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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正在尋找當前市場中集最佳流動性、 
極速執行及強勁交易技術為一身的匯商？

我們是您的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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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期外匯 
50餘種貨幣對

即期貴金屬 
黃金、白銀、 
白金、鈀金

股票CFDs 
美國、英國及歐洲

市場

場外期貨 
指數、能源及大宗

商品

場外即期CFDs 
現貨CFDs

1. 簡介

我們提供一級機構流動性、市場領先交易技術、全天
候客服支援及英國FCA頂級監管的安全保障。

為何選擇ICM Capital英國艾森？

我們是一家集全球精英為一體的英國公司，我們的
願景是滿足您機構交易的各方面需求。我們充分瞭
解並靈活考慮您業務發展的立足根本及長期目標。
我們會根據您的實際情況進行定制，以滿足您的財
務及業務發展需要，降低您的成本。我們為各種規
模的金融機構和零售經紀商提供公平市場條件和毫
秒級往返執行的多資產交易解決方案。總部設在倫
敦，辦事處分佈全球，我們會提供全方位的服務來支
援您的交易風格和市場策略並幫您實現商業目標。 

•  無隱含服務費 
•  屢獲殊榮的客服團隊24/7線上
•  全球辦事處&多語種支持

 

交易技術服務  

 
我們的機構交易解決方案是為高端演算法交易者、
經紀商、專業交易員、對沖基金及資金管理人量
身定制的。 我們的技術解決方案行業領先，託管
伺服器位於倫敦（LD4資料中心），並與強大的前
端無縫銜接，可以滿足您的特別需求，您可以直
接訪問定制的機構一級銀行和流動性提供商進行
即期外匯及指數、大宗商品及股票CFD的交易。 
 
客戶類型

•  國際經紀商 
•  白標提供商 
•  專業交易者
•  高頻及計算程式設計交易者
•  機構及公司交易者
•  合作夥伴及行銷商
•  技術及平臺提供商

交易產品

無論市場定位、規模或交易水準如何，我們都為合作夥伴提供一
個透明中立的交易環境。ICM Capital英國艾森受英國金融行為準
則局（FCA）授權監管，FCA註冊號：520965。

與被監管匯商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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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服務
我們的團隊裡擁有經驗豐富的外匯領域專家，他們瞭解機構
交易者各方面的需求，精通經紀商業務發展管理的方方面
面。
為您精心挑選的客戶經理和客服團隊將盡可能擬定出最佳合作夥伴計畫，確保您的需求得到最大的滿足。我們在歐洲、
中東、亞洲和非洲都有不少成功協助外匯專業人士和企業機構開展業務的案例。立刻與我們取得聯繫，您將得到一對一
的專業諮詢解答。

實施

並執行計畫
開始盈利

制定

計畫方案實現
業務發展目標

確立

   您的目標、
目的及宗旨

評估

並選擇符合您
需求的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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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值服務

我們理解您的收益源于客戶的交易。無論您的商業目標是什
麼，我們總能提供行業內最好的金融盈利模式。除此之外，
我們還提供一系列的其他增值服務來支援您業務的發展。

 
合規諮詢

我們所有的流程和程式均符合FCA
監管要求。我們可以為您的團隊提
供指導並確保他們的工作符合FCA
的監管標準，FCA是世界上最受尊
敬的監管機構之一。我們堅持公平
的對待每一位元客戶。

 
市場調研

一個專門的市場調研團隊為合作夥
伴提供重要經濟事件、評論、市場
總結和新聞等每日市場報告，確保
您熟知金融市場動態發展。通過微
信、電子郵件、短信或者我們的網
站即時發佈推送每日技術分析和見
解。

 
經紀商成長指導

無論您是剛進入該領域或是一個功
能完善的經紀公司，我們都將手把
手的幫助您成為我們強大的合作夥
伴。靈活的合作方案定制可以滿足
您的預算及目標。

頗具競爭力的返
傭政策

我們的行銷合作夥伴和聯屬公司可
以通過訪問後臺管理門戶查看優惠
或戰略活動產生的傭金情況來瞭解
績效。您推介的客戶交易可以生成
即時報告，方便您進一步開發業
務。

