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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2 DEALER LEVEL 2交易入门	

请注意，虽然我们尽力保证本手册的实用性，但其中内容不对我们的客户协议造成任
何影响，客户与我们的所有交易均受该协议管辖约束。若本交易手册与客户协议有任
何不一致之处，以客户协议条款为准。

在本文件中，“我们”指的是IG International Limited，IG International Limited 由百慕
大金融管理局授权经营投资业务和数位资产业务，并于百慕大注册，注册号为54814。

基础知识	
L2 Dealer主要是一个直接市场接入（DMA）平台，可以让更多专业交易人士在全球证
券交易所的买卖盘记录册直接落盘。

Level 1和Level 2交易均可使用L2 Dealer平台进行。Level 1数据将直接提供交易所的
定价，而Level 2数据还将显示交易所买卖盘记录。

L2 Dealer交易的主要特色包括：

查看完整买卖盘记录
“Level 2 screen”通过列出市场中所有的买入及卖出价格来显示某只股票的完整市场
深度（更多信息见第5页）。

比较买家和卖家意向
了解买卖盘记录上任意一方有多少委托盘排队，可以帮助判断某只股票未来可能的走
势，进而提交您自己的买入和卖出价。

您可以在委托队列中下单，并通过设置自己的价格与其他市场参与者进行有效的直接
交易。这可能让您有机会在日常的点差范围内交易。

把握交易良机
如果您想下达大额定单，在考虑何时下单交易时，您可以将市场流动性考虑在内。

定单类型广泛
该平台支持一系列复杂的定单类型，这些定单类型根据您所进行交易的交易所而有所
不同。

交易匿名性质
您可匿名进入市场，将大额定单拆分成多个小额定单，以隐藏您的完整委托规模，否则
可能会影响其他造市商的价格。

参与竞价
作为一个Level 2参与者，您可以加入股票竞价，在该环节往往可以获得最佳价格。

重要提示：L2 Dealer涉及高风险，有可能招致超出您的存款的损失。L2 Dealer并不适
合所有交易者，因此请在开始交易前确保充分了解所涉及的风险。

�

�

“DMA”合约的性质
需要注意的是，当您根据相关基础市场的价格和深度进行买卖时，实际上您是与我们
进行差价合约（CFD）的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  您可以进入我们的L2买卖盘记录，它显示了各种股票的完整市场深度；

•  然后您通过L2下达交易单，我们随即进行保证金检查，以确保您的账户存有足够的
资金支付开仓所需的保证金；

•  如果通过保证金检查，我们将会在该市场以我们的名义下达交易单；与此同时，我们
会与您建立一个同等的差价合约仓位。

尽管您以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但是由于差价合约的性质，您不会获得相关股票的任何
所有权。

重要的是要记住，一旦定单被执行，我们将无法修改或变换您的仓位。如果您提交的定
单不正确或错误，您将受到定单执行时的数量和价位的约束。

交易行为和市场滥用
作为Level 2交易人士，您直接有效地参与了市场交易，您有责任熟悉您进行交易的交
易所的所有相关规则和法规。

例如在英国，您应该了解收购委员会（Takeover	Panel）的要求，以及您在某些情况下
报告仓位的义务�（thetakeoverpanel.org.uk提供了更多信息）。您应该知道，即使您
并不拥有实际基础资产的所有权（而是从我们这里获得了差价合约），在某些情况下，
您仍需向英国收购委员会（或您所在司法辖区内类似的机构）披露您的权益。

您也将受到您进行交易的交易所规则约束。例如，如果您在伦敦证券交易所（LSE）交
易，您应该知道我们受伦敦证交所规则约束，您必须避免任何可能导致我们违反这些
规则的行为。伦敦证交所规则中一般行为章节可能是最相关的，您可访问以下网址获
取：londonstockexchange.com/traders-and-brokers/rules-regulations/core-
rules/core-rules.htm.

您还须了解当地的市场滥用要求。例如，《欧洲市场滥用行为法规》（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2014年4月16日通过的（EU）第596/2014号市场滥用法规并自2016年7月3 日起生效）规
定了一些可能构成市场滥用的行为类型。这些资料总结在附录A中。

此外，在直接与造市商而不是零售服务提供商（RSP）进行交易时，还有一些与行规相
关的重要准则。这些涉及多个报价请求、流动股票买卖和定单规模。完整解释可以在附
录A中找到。

�

http://londonstockexchange.com/traders-and-brokers/rules-regulations/core-rules/core-rules.htm
http://londonstockexchange.com/traders-and-brokers/rules-regulations/core-rules/core-rul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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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台	

QUICK SEARCH（快速搜索）
使用快速搜索工具栏查找一系列金融工具，包括股票、货币、股票和场外交易（OTC）
合约。

DICTIONARY（词典）
使用词典搜索要交易的股票，或浏览或搜索。

TRADEBOOK（交易账册）
查看您所有正在执行的定单的实时情况，以及您选定日期的已执行定单。

POSITIONS（仓位）
您的开仓头寸和场外交易开仓指令的详细列表。

WATCHLISTS（关注列表）
通过创建您最青睐的股票的自定义列表和使用Deal Ticket快捷方式节省查找和交易
时间。

ALERTS（提醒）
设置和管理提醒，当价格达到您所选择的水平时向您发出提醒。

NEWS（新闻）
来自路透社的专业新闻以及澳大利亚新闻——按代码或主题搜索。

CHARTS（图表）
来自IT�Finance的专业实时图表配套工具，技术分析功能广泛强大。

RESEARCH（研究）
股票信息来源包括Investors Intelligence、Trading Central和Digital Look的价格、图
表、新闻、基本面和投资者工具。

LEVEL 2
Level 2 Screens让您能够查看某只股票的完整市场深度，通过菜单栏快速访问最近查
看过的界面。

TRIGGER
Trigger Page功能在一个界面上显示各种指数的所有成份股的关键数据。

TIME & SALES
查找任何股票的当日交易报告，显示交易数量、价格和类型。

TICKER
便捷滚动条查看实时交易活动。

MY ACCOUNT
存款和取款、管理您的偏好、密码等，全部集中在一处。

定制工具栏	
L2 ToolBar是完全可自定义的。使用“View”（视图）下拉菜单，您可以选择希望显示的按
钮和文本的大小。单击和拖动ToolBar（工具栏）的组件可以调整布局。

如果您想让L2 Dealer全天保持开启状态，且不会对其他应用程序造成太大干扰，您只
需将工具栏拖到屏幕顶部，当单独停留几秒钟后，它将最小化成一条细细的橙色线。若
要展开工具栏，只需将鼠标指针移动到它附近。

