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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使用手机号注册账号后，

即可使用手机号账号登录
注册登录 > < 亦可通过第三方社交账号快捷登录 >

登录方式切换

丨丨 手机号 +短信验证码 丨丨

•••ÿÿSketch

没有帐户？点击此处注册
< 登录

< 注册

A

手机号：+86

< >账号： 输入您的手机号 /用户名
? 忘记密码，可重置密码 输入 ||

3+?5图形码：输入K形切T码

密码： 8-16位数字、字 字符
可用手机号、验证码： 获取验证码

密码： 8-16位数字、字母或字符
图形验证码、

登录
短信验证码、

< 微信、QQÿ 微博快捷登录 登录密码
账号，返回登录

II 成功注册使用社交账号登<
使用社交账号a录

Q © 〇 〇 ©已有手机账号，

点击此处，返回登录界面



 

 

  

  

  

  
(量） 期货 期权 看涨 看跌

438,739 26,070 16,950 9,102

(仓） 期货 期权 看涨 看跌

438,739 26,070 16,950 9,102

(量） 期货 期权 看涨 看跌

438,739 26,070 16,950 9,102豆

粕 (仓） 期货 期权 看涨 看跌

438,739 26,070 16,950 9,102,

猜你喜欢 O 换一;

館 □卷邮
国内期现 国内期权 交易下单 期市要间

A m国
网上幵户 现货专区 DCE直播 持仓排名

游發 .松

iMl m
提振市场信心，培育收益曲线,

提振市场信心，培育收益曲线。

■行情分析

D till
B内mat ■内鷗权 实 计

9 8=(坊

全》?? 主力?名 行址分突

现货数据专区 〇 換一批

更多 >铁矿石 玉米 O 换一批

成交额 持仓屋

26.070 16.950报盘信息

持仓鼉

16.950

持仓

16.950

I 成交額

)9 26,070
港口 品名 价格 基差

PB粉I?岛港 675 203 ：1 成交額

739 26,070

行情 更多〉
仓墨

,950

!ÿ 成交ffl W

739 26,070 i-.

526.5豆粕1801

m1801

仓12.2万

+4.23%
数据报表 更多〉

526.5 P豆粕1801

m1801
AS D

+4.23% 资金流向 持仓排名 席位分析 财经日历

彳 © A 咄
143.90豆粕1801

m1801
期市速通 仓单日报 交割话患 极值拥选

-1.87%

謂丨首页
•< 活动宣传轮播展示区

$ 42%•••ÿÿSketch *?* 9:41 AM

只 G 搜索行情、资讯、数据

热门功能区

大商所指数
jÿs®3issas3k

全部功能 霤理

全部功能

及管理

t << 公告、通知轮播图
首页常用业务

4 NEW 猜你喜欢专区： 行情统计入口，切换展示不同统计维度下的前几数据信息

#

现货数据专区： 现货专区入口，展示现有支持品种的现货成交报盘等信息NEW

< NEW DCE场外专区： 场外行情入口，展示化工板块最新仓单、基差、互换行情 >

1ST @# ® ® ? 数据报表专区： 展示数据报表图标，点击可查看数据数据报表详情
首页 自选 行情 交易 资讯

综合资讯区： 综合展示要闻、商品、专题、快讯、视频

成交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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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6万

自选列表



 

    

 

  

 

  

撼行情-期货行情

未插卡0笮2?名0_ m* 4:43

大商所•
主力 聚丙烯 铁矿石 棕榈油

Q\
豆命 切换市场、支持国内期货、期权

以及商品指数行情的切换
合约名称 最新价 涨幅％ 成交置>

聚丙烯2009 6982 1.42 106.5万

铁矿石2009 711.0 3.64 99.05万
行情分类<

棕榈油2009 4570 1.11 81.963&
国内期现

豆粕2009 2738 0.37 64.79万 点击查看实时行情统计
主力合约 大商所DCE 郑商所CZCE

3360 4.48 51.65万LPG2011
中金所CFFEX 上期所SHFE 上期能源INE

聚乙烯2009 6365 0.08 44.25万 夜盘合约 套利合约 行业分类

行情分类
乙二醇2009 3699 -0.13 34.05万

国内期权
豆油2009 5422 0.07 32.61万

< 对应市场下主力及品种切换 > 大商所期权 郑商所期权 上期所期权

鸡蛋2006 2780 -0.47 28.22万
中金所期权

4276 -0.65 27.67万豆一2009

全球指数玉米2009 2043 0.15 23.58Si
%

大商所指数苯乙烯2009 5740 0.72 20.2671
不同维度对期货主力进行实时排序 >

@ @InT i
首页 自选 行情 资讯



 

  

  
 

  
 

  

 

  

 

 

  

   

  

514.0
513.5
510.5
519.0

862
676
1401

797
351

卖5 523.0

卖4 522.5
卖3 522.0

卖2 521.5

卖1 521.0

524.5
512.0
541.0

480.0

+1
+1 +2 +6 +1 +1

+1 -2 -10 -5 +6
买1 520.5

1589
1294

1605
3050

总卖 528.7 51540
总买 510.2 37958

863

t 42%IO•••ÿÿSketch亨 9:41 AM

铁矿石1901
H901 G< _

卖 521.0 351 屋 42.73万

买 520.5 863 仓 31.68万(+840*0
520.5
A 10.0 1.96%

五档报价入口
繼行情-分时行情

未插卡0笮g嶒 _14:44

铁矿石2009
i2009

Q SD © y 分时 /K线周期切换
卖711.0 1881 量99.05万

3.64% 买710 5 1308 仓89.66万(+38515)

