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最佳外汇服务提供商
伦敦市财富与管理奖

2018最佳汇商
2018 金融时报和投资者编年史奖

最佳外汇提供商, 2019
在线个人财富奖

FxPro欢迎您
屡获奖项的卓越&创新理念

摩纳哥游艇俱乐部
官方赞助商

迈凯轮 
一级方程式官方 主要赞助商



交易差价�合约CFDs有重大的亏损风险。

13年历史外汇经纪商

FxPro成立于2006年，致力成为零售外汇市场的领军者。在过去的十三年间，我
们已经成为世界上范围最大且最具影响力的外汇经纪商之一。

FxPro面向零售和机构客户，提供针对外汇、股票、现货指数、期货、现货贵金属
与能源的差价合约CFDs产品。我们为客户提供顶级流动性提供商的流量、先进
交易平台与工具，屡获奖项的无交易员订单执行*。

作为在线交易行业的领军者，FxPro在13年期间坚持透明性、卓越与创新理念， 
迄今为止，我们专业的交易条件已荣获60多个奖项。

*基于订单执行政策.

交易差价�合约CFDs有重大的亏损风险。

微信号：浦汇集团FxPro
QQ : 4001203218  
电邮: china.support@fxpro.com



交易差价�合约CFDs有重大的亏损风险。

监管

FxPro 英国有限公司由英国金融监管局授权并监管(注册号509956)。FxPro 金融服务有
限公司由塞浦路斯证券交易委员会 (注册编号078/07) 以及南非金融服务委员会 (授
权编号45052)授权与监管。FxPro环球营销MENA有限公司由迪拜金融服务局授权与
监管(参考号为F00333)。FxPro环球营销有限公司由巴哈马证券监察委员会
授权与监管(注册编号为SIA-F184)。

负余额保护

FxPro为所有不滥用此服务的客户提供负余额保护。我们遵守严格的制度确保客户亏损额不会
超过在FxPro的原始投资金额。（基于条款与条件）

账户隔离

FxPro客户的资金分别存放在全球银行机构的分离账户中，包括巴克莱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与
迪拜国民银行。

保护客户资金安全

保护客户资金安全
FxPro英国有限公司客户资金受金融服务补偿计划（FSCS）保障；FxPro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客户
资金受投资者补偿基金（ICF）保障。

*基于标准准则



交易差价�合约CFDs有重大的亏损风险。

            外汇

用我们目前为止最低的点差交易
货币对

            股票

交易最大且著名品牌股票，无手
续费

            现货指数

用最具竞争力的点差交易世界现
货指数

            现货贵金属

交易现货贵金属合约，可以按每
克或者每盎司交易黄金

            期货

交易指数、农业产品以及能源的
期货合约

            现货能源

低保证金交易现货布伦特原油、
天然气和美国WTI原油

不仅是一个外汇经纪商

FxPro浦汇致力为您提供在线最全产品交易，因此，近年来我们扩大了交易
产品范围，您可以在专业的环境中进入市场交易外汇、股票、指数、期货、能
源以及现货贵金属6种资产类别的差价合约CFDs产品。



交易差价�合约CFDs有重大的亏损风险。

在‘世界第一外汇经纪商’交易*

*基于60+国际&英国奖项，包括股票杂志奖
连续五年（2015，2016，2017，2018，2019）获得“最佳外汇经纪商”

€100.000.000
公司资本（实际一级）

7
全球赞助

13+
成功经营年数

3
交易平台

<11.06 ms
平均执行时间

60+
国际奖项

6
产品类别

< 7000
每秒执行订单量



交易差价�合约CFDs有重大的亏损风险。

2019最佳外汇提供商
在线个人财富奖

2018最佳外汇提供商
2018金融时报和投资者编年史奖

2018最佳外汇服务提供商
伦敦市财富管理奖

2018最佳外汇提供商
在线个人财富奖

2017年最佳外汇提供商
在线个人财富奖

2017全球最佳外汇执行
CFI.co

2017年全球最佳执行经纪商    
全球品牌杂志

2016最佳外汇提供商
在线个人财富奖

2016年最佳外汇服务提供商
伦敦市财富管理奖

2016年最佳执行经纪商
外汇奖

2016年最佳外汇经纪商
外汇奖

我们的奖项



交易差价�合约CFDs有重大的亏损风险。

我们的交易平台
FxPro MT4
交易6种差价合约CFDs产品

浮动点差

市场执行

灵活杠杆

支持EA

负余额保护*

FxPro MT5
市场执行

新增时间框架，指标与画图工具

市场深度信息

买入与卖出限价止损订单

一体化EA开发环境

负余额保护*

我们的交易平台我们的交易平台

*基于FxPro订单执行政策



交易差价�合约CFDs有重大的亏损风险。

我们的交易平台

FxPro cTrader
主要货币对点差0起

完全市场深度

无二次报价

cAlgo支持算法交易

灵活杠杆

负余额保护*

*基于FxPro订单执行政策.



