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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最尖端的技术为客户提供完美的交易环
境一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经过长期经验的积
累及不断地技术革命，我们已经成为机构交
易对接，客户拓展投资多样化的最佳选择。

灵活的，可定制的外汇交易环境可轻松满足
您与您客户的独特要求。客户端与庞大流动
性池的无缝对接给您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

我们不断发展并增加行业领先技术的投资，
确保您的订单以毫秒的执行速度与机构流动
性撮合成交。完美实现最公平的成交机制。

定位全球

ICM Capital 英国艾森欢迎您

 

伦敦

参观ICM Capital 英国艾森
位于伦敦Canary Wharf的总部



      关于 ICM Capital

ICM Capital英国艾森，总部设于英国伦敦，在欧洲、中东、北非及亚洲都设有办公室。
我们近年来迅猛发展，在执行力、客户服务及佣金制度方面屡获好评。 

我们以顶尖技术及在线交易支持为零售、私人及公司客户提供包括外汇、大宗商品及差
价合约（CFDs）在内的多种金融产品及服务。 

通过ICM Capital 英国艾森及最受认可的MetaTrader 4交易平台，交易者可享受到高流
动性、极具竞争力点差、移动设备交易及技术分析等诸多优势。

我们的产品

安全，保障
我们为合作伙伴提供透明及中立的交易环境，无论其市场占有率或交易量的大小。
ICM Capital 英国艾森受英国金融行为准则局（FCA）授权监管，FCA注册号：520965。
我们的监管级别意味着我们可以提供给客户FCA级的安全，并且客户受金融工具市场指
令（MiFiD）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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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获殊荣的
ECN

极速连接

机构流动性

合作

快速执行

高品质

专注的支持
强大的技术

白标

联盟

介绍营销商

MT4

FCA

即期外汇
超过30种货币对

贵金属    
黄金及白银

美国股票
   苹果，谷歌，

微软，波音

能源期货
原油和布伦特

指数期货   
标准普尔，富时指
数，达克斯指数，

道琼斯指数



       ICM Direct
    机构交易

屡获殊荣的电子通讯网络（ECN）技术意味着我们可以满足机构客户的
定制要求及业务发展需求，同时在没有任何利益冲突下从市场获利。
ICM Direct从顶级银行及流动性提供商获取流动性，进行报价的优化
及整合，全部正滑点的返还和急速的成交机制确保您可以最大优化每
日交易。

极具竞争力的交易成本及快速的执行速度可以确保每一位交易者、经
纪商及大小机构可以以极大优势获取机构级别流动性。基于FIX的技
术灵活轻松的整合至一系列强大交易系统中。

ICM Direct使用C++编程语言执行提供最优化的执行速度及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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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享支持
可以使您花更少的时间在数据报表的统计上，并
将您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增近客户关系上。我们广
泛的经验及专注全球市场的视野确保我们可以为
任何类型的金融机构提供完美解决方案。

2015
年最佳

外汇ECN
提供商

2015年第14届
中东与北非外汇博览会



对机构客户来说，我们为您提供如下专属定制解决方案来满足您的需求：

•   整合后台、风险管理及报告为一体的机构交易平台
•   屡获殊荣的顶级流动性ECN执行模式
•   交易及风险管理用户界面
•   FIX协议交易外汇、差价合约及期货
•   低点差、低佣金
•   快速可靠的执行模式
•   集中保证金查看
•   无额外成本桥接MT4
•   轻松访问实时与历史报告
•   二进制API
•   EMIR报告代记、代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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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提供商1

流动性提供商2

流动性提供商N

FIX API客户

ICM风险管理平台
访问（网络版）

公有接口自定义白标
终端（网络版）

MT4终端
MT4服务器

ICM 
桥接

HTTP/HTTPS

报价

订单

二进制API客户

FIX API

二进制API

ICM Capital 英国艾森
交易平台

ICM Direct 
匹配与报价

ICM DIRECT
市场中最快的成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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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标客户 自定义交易平台

全面支持

      白标

ICM Capital 英国艾森推出创新的白标方案以迎合受监管金融机构的需求，使其可以通
过自身品牌推出多种金融产品及服务。

将这个全球金融交易展现给您的客户，或者通过开设您自己的外汇经纪公司来拓展您金
融服务范畴。带有您企业形象的品牌，以及精确的交易平台，这是您满足公司需求并发
展业务及获利的完整定制解决方案。

白标优势： 

•   拥有管理人界面的品牌白标MT4平台
•   轻松访问实时及历史报告
•   灵活的佣金结构
•   整合了完整后台、风险管理及报告的关键交易平台
•   极低订单执行延迟
•   EMIR报告代记
•   代缴带有您公司名称及Logo的宣传材料
•   无隐形费用的透明报价体系

白标技术

MT4管理员

MT4终端
MT4 WL服务器

报价

订单

MT4 管理人员

ICM桥接匹配与报价

流动性提供商1

流动性提供商2

流动性提供商N

2013
年最佳

技术提供商

2013年第5届沙特阿拉伯
金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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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笔交易获取收益