711.0
25.0

分时 1分钟 30分钟 1小时 1曰 更多

+3.64%

i 手指长按分时图，查看查价框 >明细 分价 分笔
时间

11:27 14:59 710.5 87 65空开一

S2 711.0 171 -120空平

S2 710.S 88 -12多平

S3 710.5 140 -21多平

53 710.5 99 *41多平

54 711.0 130 -74空平

54 711.0 134 -93空平

55 710.5 1S2-116多平

55 711.0 207-141空平

S6 710.S 173-118多平

56 710.5 92 -18多平

57 710.5 227 73空开

57 710.S 89S-360多平

S8 710.S 129 62空开

S8 710.5 195 125空开

59 711.0 291 199多开_-*

59 710.5 160 -50多平

S9 710.S 124 -14多平

15:00 11.0 4 1多开

价格
697.5

均价
695.1

〇.〇〇%
涨跌 点击副图，切换指标；

< 通过系统设置 -副图指标个数

参数管理副图数，支持一主两副

1.68%

量

T2308 (-2934)

仓

87.09万
-3.64%/

CJLÿ

26567

LIL-LLÿUIII < 隐藏/展开明细区；切换横屏 >
21:00 9:00 15:00

新闻 视频 资料 持仓 关联

淡水河谷已恢复马来西亚物流中心 装

工业品指数
_ _ _ 功能标签栏

特色下单、截屏分享

以及添加自选入口

< © •-加自选胃分享

与当前品种相关的信息

自定义 K线周期入口



 

  

  

 

  

  

  

I! 行情 行情 张开 并拢

手指张开或并栊，

实现 K线放大缩小未插卡0笮巧嶒〇_ *•14:45

铁矿石2009
i2009

Q BS ©

卖711.0 1881 量99.05万711.0
仓89.66万(+38515)25.0 3.64% 买710.5 1308

fT-•< 手指长按 K线，显示对应的 K线行情 >分时 1分钟 30分钟 1小时 1曰 晏多
切换分价、分笔/MA 5:665.5010:657.25 分明细 挪

/
r05/15-22:00

开
87 65空开

P 711.0 171 -120空平

:52 710.5 88 -12多平

•S3 710.5 140 .21多平

：53 710.5 99 ?41多平

:54 711.0 130 -74空平

:54 711.0 134 -93空平

:SS 710.5 152-116多平

:SS 711.0 207-141空平

:56 710.5 173-118多平

:56 710.5 92 -18多平

:57 710.5 227 73空开

:57 710.5 895 -360多平

:58 710.5 129 62空开

:58 710.S 195 125空开

:S9 711.0 291 199多开

:S9 710.5 160 -50多平

:59 710.5 124 -14多平

1_15:00 711.0 4 1多开

14:5> 明细 分价 分笔 明细 分价 分笔
高 669.0

711.0
多方 空方

35.7<M 大单隊7.8%

18.0%■散单 18.6%

53.邐| 合计 酆.3%

低 666.0

收

展示与该品种相关联的

DCE商品指数

1.0 708.0
0.15%

S 74020：

仓 86.8没

706.5

704.0
?

结算 666.2丨 铁矿石主指 铁矿石期指 工业品指数 v 698.6 均价 697.7702.0

ICJL- VOL74020 1D:867982
1741.03 +2.24 J

1740.99 699.5 多换 2.7% 空换 2.9%

II697.5
赢38.16

开盘 1713.22

最高 1741.11

最低 1709.93

收盘 1707.37

昨结 1702.83

2.24%

liiiH 双开 2.0% 双平 2.2%
695.0 II05/11 05/13 1702.83 0.00%
693.0

多开 27.4% 空开 20.2%

__
新闻 视频 资料 持仓 关联

691.0
淡水河谷已恢复马来西亚物流中心 装

工业品综指

1683.73 -1.12%

空平 21.3% 多平21.0%价格 708.0

多方成交 11435/142

空方成交 7019/105

1717.68 36.38 2.16%

1664.63 ?2.24%© 全部指数
〇只统计大单加自选分車 21:00 9:00 15:00



 

  

  

 

  

 
  

 

  

國 行情-期权列表

支持Call或Put, 支持将期权报价

由〃T" 型转为正 "1" 型或反 〃1" 型

点击 "切换"按钮，可

切换其他期权合约

未插卡E)笮巧磚0ÿ mt 4:47

大商所期权 Q IIJIJI

卖 2606 527豆粕2007 沒切换

0.39' 买 2602 810 7月 vCall Put

7月 vCall
成交量 涨幅％ 涨跌 最新价 行权价

<涨跌 最新价 行权价 最新价

点击期权标的区，可查看

对应的标的期货行情
0 2450

2450 2.0 -7.0

5 -6.55 -7.5 107.0 2500-7.5 107.0 2500 5.0 -13.5

-32.0 48.0 2550 11.0 -23.0
13 -40.00 -32.0 48.0 2550

2600

2650

-20.5 32.0 30.5 -26.0

130 -39.05 -20.5 32.0 2600
-14.0 18.0 63.5 -22.5

点击可切换期权其他

行权月份的合约

233 -43.75 -14.0 18.0 2650
-10.5 8.0 2700

-56.76 -10.5 8.0 2700-4.0 5.5 2750 174.0 10.5

©0.5 5.0 2800 72 -42.11 -4.0 5.5 2750

2.0 4.0 2850
手指长按行情，可进行下单

交易、加入自选等操作

94 11.11 0.5 5.0 2800

@ 0Ini g
首页 自选 行情 资讯



行情-标准套利

未插卡 (D令= 麵 4:48

点击 行情分类-套利合约，可查看标准套利合约列表<<查馨合约 Q Inlln
_

?

