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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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投资（英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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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公司提供。HYCM 有限公司隶属于恒兴业集团，许可证号： 1442313。详情请致电+(1) 345-640-0636 咨询。
这些产品由 HYCM 有限公司分销。HYCM 有限公司隶属于恒兴业集团，许可证号： 1442313。详情请访问 http://www.hycm.com。
最新更新日期: 24.0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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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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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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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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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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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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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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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i.
iii.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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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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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适度的高风险承受能力；
使用其能够承担损失的资金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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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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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始交易 CFD 前，您应当谨慎阅读关键投资者资料文件
（KID），并评估您是否适合 CFD 交易。无法容忍风险的客
户不应投资于相应的目标市场，因为这些工具具有风险，
且需要您承担巨大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其知识和
经验，（如果有的话）参与交易的客户将会有不同的账户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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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与回报
兴业投资（英国）提供 CFD 产品并通过其交易平台进行分销。以下是所提供产品相关标的资产和工具的例子：
资产类别

特定资产类别工具举例
欧元兑美元；美元兑日元；英镑兑美元；美元兑瑞士法郎；澳大利亚元兑美元；美元兑加
拿大元；新西兰元兑美元；澳大利亚元兑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兑日元；澳大利亚元兑新
西兰元；澳大利亚元兑瑞士法郎；英镑兑澳大利亚元；英镑兑加拿大元；英镑兑日元；英
镑兑新西兰元；英镑兑瑞士法郎；加拿大元兑日元；加拿大元兑瑞士法郎；欧元兑澳大利
亚元；欧元兑英镑；欧元兑加拿大元；欧元兑日元；欧元兑新西兰元；欧元兑瑞士法郎；
新西兰元兑加拿大元；新西兰元兑日元；新西兰元兑瑞士法郎；瑞士法郎兑日元；

外汇

更低的风险

更高的风险

通常回报更低

1

通常回报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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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及回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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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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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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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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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客户永远都不会
出现亏损超出在公司投资的金额。如果客户的账户余额，
如受市场跳空影响变成负数，公司是不会要求客户支付该
金额，而是将客户的账户余额重置为零。
CFD 产品不能防止未来市场任何不利的表现。点差可能会有
所不同，而且标的市场可能会受到高波动性的约束，进而
快速产生亏损。通过使用杠杆，您只需要占用较少的资金
即可获得更大的金融市场风险敞口。利用杠杆进行交易可
以放大您的投资利润和亏损。
市场状况可能导致您的外汇 CFD 交易以次优价格关闭，进
而显著影响您获得的回报。如果您没有维持所需的最低保
证金，或是您违反了市场法规，我们可能会关闭您的未平
仓 CFD 合约。这一过程可能为自动执行的。

成本
开始外汇 CFD 交易之前，您应熟悉所有您应承担的费用。这些费用将减少任何净利润或增加您的亏损。交易外汇 CFD 会产生以下
费用：
此表格展示了不同类型的费用类别以及其含义

一次性入场和出
场的费用

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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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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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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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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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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价（若适用
的话）
持续成本

过夜费用

账户休眠费用

其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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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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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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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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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投资（英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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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现情况
重要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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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并没有将隔夜利息、滑点带来的影响，和/或您的个人税收情况（可能也会影响您的实际回
报）考虑在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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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表 1 显示在不同情况下您可能获利或亏损的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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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标的外汇将对您的投资风险和回报产生重大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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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汇
名称

代码

欧元兑美元

EURUSD

最低点差

合约面值

最小交易
尺寸

100,000
EUR

1,000 EUR

1.8

价格最小
跳幅
0.00001
USD

基点价值

保 证 金
要求

保 证 金
货币

杠杆

1.00 USD

0.5%

EUR

1:200

欧元/美元（日内持仓）
欧元/美元开仓价格

P

1.1923

合约面值

TS

100,000 EUR

保证金 %

M

0.5%

MR = P x TS x M

$596.15

TN = MR/M

$119,230.00

保证金要求 (美元)
名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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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利