     介绍营销商
  解决方案

介绍营销商（IB）方案使公司及个人可以通过为ICM Capital 英国艾森介绍新客户而赚
取佣金。我们帮助您通过人际网络拓展业务，并向您提供多级别IB佣金构架，这意味着
您甚至可以通过您客户介绍的客户交易来获利。

我们的目标是开启您的潜能，在没有过多的前期投资或复杂的实施下即可赚取佣金。我
们提供极具竞争力的合作伙伴薪酬方案及低，为合作伙伴和客户获得成功提供基础。

ICM Capital 英国艾森IB关键优势：

•   拥有强大IB解决方案的多级别自动佣金分成
•   客户介绍网页版后台门户
•   完整从上而下定制报告功能
•   轻松访问实时及历史报告
•   快速及可靠的执行
•   强大的潜在客户源分析
•   个性化营销资源
•   专属的合作管理团队

我们帮助您拓展业务，并且我们专业的洞察力和支持方案让您知道您是与一个致力于不
断壮大的成功团队合作。让我们为您的客户带来令人兴奋的网上交易世界，同时扩大您
的客户群。

2015
年最佳
佣金

提供商

2015年外汇及
投资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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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盟

做好准备通过我们个性化定制的加盟方案推广ICM Capital 英国艾森。您可以创建任意
多的链接，通过社交网络、留言板及博客等途径吸引客户，并收取可观佣金。ICM联盟
门户可以使您对注册的潜在客户及现有客户进行完整分析，并不断改善营销策略。

联盟优势：

•   客户介绍网页版后台门户
•   完整从上而下定制报告功能
•   强大的潜在客户源分析
•   个性化营销资源
•   高推荐率及流通量
•   联盟经理体验
•   定制联盟奖励和推广
•   多语种推广
•   精确的追踪工具及透明性

货币化您的网络资源
将访客转至ICM Capital 英国艾森官网或者
定制登录页面，并通过每一位您介绍的客
户收取佣金。您的盈利潜力无限。让您的
客户可以在每日有5.3万亿流通量的全球最
大金融市场中获利。

二级联盟

 客户 #1  客户 #2  客户 #3  客户 #4  客户 #5

联盟

您

2014
年最佳

联盟计划

2014年中东
与北非外汇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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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

ICM Capital 英国艾森的交易技术开发团队包括经验丰富的C++开发人员，维护FIX服务来
满足ICM Capital 英国艾森机构交易者的需求。C++编程语言是目前市场上可用的最快的技
术，并通过使用最新算法最大优化，可以每秒钟处理300,000次报价及50,000笔交易。我们
的连接LD4数据中心位于伦敦，这正是全球主要银行聚居地，可保证最高频率地交易速度及
最可靠的报价。

流动性池来自于全球主要银行，ECN及对冲基金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您的交易成本。我们的团
队时常监控外汇及差价合约市场以确保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是市场中最前沿的。我们持续关注
并努力与机构客户建立长期友好合作关系。

ICM Capital (ICM 桥接) 一个多合一的解决方案
机构与汇商可以利用ICM Bridge（ICM 桥接）通过ICM Direct 卓越的ECN技术有选择的将
客户的交易流量与市场对接。 ICM Bridge（ICM桥接）可以在客户端轻松设置，完全掌控
客户的交易流量从而利于最佳风险控制的执行。定制化的报告与全面的汇总让使用者操控自
如。 ICM Direct 将为您提供无间断的专业服务支持。

每秒处理300,000
次报价

每秒处理50,000笔交易

LD4数据中心位于伦敦

C++编程

高频率交易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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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aTrader 4

MetaTrader 4 （ MT4 ）是世界上最流行的交易平台之一。其设计理念与宗旨是为交易者提
供强大并有效的独特交易体验。通过单一交易账号进行外汇、期货、股票及其他全套产品的
在线交易。

使用MT4移动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并管理您的账户，高品质交易体验尽在掌握。英国ICM 
Capital的MT4移动平台和应用程序让您随时随地24小时无间断轻松入市。

使用MT4的优势如下：

•   低运行容量要求和成本
•   适用于第三方专业应用程序和插件
•   同时登录多个交易账户
•   具有极高的安全性和功能强大的平台
•   提供先进的图表功能 

  

 

MAM 智能交易系统 VPS解决方案

多账户管理（MAM）软
件可连接到MT4，供专业

交易员使用

智能交易系统（EA）是为
MT4所编写的可用于建议

交易者的交易工具

VPS可允许智能交易系统
（EA）24小时无打扰安装

及运行

多账户管理软件

2013年
最佳全球
交易执行

2013年第12届
中东与北非外汇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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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
  

