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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信息文件 

目的 

本文件爲您提供關於此投資産品的重要信息，並非營銷資料。法律要求該信息幫助您理解此産品的性質、風險、成本、潜在收益和損失，並

幫助您將其與其他産品進行比較。 

産品 

産品名稱 指數差價合約。 

産品製造商 Forex Capital Markets Limited（以下稱“福匯”），於英國獲金融行爲監管局（FCA）認可及監管。 註冊編號：217689 

更多信息 我們鼓勵您訪問我們的福匯差價合約産品信息找到更多關於福匯産品的信息。歡迎通過我們網站上的聯絡資料與我們聯繫。您可以

通過郵件或在綫諮詢等方式聯繫福匯客服 https://www.fuhuimkt.com/uk/tc/contact-client-support/。 

本文件於 2020年 8月 17日更新。 

! 閣下欲購買的産品並不簡單，可能難以理解。 

産品介紹 

類型 

本文件涉及稱爲“差價合約”的産品，也稱爲 CFDs。 差價合約允許您通過間接形式下獲取基礎資産，如證券，商品或指數。閣下將不會擁有

有關基礎資産，但是您可根據間接形式下獲取的基礎資産的價格波動而獲利或承受損失。 

差價合約包含多種類型。本文提供了關於指數差價合約的重要信息，其中閣下選擇的基礎投資選項是指數，如 FTSE，Dow Jones 或 Dax

等。 

您可以訪問福匯網站以瞭解可在福匯進行交易的相關資産。 

目的 

交易差價合約的目的是通過間接接觸基礎資産而對該基礎資産的價格變動進行投機。您的回報取決於産品價格的波動以及已開立的合約數量

（即您的股份額度）。 

如果您認爲某指數價值將上升，您可以買入該指數差價合約的一個或多個合約（也稱爲“長倉”），以便稍後當它們的價格更高時賣出（隨後

平倉）。您買入的價格與您隨後賣出的價格之間的差額等同於您的利潤，减去其他相關成本（詳述如下）。 

如果您認爲某指數價值將下降，您可以於特定價格賣出若干差價合約（也稱爲“空頭”），以期望日後根據比您先前所預計的更低價格進行買

入。 

然而，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指數向相反方向變動且您的倉位已經被平倉，無論是由您還是由於追加保證金的結果（詳述如下），您的賬戶將

被扣除交易損失以及任何相關成本。 

意向零售投資者 

交易這些産品未必適合所有投資者。我們一般認爲以下人員比較適合使用這些産品: 

(i) 具有高風險承受能力; 

(ii) 正在使用他們可以承受虧損的資金進行交易; 

(iii) 擁有金融市場交易經驗的，能够在金融市場上自如交易，並且分別瞭解保證金交易的影響和風險; 和 

(iv) 希望普遍獲得金融工具/市場的短期前景，並擁有多元化的投資和儲蓄組合。 

條款 

指數差價合約通常沒有規定到期日或推薦持有日期。您可以隨時決定開倉或平倉。 

基於直接的期貨合約產品可能有周期性的到期日。 FXCM到期日位於 FXCM 差價合約到期日的 PDF文檔中。 

如果您的賬戶沒有足够的保證金，福匯可能會在沒有事先征得您同意的情况下關閉您的倉位。 

當交易損失下降超過初始保證金金額的 50％時，將發生追加保證金通知。根據您的賬戶類型和/或交易平台，追加保證金可能會清算您賬戶上

的所有持倉，也可能只關閉特定持倉。福匯自動處理所有强制平倉，有關保證金警示和追加保證金通知如何運作的更多信息，請查閱我們的

交易執行風險。 

福匯的保證金要求會有所不同，每月更新一次，並可能臨時增加，以緩解重大市場事件或市場動蕩之前的風險。 

主要的差價合約（ FTSE 100, CAC 40, DAX30, DJIA, S&P 500, NASDAQ, NASDAQ 100, Nikkei 225, ASX 200, EURO STOXX 50）的最