1.2102

1.50%

$1,788.45

有利

1.1744

-1.50%

$1,788.45

中等

1.1983

0.50%

$596.15

中等

1.1863

-0.50%

$596.15

不利

1.1744

-1.50%

-$1,788.45

不利

1.2102

1.50%

-$1,788.45

有压力

1.1327

-5%

-$5,961.50

有压力

1.2519

5%

-$5,9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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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资讯
司法管辖区
投资 CFD 在某些司法管辖区是没有资格营销和/或发布的，
因主管机关的地方性法规限制。兴业投资（英国）将不会
通过这些管辖区管理或用于发布亦或使用，因在其任一管
辖区内的任何居民或实体出现的这种发布、出版、有效性
或使用可能违背法律和法规，或者可能使兴业投资（英
国）和/或其盟友在此类司法管辖下受制于任何注册或许可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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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监控产品以决定退出的合适时间。他
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关闭他们的合约，取决于每个产品的交
易具体情况。请记住，长期持有外汇 CFD 可能会产生巨额
的过夜费。
法律文件
投资者必须定期查阅商业条款和法律文件，这些文件可在
不提前通知的情况下随时更新。在这些条款和条件更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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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如果投资者还希望能使用交易平台的服务或功能，那
么您就必须同意任何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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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ted, 71 Fort Street,1st Floor
Appleby Tower,P.O. Box 950, Grand Cayman,KY1-1102, Cayman
Islands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complaints@hycm.com

更多详情请访问我司官网以查阅投诉政策。
适用语言
如果提供给您的 KID 副本是以英文以外的语言，那么它只作
为信息用途。这份 KID 的英文版本是管理版本，只要英文版
本与其它版本有任何差异，应以英文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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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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投资（英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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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
这些产品由 HYCM 有限公司提供。HYCM 有限公司隶属于恒兴业集团，许可证号： 1442313。详情请致电+(1) 345-640-0636 咨询。
这些产品由 HYCM 有限公司分销。HYCM 有限公司隶属于恒兴业集团，许可证号： 1442313。详情请访问 http://www.hycm.com。
最新更新日期: 24.0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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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CFD 的目的是允许投资者从标的商品（无论是上涨或下跌）
的价格波动中获得杠杆的风险敞口，而无需时机买卖或转
让实物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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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原油价格会上涨，您将买入原油 CF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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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原油价格会下跌，您就会卖出原油 CF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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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原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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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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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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iii.
iv.

具有适度的高风险承受能力；
使用其能够承担损失的资金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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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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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始交易 CFD 前，您应当谨慎阅读关键投资者资料文件
（KID），并评估您是否适合 CFD 交易。无法容忍风险的客
户不应投资于相应的目标市场，因为这些工具具有风险，
且需要您承担巨大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其知识和
经验，（如果有的话）参与交易的客户将会有不同的账户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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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与回报
兴业投资（英国）提供 CFD 产品并通过其交易平台进行分销。以下是所提供产品相关标的资产和工具的例子：
资产类别

特定资产类别工具举例
现货金兑欧元；现货白银兑欧元；黄金；白银；铜；美国原油；布伦特原油；天然气；美
国可可豆；美国咖啡；美国白糖；美国棉花

商品

更低的风险

更高的风险

通常回报更低

1

通常回报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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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及回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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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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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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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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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客户永远都不会
出现亏损超出在公司投资的金额。如果客户的账户余额，
如受市场跳空影响变成负数，公司是不会要求客户支付该
金额，而是将客户的账户余额重置为零。
CFD 产品不能防止未来市场任何不利的表现。点差可能会有
所不同，而且标的市场可能会受到高波动性的约束，进而
快速产生亏损。通过使用杠杆，您只需要占用较少的资金
即可获得更大的金融市场风险敞口。利用杠杆进行交易可
以放大您的投资利润和亏损。
市场状况可能导致您的商品 CFD 交易以次好价格关闭，进
而显著影响您获得的回报。如果您没有维持所需的最低保
证金，或是您违反了市场法规，我们可能会关闭您的未平
仓 CFD 合约。这一过程可能是自动执行的。

