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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披露：杠杆化投资产品的交易存在很高的风险，投资者应清楚其损失可能是其全部资金，甚至涉及进一步亏损。

三甲金融策略有限公司不会向客户提供任何证券买卖的意见或建议。投资者必须对其投资决定自行负责。三甲金融策

略有限公司不会为投资者制定其投资需要及目标，亦不会就投资者建议买/卖杠杆化投资产品的合适性提供意见。 

 

14/04/2023 

差价合约—能源、贵金属及金属类交易细节列表 

 

合约名称 美原油 布伦特原油 黄金 白银 美铜 

合约代码 RF-CL RF-BR RF-GC RF-SI RF-CU 

合约单位 (每手) 1,000 桶 1,000 桶 100 盎司 5,000 盎司 25,000 磅 

最低波幅 0.01 美元 0.01 美元 0.05 美元 0.005 美元 0.0001 美元 

买卖差价# 0.06 美元 0.06 美元 0.50 美元 0.026 美元 0.0030 美元 

即市保证金/预付款 1,000 美元 1,500 美元 1,000 美元 2,000 美元 1,500 美元 

强制保证金/预付款 

(强制平仓水平) 
200 美元 300 美元 200 美元 400 美元 300 美元 

锁仓保证金/ 

预付款 (每套) 
1,000 美元 1,500 美元 1,000 美元 2,000 美元 1,500 美元 

佣金收费，每套计算  

(开仓先付，平仓不收) 
50 美元 50 美元 50 美元 50 美元 50 美元 

账户管理费 
免征期：7 日                                                                                                                                                 

计费标准 5 美元/标准/日，按单收取（0.1 手则按比例计征；周六、日费用于周五一并计征。） 

单边持仓限制 (手) 100 50 100 100 100 

合约转期日 

(限价盘将于转期日收市自动取消) 

合约月份(场内)最后交易日之前 

第三个交易日# 

合约月份(场内)最后交易日之前      

第四个交易日# 

合约月份(场内)第一通知日之前 

第四个交易日# 

合约月份(场内)第一通知日之前 

第四个交易日# 

合约月份(场内)第一通知日之前 

第三个交易日# 

 
 

交易时间 

(北京时间) 

 
 

夏令时段 

星期一至五 

早上 06:00 至 翌日早上 05:00 

星期一至五 

早上 08:00 至 翌日早上 05:00 

星期一至五 

早上 06:00 至 翌日早上 05:00 

星期一至五 

早上 06:00 至 翌日早上 05:00 

星期一至五 

早上 06:00 至 翌日早上 05:00 

冬令时段 

星期一至五 

早上 07:00 至 翌日早上 06:00 

星期一至五 

早上 09:00 至 翌日早上 06:00 

星期一至五 

早上 07:00 至 翌日早上 06:00 

星期一至五 

早上 07:00 至 翌日早上 06:00 

星期一至五 

早上 07:00 至 翌日早上 06:00 

注: 合约转期日及假期通知一切以官方网站及公司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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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披露：杠杆化投资产品的交易存在很高的风险，投资者应清楚其损失可能是其全部资金，甚至涉及进一步亏损。

三甲金融策略有限公司不会向客户提供任何证券买卖的意见或建议。投资者必须对其投资决定自行负责。三甲金融策

略有限公司不会为投资者制定其投资需要及目标，亦不会就投资者建议买/卖杠杆化投资产品的合适性提供意见。 

 

14/04/2023 

 

差价合约—伦敦金/银交易细节列表 

合约名称 伦敦金 人民币黄金 伦敦银 

合约代码 LLG MLG XAUCNH LLS MLS 

合约单位 100 盎司 10 盎司 1000 克 5000 盎司 500 盎司 

最低波幅 0.01 美元 0.01 美元 0.01 元 0.001 美元 0.001 美元 

买卖差价# 
0.50 美元 

(50 美仙) 

0.50 美元 

(50 美仙) 

0.50 元 

(50 分) 