交易差价�合约CFDs有重大的亏损风险。

2018平均点差统计

MT4 市场执行， 
浮动点差（点）

MT5 浮动点差
（点）

cTrader(点)

EURUSD 1.7

GBPUSD 2.2

USDJPY 1.5

USDCHF 2.1

GBPJPY 3.2

AUDUSD 1.9

GOLD  0.3

WTI  0.6

Natural Gas 0.005

Brent  0.06

EURUSD 1.6

GBPUSD 2.3

USDJPY 1.5

USDCHF 2.2

GBPJPY 3.6

AUDUSD 1.9

GOLD  0.3

WTI  0.05

Natural Gas 0.004

Brent  0.05

市场执行

以上价差至2017年11月为准to 以上点差至2019年7月为准

平均     平均      平均

EURUSD 0.3

GBPUSD 0.6

USDJPY 0.3

USDCHF 0.7

GBPJPY 1.4

AUDUSD 0.7

GOLD  0.14

WTI  0.05

Natural Gas 0.003

Brent  0.04



在FxPro 交易原油
美国原油期货（#US_Oil）
    适用于MT4， MT5平台
    每手所需保证金1% （540USD≈3726RMB*）
    最低手数：0.01手 
    点差： 浮动 （最小点差2.5）

美国原油现货 (WTI)
    适用于MT4， MT5，cTrader平台
    每手所需保证金1% （640USD≈3726RMB *）
    最低手数：0.01手 
    点差： 浮动（最小点差4）

布伦特原油期货(#UK_Oil)
    适用于MT4， MT5平台
    每手所需保证金1% （620USD≈4278RMB *）
    最低手数：0.01手 
    点差： 浮动 （最小点差3）

布伦特原油现货(BRENT)
    适用于MT4， MT5，cTrader平台
    每手所需保证金1% （620USD≈4278RMB *）
    最低手数：0.01手 
    点差： 浮动（最小点差4）

*假设原油开仓价格为54（1手*1000（合约大小）*54（开仓价格）*1%（保证金要求））

交易差价�合约CFDs有重大的亏损风险。



美国原油期货盈利/亏损计算：
假如您交易美国原油期货， 在2016年10月28日10:45:32时以30.94USD的价格上卖出一手
空单，当天时间10:51:31在30.96价格平仓，则亏损为20USD。

盈利金额=（关仓价-平仓价）*1000USD*1手
（30.96-30.94）*1000USD*1手=20USD

做空时则盈利为-20USD， 做多则盈利为20USD

*备注：USDCNH汇率为6.6

做空时则盈利为-20USD， 做多则盈利为20USD

交易差价�合约CFDs有重大的亏损风险。



在FxPro 交易GOLDUSD (黄金美元)
    适用于MT4， MT5， cTrader平台
    每手保证金0.5% （670USD≈4623RMB）
    一手单位：100oz
    点差0.3起

在FxPro 交易GOLDEURO (黄金欧元)
    适用于MT4， MT5， cTrader平台
    每手保证金0.5% (670EUR≈5159人民币)
    一手单位：100oz
    点差0.5起

在FxPro 交易GOLDgr (黄金克)
    适用于MT4， MT5， cTrader平台
    每手保证金0.5%  (670USD≈4623RMB *)
    一手单位：100gr
    点差0.006起

在FxPro交易GOLDoz（黄金盎司）
    适用于MT4， MT5平台
    每手保证金：0.5% (6.7USD≈46.23RMB)
    一手单位：1oz
    点差0.3起

*假设黄金价格为1500USD （所需保证金=1手*100盎司*1500黄金现货价
格*0.5%保证金要求）

交易差价�合约CFDs有重大的亏损风险。



在FxPro交易美元指数（#US$indx）
    最低交易手数：0.01手
    每手所需保证金：2%（ 1943USD≈13406.7 RMB）
*假设美元指数的价格为97.15USD（所需保证金=97.15价格*1000*0.02保证金要求）

在FxPro交易China A50
  最低点差：20（浮动）
    所需保证金：1% (132USD≈910.8RMB)
    最低交易手数：1.0 Index
*假设China A50的价格为13200USD （所需保证金=13200价格*0.01保证金要求）

香港恒生指数：(Hongkong 50)
    所需保证金：1%（281.5HKD≈36USD≈ 248.4RMB）
    最低交易手数：1.0 index
*假设香港恒生指数的价格为28150 HKD（所需保证金=28150价格*0.01保证金要求）