 
風險管理

我們為您提供極度透明的訂單執行
前後集中風險控制和即時市場敞口
保證金監控。我們的客戶可以體驗
到精細的機構交易技術，並輕鬆對
市場敞口進行風險管理。

 
完整的行銷支持

一個全球化的市場行銷團隊通過多
語種支持，保證您的高效客戶轉換
率。使用一個無所不包的行銷體
系，支持您的廣告、品牌意識和教
育目標。報告和分析工具可以説明
您更好的與客戶互動並有效的提高
交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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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易平臺

在一個平臺輕鬆實現全球多資產交易
屢獲殊榮的電子通訊網路（ECN）技術意味著我們可以滿足機構客戶的定制要求及業務發展需求，同時在沒有任何利益
衝突下實現雙贏。ICM Direct從頂級銀行及流動性提供商獲取流動性，進行報價的優化及整合，全部正滑點的返還和極
速的成交機制確保您的利益最大化。極具競爭力的交易成本及快速的執行速度可以確保每一位元交易者、經紀商及大小
機構可以以極大優勢獲取機構級別流動性。FIX API技術可以使您靈活輕鬆地對接多種強大交易系統。

我們的交易解決方案使用C++程式設計語言
編輯而成，提供最優化的執行速度及可靠性。 
 
ICM Capital英國艾森機構交易解決方案旨在為您提供一流服
務，以提升您的收入，同時提供市面上最好的交易技術和屢
獲殊榮的客戶服務團隊為您提供貼心周到服務。

平臺優勢

•  杠杆交易 
•  點差0點起
•  一級銀行流動性
•  屢獲殊榮的ECN執行技術
•  市場執行 ，無重複報價
•  一站式提供外匯、大宗商品及差價合約（CFDs） 

流動性提供商 1 連接器 1

連接器 2 

連接器 N

資料庫

門戶網站MT4伺服器

流動性提供商  2

流動性提供商  N

ICM 橋接
Fix 閘道 Fix 閘道 Fix 專屬伺服器

專業客戶

FIX負載平衡器

淨持倉保證金監控&
定制流動性池匹配及執行

線上配置敞口監
控即時PNL報告中心

專業高頻（HFT）客戶

FIX API

對內API

對外API 專業客戶客戶 客戶 客戶

ICM Direct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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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白標方案

將這個全球金融交易的繁華世界展現給您的客戶，或者通過
開設您自己的外匯經紀公司來拓展您的金融服務範疇。

ICM Capital英國艾森推出創新白標方案以迎合受監管金融機構的需求，使其可以通過自身品牌推出多種金融產品及服
務。我們為您及您的客戶開啟全球金融交易世界的大門。同時您可以通過開設自己的外匯經紀公司來拓展您金融服務範
疇。帶有您企業形象的品牌，以及完美的交易平臺是滿足您公司發展需求的終極解決方案。

•  支持所有EA种类  
•  白標MT4
•  集中保證金監控
•  MT4管理者 介面
•  靈活傭金結構
•  EMIR報告代記、代繳 

•  免費全套技術支援
•  利潤分享計畫
•  完整後臺、風控及報告
•  交易台及風控功能
•  查看即時及歷史報告  
•  FIX協定交易外匯、差價合約及期貨

專享支持

通過ICM Capital英國艾森的高效定制白標方案構建您自己的外匯王國，使您可以在資料包表統計上花費更少的時間，
並將您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增近同客戶的關係上。我們廣泛的經驗及專注全球市場的視野確保我們可以為任何類型的金融
機構提供完美解決方案。

MT4終端

MT4 Admin功能 

MT4 WL伺服器

報價

訂單

MT4管理端 

ICM橋接匹配及報價

流動性提供商 1 

流動性提供商 2 

流動性提供商 N

白標技術

2016

最佳
機構外匯經紀商

2015

最佳
外匯ECN經紀商

2013

最佳
技術提供商

2016年第16屆中東與北
非外匯博覽會

2015年第14屆中東與北
非外匯博覽會

2013年第5屆沙烏地阿拉
伯金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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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流動性

通過屢獲殊榮的ECN機構交易平臺、FIX API、MT4、MT5
、Vertex FX以及白標支持，獲得最佳流動性。
ICM Capital英國艾森為其機構合作夥伴直接提供外匯、現貨金屬、大宗商品、指數和股票差價合約交易的銀行間及交
易所流動性。我們將幫助B2B合作夥伴全面控制市場和套利類型風險，並最大限度地提高其交易平臺的整體盈利能力。 
ICM Capital英國艾森不僅提供機構流動性，而且還提供強大的技術，彙集優越的價格，因此B2B合作夥伴無需分別付
費即可獲得廣泛的流動性池和技術提供商。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幫助您減少對不必要的關係維持，並最終降低您的每月成
本。