0.026 美元 

(2.6 美仙) 

0.026 美元 

(2.6 美仙) 

即市保证金/预付款 1,000 美元 100 美元 300 美元 2,000 美元 200 美元 

强制保证金/预付款 

（强制平仓水平） 
200 美元 20 美元 60 美元 400 美元 40 美元 

锁仓保证金/预付款 

(每套) 
1,000 美元 100 美元 300 美元 2,000 美元 200 美元 

佣金收费 ，每套计算 

(开仓先付，平仓不收) 

50 美元 

*另外每一手加 $3 美元  

(金银业贸易场登记征费，每手开

仓计算) 

5 美元 

*另外每一手加 $1 美元  

(金银业贸易场登记征费，每手开

仓计算) 

5 美元 

50 美元 

*另外每一手加 $3 美元  

(金银业贸易场登记征费，每手

开仓计算) 

5 美元 

*另外每一手加 $1 美元  

(金银业贸易场登记征费，每手开

仓计算) 

单边持仓限制 (手) 100 100 100 100 100 

夏令交易时间 

（北京时间） 

星期一至五早上 06:00 至翌日早上 05:00 

*法定假期将相应公布。 

星期一早上 07:15 至翌日早上 04:45

星期二至五早上 06:15 至翌日早上 

04:45*法定假期将相应公布。 

星期一至五早上 06:00 至翌日早上 05:00 

*法定假期将相应公布。 

冬令交易时间 

（北京时间） 

星期一至五早上 07:00 至翌日早上 06:00 

*法定假期将相应公布。 

星期一早上 08:15 至翌日早上 05:45

星期二至五早上 07:15 至翌日早上 

05:45*法定假期将相应公布。 

星期一至五早上 07:00 至翌日早上 06:00 

*法定假期将相应公布。 

注: 合约转期日及假期通知一切以官方网站及公司公布为准。 

-利率 / 库存费收取标准请登录官网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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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披露：杠杆化投资产品的交易存在很高的风险，投资者应清楚其损失可能是其全部资金，甚至涉及进一步亏损。

三甲金融策略有限公司不会向客户提供任何证券买卖的意见或建议。投资者必须对其投资决定自行负责。三甲金融策

略有限公司不会为投资者制定其投资需要及目标，亦不会就投资者建议买/卖杠杆化投资产品的合适性提供意见。 

 

14/04/2023 

差价合约—指数类交易细节列表 

合约名称 杜指 纳指 标指 美元指数 德指 KF 指数 新华富时 A50 指数 

合约代码 RF-DJ RF-ND RF-SP RF-USDX RF-DAX KF50 RF-A50 

合约单位 (每手) 每点$10 美元 每点$20 美元 每点$50 美元 每点$1,000 美元 每点$10 美元 每点$5 美元 每点$10 美元 

最低波幅 1 点 0.25 点 0.25 点 0.005 点 0.5 点 1 点 0.1 点 

买卖差价# 8 点 3.5 点 1.5 点 0.03 点 2.8 点 9 点 8 点(早市) / 15 点(晚市) 

即市保证金/预付款 2,000 美元 1,000 美元 1,500 美元 1,000 美元 1,500 美元 

2,200 美元 / # 4,400 美元  ( # 逢

周五或假期前一天之北京时间                         

晚上 11 时起双倍或以上) 

2,000 美元   /  #
4,000 美元  

( # 逢周五或假期前一天之北京  时

间 

晚上 11 时起双倍或以上)  

强制保证金/预付款 

(强制平仓水平) 
400 美元 200 美元 300 美元 200 美元 300 美元 440 美元 400 美元 

锁仓保证金/ 

预付款 (每套) 
2,000 美元 1,000 美元 1,500 美元 1,000 美元 1,500 美元 2,200 美元 2,000 美元 

佣金收费，每套计算  

(开仓先付，平仓不收) 
50 美元 50 美元 50 美元 50 美元 50 美元 50 美元 50 美元 

账户管理费 
免征期：7 日  

计费标准：5 美元/标准/日，按单收取（0.1 手则按比例计征；周六、日费用于周五一并计征。） 

单边持仓限制 (手) 50 50 80 100 30 50 100 

合约转期日 

(限价盘将于转期日收市 

自动取消) 