低保證金要求是 5%，主要差價合約以外的的最低保證金要求爲 10％。VOLX的最低保證金要求為 20％。目前保證金要求可以在交易平台

上的簡易報價窗口和“建立市價單”窗口或點擊此處查看。 

https://www.fuhuimkt.com/uk/tc/forex-regulation/
https://www.fuhuimkt.com/docs_pdfs/product_guide_ltd_chg_tc.pdf
https://www.fuhuimkt.com/uk/tc/support/contact-client-support/
https://www.fuhuimkt.com/uk/tc/contact-client-support/
https://www.fuhuimkt.com/uk/tc/CFD-products/
https://www.fuhuimkt.com/docs_pdfs/execution_risks_ltd_chg_tc.pdf
https://docs.fxcorporate.com/Overview-ltd-tc.pdf


2 

 

存在什麽風險？我將得到什麽回報? 

風險指標 

風險指標概要是這些産品與其他産品相比風險水平的指導。 它顯示這個産

品有多大可能會由於市場動向或者我們無法支付您的款項而因此虧錢。 

我們將這些産品歸類爲 7 個等級中的第 7 級，這是風險最高的類別。由於

潜在的市場變動，差價合約産品是可以迅速産生損失的槓桿産品。因此，

您很有可能會損失所有投資資金。 

請注意貨幣風險。您將以不同的貨幣收到付款，因此最終收益取決於兩種

貨幣之間的匯率。以上圖標並未考慮該風險。 

市場情况可能意味著您的交易以較不利的價格平倉，這可能會嚴重影響您

的收益。如果您沒有維持所需的最低保證金，我們可能會關閉您的未平倉

合約。 

此産品不受來自任何未來市場表現的保護，因此您可能會遭受重大損失。如果福匯無法支付欠您的款項，您可能遭受嚴重損失。但是，您可

能會受益於一項消費者保護計劃（請參閱“如果福匯無償債能力，會發生什麽情况？”一節）。以上圖標並未考慮此項保護。您有可能會損失您

賬戶的全部餘額。 

表現情景 

以下情景顯示了您的投資將會如何表現。您可以將它們與其他産品的情景進行比較。該情景是基於該投資産品過去的價值變化而對未來表現

進行的估計，並非確切的指標。您的收益將取決於市場表現以及持有差價合約的時間。壓力情景顯示了您在極端市場情况下可能獲得的回

報，該情景並未考慮到我們無法向您付款的情况。顯示的數字包括産品本身的所有成本。這些數字並沒有把您的個人稅務情况考慮在內，而

稅務亦可能影響您的收益。 

每個工具都有一個不同的點差（受價格中特定數字的每一個變化的影響的風險的價值）與之相關聯。點差請在差價合約産品信息查閱。點

差亦會在入市或挂單時顯示在交易平台上。 

此表顯示了在不同情况下的潜在利潤和虧損。這些情况假設您選擇設立 100 張 UK100 差價合約。這個特定的指數的每一張合約的點差爲 0.1

英鎊，這意味著在這種情况下，價格每變化一個點子，您就會獲利或虧損 10 英鎊。這個金融工具的點子是小數點前的最後一位。開立倉位的

初始保證金要求爲 4000英鎊，則自動結算保證金要求爲 2000英鎊。 

下表不包括隔夜持有的成本或股息（下面進一步討論）。 

投資工具: UK100  開倉報價: 7100.00  賬戶結算貨

幣: 

GBP 

 

買進       賣空       

表現情景 

平倉價

格 價格變化 盈/虧 表現情景 平倉價格 價格變化 盈/虧 

壓力情景 6688.20 -5.80% -4118 壓力情景 7526.00 6.00% -4260 

不利情景 7000.60 -1.40% -994 不利情景 7185.20 1.20% -852 

正常情景 7078.70 -0.30% -213 正常情景 7121.30 0.30% -213 

有利情景 7142.60 0.60% 426 有利情景 7007.70 -1.30% 923 
 

 

 1 2 3 4 5 6 7  

   