成本
开始商品 CFD 交易之前，您应熟悉所有您应承担的费用。这些费用将减少任何净利润或增加您的亏损。交易商品 CFD 会产生以下
费用：
此表格展示了不同类型的费用类别以及其含义

一次性入场和出
场的费用

点差

买卖价之间的差异称为点差。每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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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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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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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价（若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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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投资（英国）有限公司——关键投资者资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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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
持续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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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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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夜费用

账户休眠费用

其它成本

取款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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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投资（英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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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现情况
重要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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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并没有将隔夜利息、滑点带来的影响，和/或您的个人税收情况（可能也会影响您的实际回
报）考虑在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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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表 1 显示在不同情况下您可能获利或亏损的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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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标的外汇将对您的投资风险和回报产生重大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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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
名称
美国原油
CFD

代码
USOILmmyy

最低点
差

合约面值

4

1,000 BBL

最小交易
尺寸
10 BBL

价格最小
跳幅
0.01 USD

基点价值

保证金
要求

保 证 金
货币

杠杆

10.00
USD

1.50%

USD

1:67

美国原油 CFD（日内持仓）
美国原油 CFD 开仓价格

P

61.8

合约面值

TS

1,000 BBL

保证金 %

M

1.50%

MR = P x TS x M

$927

TN = MR/M

$61,800

保证金要求 (美元)
名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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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利

62.73

1.50%

$930.00

有利

60.87

-1.50%

$930.00

中等

62.11

0.50%

$310.00

中等

61.49

-0.50%

$310.00

不利

60.87

-1.50%

-$930.00

不利

62.73

1.50%

-$930.00

有压力

58.71

-5%

-$3,090.00

有压力

64.89

5%

-$3,090.00

兴业投资（英国）有限公司——关键投资者资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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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资讯
司法管辖区
投资 CFD 在某些司法管辖区是没有资格营销和/或发布的，
因主管机关的地方性法规限制。兴业投资（英国）将不会
通过这些管辖区管理或用于发布亦或使用，因在其任一管
辖区内的任何居民或实体出现的这种发布、出版、有效性
或使用可能违背法律和法规，或者可能使兴业投资（英
国）和/或其盟友在此类司法管辖下受制于任何注册或许可
要求。

投资者必须定期查阅商业条款和法律文件，这些文件可在
不提前通知的情况下随时更新。在这些条款和条件更新之
后，如果投资者还希望能使用交易平台的服务或功能，那
么您就必须同意任何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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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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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商品
CFD 合约到期时，商品 CFD 将会到期。因此，投资者开立商
品 CFD 头寸前，应确保总是了解合约是否到期以及到期日
期是何时。投资者应监控产品以决定退出的合适时间。他
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关闭他们的合约，取决于每个产品的交
易具体情况。请记住，长期持有商品 CFD 可能会产生巨额
的过夜费。

The Compliance Officer, HYCM Limited, 71 Fort Street,1st Floor
Appleby Tower,P.O. Box 950, Grand Cayman,KY1-1102, Cayman
Islands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complaints@hyc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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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详情请访问我司官网以查阅投诉政策。
适用语言
如果提供给您的 KID 副本是以英文以外的语言，那么它只作
为信息用途。这份 KID 的英文版本是管理版本，只要英文版
本与其它版本有任何差异，应以英文版本为准。

法律文件

兴业投资（英国）有限公司——关键投资者资料文件

10 | P a 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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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投资（英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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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
这些产品由 HYCM 有限公司提供。HYCM 有限公司隶属于恒兴业集团，许可证号： 1442313。详情请致电+(1) 345-640-0636 咨询。
这些产品由 HYCM 有限公司分销。HYCM 有限公司隶属于恒兴业集团，许可证号： 1442313。详情请访问 http://www.hycm.com 。
最新更新日期: 24.0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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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CFD 的目的是允许投资者从标的指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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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道琼斯指数 CFD 的价值将会上升，您将买入该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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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认为道琼斯指数 CFD 的价值会下跌，您就会
卖出该指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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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iii.
iv.