合约月份 

(场内)最后交易日之前 

第五个交易日# 

合约月份 

(场内)最后交易日之前 

第五个交易日# 

合约月份 

(场内)最后交易日之前 

第五个交易日# 

合约月份 

(场内)最后交易日之前 

第三个交易日# 

合约月份 

(场内)最后交易日之前 

第三个交易日# 

合约月份 

(场内)最后交易日之前 

第二个交易日# 

合约月份 

(场内)最后交易日之前 

第二个交易日# 

 

交易时间 

(北京时间) 

 
 

夏令时段 

星期一至五 

早市时段：09:00 至 16:30 

（休息时段） 

晚市时段：17:15 至 翌日 01:55 

 

每日涨跌幅交易机制 

每当价位比上一个交易日的结算价

高或低 10% 时，接下来 10 分钟的

交易将限于+/-10%的价格限幅内。  

过此时段，允许在上一日结算价

+/-15% 的价格限幅内进行交易。达

到该限额后，须再实施 10 分钟的冷

静时段，在此期间交易将限于

+/-15% 的价格限幅内。 

之后的整个交易日都不设价格限幅。 

(附注4及5: 每日涨跌幅报价暂停及

每日涨跌幅交易机制例子) 

星期一至五 

早上 06:00 

至 

翌日早上 04:15 

(休息时段) 

04:15-04:30 
05:00-06:00 

星期一至五 

早上 06:00 

至 

翌日早上 04:15 

(休息时段) 

04:15-04:30 
05:00-06:00 

星期一至五 

早上 06:00 

至 

翌日早上 04:15 

(休息时段) 

04:15-04:30 
05:00-06:00 

星期一至五 

早上 08:00 

至 

翌日早上 04:45 

 

星期一至五 

下午 14:00 

至 

翌日早上 03:55 

 

 

星期一至五 

早市时段：09:15 至 12:00；      

13:00 至 16:30； 

（休息时段） 

晚市时段：17:15 至 翌日 02:55 

 

冬令时段 

星期一至五 

早上 07:00 

至 

翌日早上 05:15 

(休息时段) 

05:15-05:30 
06:00-07:00 

星期一至五 

早上 07:00 

至 

翌日早上 05:15 

(休息时段) 

05:15-05:30 
06:00-07:00 

星期一至五 

早上 07:00 

至 

翌日早上 05:15 

(休息时段) 

05:15-05:30 
06:00-07:00 

星期一至五 

早上 09:00 

至 

翌日早上 05:45 

 

星期一至五 

下午 15:00 

至 

翌日早上 04:55 

 

 
 

星期一至五 

早市时段：09:15 至 12:00；      

13:00 至 16:30； 

（休息时段） 

晚市时段：17:15 至 翌日 02:55 

 

注: 合约转期日及假期通知一切以官方网站及公司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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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披露：杠杆化投资产品的交易存在很高的风险，投资者应清楚其损失可能是其全部资金，甚至涉及进一步亏损。

三甲金融策略有限公司不会向客户提供任何证券买卖的意见或建议。投资者必须对其投资决定自行负责。三甲金融策

略有限公司不会为投资者制定其投资需要及目标，亦不会就投资者建议买/卖杠杆化投资产品的合适性提供意见。 

 

14/04/2023 

差价合约—现货外汇交易细节列表 

 

 

 

 

合约名称 欧罗/美元 英镑/美元 澳元/美元 纽元/美元 美元/离岸人民币 美元/瑞郎 美元/加元 美元/日元 

合约代码 EURUSD GBPUSD AUDUSD NZDUSD USDCNH USDCHF USDCAD USDJPY 

合约单位 100,000 欧罗 100,000 英镑 100,000 澳元 100,000 纽元 100,000 美元 100,000 美元 100,000 美元 100,000 美元 