涨幅％ 成交量>最新价合约名称

行情分类0SP a2005&a2009

0SP a2005&a2101

国内期现
357 -6.79 22872SP a2009&a2101

-98 -476.92 262SP b20058tb2007 主力合约 大商所DCE 郑商所CZCE

-215 -119.39 76SP b2005&b2009

中金所CFFEX 上期所SHFE 上期能源INE
-292 -60.44 12SP b20058cb2101

夜盘合约 套利合约 行业分类-117 5.65 2956SP b2007&b2009

0SP b2009&b2011

国内期权-77 8.33 1008SP b2009&b2101

0SP b2011&b2101

大商所期权 郑商所期权 上期所期权
〇SPb2101&b2103

中金所期权

I
SP bb2005&bb2009

SP bb2005&bb2101

全球指数@ @ 囹
首页 自选 行情 资讯



丨行情-大商所指数

未插卡 (D笮么螻0_ nX4:48

<< 热门指数管理编辑大商所指数 Q Ink

农产品指数

822.52
1.40 0.17%

工业品指数 铁矿石期指 #-
2324.88 > << 热门指数区

大商指数管理<38.16 2.24%

全部 农产品 工业品 期货价格

编辑已选f旨数 点击进入指数农产品指数 822.52 0.

工业品指数 1740.99 2.24%

农产品指数 工业品指数 铁矿石期指
铁矿石期指 2324.88 3.64%

820.35 << 指数分类 >>农产品综指 0.26% 大豆类指数 油脂油料指数

油脂油料指数 801.28 19%

添加指数 点击快速添加大豆类指数 936.98 -0.08'

饲料类指数 1249.43 -0.00%
■农产品

豆粕期货指数 1524.79 0.37%

农产品综指
?

饲料类指数+ 饲料成本指之工业品综指 1717.68 2.16%

<< >>指数列表黑色系指数 1509.38 2.27%

玉米淀粉加工利润指言 蛋鸡养殖利润指之 蛋鸡饲料成本指f
炉料成本指数 3869.74 2.66%

InT @ ® 国
首页 自选 行情 资讯



  

II® 行情-外盘行情

•III中S移动宁 15:31

Q主力合约>

合约名称

CBOE波动率2010 28.20 4.16 1666
*新价 涨《% 成交屋 >

??||中国电佰 ?彳•麵3下午2:58

Q 止 恒指2010主力合约 24145 -1.88 11.92万

合约名称 最新价 涨《% 成交量 > H股指2010 9765 -1.24
*=* 15:32

小标普2012
ES2012

美原油2011 0 小恒指2010 24147 -1.87 951 Q. ES G

3459.75 30 顯 13.72万

$* 21.40 〇.61‘ 买 3459.5019 仓 242.7万（-23097)|
■分时 1分钟 30分钟 1小时 1日 更多

<
天然气2011 0 小H股指2010 9765 -1.24 121 3459.5016

美燃油2011 美元人民币2012 6.7518 -0.19
外盘行

请査看

需要先

美元黄2012汽油2011 61.37 0.590
明细 分价 分笔

人民币美元2106 1.4630 0.03布原油2012 0

马棕油2012 2942 -1.57 12|美铂金2101 0

订阅 吉隆坡指数2010 1516.5 -0.26 5老
小型天然气2011 0

伦铝 1843.0 -0.49 Z
小型原油2011 0

伦铜 6713.0 -0.04 2虐 344

美钯金2012 0
?

toj* @ @ Ink |j美黄金2012 0
m MACD 02.2

i.1.33
酋页 tTlt ss 蒙计 6.9i DIFF-0.64

|濟
小型黄金2012 0

价格 3459.50

多方成交 286/26

2方成交 790/66

美白锒2012

I美铜2012
新间 视频 资料 持仓 关联

日黄金2010 — — — -
iSr ® ® ⑦

0

©am酋页 行惝 交*自迅
加自选分享



  

  

  

行情-场外行情

标准仓单、基差、互换列表首页DCE场外专区:

点击更多按钮

行情分类：大商所场外

市场标签，点击品种圈
> 4 >

显示选中板块的仓单、基差、互换

列表，左侧可直接选择支持的品种
大商所场外市场

DCE场外专区
4 A2%mr*Sketch, 9:41 AM

mi»m ■改 mMim 卿邋 全部板块 农产品板块〃 黑色板块 V

品-玉米圈*"

} 商品互换

i42%Sketch宁 9:41 AM
报价行情-标准仓单

玉米圈 油脂圈 大豆圈 全部品种
品种/仓库 价格/数屋

聚氯乙S6 6356.00元/W
尖蠔贸思 28吨

成交日期
< 42% 屋3••• Sketch*ÿ 9:41 AM

其他农产品圈鸡蛋圈m 标准仓单基差2
黑色-矿石圈

化工板块 v 能源板块 v

50.00全部品种
标准仓单基复：商品互换报价行情-基差交易 *多>

5000油脂团 豆油品种/品级/交货地 基差/数fi 成交日期

mRfl乙嫌 i2009+20
尖蠔贸供 30吨

>50.00品种 品级 交货地 *蒹{元/吨)2020-08-13 术 42%【1>•••ÿÿSketch? 9:41 AM 合成树脂圈

50.00< DCE场外专区 纔 铁矿石 卩巳粉 日照 12009+450.00
持仓行情-商品互换 更多>

50.00农产品 順色 化工 能源 *1铁矿石 PB粉 日照 12009+450.00合约类B/标的 持仓金额/合约期限

聚氮乙嫌 270.00万元
玉米淀粉 20天

成交曰期

50.00m 油酬大豆圈

品神：玉米玉米淀粉

成交行情

鸡蛋圈 生猪圈 XX2020-08-13 酾铁矿石 PB粉 日照 12009+450.00

f 50.00

_
铁矿石 PB粉 日照 12009+450.00

50.00
仓单交易 基差交易 互换交曷

2020-08-30 ■■铁矿石 PB粉 日照 12009+450.00 50.00
玉米 尖峰贸* 玉米 _?