具有适度的高风险承受能力；
使用其能够承担损失的资金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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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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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始交易 CFD 前，您应当谨慎阅读关键投资者资料文件
（KID），并评估您是否适合 CFD 交易。无法容忍风险的客
户不应投资于相应的目标市场，因为这些工具具有风险，
且需要您承担巨大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其知识和
经验，（如果有的话）参与交易的客户将会有不同的账户
限制。

风险与回报

兴业投资（英国）有限公司——关键投资者资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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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投资（英国）提供 CFD 产品并通过其交易平台进行分销。以下是所提供产品相关标的资产和工具的例子：
资产类别

特定资产类别工具举例
日经 225 指数；标普 500 指数；纳斯达克指数；道琼斯指数；英国富时 100 指数；德国法
兰克福指数；欧洲斯托克 50 指数；法国 CAC40 指数；意大利富时 MIB40 指数；西班牙
IBEX35 指数；香港恒生指数；中国 H 股指数；中国沪深 300 指数；中国上证 50 指数；新华
富时中国 A50 指数；印度 50 指数

指数

更低的风险

更高的风险

通常回报更低

1

通常回报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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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及回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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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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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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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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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客户永远都不会
出现亏损超出在公司投资的金额。如果客户的账户余额，
如受市场跳空影响变成负数，公司是不会要求客户支付该
金额，而是将客户的账户余额重置为零。
CFD 产品不能防止未来市场任何不利的表现。点差可能会有
所不同，而且标的市场可能会受到高波动性的约束，进而
快速产生亏损。通过使用杠杆，您只需要占用较少的资金
即可获得更大的金融市场风险敞口。利用杠杆进行交易可
以放大您的投资利润和亏损。
市场状况可能导致您的指数 CFD 交易以次优价格关闭，进
而显著影响您获得的回报。如果您没有维持所需的最低保
证金，或是您违反了市场法规，我们可能会关闭您的未平
仓 CFD 合约。这一过程可能为自动执行的。

成本
开始指数 CFD 交易之前，您应熟悉所有您应承担的费用。这些费用将减少任何净利润或增加您的亏损。交易指数 CFD 会产生以下
费用：
此表格展示了不同类型的费用类别以及其含义

一次性入场和出
场的费用

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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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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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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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价（若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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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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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
持续成本

过夜费用

账户休眠费用

其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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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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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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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投资（英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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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现情况
重要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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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并没有将隔夜利息、滑点带来的影响，和/或您的个人税收情况（可能也会影响您的实际回
报）考虑在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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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表 1 显示在不同情况下您可能获利或亏损的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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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标的外汇将对您的投资风险和回报产生重大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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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

名称

代码

道琼斯指数
CFD

US30mm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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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PER
INDEX
POINT

$0.05 PER
INDEX
POINT

1 INDEX
POINT

5.00 USD

1.00%

USD

杠杆

1:100

道琼斯指数 CFD（日内持仓）
道琼斯指数 CFD 开仓价格

P

25314

合约面值

TS

$5 per INDEX POINT

保证金 %

M

1.00%

MR = P x TS x M

$1265.70

TN = MR/M

$126,570.00

保证金要求 (美元)
名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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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利

