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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正在寻找当前市场中集最佳流动性、 
极速执行及强劲交易技术为一身的汇商？

我们是您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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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期外汇 
50余种货币对

即期贵金属 
黄金、白银、 
白金、钯金

股票CFDs 
美国 

英国及欧洲市场

场外期货 
指数、能源及大宗

商品

场外即期CFDs 
现货CFDs

1. 简介

我们提供一级机构流动性、市场领先交易技术、全天
候客服支持及英国FCA顶级监管的安全保障。

为何选择ICM Capital英国艾森？

我们是一家集全球精英为一体的英国公司，我们的
愿景是满足您机构交易的各方面需求。我们充分了
解并灵活考虑您业务发展的立足根本及长期目标。
我们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进行定制，以满足您的财
务及业务发展需要，降低您的成本。我们为各种规
模的金融机构和零售经纪商提供公平市场条件和毫
秒级往返执行的多资产交易解决方案。总部设在伦
敦，办事处分布全球，我们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来支
持您的交易风格和市场策略并帮您实现商业目标。 

•  无隐含服务费 
•  屡获殊荣的客服团队24/7在线
•  全球办事处&多语种支持 

 

交易技术服务  

 
我们的机构交易解决方案是为高端算法交易者、
经纪商、专业交易员、对冲基金及资金管理人量
身定制的。 我们的技术解决方案行业领先，托管
服务器位于伦敦（LD4数据中心），并与强大的前
端无缝衔接，可以满足您的特别需求，您可以直
接访问定制的机构一级银行和流动性提供商进行
即期外汇及指数、大宗商品及股票CFD的交易。 
 
客户类型

•  国际经纪商 
•  白标提供商 
•  专业交易者
•  高频及计算编程交易者
•  机构及公司交易者
•  合作伙伴及营销商
•  技术及平台提供商

交易产品

无论市场定位、规模或交易水平如何，我们都为合作伙伴提供一
个透明中立的交易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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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被监管汇商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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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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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经纪商业务发展管理的方方面
面。
为您精心挑选的客户经理和客服团队将尽可能拟定出最佳合作伙伴计划，确保您的需求得到最大的满足。我们在欧洲、
中东、亚洲和非洲都有不少成功协助外汇专业人士和企业机构开展业务的案例。立刻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将得到一对一
的专业咨询解答。

实施

并执行计划
开始盈利

制定

计划方案实现
业务发展目标

确立

   您的目标、
目的及宗旨

评估

并选择符合您
需求的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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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值服务

我们理解您的收益源于客户的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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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模式。除此之外，
我们还提供一系列的其他增值服务来支持您业务的发展。

 
合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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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指导并确保他们的工作符合FCA
的监管标准，FCA是世界上最受尊
敬的监管机构之一。我们坚持公平
的对待每一位客户。

 
市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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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和新闻等每日市场报告，确保
您熟知金融市场动态发展。通过微
信、电子邮件、短信或者我们的网
站实时发布推送每日技术分析和见
解。

 
经纪商成长指导

无论您是刚进入该领域或是一个功
能完善的经纪公司，我们都将手把
手的帮助您成为我们强大的合作伙
伴。灵活的合作方案定制可以满足
您的预算及目标。

颇具竞争力的返
佣政策

我们的营销合作伙伴和联属公司可
以通过访问后台管理门户查看优惠
或战略活动产生的佣金情况来了解
绩效。您推介的客户交易可以生成
实时报告，方便您进一步开发业
务。

 
风险管理

我们为您提供极度透明的订单执行
前后集中风险控制和实时市场敞口
保证金监控。我们的客户可以体验
到精细的机构交易技术，并轻松对
市场敞口进行风险管理。

 
完整的营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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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和分析工具可以帮助
您更好的与客户互动并有效的提高
交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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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易平台

在一个平台轻松实现全球多资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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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突下实现双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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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
速的成交机制确保您的利益最大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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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X API技术可以使您灵活轻松地对接多种强大交易系统。

我们的交易解决方案使用C++编程语言编
辑而成，提供最优化的执行速度及可靠性。 

ICM Capital英国艾森机构交易解决方案旨在为您提供一流
服务，以提升您的收入，同时提供市面上最好的交易技术和
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团队为您提供贴心周到服务。

平台优势

• 杠杆交易
• 点差0点起
• 一级银行流动性
• 屡获殊荣的ECN执行技术
• 市场执行 ，无重复报价
• 一站式提供外汇、大宗商品及差价合约（CFDs）

流动性提供商 1 连接器 1

连接器 2 

连接器 N

数据库

门户网站MT4 服务器

流动性提供商  2

流动性提供商  N

ICM 桥接
Fix 网关 Fix 网关 Fix 专属服务器

专业客户

FIX 负载平衡器

净持仓保证金监控&
定制流动性池匹配及执行

在线配置敞口监
控实时PNL报告中心

专业高频（HFT）客户

FIX API

对内 API

对外 API 专业客户客户 客户 客户

ICM Direct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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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白标方案