3. 查找股票	

快速搜索	
要快速而简单地找到任意金融工具，您可以使用快速搜索工具栏。

只要输入关键词（例如Vodafone）或股票代码（例如VOD.L），前15个结果就会立刻在搜
索的下拉窗口中显示出来。

词典：列表视图
如果您正在查找一只DMA股票，您可以使用如下所示的List View（列表视图）：

•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国家或者选择“All”（所有）
•  输入所需查找股票的部分或全部Symbol（代码）、Name（名称）或ISIN编码。您提供
的信息越多，显示的结果就精准

•  双击相关股票查看Level 2 价格。该股票的L2 Screen将打开并允许实时访问完整买
卖盘记录

注意：通过右键单击股票，您可以选择其他操作，包括：开启该股票的交易单；查看该股
票的Time and Sales；通过添加至Alerts设置价格提醒。您还可以将此股票拖放到一个
关注列表中。�



L2交易手册，2020 年 7月 IG International Limited 由百慕大金融管理局授权经营投资业务和数位资产业务, 
并于百慕大注册，注册号为54814

第 4/14页

3.	查找股票（续）

词典：树状视图	
另外，Tree View（树状视图）允许您浏览所有类型的股票。只需向下展开所需的合约，右
键单击并选择一个操作。

�

词典会显示IG提供的所有股票，但是，如果您还没有访问权限，您可能会被提示添加额
外的交易所接入源到您的账户中，这样您才能够交易这些股票。

通过词典您可以快速地将股票添加到您的关注列表中，以方便将来便捷访问。请注意，
您还可以在L2 Screen的查找框中搜索股票。

4.	您的L2 SCRE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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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下单	
虽然基础交易可以通过关注列表完成，但是其他交易操作则需要通过交易单执行，不
同的交易所和股票的交易单有所不同。交易单的调用可以通过双击一个市场名称（出
现在平台上的任何地方）或右键单击后选择“Add to Deal ticket”。

DMA股票交易	
对于大多数用户而言，顶部标签SETS/INTERNATIONAL和OTC代表的是不同形式的
交易方式。

SETS/INTERNATIONAL
（SETS是伦敦证交所为大型股提供的定单驱动交易服务。）

交易单顶部的“yellow strip”（黄色报价带）包含当前最佳买入价和卖出价的价位和数
量。它的实时更新数据使您能够与现行市场价格保持同步，这也就意味着您可以在不
关闭交易单窗口的情况下等待目标价格或数量出现。

您可以预设定单并等待市场执行，如限价定单，定单类型可以从选定的股票交易市场
的下拉菜单中选择。更多详细信息，请查看定单类型板块。

底部方框是您所要下定单的确认细节，包括您正在以何种货币交易、到期时间和交易
的股票价值，同时您还可以选择拆分定单。

在您提交定单之前，您可更改数量、价格和到期时间。价格更改可通过点击右侧滚动条
向上、向下箭头实现。与其他市场上的其他定单一样，可以使用左下角的网格来更改数
量。

该系统的企业用户可以看到图示底部的下拉列表有选择交易账户的选项，	
即“Simple”或	“Profile”。对于个人用户该选项不会显示）。

股票定单的预定义数量单位为千，单击“5”即会在“Quantity”栏填充数量5000股。

每次点击数量按钮，Quantity栏数字都会增加。例如，如果您想交易15,000股，可以点击
3次“5”按钮。

通过点击不同的数量按钮，Quantity栏将重置为新的对应数量。

此外，当手动输入一个数量时，只需在最后输入字母“k”，就可以快速输入1000的倍数。
假设您想交易17,000股股票，只需输入17k而不是输入17,000。

数量和到期时间可以在原先的输入内容上直接进行更改。

使用“Tranche Qty”箭头可以轻松设置冰山定单。首先，点击Tranche Qty左侧的网格
选择所需的定单数量，然后使用“Tranche Qty”数值调节按钮来决定您的定单拆分成
多少个小定单，所示的数字为每笔拆分定单的股票数量。例如，如果一个冰山定单的
Quantity栏中输入了100,000股股票，并且单击一次Tranche Qty中的数值调节按钮，
则Tranche Quantity栏将自动显示50,000股股票（即�100,000 x 0.50 = 50,000），而且定
单类型将变为Iceberg Day。第二次点击拆分数值调节按钮，数量将减少到25,000（即
100,000 x 0.25 = 25,000），依此类推。

RSP
RSP代表零售服务提供商。零售服务提供商是造市商并提供一个固定数量的价格。该价
格通常代表着SETS买入价或卖出价（在数量或价格上）的改进，或是可以使您能够在线
交易SETSqx股票。

要从RSP获取报价，请选择“buy”或�“sell”，输入您所需的数量并按下“Request Quote”
按钮。您不能同时获取双向报价。

有意向的RSP将会回应一个报价，且报价将保持不变最多15秒。在您希望接受的报价右
侧按下“Accept”，如果您不想交易，则按下“Cancel Quote”�取消报价。

请确保您熟悉与RSP进行交易的市场行规！

更多信息见附录A。

OTC
如果我们提供的是场外交易的股票，那么在交易单的顶部会有一个标签，上面写
着“OTC Contract”。交易单这部分显示的价格与在交易所交易的价格相同，但您不会
看到市场深度信息。请注意，交易OTC合约，您可通过勾选“Controlled Risk”选项框，为
您的定单设定保证止损。

OTC合约交易	
您可以使用L2 Dealer交易各种各样的场外产品（这里指的是平台上的“场外交易市场”
或�“OTC” Contracts）。

这些合约由我们提供且当您通过L2交易OTC合约时，您不会看到完整的买卖盘记录，
而是与我们作为做市商的层面进行交易，我们会提供我们的买入或卖出价格。

OTC股票的交易程序与其他OTC产品有所不同：�

OTC股票
如果某只股票可以交易OTC合约，那么在该股票交易单上就会有一个OTC标签。单击
此选项卡将调出通常的交易单选项，包括设置定单“Controlled Risk”、“Open a new 
position”以及“Stops & Limits”的功能选项。有关交易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上面关于
DMA股票交易的部分。

您可使用的定单类型有“At Quote”、“Stop”和“Limit”——�更多信息可在下文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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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C合约交易（续）	

非股票OTC合约
非股票OTC合约（可在Dictionary Tree中查看）交易可以使用特殊的交易单，步骤简单
快捷。

当前的买入和卖出价格显示在交易单顶部附近的黄色报价带中。

设置定单
可以在以下三种不同的定单类型中进
行选择：“At Quote”、“Limit”�和“Stop”
。请注意，OTC 限价定单和止蚀/止损定
单的执行方式与其对应的DMA定单略
有不同：

