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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全球

ICM Capital 英國艾森歡迎您

 

倫敦

參觀ICM Capital 英國艾森
位于倫敦Canary Wharf的總部

通過最尖端的技術爲客戶提供完美的交易環
境一直是我們努力的方向。經過長期經驗的積
累及不斷地技術革命，我們已經成爲機構交易
對接，客戶拓展投資多樣化的最佳選擇。

靈活的，可定制的外匯交易環境可輕松滿足
您與您客戶的獨特要求。客戶端與龐大流動
性池的無縫對接給您提供最佳的解決方案。

我們不斷發展並增加行業領先技術的投資，
確保您的訂單以毫秒的執行速度與機構流動
性撮合成交。完美實現最公平的成交機制。



      關于 ICM Capital

我們的 産品

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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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質
極速連接

機構流動性
介紹

營銷商

快速執行

屢獲殊
榮的ECN

專注的支持
強大的技術

白標

聯盟

合作

MT4

FCA

即期外匯 
超過30種貨幣對

貴金屬    
黃金及白銀

美國股票
   蘋果，谷歌，

微軟，波音

能源期貨 
原油和布倫特 

指數期貨 
標准普爾，富時指
数，達克斯指數，

道瓊斯指數

ICM Capital英國艾森，總部設于英國倫敦，在歐洲、中東、北非及亞洲都設有辦公室。
我們近年來迅猛發展，在執行力、客戶服務及傭金制度方面屢獲好評。 

我們以頂尖技術及在線交易支持爲零售、私人及公司客戶提供包括外匯、大宗商品及差
價合約（CFDs）在內的多種金融産品及服務。 

通過ICM Capital英國艾森及最受認可的MetaTrader 4交易平台，交易者可享受到高流
動性、極具競爭力點差、移動設備交易及技術分析等諸多優勢。

我們爲合作夥伴提供透明及中立的交易環境，無論其市場占有率或交易量的大小。ICM 
Capital英國艾森受英國金融行爲准則局（FCA）授權監管，FCA注冊號：520965。我
們的監管級別意味著我們可以提供給客戶FCA級的安全，並且客戶受金融工具市場指令
（MiFiD）保護。



       ICM Direct
    機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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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享支持

2015
年最佳

外彙ECN
提供商

2015年第14屆
中東和北非外匯博覽會

屢獲殊榮的電子通訊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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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市場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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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速的成交機制確保您可以最大優化
每日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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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FIX的技術
靈活輕松的整合至一系列強大交易系統中。

ICM Direct使用C++編程語言執行提供最優化的執行速度及可靠性。

可以使您花更少的時間在數據報表的統計上，並
將您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增近客戶關系上。我們廣
泛的經驗及專注全球市場的視野確保我們可以爲
任何類型的金融機構提供完美解決方案。



對機構客戶來說，我們爲您提供如下專屬定制解決方案來滿足您的需求：

•   整合後台、風險管理及報告爲一體的機構交易平台
•   屢獲殊榮的頂級流動性ECN執行模式
•   交易及風險管理用戶界面
•   FIX協議交易外匯、差價合約及期貨
•   低點差、低傭金
•   快速可靠的執行模式
•   集中保證金查看
•   無額外成本橋接MT4
•   輕松訪問實時與曆史報告
•   二進制API
•   EMIR報告代記、代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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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提供商1

流動性提供商2

流動性提供商N

FIX API客戶

ICM風險管理平台
訪問（網絡版）

公有接口自定義白標
終端（網絡版）

MT4終端
MT4服務器

ICM 
橋接

HTTP/HTTPS

報價

訂單

二進制API客戶

FIX API

二進制API

ICM Capital 英國艾森
交易平台

ICM Direct 
匹配與報價

ICM DIRECT
市場中最快的成交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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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標客戶 自定義交易平台

全面支持

      白標

白標優勢：

•   擁有管理人界面的品牌白標MT4平台
•   輕松訪問實時及曆史報告
•   靈活的傭金結構
•   整合了完整後台、風險管理及報告的關鍵交易平台
•   極低訂單執行延遲
•   EMIR報告代記
•   代繳帶有您公司名稱及Logo的宣傳材料
•   無隱形費用的透明報價體系

白標技術

MT4管理員

MT4終端
MT4 WL服務器

報價

訂單

MT4管理人員

ICM橋接匹配與報價

流動性提供商1

流動性提供商2

流動性提供商N

2013
年最佳

技術提供商

2013年第5屆沙特阿拉伯
金博會

ICM Capital英國艾森推出創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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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品及服務。

將這個全球金融交易展現給您的客戶，或者通過開設您自己的外匯經紀公司來拓展您金
融服務範疇。帶有您企業形象的品牌，以及精確的交易平台，這是您滿足公司需求並發
展業務及獲利的完整定制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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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介紹人

和
所

有
您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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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筆交易獲取收益