1080.62. 丨2009+30
+0.32% 29.37

雖

1200.62
玉米淀粉

鼸铁矿石 PB粉 日照 丨2009+450.00 50.00
5670

场外专区展示页

_
铁矿石 PB粉 日照 12009+450.00

报价行情-标准仓单 更多>
H]

■铁矿石 PB粉 日照 丨2009+450.00品种/仓库 价格/数鬅 成交日期 费讯

玉米 6356.00元/吨点击选择标签切换，

可查看不同品种圈的

最新成交、报价、持仓行情

■铁矿石 PBS 日照 12009+450.0028吨尖繡贸易

■铁矿石 PB粉 日照 12009+450.00报价行情-基差交易 更多>

侖 0品神/品级/交货地 基差/数鰌 成交日期 苗若更i
首页 自选12009+20 2020-08-13

tsr @ ® ® a
酋页 自选 行情 交a 资讯



  

  

  

  

繼行情-现货行情

浙江海港大宗铁矿石报价专区：查

看各港口的成交报价、报盘数据

首页图标区：

现货专区

现货专区列表 <<

<< 点击图片，可查看支持的现货报价 >
錄 屋 li!i 陕储粮玉米报价专区：查看各个库

点、地区的报价信息
国内期现 rxlr*i»B±U 贫时体々+ 期市速递

•••SL < 现货专区
所内信患 DCE直播

现货专民 •"•Sketch守

< <铁矿石现货专区

浙江海港大宗铁矿石报价专区
数捃来s子浙江鴻港大京菊品交4

铁矿石现货专区

? 首页现货数据专区： >
点击更多按钮

成交信息 m
k京商品交衫中心

陝储榱S来报价专区

‘?严严 Z

报盘信息

数掮来iff子眹西 粮e理篥团

连云港曰照港
罱岛港

陕西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内蒙古 新§丨现货数据专区 O 捵一批
M山潘 江内港

岚桥港

sV 咸阳库 华州库 杨凌库 安康库铁矿石 玉米
品名 价格 >

扶风靡 蒲城库 大?库 汉中库
PMGI» 675成交倍恩 报盘佶息

二
杨迪粉 630

港口 品名 价格 基差
2020/07/05 玉米

〇—等价格 670
〇二籌价格

〇 三等价格

杨迪粉 630
育岛港 PB粉 675 203 620 663

630 纽曼拥后玦 695
640

费岛港 印度球团 630 313 •PB
PB粉 650

620
2020爾岛港 杨迪粉 06 '30 07/90 印度球团

?-等 籲二等 籲三等

PMG粉 675



   

  

  

在线开户指南

业务选择列表

在线开户首页入口•••ÿÿSketch 令 9:41 AM
业务选择 关闭

< 在线开户

/〇 &0> 入期货公司简称、简拼、全拼 (§ 邮酱
开立期货班户 增开交易编码 我的基本资料

国[ 交易下单 期市要闻

A m m s mA A安粮期货 DCE直播 持仓排名网.B

网上幵户 适当性评诂 傅改结B账户 协议下載C
B

D

F
宝城期货 倍特期货 渤海期货

G

H
C

财达期货 长安期货 长江期货 创元期货
M

ND
P

大地期货 大陆期货 大通期货 大有期货 Q

R

S
大越期货 道通期货 德盛期货 第一创业

W

点击进入该期货公司的业务选择东方汇金 东方期货 东海期货 东航期货 X

Z
东华期货 东吴期货 东兴期货 东亚期货

东江期货



  

 

  

  

交易-登录

选择开户的期货公司

< 选择开户机构•••ÿÿSketch AM

交易登录
国内期货

t 选择对应的交易通道Hh 请选择开户机构

实盘交易模拟交易

? 请选择交易接口

D D

? 请选择交易接口请输入资金账号 F

东航模拟 G

SimNow_CTP仿真
S(/ 请输入交易密码 s

F z

飞创模拟

G

光大模拟

S

|SimNow仿真

® 指纹验证登录
1

Z

切换为指纹登录，首次使用，

需要采集指纹信息

中信建投模拟

iSr @ @ ® 囹
自选 行情 交易 资讯首页



 
  

 

 

  

  
  

# 交易-特色下单
自动开平仓，实现无仓开仓

有仓平仓，体现交易便捷性
< 边看行情边下单，精准把握交易时机 H >

空头 开仓价：6021 手数：4 浮盈：-11400.0

460.0铁矿石1904< Q © 平 卖0.99%

卖458.0 16999 虽53600460.0 多头 开仓价：6021 手数：4 浮盈：-11400.0465.!
0.99%

5525买 平
铁矿石n

5524 5520

1 白糖 SR809| 沪银 aq1802 沪银aq1802 >

>*6ÿ0

人 >点击进入详细下单界面
4 >输入委托手数，可快速加减

去交‘单 ?籲 委托价格：根据交易参数-默认

下单价格自动计算并显示

X
4 >

< >当前合约的持仓信息

460.0买 卖
0.99%

4 >点击操作按钮进行委托下单461.5 466.599999

白糖 SR809 沪银 aq1802 当前)H合约 > •y 当前帐号的持仓合约列表，多头持

仓红色显示，空头持仓绿色显示
<< > 无仓开仓，有仓平仓（自动开平仓参数打开)



 

 

 

    
  

  

  

  

  