• 高頻（HFT）執行
• 美股差價合約
• FIX API協定交易外匯、貴金屬及差價合約
• 多資產機構交易平臺
• ECN流動性及執行
• 即時風險管理系統
• 對接MT4，MT5及Vertex FX多種交易軟體
• 後臺、風控及盈虧整合報告
• 適合不同類型客戶、訂單及操作的一級銀行流動性

• 24/7全天候技術支援
• 支援EA（智慧交易系統）交易  
• 完整的市場深度 – 高達7千萬
• 自動財經日曆及節假日監控
• 定制FIX API橋接技術解決方案
• 貨幣對極具競爭力的點差及DMA成交模式
• 完整MT4後臺管理體系，包括組別設置、客戶設置及

交易產品設置。

機構夥伴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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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術支援

• 24/7全天候技術支援全球網路 
• 業內聞名的強勁技術 
• 基礎設施支持 
• 一級銀行及主流對沖基金特有流動性

應用程式設計發展介面（API）

ICM Capital英國艾森的高性能集成FIX API提供了一個閘道，使您的客戶能夠訪問各種資產類別的機構流動性。我們的
FIX API被許多銀行和主要經紀商使用，通過我們在倫敦資料中心（LD4）託管的伺服器他們可以獲得快速集成和高效的
交易能力。我們的技術中心支援極速可靠的執行，而且，通過我們的API，您可以完全控制傳輸和接收資料，而無需通
過任何仲介或中間軟體。

LD4 
資料中心位 

於倫敦

每秒鐘處理

300,000 
次報價

每秒鐘處理

50,000 
筆交易

C++ 
程式設計

高頻交易

我們提供的是現今市場中最強勁及可靠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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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我們豐富的經驗，我們通過MT4和MT5橋接技術開發了低延遲 的橋接解決方案，允許機構客戶通過ECN直接進入
銀行間外匯市場。 直通式處理橋接軟體可以輕鬆從用戶端配置，不僅提供對交易流的完全控制，而且提供高度可靠的執
行模型。 同時高效的解決方案將確保不會影響執行品質。

MT4及MT5橋接

大交易量經紀商希望一次性自動執行大量交易的終極解決方案。

• 24/7全天候技術支援全球網路
• 業內聞名的強勁技術
• 基礎設施支持
• 一級銀行及主流對沖基金特有流動性

流動性提供商訂單

FIX連接

報價&訂單
客戶

ICM Capital英國艾森橋接

伺服器

MetaTrader 5

MetaTrad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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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最佳
機構外匯經紀商

2015

最佳
外匯ECN經紀商

2014

最佳
合作計畫

2013

最佳
技術提供商

2012

最佳
客戶服務提供者

2011

最佳
外匯經紀商

www.ICMCapital.co.uk/cn

ICM Capital Ltd (总部)
Level 17, Dashwood House,  

69 Old Broad Street, 
London EC2M 1QS,
United Kingdom

中文客户服务中心
上海市南京西路580号仲益大厦

客服专线：400 6353 888

China.partnerships@ICMCapital.co.uk
China.support@ICMCapital.co.uk

www.ICMCapital.co.uk/cn

外汇以及差价合约等杠杆类金融产品具有高风险，请勿在完全了解产品属性及所带来的风险前开始交易。您的盈利或亏损将根据基础产品在市场
中的涨幅有所不同。

ICM Capital 注册于英格兰及威尔士，公司注册编号：07101360。
ICM Capital 有限公司受英国金融行为准则局（FCA）授权及监管。FCA注册号：520965。
ICM Capital艾森是ICM Holding SARL公司的全资子公司，ICM Holding SARL公司注册地址：Atrium Business Park, 33 rue du Puits Romain, 
L-8070 Bertrange, Luxembourg。 ICM Capital艾森注册于英格兰及威尔士，公司注册编号：07101360。
公司注册地址：Level 17, Dashwood House, 69 Old Broad Street, London EC2M 1QS, United Kingdom。

©ICM Capital Ltd 2016-2011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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