     介紹營銷商
  解決方案

ICM Capital 英國艾森IB關鍵優勢：

•   擁有強大IB解決方案的多級別自動傭金分成
•   客戶介紹網頁版後台門戶
•   完整從上而下定制報告功能
•   輕松訪問實時及曆史報告
•   快速及可靠的執行
•   強大的潛在客戶源分析
•   個性化營銷資源
•   專屬的合作管理團隊

2015
年最佳
傭金

提供商

2015年外彙及
投資博覽會

我們的目標是開啓您的潛能，在沒有過多的前期投資或複雜的實施下即可賺取傭金。我
們提供極具競爭力的合作夥伴薪酬方案及低固定點差，爲合作夥伴和客戶獲得成功提供
基礎。

我們幫助您拓展業務，並且我們專業的洞察力和支持方案讓您知道您是與一個致力于不
斷壯大的成功團隊合作。讓我們爲您的客戶帶來令人興奮的網上交易世界，同時擴大您
的客戶群。

介紹營銷商（IB）方案使公司及個人可以通過爲ICM Capital英國艾森介紹新客戶而賺取
傭金。我們幫助您通過人際網絡拓展業務，並向您提供多級別IB傭金構架，這意味著您
甚至可以通過您客戶介紹的客戶交易來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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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

聯盟優勢：

•   客戶介紹網頁版後台門戶
•   完整從上而下定制報告功能
•   強大的潛在客戶源分析
•   個性化營銷資源
•   高推薦率及流通量
•   聯盟經理體驗
•   定制聯盟獎勵和推廣
•   多語種推廣
•   精確的追蹤工具及透明性

貨幣化您的網絡資源

二級聯盟

 客戶  #1  客戶 #2  客戶  #3  客戶  #4 客戶 #5

聯盟

您

2014
年最佳

聯盟計劃

2014年中東
與北非外彙博覽會

做好准備通過我們個性化定制的加盟方案推廣ICM Capital英國艾森。您可以創建任意
多的鏈接，通過社交網絡、留言板及博客等途徑吸引客戶，並收取可觀傭金。ICM聯盟
門戶可以使您對注冊的潛在客戶及現有客戶進行完整分析，並不斷改善營銷策略。

將訪客轉至ICM Capital英國艾森官網或者
定制登錄頁面，並通過每一位您介紹的客
戶收取傭金。您的盈利潛力無限。讓您的
客戶可以在每日有5.3萬億流通量的全球最
大金融市場中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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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

ICM Capital (ICM 橋接)，一個多合一的解決方案

每秒處理300,000
次報價

每秒處理50,000筆交易

LD4數據中心位于倫敦

C++編程

高頻率交易速度

ICM Capital英國艾森的交易技術開發團隊包括經驗豐富的C++開發人員，維護FIX服務來
滿足ICM Capital英國艾森機構交易者的需求。C++編程語言是目前市場上可用的最快的技
術，並通過使用最新算法最大優化，可以每秒鍾處理300,000次報價及50,000筆交易。我們
的連接LD4數據中心位于倫敦，這正是全球主要銀行聚居地，可保證最高頻率地交易速度及
最可靠的報價。

流動性池來自于全球主要銀行，ECN及對衝基金可以最大限度減少您的交易成本。我們的團
隊時常監控外匯及差價合約市場以確保我們所提供的技術是市場中最前沿的。我們持續關注
並努力與機構客戶建立長期友好合作關系。

機構與匯商可以利用ICM Bridge（ICM 橋接）通過ICM Direct 卓越的ECN技術有選擇的將
客戶的交易流量與市場對接。 ICM Bridge（ICM橋接）可以在客戶端輕松設置，完全掌控
客戶的交易流量從而利于最佳風險控制的執行。定制化的報告與全面的匯總讓使用者操控自
如。 ICM Direct將爲您提供無間斷的專業服務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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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aTrader 4

使用MT4的優勢如下：4

•   低運行容量要求和成本
•   適用于第三方專業應用程序和插件
•   同時登錄多個交易賬戶
•   具有極高的安全性和功能強大的平台
•   提供先進的圖表功能 

  

 

MAM 智能交易系統 VPS

多賬戶管理（MAM）軟
件可連接到MT4，供專業

交易員使用

智能交易系統（EA）是爲
MT4所編寫的可用于建議

交易者的交易工具

VPS可允許智能交易系統
（EA）24小時無打擾安裝

及運行

多賬戶管理軟件

2013年
最佳全球
交易執行

2013年第12屆
中東與北非外彙博覽會

MetaTrader 4 （ MT4 ）是世界上最流行的交易平台之一。其設計理念與宗旨是爲交易者提
供強大並有效的獨特交易體驗。通過單一交易賬號進行外匯、期貨、股票及其他全套産品的
在線交易。