交易-经典下单 交易主菜单
经典下单

包括交易参数设置、资金查询、

曰志查询、银期转账等功能 输入或选择下单合约，

点击 ft , 支持锁定合约t 42% IL•••ÿÿSketch令 9:41 AM

飞创财讯通模似 v

1111016853

权益：11223646 可用：157597

C 兰;

彳 选择买卖方向，买入红色，卖出绿色 >I风险度：

新 19800 67798

卖 19800 1765r

买 19785

86.0%
切换、退出资金账号

合约

< 选择开平仓操作，支持上期所平今 >卖出买入 29

，名 点击查看当前资金账号的详情 >开仓 平仓 平今

>输入委托手数
排队价 <f>手数 4 价格

下单委托 >展示合约的最新价等信息

持仓 挂单 委托 成交

新 19800 67798

卖 19800 176?
|买19785

合约多空总仓 可用开仓均价 逐笔浮盈合约名称

选择或输入委托价格，

< 点击 锁定解锁委托价格与 >
行情的联动

铁矿石1807 多 42 2 4077.3 1222920

买入 卖出 29鸡蛋1810 1 1 4206.8 9720

止损止盈 反手 开仓 平仓 平今

鸡蛋1809 多 8 8 6293 -15740

_￡\排队价4 价格手数 点击 "下单委托"ÿ检验输入的信

< 息，通过校验，委托单报入柜台。 >
委托失败后，顶部提示错误信息

棕榈油1801 空 5 5 5940 -7800

tSr @ ® ® ® 下单委托
首页 自选 行情 交易 资讯



  

  

  

交易-三键下单
三键下单

持仓、挂单、委托、成交列表

三键下单默认方向，当前

合约无持仓持仓 挂单 委托 成交i42% Wf}•••ÿÿSketch令 9:41

飞创财讯通模拟 v

1111016853

权益：11223646 可用：1575971 风 86.0%

合约名称 开平 成交价 成交量 成交时间C/Ei
优先平今

平仓

3874

买多

3871

卖空
持仓 挂单 委托 成交 11:11:02

合约名称 状态 开平 委托价 委托量 I
新产。
pT9800

'imm 19785

67798g) 沪铅1802 11-11-HQ

持仓 挂单 委托 成交17653 铁矿石1807
手数 4 价格 排队价 2Q 合约名称 开平 委托价 委托量 挂单量 单向多头持仓鸡蛋1810

优先平今3874 3871 铁矿石1807 买开 13237 9
合计 3876

平仓

3874 3871买多 卖空 平仓
鸡蛋1810 卖平 2347 19 19

加多 锁仓挂单

多空总仓 可用开仓均价 逐笔浮#r约名称
点击标签，切换持仓、挂单、

委托、成交列表? 单向空头持仓蛋1809 多

棕榈油1801

8 8 6293 74

v 5 5 5940 -780I 3876

平仓

3874

锁仓

3871

|§蛋1805 多 2 2 222.5 -153(

加空纸浆1906 12 12 5248
鸿蛋1808 空 5 5 125 325(

反手择计 42 双向持含
账户清仓

点击持仓合约，快速进行反手操作 3876

平仓

3874 38711ST ® ® ® 囹
首页 自选 行《 交易 资讯

加多 加空4 点击持仓合计，快速 账户清仓操作 卜



  

[交易-期权行权

持仓列表单击多头期权持仓一弹出 "行权〃操作
i42%BZf•••ÿÿSketch*5* 9:41 AM

飞创财讯通模拟 v

1111016853

权益：11223646 可用：1575971 风险度：86.0%

C

>点击行权，进入单独的可行权期权合约的持仓、挂单、委托界面

新 19800 67798

卖 19800 17653

买 19785

S 沪铅1802 Q

手数 4 价格 排队价 t 42% *Z>29 •••ÿÿSketch 9:41 AM

< 期权行权
优先平今3874 3871

买多 卖空 平仓 委托持仓 挂单

合约 标的 类型 总持仓 可用 相对结算价 相对收盘价 最后交易所日
挂单 成交持仓 委托

SR809-P-4900 白糖1809 看涨 2 虚值 -2422 i42%BZ>4 •••ÿÿSketch*9* 9:41 AM合约名称 多空总仓 可用开仓均价 逐笔浮盈

5
< 期权行权

铁矿石1807 多 42 2 4077.3 1222920 m1809-C-2450 豆粕1809 看跌 2 虚值 -2422

持仓 委托挂单28 1 230.5.1808-C-2800 多 m1809-C-2550 豆粕1809 看跌 2 虚值 -2422 3
状态 类型 数量

全挂行权

? m1809-C-2450 全成 放弃

合约 时间

止损止盈行权 反手
m1809-P-2450 豆粕1809 看涨 2 虚值 -2422 3 SR809P4900 2 09:12:22

棕榈油1801 空 5 5 5940 -7800
m1901-C-2800 豆粕1901 看涨 2 虛值 -2422 2 09:12:34

IF1812 翁 5 2 2 222.5 -1530
行权 放弃 m1809-C-2550 全挂行权 2 09:14:12

鸡蛋1808 空 5 5 125 3250
m1809-P-2450 全挂行权 2 09:15:33

36?1000

tSr @ ® ® g] m1901-C-2800 全挂 放弃 2 10:22:33

首页 自选 行情 交易 资讯



交易-下单键盘

合约键盘 手数键盘 价格键盘

开圉 Of]平 可平量 <923 [f]最小变动价为1, 涨停4015, 跌停3642

最新价|排队价 对手价 市价 超价3ag1802 全仓 2alag

2 36bu fu ag1803 1/2仓 4 5

4 5 6he pb ag1804# 8 91/3仓ni

8 9rb ag1805 1/4仓 0 <3

0 <g上期所 大商所 郑商所 中金所

< 点击顶部标签一切换开平方向》

< 滑动底部标签
_

切换交易所 > 4 键盘左侧选中
_

快捷手数倍数 >> 4 键盘上部标签一快捷下单价格》

< 键盘左侧选中一商所的品种 > < 键盘左侧九宫格一输入价格 >4 键盘中间九宫格一输入手数 >

< 键盘右侧选中一品种的合约 > < 键盘右侧点击 输入价格加减 >< 键盘右侧点击一输入手数加减 >>



  