 較低風險    較高風險  

 

 

 

 

 

 

本産品沒有推薦持有期或最短持有期。您必須

在賬戶中保留足够的保證金，以保持倉位。保

證金交易意味著您的收益和損失都會被顯著放

大。 

 

如果福匯無償債能力，會發生什麽情况？ 

如果福匯無法履行對您的財務義務，這可能會導致您失去福匯所有倉位的價值。 根據英國金融行爲監管局的客戶資産規定，福匯將您的資金

與屬於本公司的款項明確獨立/分開存放。 如果沒法獨立存放，您的投資將由英國的金融服務補償計劃（FSCS）接管，該計劃涵蓋每人/每家

公司最多 85,000英鎊的合資格的投資。 詳情請參閱 www.fscs.org.uk 。 

交易費用有哪些？ 

此表顯示了您交易指數差價合約産品時涉及的不同類型的費用成本。 

一次性 

成本 

點差  點差是買入價和賣出價之間的差額。 

平台上的點差來自市場點差加上福匯的標高點子。 

持續收 

費 

隔夜融資費用 這是持倉超過美東時間下午 5點所支付的利息，是根據倉位的大小而定的。 對於 VOLX以外

的指數差價合約，融資費用公式如下： 

[指數收市價* [（相關的三個月倫敦同業或英鎊隔夜指數均值拆息/ 100）+ - 福匯標高的利率] 

/日數]*交易規模 

 
! 

https://www.fuhuimkt.com/uk/tc/CFD-products/
https://tradingstation.fuhuisupport.com/?lc=zh_TW
http://www.fscs.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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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差價合約長倉的融資標高利率一般爲 3%。就短倉而言，美國同業拆借利率相關産

品爲-3%， 其餘産品 爲-2.5%。 

VOLX無需支付隔夜融資費用。 

周五，由於持倉至周末，融資費用會是平常時候的 3倍。 

持續收 

費 

股息調整 

 

長倉:股息調整將
爲正數 

 

短倉: 股息調整將
爲負數 

指數差價合約股息用於减少股票支付股息時指數價格下跌帶來的影響。 

指數差價合約頭寸的股息金額基於支付股息的股票所産生的指數下跌點。這是從指數內的比

重和成分股的派息額得出的。此指數點是由第三方提供給福匯。該指數點爲： 

 負數，如閣下持有指數差價合約的空頭頭寸，或 

 正數，如閣下持有多頭頭寸。25%的標高費用會從股息中扣掉。 

 

我應該持有多長時間，可以提早取出錢嗎？ 

此産品通常沒有固定期限。當您選擇退出産品或沒有可用保證金時，該産品將會到期。您應該觀察産品以確定何時爲適當的時間。您可以在

市場交易時間內的任何時候關閉合約。 

我如何進行交易查詢或投訴？ 

如果您想提交交易查詢，可以聯繫我們的客服或提交以下在綫表格。 

根據福匯的投訴程序，如果您對查詢結果不滿意，您可以提交正式投訴。請通過以下方式提交您的投訴：: 

 通過表格在綫提交您的投訴； 

 發送電郵至 compliance@fxcm.com; 或 

 郵寄至福匯：20 Gresham Street, 4th Floor, London EC2V 7JE, United Kingdom。 

若您認爲投訴沒有得到滿意的解決，您可以將投訴轉介至金融申訴專員服務(Financial Ombudsman Service，簡稱 FOS)。有關更多信息，請

參閱 www.financial-ombudsman.org.uk。 

其他相關信息 

請閣下確保您閱讀載於我們網站法律部分的一般業務條款頁面的業務條款，指令執行政策和風險警示。這些信息也可根據您的要求而提供。 

 

https://www.fuhuimkt.com/uk/tc/complaints/trade-audit-form/
https://www.fuhuimkt.com/uk/tc/complaints/trade-audit-form/
mailto:compliance@fxcm.com
http://www.financial-ombudsman.org.uk/
https://www.fuhuimkt.com/uk/tc/general-business-ter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