最低波幅 0.00001 美元 0.00001 美元 0.00001 美元 0.00001 美元 0.00001 人民币 0.00001 瑞郎 0.00001 加元 0.001 日元 

买卖差价# 
0.00020 

(2 点) 

0.00030 

(3 点) 

0.00020 

(2 点) 

0.00030 

(3 点) 

0.00230 

(23 点) 

0.00025 

(2.5 点) 

0.00030 

(3 点) 

0.02500 

(2.5 点) 

即市保证金/预付款 1,000 美元 1,000 美元 1,000 美元 1,000 美元 2,000 美元 1,000 美元 1,000 美元 1,000 美元 

强制保证金/预付款 

（强制平仓水平） 
200 美元 200 美元 200 美元 200 美元 400 美元 200 美元 200 美元 200 美元 

锁仓保证金/预付款 

(每套) 
1,000 美元 1,000 美元 1,000 美元 1,000 美元 2,000 美元 1,000 美元 1,000 美元 1,000 美元 

佣金收费 ，每套计算 

(开仓先付，平仓不收) 
50 美元 50 美元 50 美元 50 美元 50 美元 50 美元 50 美元 50 美元 

单边持仓限制 (手) 200 200 200 200 100 200 200 200 

夏令交易时间 

（北京时间） 

星期一至五早上 06:15 至翌日早上 05:00  

*法定假期将相应公布。 

冬令交易时间 

（北京时间） 

星期一至五早上 07:15 至翌日早上 06:00  

*法定假期将相应公布。 

附注: 

1.上述投资产品，本公司只提供现金结算服务。  

2.#买卖差价可能会随市场变化而变化，本公司保留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对以上信息更改的权利。  

3.以上数据只供参考, 一切以交易所最新公布因为准。 

4.新交所 A50 合约结算价一般是上一个工作天早市收盘价。涨跌停按之前最近一个结算价来计算。RF-A50 跟随新交所 A50 合约，如新交所因各种技术与市场原因停止 A50 报价与交易的时候，本公司也将停止报价和交 

易。同时实际涨跌的时间，也跟随新交所，如果新交所停止报价与超过 10 分钟，RF-A50 也将跟随。 

5.新华富时 A50 指数每日涨跌幅交易机制例子: 以升市为例。 
    

上一个工作天的结算价 10,000.0  交易价格限幅 
    

第一触及点 (+10%) 11,000.0 当即市价位（11,000.0）第一次触及 +10% 后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0%-10% 

  第一、如即市价位回落低于 10%，交易所会恢复报价，维持正常交易！  

  第二、如即市价位（11,000.0）持续于 +10%，交易所会停止给予报价，交易实时暂停！  

  此段时限最长为十分钟，之后无论市况如何，交易所会恢复报价，维持正常交易，直至第二触及点为止！  

  [注: 如当价位第二次触及 +10%, 交易将持续至价格触及到第二触及点 ( +15%)]  
    

第二触及点 (+15%) 11,500.0 当即市价位（11,500.0）第二次触及 +15% 后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0%-15% 

  第一、如即市价位回落低于 15%，交易所会恢复报价，维持正常交易！  

  第二、如即市价位（11,500.0）持续于 +15%，交易所会停止给予报价，交易实时暂停！  

  此段时限最长为十分钟，之后无论市况如何，交易所会恢复报价，维持正常交易，不会再有任何停止时段！  

 

注: 合约转期日及假期通知一切以官方网站及公司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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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金融策略有限公司不会向客户提供任何证券买卖的意见或建议。投资者必须对其投资决定自行负责。三甲金融策

略有限公司不会为投资者制定其投资需要及目标，亦不会就投资者建议买/卖杠杆化投资产品的合适性提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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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价合约—美国股票类交易细节列表 

 

注: 合约转期日及假期通知一切以官方网站及公司公布为准。 

 

 

 