25693.71

1.50%

$1,898.55

有利

24934.29

-1.50%

$1,898.55

中等

25440.57

0.50%

$632.85

中等

25187.43

-0.50%

$632.85

不利

24934.29

-1.50%

-$1,898.55

不利

25693.71

1.50%

-$1,898.55

有压力

24048.30

-5%

-$6,328.50

有压力

26579.70

5%

-$6,328.50

兴业投资（英国）有限公司——关键投资者资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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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资讯
司法管辖区
投资 CFD 在某些司法管辖区是没有资格营销和/或发布的，
因主管机关的地方性法规限制。兴业投资（英国）将不会
通过这些管辖区管理或用于发布亦或使用，因在其任一管
辖区内的任何居民或实体出现的这种发布、出版、有效性
或使用可能违背法律和法规，或者可能使兴业投资（英
国）和/或其盟友在此类司法管辖下受制于任何注册或许可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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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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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指数
CFD 合约到期时，指数 CFD 将会到期。因此，投资者开立指
数 CFD 头寸前，应确保总是了解合约是否到期以及到期日
期是何时。投资者应监控产品以决定退出的合适时间。他
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关闭他们的合约，取决于每个产品的交
易具体情况。请记住，长期持有指数 CFD 可能会产生巨额
的过夜费。

投资者必须定期查阅商业条款和法律文件，这些文件可在
不提前通知的情况下随时更新。在这些条款和条件更新之
后，如果投资者还希望能使用交易平台的服务或功能，那
么您就必须同意任何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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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ted, 71 Fort Street,1st Floor
Appleby Tower,P.O. Box 950, Grand Cayman,KY1-1102, Cayman
Islands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complaints@hycm.com
更多详情请访问我司官网以查阅投诉政策。
适用语言
如果提供给您的 KID 副本是以英文以外的语言，那么它只作
为信息用途。这份 KID 的英文版本是管理版本，只要英文版
本与其它版本有任何差异，应以英文版本为准。

法律文件

兴业投资（英国）有限公司——关键投资者资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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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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投资（英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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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
这些产品由 HYCM 有限公司提供。HYCM 有限公司隶属于恒兴业集团，许可证号： 1442313。详情请致电+(1) 345-640-0636 咨询。
这些产品由 HYCM 有限公司分销。HYCM 有限公司隶属于恒兴业集团，许可证号： 1442313。详情请访问 http://www.hycm.com 。
最新更新日期: 24.0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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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CFD 的目的是允许投资者从标的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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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脸谱合约的价值将会上升，您将买入该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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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您认为脸谱合约的价值会下跌，您就会卖出该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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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iii.
iv.

具有适度的高风险承受能力；
使用其能够承担损失的资金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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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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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始交易 CFD 前，您应当谨慎阅读关键投资者资料文件
（KID），并评估您是否适合 CFD 交易。无法容忍风险的客
户不应投资于相应的目标市场，因为这些工具具有风险，
且需要您承担巨大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其知识和
经验，（如果有的话）参与交易的客户将会有不同的账户
限制。

风险与回报

兴业投资（英国）有限公司——关键投资者资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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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投资（英国）提供 CFD 产品并通过其交易平台进行分销。以下是所提供产品相关标的资产和工具的例子：
资产类别
股票

特定资产类别工具举例
苹果；亚马逊；阿里巴巴；脸谱；谷歌；京东；微软；特斯拉；推特；唯品会

更低的风险

更高的风险

通常回报更低

1

通常回报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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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及回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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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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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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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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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客户永远都不会出现亏损超出在公司投资的金额。如果客户的账户余额，如受市场跳空影响变成负数，公司是不会要
求客户支付该金额，而是将客户的账户余额重置为零。
CFD 产品不能防止未来市场任何不利的表现。点差可能会有所不同，而且标的市场可能会受到高波动性的约束，进而快速产生亏
损。通过使用杠杆，您只需要占用较少的资金即可获得更大的金融市场风险敞口。利用杠杆进行交易可以放大您的投资利润和亏
损。
市场状况可能导致您的股票 CFD 交易以次优价格关闭，进而显著影响您获得的回报。如果您没有维持所需的最低保证金，或是您
违反了市场法规，我们可能会关闭您的未平仓 CFD 合约。这一过程有可能是自动执行的。