市价定单
您可以在左边的交易单中选择“At 
Quote”,该指令是最简单的定单类型，意
味着您要求以当前的买入/卖出价格卖出
或买入。如果点击了“Submit”按钮，您将
按当前卖出价格买入两手，（请注意这不
是At Best Order）。市价定单被驳回的情
况很少见，但在市场变化非常迅速的时
候，这种情况仍有一定几率会发生。底部
的Order Report变成绿色即代表交易被
执行，点击展开可以查看您所下定单的
完整详情。

限价定单
OTC市场上的限价定单是一种以比当前
市场更有利的价格进行交易的请求。若要
执行限价定单，OTC价格需要达到设定
的定单水平。

当从“Order Type”菜单中选择“Limit”
时，“Limit Level”和�“Good Until”选项变
为激活状态；限价定单将被执行的价格条
件应在“Limit Level”栏中输入。该定单默
认为GTC（撤销前有效）定单。�

请注意，“Opening Spread”栏中需要填入一个数字。如果您的限价定单被执行，您的
定单将按照您在“Price”中输入的价格加上（如果你是买多）或减去（如果你是卖空）
Opening Spread成交。

例如，假设您打开了一张FTSE 100 Cash的交易单，当前的买入/卖出价格显示为
7598/7599。您从“Order Type”�菜单中选择�“Limit”，再选择“Sell”，然后在“Lots”栏中
输入“1”，并在“Limit Level”输入�7650。您从“Good Until”菜单中选择�GTC，然后点
击“Submit”下单。交易单底部的Order Report字段将显示“Processing”，如果定单被接
受，字段则变为绿色�（可以展开查看详细信息）。一旦被接受，您将以7650的价格卖出一
份FTSE 100 Cash合约，这意味着，如果报价的买入价格高于您设定的7650，您的定单
就会被执行，即您以7650的价格卖出一份合约。

止蚀/止损定单
OTC市场上的止损订单是指当市场触及某一价格水平时，执行交易的价位不如现行价
格有利的指令。

通过交易单下达止损定单的机制与下达限价定单的机制非常相似：当从“Order Type”
菜单中选择了�“Stop”时，“Stop Level”和�“Good Until”选项变成激活状态，止损定单将
被执行的价格条件应在“Stop Level”栏中输入。该定单默认为GTC（撤销前有效）定单。

如果您的止损定单被执行，您的交易将按照您在“Stop Level”中输入的价格成交。需要
注意的是，虽然您设置的水平被触及，但是由于您是按市价交易，所以您的定单有可能
会出现滑点（也就是说定单有可能以比您请求的价位更为不利的水平成交)。

未平仓头寸
当您完成开仓，定单详情将出现在您L2 Dealer的持仓界面上。您可以在此查看许多信
息，包括交易的价格水平、仓位规模、�您的盈/亏状况以及仓位附带的任何止损或限价
设定。所有未平仓头寸旁边都会有一个绿色的close按钮，如果选择了这个按钮，将会启
动关闭相关头寸的交易单（冲销仓位的数量和正确的方向都会被预先选定）。

一键交易
如何运作

OTC合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提供了行业和市场一键交易的选项。不需要通过交易单，
您只需：看到您想要交易的价格——一键点击——然后就完成了。您可以通过点击Buy/
Sell，以当前的价格对所选的合约数量进行交易，或者通过点击“Bid”或�“Offer”按钮，
以正常的方式下达开仓的买入/卖出定单。

激活一键交易	
该功能的启用（或禁用）可以通过任意L2 OTC界面上的右键菜单实现。如果您有子账
户，您也可以选择您希望一键交易预设的默认账户。

��

注意：当启用一键交易后，点击买入或卖出价格将直接发送执行请求给我们；您将不会
看到处理界面，也不会有机会撤销您的买入或卖出请求。出于这些原因，您在启用一键
交易后应需格外谨慎。

开设新仓
当执行市价定单交易时，交易将自动冲销反向仓位。如果您勾选了“Open a new 
position”选框，不管您现有仓位如何，定单将作为全新仓位建立。�

例如，如果您之前买入了1份FTSE 100 Index合约，然后您选择按市价定单卖空1 份
FTSE 100 Index合约，您的头寸将被冲销并结算盈利或亏损。如果您在卖空1份合约时
勾选了�“Open a new position”，您不会在该点位上结算任何盈利或亏损。相反，您会
获得两个方向相反仓位，即1个长仓和1个短仓。虽然两个反向仓位大体上意味着您在
该市场没有拥有实际的敞口，但是您仍能相对灵活地选择在某个盈利或亏损点进行平
仓。

平仓指令
如果您想使用止损或限价指令来平掉现有的仓位，您应该进入“Positions”界面，点击
出现在仓位旁边的绿色编辑按钮。

通过“Order Type”选择Stop或Limit后被执行的定单只是开设一个新仓，换而言之，您
不能通过此方式冲销现有的仓位。

交易单上另外一个Stop和Limit选项才是用于设置您现有仓位的止损和限价指令。

示例
打开华尔街指数的交易单，当前报价显示为26,000/26,004，您从“Order Type”栏中选
择Limit，点击买入2手，然后输入您的定单水平25,950。您还在“Limit Dist.”栏输入75，
然后点击“Submit”并收到一条确认消息显示您的定单已被下达。只要华尔街指数的卖
出价格低于25,950，您就会以25,950的价格买入2手。仓位“附加”的限价指令显示，如
果买入价高于26,025将会平仓（与开仓价格的距离为设定的75个点）。假若买入价超过
26,025，您将卖出2手平仓。

风险控制（CONTROLLED RISK）交易
风险控制交易是附加了一种特殊止损指
令的交易。风险控制的交易成本略高，但
这额外的成本能让您获得一个止损保证，
即只要报价达到您所设定的止损水平，您
的止损定单将始终在您的止损水平上获得
成交，而不会受到滑点的影响。这在任何时
候都适用，包括隔夜或基础市场收市后，又
或者价格跳空穿过止损价位的情景。�

对于风险控制交易，任何收取的额外费用
都是在交易开始时支付的（请注意，对于
OTC股票交易，是收取佣金，而非交易点
差，因此风险控制交易要收取额外费用）。
如果您勾选了交易单中的“Guaranteed”
选项框，那么在交易开始时收取的额外费
用就会显示在勾号框旁边。

在一些市场上，风险控制交易是不适用
的，尤其是期权。有关风险控制交易收费
的详细信息请参照l2dealer.com的产品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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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定单类型	
L2可用的定单类型因交易所而异。实际上，名称听起来类似的定单其定义可能会有所
不同。在下达不同类型的定单之前，理解它们的含义至关重要。本节以伦敦证券交易所
（LSE）各种类型的定单为例。