使用MT4移動交易平台進行交易並管理您的賬戶，高品質交易體驗盡在掌握。英國ICM 
Capital的MT4移動平台和應用程序讓您隨時隨地24小時無間斷輕松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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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合規咨詢 券商形成指導

完整的營銷支持市場調查 頗具競爭力的返傭政策

   增值服務

我們理解您的收益源于您客戶的交易。無論您的商業目標是什麽，我們總能提供行業內
最好的金融獎勵盈利計劃。除此之外，我們還提供一系列的其他增值服務以支持您業務
的發展。

我們所有的流程和程序
均符合FCA監管要求。
我們可以爲您的團隊提
供指導以確保他們符合
FCA監管下的所有要求
，FCA是世界上最受尊
敬的監管機構之一。我
們堅持公平的條款對待
每一位客戶。

一個專門的市場調研團
隊爲合作夥伴提供重要
經濟事件、評論、市場
總結和新聞的每日市場
報告。通過微信、電子
郵件、短信或者我們的
網站實時推送。日常技
術分析和見解，指導交
易者的每日交易決策。

一個全球化的市場營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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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營銷體系，支持您的
廣告、品牌意識和教育
目標。
報告和分析工具在手，幫
助您更好的與客戶互動
並有效的提高交易量。

代理商和聯盟機構可以跟
蹤模擬和真實賬戶的申請
，監測客戶的交易情況。
查看客戶交易所産生的返
傭詳情，關注二級代理的
運作並且實時導出全面且
詳細的曆史匯總。通過專
業插件實現多級代理即時
返傭。

我們爲您提供極度透明
的訂單執行前後報表、
集中的風險控制和事實
的市場敞口及保證金監
控平台。我們的客戶可
以體驗到機構般的成交
方式，並並輕松對市場
敞口進行風險管理。

無論您剛進入該領域或
一個全功能的經紀公司
，我們將手把手的指導
您成爲我們強大的合作
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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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您的目標

評估 制定 執行計劃

CBA

   合作咨詢

並選擇滿足您需
求的最佳方案

行動方案，實現
業務目標

開始創造收入

我們的團隊裏擁有經驗豐富的外匯領域專家，他們了解機構交易者各方面的需求，精通
經紀商業務的管理。精挑細選的客服經理和支持團隊會給您提供最佳的合作方案，確保
您的需求得到最大的滿足。我們經驗豐富，爲橫跨歐洲，中東，亞洲和非洲的外匯交易
專家們提供最佳的支持。

立刻與我們取得聯系，您將得到一對一的專業咨詢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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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2015
年最佳

外彙ECN
經紀商

2015年第14屆
中東與北非外彙博覽會

2015
年最佳
傭金

提供商

2015年外彙與
投資博覽會

2014

年最佳

聯盟計劃

2014年第13屆中
東與北非外彙博覽會

2013

年最佳

技術提供商

2013年第5屆
沙特阿拉伯

2013年

最佳全球

交易執行

2013年第12屆
中東與北非外彙博覽會

2012

年最佳客戶

服務提供商

2012年第3屆
阿拉伯外彙博覽會

2012年

最佳外

彙經紀商

2011年中東
外彙及投資峰會

迪拜的第14屆中東與北非
外匯博覽會宣告我們的持
續技術創新值得贏取獎項
。我們爲提供交易支持而
自豪。

第12屆中東與北非期間獲
得“最佳全球交易執行”稱
號，這奠定了ICM 
Capital英國艾森的透明
價格、速度及無與倫比的
執行速度的運營模式。我
們的領先MetaTrader4平
台持續提供穩定連接及完
全透明的交易條件。

在阿拉伯外匯博覽會期間
，ICM Capital英國艾森
榮獲“最佳客戶服務提供
商”稱號，這認可了ICM 
Capital英國艾森專業及
盡職的客服團隊，並且我
們的客戶經理可以使用超
過16種語言，爲超過120
個不同國家提供服務。

ICM Capital英國艾森參
與第九屆中東外匯與投資
峰會並且被授予“最佳外
匯經紀商”從而證實了在
同行業中所得到的認可。
ICM Capital英國艾森逐
漸扩张其全球性的聲譽的
同時，對在中東和北非地
區的成功拓展应以为傲。

ICM Capital英國艾森將
介紹營銷商視爲日常商業
運行的重中之重，並且我
們爲所提供的獎勵政策而
自豪。

我們非常重視我們的加盟
、IB及合作夥伴。我們爲
在2014年第13屆中東與
北非外匯博覽會期間所提
供的卓越支持而驕傲。

在吉達舉辦的2013年第5
屆沙特阿拉伯金博會上，
ICM Capital英國艾森爲
其所提供的卓越技術而爲
人所知。該獎項證明了
ICM Capital英國艾森提
供給零售客戶及機構客戶
的穩定的MT4平台和可靠
的成套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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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

諾丁漢森林足球俱樂部獨家外匯合作夥伴

2015年倫敦小姐獨家外匯贊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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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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