将这个全球金融交易的繁华世界展现给您的客户，或者通过
开设您自己的外汇经纪公司来拓展您的金融服务范畴。

ICM Capital英国艾森推出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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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您及您的客户开启全球金融交易世界的大门。同时您可以通过开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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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完美的交易平台是满足您公司发展需求的终极解决方案。

•  支持所有EA种类 
•  白标MT4
•  集中保证金监控
•  MT4管理者 界面
•  灵活佣金结构
•  EMIR报告代记、代缴 

•  免费全套技术支持
•  利润分享计划
•  完整后台、风控及报告
•  交易台及风控功能
•  查看实时及历史报告  
•  FIX协议交易外汇、差价合约及期货

专享支持

通过ICM Capital英国艾森的高效定制白标方案构建您自己的外汇王国，使您可以在数据报表统计上花费更少的时间，
并将您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增近同客户的关系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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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4终端

MT4 Admin功能

MT4 WL服务器

报价

订单

MT4管理端

ICM桥接匹配及报价

流动性提供商 1 

流动性提供商 2 

流动性提供商 N

白标技术

2016

最佳
机构外汇经纪商

2015

最佳
外汇ECN经纪商

2013

最佳
技术提供商

2016年第16届中东与北
非外汇博览会

2015年第14届中东与北
非外汇博览会

2013年第5届沙特阿拉伯
金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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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流动性

通过屡获殊荣的ECN机构交易平台、FIX API、MT4、
MT5、Vertex FX以及白标支持，获得最佳流动性。
ICM Capital英国艾森为其机构合作伙伴直接提供外汇、现货金属、大宗商品、指数和股票差价合约交易的银行间及交
易所流动性。我们将帮助B2B合作伙伴全面控制市场和套利类型风险，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其交易平台的整体盈利能力。 
ICM Capital英国艾森不仅提供机构流动性，而且还提供强大的技术，汇集优越的价格，因此B2B合作伙伴无需分别付
费即可获得广泛的流动性池和技术提供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您减少对不必要的关系维持，并最终降低您的每月成
本。

• 高频（HFT）执行
• 美股差价合约
• FIX API协议交易外汇、贵金属及差价合约
• 多资产机构交易平台
• ECN流动性及执行
• 实时风险管理系统
• 对接MT4，MT5及Vertex FX多种交易软件
• 后台、风控及盈亏整合报告
• 适合不同类型客户、订单及操作的一级银行流动性

• 24/7全天候技术支持
• 支持所有EA种类 
• 完整的市场深度 – 高达7千万
• 自动财经日历及节假日监控
• 定制FIX API桥接技术解决方案
• 货币对极具竞争力的点差及DMA成交模式
• 完整MT4后台管理体系，包括组别设置、客户设置及

交易产品设置。

机构伙伴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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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术支持

• 24/7全天候技术支持全球网络 
• 业内闻名的强劲技术 
• 基础设施支持 
• 一级银行及主流对冲基金特有流动性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

ICM Capital英国艾森的高性能集成FIX API提供了一个网关，使您的客户能够访问各种资产类别的机构流动性。我们的
FIX API被许多银行和主要经纪商使用，通过我们在伦敦数据中心（LD4）托管的服务器他们可以获得快速集成和高效的
交易能力。我们的技术中心支持极速可靠的执行，而且，通过我们的API，您可以完全控制传输和接收数据，而无需通
过任何中介或中间软件。

LD4 
数据中心位 

于伦敦

每秒钟处理

300,000 
次报价

每秒钟处理

50,000 
笔交易

C++ 
编程

高频交易

我们提供的是现今市场中最强劲及可靠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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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我们丰富的经验，我们通过MT4和MT5桥接技术开发了低延迟 的桥接解决方案，允许机构客户通过ECN直接进入
银行间外汇市场。 直通式处理桥接软件可以轻松从客户端配置，不仅提供对交易流的完全控制，而且提供高度可靠的执
行模型。 同时高效的解决方案将确保不会影响执行质量。

MT4及MT5桥接

大交易量经纪商希望一次性自动执行大量交易的终极解决方案。

• 24/7全天候技术支持全球网络
• 业内闻名的强劲技术
• 基础设施支持
• 一级银行及主流对冲基金特有流动性

流动性提供商订单

FIX连接

报价&订单
客户

ICM Capital英国艾森桥接

服务器

MetaTrader 5

MetaTrad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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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最佳
机构外汇经纪商

2015

最佳
外汇ECN经纪商

2014

最佳
合作计划

2013

最佳
技术提供商

2012

最佳
客户服务提供商

2011

最佳
外汇经纪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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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016 版权所有。

facebook.com/ICMCapital

@ICMCapital

ICM Capital

ICM Capital

ICM Capital

weibo.com/ICMCapital

ICMcom 
www.ICMCapital.co.uk/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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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sors of the
England Polo Team
at Chestertons Polo in the P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