成本
开始股票 CFD 交易之前，您应熟悉所有您应承担的费用。这些费用将减少任何净利润或增加您的亏损。交易股票 CFD 会产生以下
费用：
此表格展示了不同类型的费用类别以及其含义

一次性入场和出
场的费用

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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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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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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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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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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价（若适用
的话）
持续成本

过夜费用

账户休眠费用

其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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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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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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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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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投资（英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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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息费用

标的证券市场上如果您拥有未平仓合约，会产生一个除息日期，适用情况下您可能会收
到一份股息调整费用。如果您拥有一个未平仓的多头头寸，股息费用将会记入您的账
户，并收取 10%的服务费。如果您拥有有一个未平仓的空头头寸，股息费用将从账户中
余额中扣除。

表现情况
重要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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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并没有将隔夜利息、滑点带来的影响，和/或您的个人税收情况（可能也会影响您的实际回
报）考虑在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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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表 1 显示在不同情况下您可能获利或亏损的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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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标的外汇将对您的投资风险和回报产生重大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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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
名称
脸谱

代码

最低点差

CFD_FB

10

合约面值
100 sh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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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hares

0.01 USD

1.00 USD

5%

USD

1:20

脸谱（日内持仓）
脸谱开仓价格

P

188.14

合约面值

TS

100 shares

保证金 %

M

5.00%

MR = P x TS x M

$940.7

TN = MR/M

$18,814.00

保证金要求 (美元)
名义价值
表1
做多
表现场景

关闭价格

价格变化

盈/亏

有利

190.96

1.50%

$282.21

中等

189.08

0.50%

不利

185.32

有压力

178.73

做空
表现场景

关闭价格

价格变化

有利

185.32

-1.50%

$282.21

$94.07

中等

187.20

-0.50%

$94.07

-1.50%

-$282.21

不利

190.96

1.50%

-$282.21

-5%

-$940.70

有压力

197.55

5%

-$9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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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资讯
司法管辖区
投资 CFD 在某些司法管辖区是没有资格营销和/或发布的，
因主管机关的地方性法规限制。兴业投资（英国）将不会
通过这些管辖区管理或用于发布亦或使用，因在其任一管
辖区内的任何居民或实体出现的这种发布、出版、有效性
或使用可能违背法律和法规，或者可能使兴业投资（英
国）和/或其盟友在此类司法管辖下受制于任何注册或许可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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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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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股票
CFD 合约到期时，股票 CFD 将会到期。因此，投资者开立股
票 CFD 头寸前，应确保总是了解合约是否到期以及到期日
期是何时。投资者应监控产品以决定退出的合适时间。他
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关闭他们的合约，取决于每个产品的交
易具体情况。请记住，长期持有股票 CFD 可能会产生巨额
的过夜费。

投资者必须定期查阅商业条款和法律文件，这些文件可在
不提前通知的情况下随时更新。在这些条款和条件更新之
后，如果投资者还希望能使用交易平台的服务或功能，那
么您就必须同意任何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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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ted, 71 Fort Street,1st Floor
Appleby Tower,P.O. Box 950, Grand Cayman,KY1-1102, Cayman
Islands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complaints@hycm.com
更多详情请访问我司官网以查阅投诉政策。
适用语言
如果提供给您的 KID 副本是以英文以外的语言，那么它只作
为信息用途。这份 KID 的英文版本是管理版本，只要英文版
本与其它版本有任何差异，应以英文版本为准。

法律文件

兴业投资（英国）有限公司——关键投资者资料文件

18 | P a g e

HYCM 有限公司
受开曼群岛金融管理局（CIMA）授权并监管 – 许可证号 1442313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注册公司编号 2878581

联系详情
71 Fort Street,1st Floor Appleby Tower,
P.O. Box 950,
Grand Cayman,KY1-1102, Cayman Islands
电话: +1-345-640-0636
网址: www.hycm.com / 电邮: info@hycm.com
风险警告

交易 CFD 产品存在高风险，可能不适合所有投资者。
关键投资者资料文件
2019 年 4 月版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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