合约名称 苹果 阿里巴巴 亚马逊 百度 波音 脸书 谷歌 京东 微软 特斯拉 

合约代码 AAPL BABA AMZN BIDU BA FB GOOG JD MSFT TSLA 

合约单位 (每手) 100 股 100 股 100 股 100 股 100 股 100 股 100 股 200 股 100 股 60 股 

最低波幅 0.01 美元 0.01 美元 0.01 美元 0.01 美元 0.01 美元 0.01 美元 0.01 美元 0.01 美元 0.01 美元 0.01 美元 

买卖差价# 10 点 25 点 10 点 15 点 35 点 10 点 10 点 9 点 10 点 26 点 

即市保证金/预付款 5% 5% 5% 5% 5% 5% 5% 5% 5% 5% 

强制保证金/预付款 
（强制平仓水平）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锁仓保证金/预付款 

(每套) 5% 5% 5% 5% 5% 5% 5% 5% 5% 5% 

佣金收费 ，每套计算 

(开仓先付，平仓不收) 5 美元 5 美元 5 美元 5 美元 5 美元 5 美元 5 美元 5 美元 5 美元 5 美元 

单边持仓限制 (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夏令交易时间 

（北京时间） 

星期一至五 21:35  至翌日早上 03:55 

*法定假期将相应公布。 

冬令交易时间 

（北京时间） 

星期一至五 22:35  至翌日早上 04:55 

*法定假期将相应公布。 



 

 

  

 

 

Office 203, Stavrakis Court 
13 Griva Digeni Avenue 
6030 Larnaca, Cyprus 

Email: cs@kabonline.com 
Website: www.kabonline.com 

KAB  Strategy  Limited 
三 甲 金 融 策 略 有 限 公 司 
Regulated by CySEC – Licence No. 058/05 塞浦路

斯证券及交易所持牌法团-牌照号码 058/05 

风险披露：杠杆化投资产品的交易存在很高的风险，投资者应清楚其损失可能是其全部资金，

甚至涉及进一步亏损。三甲金融策略有限公司不会向客户提供任何证券买卖的意见或建议。投

资者必须对其投资决定自行负责。三甲金融策略有限公司不会为投资者制定其投资需要及目标，

亦不会就投资者建议买/卖杠杆化投资产品的合适性提供意见。 

 

14/04/2023 

 

差价合约交易规则 

 
1. 客户订立挂单，必须遵守以下规则 

 a) 
 

挂单之有效期可至该周（或假期前夕）之最后交易日收市为止（美股个股差价合约，A50，KF50 有效期为每日收市

为止）。投资者可以在订单被执行之前的交易时间内修改或取消各种挂单，惟需符合本公司产品交易细节对挂单设

定的要求。 

 b) 客户在订立挂单时基本上可分为 

  i) 
 

止盈单 (take profit) 为协助投资者锁定投资盈利的挂单，当投资者预设一个止盈单后，如市场价格达到投资

者设定的触发价格时，止盈单将以即市价格成交。惟市场波动千变万化，成交价格与默认的止盈价格可能有

所不同，投资者应了解相关交易风险； 

  ii) 
 

止损单 (stop loss) 为协助投资者控制投资损失的挂单，当投资者预设一个止损单后，如市场价格达到投资者

设定的触发价格时，止损单将以即市价格成交。惟市场波动千变万化，成交价格与默认的止损价格可能有所

不同，投资者应了解相关交易风险； 

  iii) 
 
 
 

任何时候，市场均可能出现价格跳空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止损挂单（stop loss）成交价格将有可能受影响。

例如，在价格跳空越过了客户设置的止损，并且在跳空后的价格使客户账户的预付款（可用保证金）比例达

到了强制平仓水平时，交易系统将以此跳空后的可成交价格为客户平仓，此时止损无效。客户不得有异议。 

 c) 
 