交易-期权策略

点击可查看看涨、看跌、看不涨、看不跌策略;

点击省略号可查看策略说明

i42%•MOO Sketch亨 9:41 AM

大商所期权

豆粕1708 致細I
2880 *21 0.73%

卖 2893 16999
买 2876 19

9月 vCall Put
4 42*«Z> i42X*Z> < 42XB3 4 42XBZ)••• Sketch*ÿ 9:41 AM ••• Sketch*ÿ 9:41 AM Sketch守 9:41 AM 9:41 AM

成交量 涨幅％ 涨跌 最新价 行权价
< < < <看涨策略-买入认购期权 看跌策略-买入认沽期权 看不涨策略-卖出认购期权 看不跌策略-卖出认沽期权

2 10.25 41.0 212.5 2650 期权-m1811-C-2650 期权-m1811-P-2500 期权-m1811-C-3350 期权-m1811-P-2550

412.0 1.0 32.0 1.0卖413.9 16999 153600
买401.2 19 仓25369(-23}

卖413.9 16999 匡53600

买401.2 19 仓25369(-23)

卖413.9 16999 153600

买401.2 19 仓25369(-23)

卖413.9 16999 153600

买401.2 19 仓25369(-23)*6.5 1.60% *6.5 1.60% *6.5 1.60% *6.5 1.60%12 30.62 38.0 163.0 2700
豆粕1811 (m1811> 豆粕1811 (m1811> 豆粕1811 (m1811>HH61811 (m1811)

76 50.75 34.0 118.0 2750
⑦ ⑦ ⑦ ⑦m3319_3326

k
行权价 行权价

描益平衡点656 42.11 25.5 76.0 2800 成本 成本 收益 收益667.5 1.0 32.0 1.0

行权收益 无限

损益平衡 3328

行权收益 无限 行权描失 无限

损益平衡 3382

行权描失 无限损益平衡点衡点损益平衡点

损益平衡 2499 损益平衡 2500行权价行权价616 100.00 14.5 41.5 2850 +2 +63 •820-819

时间价僮

隐含波动率

Delta

Theta

-3.5 内在价值

0.00% 理论价

1.0000 Gamma

671.0 时间价值

隐含波动率

Delta

Theta

1.0 内在价值

46.07% 理论价

0.0 时间价僮

1.0 隐含波动率

0.0000 Delta

0.1759 Theta

20181012 Rho

32.0 内在价值

13.17% 理论价

0.3913 Gamma

0.8870 Vega

-0.0181 行权日

美式 *后交易日 20181012 期权类型

0.0 时间价偟

30.7 隐含波动率

Delta

Theta

1.0 内在价值

46.07% 理论价

0.0分下单交易 ® 询价 ?加入自选 2900
672.0

0.0000

00000

20181012 Rho

1.0

0.0034

3.2921

20181012 Rho

0.0000

0.1759

20181012

112 23.87 3.5 8.5 2950 .0000

.0000

0.1662 Vega

-0.0004 行权日

美式 垦后交易日 20181012 期权类型

0.1662 Vega

-0.0004 行权日

美式 鼉后交易日 20181012 期权类型

Vega

行权日

鼉后交易日 20181012 期权类型

Rho

美式
2.0 3.54067 10.25 3000

期权 m1811-C-2650 手数 4 价格 排队价 期权 m1811-P-2500 手数 1 价格 对手价 期权 m1811-C-3350 手数 1 价格 对手价 期权 m1811-P-2500 手数 1 价格 对手价
看涨 看跌 看不涨 看不故

买入817.5 买入1.0 卖出8.5 买出1.0

tSr @ @ ® d
自选 行情 交易 资讯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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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套利下单

$ 42%•••ÿÿSketch令 9:41 AM

飞创财讯通模拟
T

1111016853

权益：11223646 可用：1575971 风险度：86.0%

i42%«Z>•••ÿÿSketch亨 9:41 AM

C 彐
Q Ink套利合约>

合约名称 最新价 涨幅％ 成交量 >

Ifi 新 -96 6682Q跨期套利合约选择 SP a1905&a1909SP al905&al909 -1ÿ9 -17.2 6846
卖 -- 0

手数 1 价格 对手价SP a1905&a2001 -114 -3.64 1454 买 -98

买：买入腿1, 卖出腿2

卖：卖出腿1,买入腿2

SP a1909&a2001 -5 70.59 6690 先开先平0 -98

买多 卖空 平仓SP b1905&b1907 -1ÿ5 -6.06 712

持仓 挂单 委托 成交SP b1905&b1909 -175 1.13 2312

合约名称 多空总仓 可用开仓均价 逐笔浮盈
SP b1905&b2001 -303 520

铁矿石1807 多 42 2 4077.3 1222920
SP b1907&b1909 -70 1784

m1808-C-2800 空 28 1 230.5 485

分下单交易 条件单 ?加入自选
行权 止损止盈 反手< 交易所标准套利：跨期套利、跨品种套利 >

SP b1909&b2001 -128 -4.07 1290
空 5940 -7800

SP b19H&b200l -33 36.54 124
IF1812 ⑩多 2 2 222.5 -1530

SP b2001&b2003 0
鸡蛋1808 空 5 5 125 3250

1
0

3
SP bb1905&bb1909

InT @ @ (¥) ®
首页 自选 行情 交易 资讯1ST @ 0 (¥) g

交易首页 自选 行情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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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云条件单