LSE
以Vodafone （VOD.L）的买卖盘记录作为示例

�

基本上有三种不同的方式设置定单：

• 限价定单
• 市价定单
• 冰山定单

您所选择的指令类型将决定定单的执行方式以及这些交易的有效期。在伦敦证券交易
所，这些指令是：

• �全部成交否则撤销指令（Fill or Kill）� • �撤销前有效指令（Good Till Cancel）
• �执行和撤销指令（Execute & Eliminate）� • �竞价指令（At the Auction）
• �指定日期前有效指令（Date）� � • �开盘价指令（At the Open）
• �当日有效指令（Day）� � • �收盘价指令（At the Close）
• �有效竞价指令（Good For Auction）� • �最优价指令（At Best）

所有这些定单/指令类型都可以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使用，具体如下：

限价定单
限价定单是具有特定规模和价格的定单，该定单可以部分或全部执行符合条件的请
求，其余未执行的部分将被添加到买卖盘记录中。例如，限价定单标示是以154.72的价
格买入20,000股，但在154.72价位仅买进16,481股。余下3519股将显示为出价。最终黄
色报价带显示3519股出价154.72，15,677股要价154.74。

通过填入您想要交易的名义金额和您的限价，交易单可以为您计算您定单中的股票�
数量。

市价定单
市价定单只在竞价阶段使用，通常在开盘前或收盘时使用。

分批数量（冰山定单）
字面上而言，分批就是分成小额；此功能可用于将定单拆分为多个小额定单，与整个定
单可见相比，分拆后的小定单对买卖盘记录的影响更小。例如，在成交量不够活跃的买
卖盘记录上委托买入100,000股股票的定单可能会导致卖家撤销报价。因此，可将该定
单分割成5批，每批20,000股，以隐藏整个定单委托总量的真实数量。

全部成交否则撤销指令
该指令是指所下委托单要么全部成交，要么取消；因此，如果在前述买卖盘记录以该
指令在154.72价位买入20,000股将导致无法成交，定单取消。而以154.72的价格买入
15,000股的定单将被执行并获得成交。

执行和撤销指令
这将在指定的价格水平上执行所有可能的交易，其余未执行的部分将取消;�在上述买
卖盘记录中，如果您的定单是以154.72的价格买入20,000股股票，您将在154.72价位买
进16,481股，定单的剩余部分将被取消。

指定日期前有效指令
如果下达了指定日期前有效、限价或冰山指令，�该类型的定单将保持有效至您指定的
开启交易的日期。例如，您下达一个在154.50价位买入20,000 股股票的定单，并设置了
2个星期时间的有效日期。如果到了这个日期市场还没有达到您的要求，您的定单将被
取消。如果指令在这两周内获得执行，则在执行的那一刻从市场撤下。

当日有效指令
如果下达了当日有效、限价或冰山指令，�该类型的定单将保持有效至当日交易结束之
时，当此交易日结束时，该指令也同时取消。如果您的指令在收盘前获得执行，则在执
行的那一刻从市场撤下。

有效竞价指令
有效竞价指令是一种仅在竞价期间进行交易的限价指令。

竞价指令
定单仅以在竞价期间的最佳市价执行的指令。

撤销前有效指令
撤销前有效指令是一种在您决定取消或执行前一直有效的限定价格买卖指令，通常最
长有效期为90天。

开盘价指令
一种在市场开盘竞价中执行的指令，以开盘价或尽可能接近开盘价执行定单。

收盘价指令
一种在市场收盘竞价中执行的指令，以收盘价或尽可能接近收盘价执行定单。

算法定单	
算法或“algo”定单是一种电子交易策略，它以您的名义分析买卖盘记录，并根据预先
设定的一组标准自动执行交易。

L2提供以下四种类型的算法定单：
• 时间加权平均价格(TWAP）
• 成交量加权平均价格（VWAP）
• 交易量固定百分比（Volume in Line）
• UBS TAP

通过使用算法，可以减少您定单的价格影响，因为定单将被分解成随机单位，利用明暗
流动性逐步执行。算法定单也使用投资银行级技术来与其他市场参与者进行博弈，并
减少您的定单痕迹。

依据您所使用的算法类型，定单将以平均价格作为基准执行，或是在指定时间段按成
交量的某个百分比参与交易。

时间加权平均价格(TWAP)
该策略意在一段时间（至少一分钟）内的线性执行，定单执行时会通过“discretion”功能
减少跨越价差的次数。

• 必备要素：定单规模。

• �可定义：限价（包括价格波动幅度限制）或市价、开始和结束时间，可选择参与开盘和
收盘竞价。

• �可选：成交价（您希望算法覆盖其他定单参数以立即执行完毕整个定单的价格）、成
交量百分比（最大参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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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定单（续）

成交量加权平均价格（VWAP）
该算法的设计旨在以指定时间段内的VWAP基准为目标，即通过选择指定时间段内的
预期成交量来实现。

• 必备要素：定单数量。

• �可定义：限价（包括价格波动幅度限制）或市价、开始和结束时间，可选择参与开盘和
收盘竞价。

• �可选：成交价（您希望算法覆盖其他定单参数以立即执行完毕整个定单的价格）、成
交量百分比（最大参与率）。

交易量固定百分比(VOLUME IN LINE)
有时也被称为成交量百分比或参与定单，此种策略试图按照您设定的目标比率（区间
为1–50%）参与市场交易。重复以卖价买入来维持目标会损害执行质量，因此，该算法
允许使用酌情机制，以利用有利的条件。

• 必需：定单数量、成交量百分比（目标参与率）。

• �可定义：限价（包括价格波动幅度限制）或市价、开始和结束时间，可选择参与开盘和
收盘竞价。

• �可选：成交价（您希望算法覆盖其他定单参数以立即执行完毕整个定单的价格）。

UBS TAP
TAP定单的运作原理与交易量固定百分比类似，但它是由特定价格水平或从低到高的
紧急程度确定参与率。它还将检测瑞银暗池中的可用流动性，以及在交易所的执行情
况。

• 必备要素：定单数量、紧急程度（从低到高）

• �可定义：限价（包括价格波动幅度限制）或市价、开始和结束时间，可选择参与开盘和
收盘竞价。

• �可选：成交价（您希望算法覆盖其他定单参数以立即执行完毕整个定单的价格）、成
交量百分比（最大参与率）。

注：
1. �在为定单指定开始或结束时间时，必须提供的是当地交易所的时间而不是用户所在
的时区。如果没有指定开始时间，定单将立即开始运作。如果没有指定结束时间，定
单将持续运作到当日的主要交易时段结束，或者直到它被执行完毕，时间以两者中
较早的一个为准。