所有挂单须于该相关产品开市期间内订立。每一挂单之单边最大手数为净30 手。如有发现异常, 本司将会取消多余

之挂单数量而不会作任何通知。在受市场流动性及波动性影响下，挂单之成交价格有可能迅速跳空或出现滑点，最

终成交价有机会与本身委托单之要求价格不同，于此情况下,  挂单将会以市价成交。 

 d) 一般情况下，客户设置的挂单，如黄金买卖挂单，必须与当时市价距离至少 200 点。于重大数据公布前后一小时，

客户设置的挂单价格必须与当时市价距离至少 800 点。本公司有权应市况实时更改订立挂单与市价距离的限制。由

于数据市期间市场波动性高，市场因素也有可能使挂单无法执行。 

 e) 当市价距离等于或少于各投资产品之止盈单 (take profit) 或 止损单 (stop loss) 的买卖挂单限制水平约五分之一
时，此订单将会被冻结，客户不能修改止盈单 (take profit) 或 止损单 (stop loss) 的止盈或止损价格及头寸。在受

市场流动性及波动性影响下，本公司有权应市况实时更改上述买卖挂单限制水平之百分比。买入限价单 (buy limit) 、

卖出限价单 (sell limit) 、买入止损单 (buy stop) 、卖出止损单 (sell stop) 亦受上述条款 及 2(d) 条款之限制，且

在重要数据公布前后价格出现跳空时，以市场价格成交，成交的价格将可能与预设的价格不同。或由于市场流动性

缺失而无法成交。 

 f) 若客户订立了挂单（不论是新单或说明是平仓单），只要到价完成时，客户不能用任何理由（包括客户做单平仓而

忘记取消已订立之挂单）拒绝承认已完成的挂单。所有挂单订立时均不须保证金要求，惟当到价后发现资金不足者，

系统将会拒绝执行，并一律视作取消挂单处理，客户亦可在其账户栏目之“帐户历史” 内了解情况。 

2. 凡客户提款，必须在每个工作天早上九时至下午二时前办理。于香港之假期内，本公司将拒绝任何客户提款。 

  
3. 贵客户提取或存入款项时，无论以任何形式交收，务必要当面验明及签收妥当。如客户提取款项而户口内尚有未平仓合约

时，客户必须先扣除其未平仓合约所需之即市按金及锁仓按金，余下之款项方可提取。 

    
4. 客户存入之按金如用电汇，必须待电汇兑现后才可做新单或拆锁仓。 

  
5. 客户如遇上按金不足，一概不能进行任何交易买卖。 

  
6. 客户／获授权人或户口代理人在做单时，必须注意要清楚说明买或卖与及数量，并正确提供其个人资料，包括户口号码及 

 身份证号码(密码)。若是户口代理人则须提供其代理人号码，本公司会以最后之覆盘作实。一经本公司职员覆盘，客户不 

 得取消该项买卖，若客户／获授权人或 户口代理人在该项买卖上所提供的资料有任何不足者，本公司绝对有权取消该项

买卖。（注：获授权人不可以是本公司任何雇员） 

  
7. 凡客户在其户口内已有仓底之余而欲再做新单时，必须注意要先扣除其户口内所有仓底所需之即市按金及锁仓按金，方可

再做新单 (例：户口持有一手本地伦敦金沽单及一手本地伦敦金锁仓，客户必须先扣除本地伦敦金之即市按金，假设现为

美金 1,000 元，再加上一手锁仓按金，假设现时为美金 1,000 元后，余数方可再做新沽单)。 

客户于本公司之任何单一投资产品的持仓，不论长仓及短仓，均不得超过持仓限制。客户如需交易和持有更大数额的仓位，

需要向本公司提出申请，得到批复后，方可扩大持仓。由于市场持仓成本和波动率变化，本公司可随时未经向客户事先通

知而修改、限制、扩大及/或减小该限额。若客户单一产品的持仓接近或超过交易限额，本公司无义务向其发出通知。此外，

本公司亦有权因应市场变化而定，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提高及/或减小投资产品之过夜保证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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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客户持有超过一种投资产品过市，如因仍然开市之投资产品价位波动而引致其户口持仓之按金比例低于即市到价斩仓点时