美元离岸人民币手（USDCNH）
    最高杠杆：1:50
 点差：浮动 (MT4最低15)
 备注：USDCNH 汇率约为6.9

除上述产品之外，FxPro 增加了诸多差价合约（CFDs）品种， 包括股票， 期货， 大宗商品以及能
源期货等，这些品种包括法国， 英国，德国和美国市场挂牌的流通股票等，比如 德国30现货指数

（#Germany30），US30（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USSPX500（S&P 500指数）、AUS200（ASX 200指
数）和Japan225（日经225指数）等，具体详情可查看http://www.fxpro.cn/trading/indices。

交易差价�合约CFDs有重大的亏损风险。



交易差价�合约CFDs有重大的亏损风险。

当前赞助
对卓越和成功的热情是FxPro服务的主要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很自豪的赞助精英级体育项
目，以支持他们追求完美。

迈凯轮一级方程式官方主要赞助商
2018年起

赛道与金融市场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对速度，创
新与成功的追求。 FxPro与迈凯轮一级方程式找
到了共同点并准备携手共进。

摩纳哥游艇俱乐部官方主要赞助商
2016年起

自1984年以来，摩纳哥游艇俱乐部已汇集了来自
66个国家的2000多名会员。世界上许多最负盛名
的私人游艇都在摩纳哥的帆船俱乐部航行，从而
证明了它在国际游艇界的独特地位。它与FxPro
一起，致力于每一个细节的美好和优雅并提供优
质的服务。



交易差价�合约CFDs有重大的亏损风险。

以往的赞助
FxPro一直热衷于支持各类世界体育运动。力争胜利，快速决策，刻苦训练，磨练坚强性格
以帮助提高成绩。日复一日，从未间断。

交易差价�合约CFDs有重大的亏损风险。

沃特福德官方主要赞助商
2017 – 2019

我们很骄傲能成为沃特福德赞助商，我们与沃特
福德抱有公平、透明和对成功的追求等相同的价
值观。

富勒姆足球俱乐部的官方赞助商
2010

我们很自豪能成为伦敦最古老的一流俱乐部的合
作伙伴，同时也是巴克莱英超联赛中最受欢迎的
球队之一。

WRC 拉力赛
2011

FxPro是FxPro塞浦路斯拉力赛的主要赞助
商，Rally是FIA世界拉力赛锦标赛(WRC)的官方
比赛。

一级方程式宝马索伯车F1车队
2010

通过赞助宝马索伯F1车队，FxPro加入了F1赛车
的急速世界。



交易职责: 75.76% 的零售投资者与此提供商交易CFDs差价合约产品时损失资金，请在交易前慎重考虑您是否有承受损
失资金高风险的能力。

这份资料是一份市场营销通讯材料，其中不包括也不能视为包括，投资建议或 投资推荐，或以任何金融工具进行交易的
要约。过往的交易经验不能保证也无法预言未来。FxPro不会考虑您的个人投资目的或金融状况。FxPro不提出也不对所
提供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负有任何责任；对于您通过FxPro第三方方机构雇员或以其他方式获得投资建议，从而造成
任何损失的情况，FxPro也不负有任何责任。

FxPro 集团有限公司是FxPro金融服务有限公司，FxPro英国有限公司，FxPro环球营销MENA有限公司以及FxPro 环球
营销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

FxPro金融服务有限公司，FxPro 英国有限公司，FxPro环球营销MENA有限公司以及FxPro环球营销有限公司不向美国
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及加拿大等某些司法管辖区的居民提供差价合约。 根据FSB的授权规定，FxPro提供订单执行服
务，客户使用FxPro提供的价格进行交易；这些交易并不在交易所进行。另外，差价合约（CFDs）不被FAIS（金融咨询与中
介服务）监管且不提供中介服务。

FxPro 英国有限公司（FxPro UK Limited）受
到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管理局的授权和监管（注
册编号：509956）

FxPro环球营销MENA有限公司由迪拜金融服
务有限公司授权与监管（参考号为F00333）

FxPro 金融服务有 限公司（FxPro Financial 
Services Limited）受到塞浦路斯证券交易
委员会 （CySEC）的授权和监管（许可证编
号：078/07）以及南非金融服务委员会 (‘FSB’) 
(授权编号为45052)的授权与监管

FxPro环球营销有限公司由SCB授权与监管（
注册编号为SIA-F184）



笔记



英国

FxPro总部
13/14 Basinghall Street, City of London, EC2V 5BQ
电话:+44 (0) 203 151 5550
传真：+44 (0) 207 600 7063
info@fxpro.co.uk
www.fxpro.co.uk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迪拜办公室
迪拜国际金融中心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电话:8000440316
电话：+971（0）4372 5900
info@fxpro.ae
www.fxpro.ae

塞浦路斯

执行总部
Karyatidon 1, Ypsonas 4180, Cyprus
电话:+44 (0) 203 151 5550
传真：+44 (0) 207 600 7063
info@fxpro.com
www.fxpr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