2.  对于美国和加拿大的算法交易，成交价及当日开市和收市的竞价（包括开盘/收盘）
参与选项是禁用的。

�

7. 工具及特色	

路透新闻	
如欲接入路透新闻，请点击L2 Dealer导航栏中的“News”
按钮。

如果您想了解关于特定市场或主题的新闻，并且知道代
码（如伦敦上市的巴克莱银行的代码为BARC.L），只需将
代码输入路透页面，点击“Go”就可以了。

如果您不知道市场的代码，请点击“For a News Code”选项卡，输入搜索词，例如输
入“Vodafone”，就能查到代码为VOD.L。然后点击感兴趣的文章，在新窗口中打开文章。

实时图表
如欲接入图表工具，请点击L2 Dealer主导航栏中
的“Charts”按钮。

加载完成后，您就可以通过使用大量的功能和工具实现
市场的可视化。更多帮助支持请点击“ITCharts”工具栏
中的“Help”下拉菜单，选择“Help Manual”。

�

市场评论	
通过点击L2 ToolBar上的“Research”按钮打开Investor’s 
Intelligence和Trading Central页面，就能查阅专家们的
专业分析。

财经日历和AUTOCHARTIST
财经日历显示当天可能会令市场产生波动的重大新闻事
件。AutoChartist是一个更为先进的图表工具，您能够利
用技术面信号来甄别交易机会。�

TRADING CENTRAL
Trading Central是一家领先的投资研究提供商。通过L2 Dealer，您可查阅该公司涵盖
股票、指数、固定收益、外汇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技术面策略。

Trading Central的每日技术面研究简要概括旗下分析师所掌握的信息和对于价格波动
的预测，以及他们得出相关结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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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SE TRIGGER PAGES

Trigger Pages提供查看大量实时市场数据的最佳方法，您可以从中快速选择想要更深
入查看的特定股票。每个Trigger Page都会显示某一主要股票指数的个股价格和价格
波动的综合列表。这使您能够实时监测整个指数的波动，并随时准备好按您看到的任
意价格进行交易。

点击“Trigger”按钮并从列表中选择一家交易所，您就能从主菜单栏中接入Trigger 
Pages。

打开Trigger Page后，您只需双击列出的任意股票，就能打开针对该只股票的L2 Screen。

您可借此实时查阅完整的买卖盘记录并执行该股票的交易。您可以在交易特定股票的
同时打开任意数量的Trigger Pages，以便随时关注其他股票的走势。

通过右键点击股票并选择Add To L2 Screen，您还可以查看完整的买卖盘记录。其他选
项包括打开这只股票的交易单或Tick Chart，并将任意股票添加到您的关注列表。

滚动资讯	
滚动资讯在一个紧凑的窗口中向您显示滚动的实时价格，这个窗
口可隐藏在您的平台布局之中。利用L2 Dealer的默认交易所列表，
可至多创建三个滚动资讯界面，还可利用关注列表�Pro来创建自己
独有的滚动资讯。如欲使用滚动资讯，请点击L2 Dealer工具栏中
的“Ticker”按钮。

仓位窗口	
点击“Positions”按钮，就能调出仓位窗口。在这个窗口，您可以：

• 查看您的已开仓定单和待开仓定单的详细信息
• 修改止损和限价
• 平仓

�

显示的信息包括您的交易价位、仓位的规模、您的每日和总体盈亏以及随附的止损或
限价等。利用“Aggregate”按钮，可汇总您的任意仓位，使您能够总体上了解单个金融
工具的敞口。利用窗口左下方的“Currency Converter”功能，您可将每个仓位的盈亏在
金融工具的当地货币和您的本地基准货币之间进行转换。

导出仓位窗口的数据
如要将您的仓位导出至L2 Dealer以外的应用程序，您有两种选择：

• 多选您想要复制的行，利用右键菜单，将信息复制粘贴至任何其他应用程序。
• 选择“Export”，然后会在您的电脑上创建一个包含您所有仓位的相同格式文档。

该功能可以让您轻松查看L2 Dealer交易账中独立定单的审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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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账	
交易账（TradeBook）详细列出您的交易历史，顶部面板显示您的实时定单，底部面板则
显示已完成（执行完毕、被拒绝或删除）的定单。它是全面了解您当前交易表现的理想
选择，包括交易规模、价格和到期时间。

自定义交易账
您可以通过点击筛选框来自定义交易账，进而轻松找到交易定单。要做到这一点，只需
点击任意黄色字段，然后使用快速搜索框寻找筛选条件。

例如，如果您想要按您交易的代码进行搜索，只需点击“Symbol”字段，然后选择您要
选的代码。

如要移除所有筛选，请点击“Clear Filter”按钮。

您可创建多个交易账，且每个交易账都有自己的一组可自定义筛选。当您关闭L2 
Dealer时，交易账将会被保存并方便再次使用。

备注和提醒
为了保留关于交易的重要注释或提醒，您可以在任意交易上添加备注。点击任意交易
上的右键菜单，然后启动“Comment”窗口即可。

导出交易账
有两种方法可以将您的交易导出至L2 Dealer以外的应用程序。您可以多选您想要复
制的内容行，打开右键菜单，将信息复制粘贴至任意其他应用程序。另外，您还可以选
择“Export”，然后在您的个人电脑上创建一个相同格式的文档，最终将您交易账中的
所有可视化交易导出。

交易审计	
记录您定单的每一步，交易详情轻松地转移至Excel或任何其他类似的微软桌面应用
程序。

�

关注列表PRO	

关注列表�Pro（Watchlist Pro）使您能够建立大量动态的投资组合。您可将股票从交易单或Trigger Pages拖放至关注列表：只需将股票的名称拖到您想要它出现的关注列表上，所
有相关信息就会自动转移。

为了能够更加轻松地管理投资组合，您可以在关注列表Pro与Word和Excel等程序之间
导入和导出数据，只需从一个应用程序剪切粘贴内容至另一个应用程序即可。比如，您
有一份电子表格或文件形式的股票和代码清单，您只需将其剪切粘贴至关注列表，系
统将会自动查找这些股票并且随时可以打开。

在关注列表Pro中，您可查看感兴趣的股票并且无须打开交易单就能够完成交易。步骤
是点击“Show Trading”按钮，然后在左侧选择定单类型、买入还是卖出、您想要的价格
以及数量。

如要编辑这些数值，可以点击每个选框，然后输入数字。确认无误后，点击位于该产品
最后的“Send”按钮。如您想要一次性交易多只股票，可先输入信息，然后点击屏幕底部
的“Send All”按钮。