（扣除所有按金计），系统将为客户依照按金不足之比例，为其仓位全部进行斩仓。而客户账户内之净值，最终只剩余约

为其所有仓位按金约百份之二十。（注：暂停买卖之投资产品过市仓则以市场最后价格作为截算） 

 
9. 于本公司营业之即市期间内，如因投资产品之价位波动而引致客户持仓之按金比例低于即市到价斩仓点时（先扣除锁仓按

金计），系统将为客户之仓位全部进行斩仓。倘若客户持有超过一种投资产品而其中一种投资产品是在暂停买卖或收市的

情况下触动斩仓，本公司一律按照斩仓程序执行，暂停买卖或收市的投资产品均以其市场最后价格作为斩仓结算处理。而

客户账户内之净值，最终只剩余约为其所有仓位按金约百份之二十。 

 

【注：客户务必经常留意市况，并及早准备充足现金以备应用，欢迎随时向各有关营业代表或盘房垂询。】 

  
10. 若客户持有仓位(包括锁仓)，因需缴交费用而导致其仓位按金被扣除至不能继续持有仓位者，本公司有权代客户全部平掉

所有仓位。 

 
11.  

 

交易时段执行强制平仓，系统会以强制平仓时的市价执行。然而，受市场流动性及波动性影响(如假期后的开市时段/重要

经济资料公布/突发性财经事件)，价格有可能迅速跳空，在市场没有出现过该默认价格的情况下，系统会按跳空后的可成

交价格给予成交，亦无法保证您可能蒙受的最高损失金额（跳空后的价格比客户默认的价格更差）。请注意，投资者之亏

损将有机会比预期的多，投资者须承担由此导致的损失及相关交易风险。亦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最终成交价有机会与本

身委托单之要求价格不同，导致有可能获得更大的收益（跳空后的价格比客户默认的价格更好）。因此投资者要明白收益

和风险是双向对等的。 

 
12. 未平仓合约在过市时所收取或支付之利息计算： 

 a) 客户户口之未平仓合约所收取或支付之利息的计算中，对于伦敦金银，以开仓价计算合约价值；对于外汇品种，以

收盘时的对应汇率中间价计算合约价值。 

 b) 客户户口之未平仓合约所收取或支付之利息的计算百分比，请参考 MT4 平台市场报价 - 右键 - 规格。 

 c) 客户户口内之暂存按金，本公司将不会支付任何利息。 

 
13. 
 
 
 
 
 
 
 
 
 

 

手续费（佣金及金银业贸易场登记征费）之征收： 

100安士伦敦金合约 及 5000安士伦敦银合约 

本公司会于客户做新单时先收取佣金手续费，平仓时不用支付。手续费每手(按比例计算)美金五十元。 

本公司会于客户做新单时先收取金银业贸易场登记征费，平仓时不用支付。登记征费每手(按比例计算)美金三元。 

10安士（迷你手）伦敦金合约 及 500安士（迷你手）伦敦银合约 

本公司会于客户做新单时先收取佣金手续费，平仓时不用支付。手续费每手(按比例计算)美金五元。 

本公司会于客户做新单时先收取金银业贸易场登记征费，平仓时不用支付。登记征费每手(按比例计算)美金一元。 

 

14. 股息等政策 

 

股息 

股息调整发生在持有股票的除息日。在除息日收盘时，持有多仓的客户，股息调整会记入客户账户的贷方（增加资金）。

持有空仓的客户，股息调整会从客户账户里扣除。 

 

股票分割与合并 

股票分割与合并或类似事件会影响持有的份额。本司会根据交易所公开信息和市场状况确定并适当调整相关的股票差价合

约。这些调整会带来账户必要的缩减或集中，以保护持有者在该事件之前进行保证金交易时的经济等价权利和义务。新持

有的份额可能会或上或下影响客户对股票差价合约仓位的重新定义。 

附注:  

- 本公司保留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对以上信息更改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