条件单分类 设置触发策略 触发条件 结果

价格条件单 预先设置触发价格《 > 价格达到设定条件 <

状态条件单 根据开闭盘市场状态设置策略 《 > 开盘即触发 <
触发策略，

并发出下单委托。
>

时间条件单 预先设置触发时间 •> 时间达到设定条件 <

画线条件单 预先通过画线方式设置触发价格 <- •> 价格达到设定条件 <•



交易-云条件单

价格条件单 时间条件单、状态条件单 下单合约行情：
可调用键盘或搜索其他合约

??||中18?值令 下午1:44
_ill中国电ffl *?• 下午1:44

价格条件单时间条件单< 价格条件单时间条件单<

聚丙烯2009 S新价 买价 卖价

7464 7464 7465
聚丙烯2009 苗新价 买价 卖价

7462 7462 7463 设置触发条件：
支持附加价格条件

Q 浏览
Q 浏览切换合约—

触发条件（点击切换)
发条件（点击切换>

ml中国电信亨 下午1:44
最新价 附加7462 附加13:44:06

价格条件单时间条件单<
操作买卖（点击切换)

设置委托订单：
买卖、开平、委托价、手数

聚丙烯2009 最新价 买价 卖价

7462 7462 7463触发价 手数买 开 对手价买 开 切换合约〃 Q 浏览

有效期
有效期

当曰有效 永久有效 幵盘触发 附加当日有效 永久有效

jSBffnSwWST
有效期：

当曰有效、永久有效
添加条件单 对手价 手数买 开添加条件单

有效留
条件单风险揭示

1.云端腺务器不保证成交或成交在触发价，会存在滑点

2.超价点位可在交赛设置中进行调螯

3.幵仓条件单畎认无止盈止损.若需自动止盈止损可在交

易设置中进行设霣

4.当日有效条件单请提前手动确认账单

5.软件退出时云条件单仍有效

提示:

当日有效 永久有效

4 条件单风险揭示及相关设置 >
添加条件单



  

  

  

交易-云条件单

画线条件单

画线下单编辑线：

可直接在行情区域拖动设置、修改

PTA2009 Q. ©
< >

卖 3690 984 置 58.29万

买 3688 56 仓 138.7万(+18385}

分时 1分钟 30分钟 1小时 1日 更多

3688

画线下单区域：

买/卖、平、手数
M << >>

VOLÿ2450 OPIOÿ1386775

丄

底部按钮区域 ：

特色下单、画线下单、条件单、画线

止盈止损、更多

新阗 视頻 资料 持仓

f << >>
买 卖 平手数 确认

〇〇__m 7Z



最 新 价

触 发 价

持 仓 线

最 新 价 下 穿 触 发
价

价 格 创 新 高
止 损 价 上 抬

价 格 未 创 新
高
止 损 价 不 变

开 仓 价

跟 盘 浮 动
止 损 触 发

止 损 价

最 新 价

最 新 价

持 仓 线

触 发 价

最 新 价 上 穿 触 发
价

交易-云损盈单

限价止损 限价止盈 动态追踪
止嬴止损单分类

画线止损 画线止盈



交易-云损盈单

•••ÿÿSketch4ÿ AM

持仓止盈止损
止盈止损参数

•ii 中国电倌 上午11:37

华西仿真
801108

〇开仓自动止盈止损
0 c 三i反手、雲利开仓除外

权益:1259209.13 可用:1249413.63 使用率:0.78%

默认策略 限价止损+限价止盈 >

新 4453 17.97万

卖 4453

买 4452

QA 豆一2009开仓自动止盈止损
19

止盈止损比较价格 最新价
手数 1 价格 对手价 79

止损单委托价格 市价 > 4453

平空头

4453 4452

加多 加空
止盈单委托价格 市价 >

持仓 雄雖 委托 成交
有效期 长期有效

合约名称 多空总仓 可用 幵仓均价 逐笔浮fi
1、开启开仓自动止盈止损开关；

2、设置止盈止损策略、止损点价
豆一2009 4453 0开仓自动损盈的基准价 第一批成交价

空H—2009 4452 -10合约损盈点參数设置

品种名称变动价位 止损点位 止盈点位 止描止盈 反手大商所

豆一 合计 2
郑商所

塑料 5

棕榈 2

提示：

1.修改以上属性仅对后续设霣的止损单、止盈单生效

2.幵仓自动止盈止损在开仓委托成交后自动转化为损盈单

@ ® f¥)tSr
资讯苜页 自逸 行悄 交《8



 

  

交易-云损盈单
< 止损里 止盈单

聚氮乙烯1909

动态追踪
1

L < 止损单 止盈单

画线止盈止损
聚氯乙烯19098563

T单操作

i42%Sketch -9- 9:41 AM

铁矿石1805
11805

IMl%卖平 手数 12

Q ©< 止®价 8563有效期

16999 §53600

_
仓25369(-23)

412.0 卖413.9

买401.2 19

当日有效 承久A 7:画线止盈止损编辑线：
可直接在行情区域拖

动设置、修改

对手价卖平 126.5 1.60%

添加止损单

分时 1分钟 5分钟 1小时 1日 周期

当日有效 “久日线 MA 5:473.36 10:452.36 /a452.36 40:452.2

415.3
提示：

1云靖止损幸不保证成交或成交在W:
2.? 价点位及止S止描点位可在交*|3.止描单桩发后.可能会撤掉现甸拴#
4云上损辇会自幼磉认

5.上期所合约按醱设■决定是否tt先平
坏价 价(败 价〗BT存旮A讼 讲

1 添加止盈单

4n.5 多头81手

交10.3

-466.0-wm 画线止盈止损订单设置：

根据当前持仓自动确认

买平/卖平，输入手数

限价止损、限价止盈
.fy

CJL- VOL:2278769 OPID:1800544

404.3-

持仓合约行情

iÿ
设置触发条件

6丨丨丨

IIN
设置委托订单：

买平、卖平、手数、委托价

2017/03 2017/05 2017/06 2017/07

底部按钮区域：
画线止盈止损

手数 删除3 保存

4 有效期：当曰有效、永久有效 >f¥) 0 ?