如您想要将数据以文件或电子表格形式存储在关注列表中，请点击右栏中最上面的股
票，按住“Shift”键并向下滚动，直到选中所有您想要的股票。然后右键选择“Copy”，再
粘贴至Word或Excel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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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L2 Dealer全面可自定义的提醒功能为您执行监测市场的这项耗时工作，一旦出现符合
您指定的市场状况，就会尽快通知您。

只需在“Stock”栏输入代码，选择您想要关注的市场，快速搜索弹窗将显示匹配到的股
票。您可以决定使用什么触发条件，这些触发条件包括买入和卖出水平、净变化和百分
比变化，您可在“Level”和“Condition”栏中设置触发点水平。

最后，您可以选择您想要在触发时显示提醒的方式，包括弹出相关的L2 Screen、交易
单、News story、Tick Chart、Time & Sales table和Alert flash，或者只需设置L2 Dealer
声音提醒。

您还可以使用右键菜单，直接在现有的L2 Screen中设置提醒。�

8. 注意事项	

L2 DEALER只适合经验丰富的交易者
L2 Dealer是我们面向经验较为丰富的交易者的平台。L2 Dealer较为复杂，涉及的风险
比标准的OTC（场外交易）差价合约平台*要多，因此并不适合所有人。注册L2 Dealer之
前，您应确保对该平台以及所涉及的额外风险拥有良好的认识和了解。

与我们标准的差价合约平台相比，L2 DEALER涉及的风险更多
正如第一部分所述，您从L2 Dealer平台获得的最终产品与您从我们标准的OTC差价合
约平台收到的产品是一样的（如与我们订立的差价合约）。因此，两个平台相关的产品风
险基本相同。然而，由于您通过L2 Dealer获取差价合约的方式与通过我们标准的OTC
差价合约平台获取差价合约的方式不同且更为复杂，L2 Dealer涉及的风险会更多。

L2 DEALER具有复杂性
L2 Dealer使您能够查看完整的买卖盘记录，因此与在标准的OTC差价合约平台中显示
价格的方式相比，L2 Dealer更为复杂。

您须要了解交易所规则和法律
作为我们向您授予接入L2 Dealer的权限以及允许您以我们的名义在基础市场中进行
交易的条件，您同意自己有责任了解与我们进行交易所在的交易所相关的所有规则和
法律。这包括交易所规则（如《伦敦证券交易所规则》）、关于利益披露的规则

（如《收购委员会规则》）和市场行为规则（如内幕交易和市场滥用规则）。根据我们客
户协议的条款，对于因您未能遵守交易所规则和法律而导致我们发生的损失或向我们
提出的索赔，您应向我们进行赔偿。

您需要知道零售服务提供商（RSP）的行规
如您选择通过L2 Dealer与RSP进行交易，您需要了解并遵守RSP的行规。

错误无法被逆转
由于我们在基础市场中自行建仓以向您提供同等的差价合约，一旦定单被执行，您就
无法更改或取消您的定单。因此在下达定单时，您必须要额外注意，确保您输入的仓位
规模和价格正确无误。如果您提交的定单不正确或有误，您将受到定单执行时的数量
和价位的约束。

L2 DEALER可能涉及一些费用
在您开始通过L2 Dealer进行交易前，您应充分了解所涉及的费用。

您可能要支付一些数据使用费，这取决于您想要在哪家交易所进行交易。您还应该清
楚，根据我们的客户协议条款，对于因您的交易而导致我们发生的任何交易成本（例如
证券借贷费），您同意向我们进行赔偿。如欲了解有关这些费用以及佣金费和融资费的
更多信息，请与我们联系。

*即不显示市场深度以及买入价和卖出价来自差价合约提供方的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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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L2 外汇直接接入	

简介	
L2 外汇直接接入是一项专业级的交易服务，仅面向IG的机构客户和高交易量的专业外
汇客户。L2 Forex Direct在L2平台上推出，但不适合也不面向全体L2平台的客户。

L2 外汇直接接入基于IG的Currenex流动性池的价格，为CFD外汇交易提供便利。L2平
台使我们的客户能够充分受益于我们的多银行门户及Currenex自身的流动性，从而
使您能够以我们的名义直接在买卖盘记录落盘，同时自动与IG Markets建立差价合约
仓位。

运行方式：如要在您的IG账户上启用外汇直接接入，您必须首先通过L2账户偏好中的
My Account/Settings进行激活。一旦您经由L2提交针对我们买卖盘记录的定单，我们
的系统随即进行保证金检查，以确保交易可以完成。如果通过保证金检查，IG Markets
向Currenex市场发送一份同等定单，而您将同时与我们进行差价合约交易。我们的系
统将对所有定单和交易建立镜像合约，并向您提供相应OTC差价合约的同等仓位（详
情应要求提供，如欲了解OTC差价合约的详情，敬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功能和特性	

合约和一手合约的大小
通过L2平台交易的L2 外汇直接接入交易按标准手提交。一标准手相等于100,000的第
一指定货币。如欲了解更多详情，请参见我们网站上的合约详情，或者致电我们的客户
服务部。

一键交易
如要进行快速交易，通过右键交易单并选择One Click Dealing选项或者Global 
Options下的Limit-Day或MKT模式，即可设置一键交易。

Limit–Day模式下的一键交易按您点击的汇价将您的定单作为当日有效限价（Good 
For Day Limit）定单发送至交易所。如果您所请求的数量能够被满足，则您的定单将被
执行。然而，如果您所点击汇价下的数量请求并不能够被满足或者市场发生波动，则您
的定单将按可满足的最高数量执行，剩余部分将继续按您所点击的汇价水平等待执
行，并保留至交易日结束（英国时间22:00）。当然，您可以随时修改或取消任何定单或定
单的剩余部分。

MKT模式下的一键交易发送针对您所要求的数量，按市价（即按现行市场汇率）进行交
易的指令。在某些情况下，市场波动可能会导致定单执行的汇价与您所点选汇价不一
致的情况。

请注意，所有Limit-Day或MKT模式下的一键交易定单将按您针对交易获得的平均费率
记为一个仓位，即部分执行定单不会被记为单独的交易。

已部分执行完毕的Limit-Day定单不会被记入您的账户，直至全部定单执行完毕或者定
单的剩余部分（如果您已收到部分执行完毕的定单）被取消。

定单功能
L2平台为广泛的定单（包括市价定单、止损定单、限价定单、OCO和最优价定单）提供便
利，这些定单均可作为GTC（撤销前有效）或当日有效定单发出，而GTC或当日有效定
单可通过交易单下拉菜单发出。

