为-3%， 其余产品 为-2.5%。 

 
! 

https://www.fuhuimkt.com/uk/gb/CFD-products/
https://tradingstation.fuhuisupport.com/?lc=zh_CN
http://www.fscs.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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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X 无需支付隔夜融资费用。 

周五，由于持仓至周末，融资费用会是平常时候的 3倍。 

持续收 

费 

股息调整 

 

长仓:股息调整将
为正数 

 

短仓: 股息调整将
为负数 

指数差价合约股息用于减少股票支付股息时指数价格下跌带来的影响。 

指数差价合约头寸的股息金额基于支付股息的股票所产生的指数下跌点。这是从指数内的比

重和成分股的派息额得出的。此指数点是由第三方提供给福汇。该指数点为： 

 负数，如阁下持有指数差价合约的空头头寸，或 

 正数，如阁下持有多头头寸。25%的标高费用会从股息中扣掉。 

 

我应该持有多长时间，可以提早取出钱吗？ 

此产品通常没有固定期限。当您选择退出产品或没有可用保证金时，该产品将会到期。您应该观察产品以确定何时为适当的时间。您可以在

市场交易时间内的任何时候关闭合约。 

我如何进行交易查询或投诉？ 

如果您想提交交易查询，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或提交以下在线表格。 

根据福汇的投诉程序，如果您对查询结果不满意，您可以提交正式投诉。请通过以下方式提交您的投诉：: 

 通过表格在线提交您的投诉； 

 发送电邮至 compliance@fxcm.com; 或 

 邮寄至福汇：20 Gresham Street, 4th Floor, London EC2V 7JE, United Kingdom。 

若您认为投诉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您可以将投诉转介至金融申诉专员服务(Financial Ombudsman Service，简称 FOS)。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 www.financial-ombudsman.org.uk。 

其他相关信息 

请阁下确保您阅读载于我们网站法律部分的一般业务条款页面的业务条款，指令执行政策和风险警示。这些信息也可根据您的要求而提供。 

 

https://www.fuhuimkt.com/uk/gb/complaints/trade-audit-form/
https://www.fuhuimkt.com/uk/gb/complaints/trade-audit-form/
mailto:compliance@fxcm.com
http://www.financial-ombudsman.org.uk/
https://www.fuhuimkt.com/uk/gb/general-business-ter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