合规咨询 券商形成指导

完整的营销支持市场调查 颇具竞争力的返佣政策

我们所有的流程和程序均
符合FCA监管要求。我们
可以为您的团队提供指导
以确保他们符合FCA监管
下的所有要求，FCA是世
界上最受尊敬的监管机构
之一。我们坚持公平的条
款对待每一位客户。

一个专门的市场调研团队
为合作伙伴提供重要经济
事件、评论、市场总结和
新闻的每日市场报告。通
过微信、电子邮件、短信
或者我们的网站实时推送
。日常技术分析和见解，
指导交易者的每日交易决
策。

一个全球化的市场营销团
队通过多语种支持，保证
您的高效客户转换率。使
用一个无所不包的营销体
系，支持您的广告、品牌
意识和教育目标。

报告和分析工具在手，帮
助您更好的与客户互动并
有效的提高交易量。

代理商和联盟机构可以跟
踪模拟和真实账户的申请
，监测客户的交易情况。
查看客户交易所产生的返
佣详情，关注二级代理的
运作并且实时导出全面且
详细的历史汇总。通过专
业插件实现多级代理即时
返佣。

我们为您提供极度透明
的订单执行前后报表、
集中的风险控制和事实
的市场敞口及保证金监
控平台。我们的客户可
以体验到机构般的成交
方式，并轻松对市场敞
口进行风险管理。

无论您刚进入该领域或
一个全功能的经纪公司
，我们将手把手的指导
您成为我们强大的合作
伙伴。

   增值服务

我们理解您的收益源于您客户的交易。无论您的商业目标是什么，我们总能提供行业内
最好的金融奖励盈利计划。除此之外，我们还提供一系列的其他增值服务以支持您业务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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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
您的目标

评估 制定 执行计划

CBA

   增值服务

我们的团队里拥有经验丰富的外汇领域专家，他们了解机构交易者各方面的需求，精通
经纪商业务的管理。精挑细选的客服经理和支持团队会给您提供最佳的合作方案，确保
您的需求得到最大的满足。我们经验丰富，为横跨欧洲，中东，亚洲和非洲的外汇交易
专家们提供最佳的支持。

立刻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将得到一对一的专业咨询解答。

并选择满足您需
求的最佳方案

行动方案，实现
业务目标

开始创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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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迪拜的第14届中东与北
非外汇博览会宣告我们的
持续技术创新值得赢取奖
项。我们为提供交易支持
而自豪。

2015
年最佳

外汇ECN
提供商

2015年第14届
中东与北非外汇博览会

ICM Capital英国艾森将
介绍营销商视为日常商业
运行的重中之重，并且我
们为所提供的奖励政策而
自豪。

2015
年最佳
佣金

提供商

2015年外汇及
投资博览会

我们非常重视我们的加盟
、IB及合作伙伴。我们为
在2014年第13届中东与
北非外汇博览会期间所提
供的卓越支持而骄傲。

2014

年最佳

联盟计划

2014年中东
与北非外汇博览会

在吉达举办的2013年第5
届沙特阿拉伯金博会上，
ICM Capital英国艾森为
其所提供的卓越技术而为
人所知。该奖项证明了
ICM Capital英国艾森提
供给零售客户及机构客户
的稳定的MT4平台和可靠
的成套解决方案。

2013

年最佳

技术提供商

2013年第5届
沙特阿拉伯

第12届中东与北非期间
获得“最佳全球交易执行”
称 号 ， 这 奠 定 了 I C M 
Capital英国艾森的透明
价格、速度及无与伦比的
执行速度的运营模式。我
们的领先MetaTrader4平
台持续提供稳定连接及完
全透明的交易条件。

2013年

最佳全球

交易执行

2013年第12届
中东与北非外汇博览会

在阿拉伯外汇博览会期间
，ICM Capital英国艾森
荣获“最佳客户服务提供
商”称号，这认可了ICM 
Capital英国艾森专业及
尽职的客服团队，并且我
们的客户经理可以使用超
过16种语言，为超过120
个不同国家提供服务。

2012

年最佳客户

服务提供商

2012年第3届
阿拉伯外汇博览会

在第9届中东外汇及投资
峰会期间荣获“最佳外汇
经纪商”称号，这是承认
了ICM Capital英国艾森
的行业地位。我们在全球
有很多卓越奖项，但是
ICM Capital英国艾森在
中东与北非地区的成绩使
我们尤其骄傲。

2012年

最佳外

汇经纪商

2011年中东
外汇及投资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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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

诺丁汉森林足球俱乐部独家外汇合作伙伴

2015年伦敦小姐独家外汇赞助商



差价合约或即期外汇等杠杆类交易产品具有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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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注册地址： Level 36, One Canada Square, Canary Wharf, London, E14 5AB, United Kingdom.  

facebook.com/ICMCapital @ICMCapital ICM Capital ICMCapital ICMCapital weibo.com/ICMCapital

ICM Capital Ltd (总部)
Level 36,

One Canada Square
Canary Wharf, London,

E14 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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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ICMCapital.co.uk/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