此外，L2平台可以让您选择您的止损定单是依据卖出价格还是买入价格触发。

例如，英镑/美元合约当前的买价/卖价显示为1.30076–1.30077。您发出止损定单，以
1.3009的价格买入50手英镑/美元合约，并选择依据买价触发止损。因此，当市场买价
达到1.3009时，您的定单就将被触发，在这一时间点，我们将代表您按市价买入50手英
镑/美元合约。

不过，如果您已选择依据卖价触发止损定单，则您的定单会在市场卖价达到1.3009时被
触发，在这一时间点，将按现行市场价格买入50手英镑/美元合约。

请注意，所有当日有效定单将持续至英国时间22:00，届时定单将被取消。

所有定单（GTC定单除外）将按定单的平均执行价记到您的账户。在整个定单被执行完
毕或者定单（前提是其已被部分执行完毕）被取消之前，定单的任何部分都不会被单独
记入。

部分执行的GTC定单将被立刻记入您的账户。

市场深度
交易单能够让您查看每个货币对的买卖盘记录（到10级），从而使您能够监测定单的
进展。

市场深度显示每个可用价格的数量
（单位为手）。

您还可设置买卖盘记录，以在
EVWAP视图中显示各个价格有效
的数量，从而使您能够更加清楚地
做出交易决定。

流动性和OTC合约
Currenex买卖盘记录不仅包含
Currenex自有的流动性池，还包含
随时来自至多15家顶级银行的流
动性。

不过，如您对于流动性有任何疑
虑，L2 Dealer还允许我们的客户有
机会通过我们的OTC固定点差产
品，交易完全相同的合约。

举个例子，这意味着您可通过外汇直接接入服务开仓，然后通过交易台以交易我们
OTC固定点差产品的方式进行平仓，或者（反之亦然）开设针对我们OTC固定点差产品
的合约仓位，然后通过L2 Dealer将合约平仓。

您甚至可以给我们的定单服务器发出针对特定仓位的定单，以在Currenex 外汇直接接
入买卖盘记录中观察定单，而非下达定单。

我们的OTC固定点差产品可见于Dictionary Tree的OTC Contracts文件夹内的
Currencies子文件夹。

示例
您通过L2买入50手美元/加元合约。您希望将止损设在隔夜仓位上，但担心隔夜时段可
能缺乏流动性，这意味着您的订单执行价格可能对您不利。因此，您可决定发出止损定
单，我们的定单服务器会为您监测和执行定单。在这种情况下，您从我们的未平仓头寸
窗口将止损定单附加于您的仓位，或通过我们的OTC交易单发出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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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收费	
请注意，与我们包括OTC固定点差产品在内的其他外汇产品相比，通过L2 Forex Direct
与我们进行交易，我们会收取不同范围的费用。

您账户的佣金率因您在上一个月交易的合约数量而异。

规模（百万美元） 佣金（美元/百万）

<100 60

<500 30

<1500 20

1500+ 10

以下是如何计算佣金的两个例子：

例子1
客户按1.3800的汇价买入10手的欧元/美元合约（1份合约=100,000欧元）。

待交易的欧元的名义价值因此为1,000,000欧元（10手，每手为100,000欧元）。

交易的美元的名义价值因此为1,379,900（1,000,000欧元*�1.3799（为交易记到您的账户
之时我们欧元/美元报价的中间价））。

根据60美元/百万美元的适用标准，这笔交易收取的佣金将为82.79美元（（1,379,900美
元�/�1,000,000）*�60）。

例子2
客户按2.3700的汇价买入2,000手的英镑/美元合约（1份合约=100,000英镑）。

待交易的美元的名义价值因此按以下方式计算：

交易的英镑的名义价值为200,000,000（2,000手，每手为100,000英镑）。

美元的名义价值因此为264,000,000（200,000,000英镑*�1.3200（为交易记到您的账户
之时我们英镑/美元报价的中间价））。

按照30美元/百万美元的使用标准，这笔交易收取的佣金将为792美元（（264,000,000美
元�/�1,000,000）*�30）。

所有佣金将以美元记账，除非另有协议。最低费用为30美元。

我们OTC固定点差产品的交易不收取佣金。这些交易的费用包含在我们的点差内�（详
情可见于我们的合约详情）。

使用条件/参与规则	
L2�外汇直接接入服务意在供机构和高交易量职业外汇交易者使用。该产品是一款复杂
的产品，因此不适合也不面向所有人。

请注意，IG已与提供流动性的银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们的客户能够通过L2 外汇直
接接入买卖盘记录获取到他们的交易汇率。如果我们的交易方对某一L2 外汇直接接入
客户的交易或交易模式提出投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流动性提供银行将其提供的部分
或所有交易汇率从外汇直接接入买卖盘记录中移除。

如果滥用这一平台或者每月未能达到足够的交易量，可能也会导致交易特权受到限制
或者使用L2�外汇直接接入平台的权限被取消。

准备程序	
如果您想使用L2 外汇直接接入，请联系我们的机构支持部门，该部门将竭诚为您服务，
并协助您进行设置。

您联系我们的机构支持部门、获得接入L2 外汇的权限并收到L2 Dealer的用户名和�
密码后，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按照我们的系统要求和L2 Dealer的安装程序进�
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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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市场滥用行为	
根据《欧洲市场滥用行为法规》（MAR），有几类行为可构成市场滥用行为，这些行为概
述如下。

市场滥用行为的定义：
“市场滥用行为”属于与金融市场相关的刑法和民法违法行为。其包含内幕交易、非法
披露内幕信息和市场操纵。

《欧洲市场滥用行为法规》对谁有影响：
MAR具有域外效力，这意味着其影响与欧盟市场有互动或者对欧盟市场有影响力的每
个人。无论此人是否获得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批准，是否常驻英国、欧盟或海外，或者
是否为专业投资者或零售投资者，都没有区别。�

MAR涵盖哪些投资和市场：
MAR涵盖通过交易所和“场外交易”执行的金融工具和相关产品交易。其具有域外效
力，这意味着，如果非欧盟人士通过非欧盟公司对非欧盟上市证券进行滥用行为，而该
证券或相关证券也在欧洲的交易所、MTF或OTF进行交易，则该证券或相关证券的滥用
行为可以被捕捉。

什么是市场操纵：
市场操纵罪适用于未遂的和实际的操纵活动，途径包括所有类型的定单，例如初始定
单、修改、更新和取消。被视为市场操纵的行为和活动的例子包括但不止于下文的例
子：

操纵交易：
这包括进行交易或发出交易定单（出于正当理由的除外），使人对金融投资或相关现货
大宗商品合约的供需或价格产生错误或误导性的印象，或使某一金融工具的价格处于
异常或人为的水平。�

可能构成以虚假或误导性印象操纵交易的行为的例子有：�

• 在市场收盘时买卖投资，意图误导依据收盘价交易的投资者，出于正当理由的除外；�

• �洗盘交易，如在实益权益或市场风险不变的情况下，或者在实益权益或市场风险只
在窜通各方之间转移的情况下进行交易，出于正当理由的除外；�

• �“操纵证券价格”，如进行一系列的交易，这些交易被公开展示，目的是让人对活动或�
���价格波动留下印象；或�

• �将定单输入电子交易系统，价格高于之前的出价或低于之前的报价，并在定单执行
前撤销定单，以造成对于在这个价位的投资有供求的误导性印象。�

通过价格锁定的方式操纵交易的例子有：�

• �对于投资的供应或需求具有主导性地位且具有操纵价格或创造其他不公平交易条
件的交易或定单，出于正当理由的除外；�

• �由同一方或不同但窜通好的多方以相同的价格和数量同时或几乎同时执行买入和
卖出定单的交易，出于正当理由的除外；�

• �在电子交易系统中输入小额定单，价格高于之前的出价或低于之前的报价，以使得
投资的价格产生波动，出于正当理由的除外；�

• �恶意挤压，即某人对某项投资的供应或需求具有重大影响并且以将价格锁定在扭曲
水平为目的的行为的情况；或者�

• �在某个市场或市场平台上交易的目的是以不正当的方式影响在另一个受监管市场
上交易的相同或相关投资的价格。�

策略型操纵：
这种行为包括利用虚构的手段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欺骗手段进行交易或发出交易指令。

策略性操纵的例子有：�

• �“拉高出货”，如在某项投资中持有多头仓位，然后散播关于此项投资的误导性正�
���消息，目的是拉高价格；或者�

• �“压低吸筹”，如在某项投资中持有空头仓位，然后散播关于此项投资的误导性负�
���消息，目的是压低价格。�

• �实物大宗商品类股票波动，前提是这会造成或可能会造成对于大宗商品或大宗商品
期货合约中可交割对象的供需或者价格或价值的误导性印象。

不恰当传播信息：	

这是指有人散播使人对某项投资产生或可能产生错误或误导性印象的信息，而此人知
道或者能够预期到这一信息是虚假或有误导性的。�

以下是可能构成不恰当传播信息的市场滥用行为的示例：�

• �某人在互联网公告栏或聊天室张贴含有关于上市公司被收购的虚假或误导性陈述
的信息，而此人知道该信息是虚假或误导性的；或�

• �上市公司通过伦敦证券交易所的Regulatory News Service，轻率地向市场发布有关
其财务账目的虚假或误导性信息。�

什么是内幕交易：
当一个人（自然人或法人）掌握内幕信息，并出于自己或第三方的利益，直接或间接通
过买卖此等信息相关的金融工具时，即发生内幕交易。取消或修改定单也被视为内幕
交易。�

内幕交易的例子可能包括：�

• �B PLC公司的董事X与朋友Y一起吃午餐。X告诉Y，他的公司已收到一份收购要约，要
约价相较于当前的交易股价要高。Y预计，一旦收购要约宣布，B公司的股价就将上
涨。依据这一预期，Y进行基于B公司股价定价或估值的差价合约交易。

• �B PLC公司的一名员工得知信息，B PLC公司刚刚失去了与大客户的一份重要合同。
在通过监管信息服务宣布该信息之前，该名员工依据关于失去这份合同的信息出售
了自己所持的B公司股份，虽然他没有义务这样做。

• �在正式发布伦敦金属交易所库存水平之前，一位金属交易者（从内部人士处）得知，
伦敦金属交易所铝库存水平显著减少。这一信息照例向伦敦金属交易所的用户发
布。该交易者在伦敦金属交易所买入大量铝期货，依据是他知道铝库存水平显著减
少。

• �一家从事石油衍生品交易的公司的交易员收到来自某个客户的一笔巨额定单，定单
要求买入某个特定月份交割的石油期货的多头仓位。在执行该定单之前，该交易员
通过在这些石油期货中建立多头仓位，为公司及自己的个人账户进行交易，他预期
由于执行客户的订单将导致价格大幅上涨，他将能够卖出这些期货并从中获利。这
两项交易都可能构成内幕交易。

什么是不当披露：
这是指内部人士在行使工作或职责的正当过程以外向另一人披露内幕信息的情况。

不当披露的例子可能包括：�

• �XYZ公司的董事A与朋友B一起吃午餐，B与XYZ或该公司的顾问没有关联。�
A告诉B，他的公司已收到一份收购要约；或�

• �XYZ公司的财务总监给一家投资银行的某位分析师打电话，披露XYZ公司最新未公布
的管理帐目的损益账详情。�

• �一名员工知道价格敏感的保密信息，例如尚未公开披露的与二次发行（如配售）是否
存在或定价有关的信息，该员工在其正常的工作职责以外披露此信息。�

与RSP进行交易时的市场行规	
对于伦敦证交所的非会员而言，通常不可直接通过零售服务提供商（RSP）与造市商进
行交易。作为L2的提供方以及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定单以我们的名义下达。因此，
务必要遵守通过这一系统进行交易的正确行规。

作为L2的提供方，我们必须要考虑我们全体与RSP进行交易的客户的需求，因此如有造
市商投诉，将不得不迅速移除任何单独客户接入RSP的权限。不过，市场行规一般属于
常识，因此不会成为阻碍交易者使用RSP的因素。

可能会违反已被接受的行规的一些行为包括：

• �询问多个报价而不进行交易。由于价格会维持15秒的时间，股价在此期间内的波动
可能会对您有利。虽然可以在价格已出现波动的情况下进行交易，但重复询价以及
只在价格波动的情况下交易，这无法被接受。RSP可拒绝承兑此等交易。如果您寻求
特定价位，则应当下达限价定单

• �在快速波动的股票上交易。特别是就SETSqx股票而言，RSP担心，如果没有设法就着
动量驱动股调整其价格，他们就会被“剔除”。对于快速波动的SETSqx股票，通过电
话下单会更好。虽然快速波动股票的定义可能具有主观性，但RSP会行使自己的权利
来决定其与谁进行交易。如果将RSP用于动量交易，则将导致该工具立刻被撤销

• �同时通过RSP和买卖盘记录进行交易。如果您有20,000股股票的定单，而RSP对
10,000股股票进行定价，则您无法先买入10,000股，然后立刻买入另10,000股。同样，
您不得先通过RSP买入10,000股，然后在SETS买入另10,000股。很自然，RSP需要有
机会在需要时轧平其已承担的一部分仓位。如果您需要买入20,000股，您可将这作为
限价定单发出，或者通过给交易部门打电话来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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