损盈单风险揭示及相关设置



   

  

下荦界面风格

下单、撤苹.反手?认

大单拆分

_
蕙眷IUI3S■崤 麵_?!分

交易回报浮显

持仓栏快播操作

持仓合约自动加入自迸

指纹验证登聚

自动幵平仓

优先平今设B

B价參数iftl

播荐8托倍《 K认1. 2. 3,5 >

RU下雖M

U方式iftfl

交易设置

云端条件单

云端损盈单

画线下单

资金详情

日志查询

历史账单查询

期权询价记录

银期转账

修改密码

保证金监控中心

退出交易账号

交易-交易参数设置
交易参数设置交易主菜单

飞创财讯通模拟，
1111016853

开关区：设置常用操作开关C

设置区：对普通委托、云条件单、

损盈单等参数设置
主菜单<

云端条件单、云端损

盈单、画线下单

•I?中IS«fl， 下午3:33

交易参致设置<

资金详情、曰志查询、

账单查询、

期权询价记录

银期转账

修改密码、保证金监

控中心、退出登录



品种名称 默认下单手数
参数1

豆一 0
郑商所 参数2 2

豆粕 0
参数3 3中金所

豆油 0
参数4 5上期所

豆二 0

玉米 0

塑料 0

掠桐 0

PVC 0

焦炭 0

焦煤 0

m广

提示：手数为〇时表示不设默认，自动记忆上次手数

沪铜 沪铝 沪锌 沪金

螺纹 线材 沪铅 沪锒

热卷 沪镍 沪锡 橡胶

燃油 沥青 原油

排队价

最新价

市价

超价

超价基准 对手价 >

品种名称变动价位买超级点位卖超级点位

豆_
郑商所

豆粕

中金所

豆油 2

上期所

豆二

玉米

塑料 5

棕榈 2

PVC 5

焦炭 0.5

焦煤 0.5

大商所

交易-交易参数设置

默认下单手数设置 X 推荐委托倍数 H N超价参数设置 反手默认价格 优先平今设置

••• Sketch令 ••• Sketch *5* Sketch *9* ••• Sketch *5*

< < < < <默认下单手数设置 推荐委托倍数 超价参数设置 反手默认价格 优先平今设置

大商所 对手价



  

i 新闻资讯

未插卡Q笮= 常用资讯栏目快讯 专题 现货市场 88 中国电《笮

豆粕

支持左右滑动，点击BS
管理订阅其他喜欢的栏目

创日报 要闻 商品 专题 快讯 视频 S至丨丨月25日当周美国大H收割率

»
飞创信息 I 10阅读 32分钟前

系卜 豆粕 〇 t
sssswispfli

O豆油 旳中国 豆粕真就有缺口吗？

查看品种洋惝

上周食用农产品价格小幅下降
生产资料价格运行平稳

商务部 I 5阅读

0 节场毎日报遒

y2009

2738 +〇-37% 5422 +〇〇7%

仓168.6万 置64.79万 仓41.43万 置32.61万

m2009
栏目管理2小时前

.油脂将何去何从

加快建立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
韧性的资本市场

期货曰报 I 11阅读

通过 "编辑 ’按钮，订阅

自己喜欢的栏目

节场每日报道

8小时前

W
有效控制成本提前锁定利
润 衍生品助力钢铁企业

期货曰报丨6阅读

频道管理<
首页-商品专题

7小时前

编辑已选频道 点击进入频道
美国股市收市报告
(2020.5.18)

FX168|3阅读
首页商品专题标签一滑动

查看商品专题列表

7小时前 快讯 专题 现货市场要闻

芝商所：四种平均价格期权产品
的定价模型将改变

期货曰报 I 3阅读

视频 农产品 工业品 责金属

8/J\时前 有色金属 金融

磚点击图片一查看对应品种的商品介绍灸
你需要了解的隔夜重要市场资讯
(2020.5.19) 更多频道 点击添加频道

InT 0 @ 国 <点击行情 查看该品种的主力行情图》
首页 自选 行情 资讯 宏观分析 名家 infos



  

  

夺丨数据报表

未插卡Q宅

快捷切换其他数据报表< 资金流向
f 26% I .

*上午10:15中国电倌 T

数据报表< 资金趋势 分享报表至社交平台
品种保证金变动额 品种保证金:

P 逸 a
持仓排名 资金流向资金流向 持仓排名 席位分析 财经曰历 05-191资金单位：亿元

成交盪 持买单蠆 持卖单量

? 〇 d (Zfl 2 010 8 6

点击双向柱形图，ffi示

该柱形图对应的数据信息

中证500

沪深300 交易所 大商所 日期 202CHD5-19，期市速递 仓单曰报 交割信息 极值筛选
黄命

上证50

铁矿石 聚丙烯 豆粕 棕榈油 聚Z〇 天然橡胶：

■资金流向
原油

苹果

持仓排名流入品种热度 流入资金趋势 燃料油

聚丙烯

豆一鸡蛋
5.4%

?中ii£500

?沪深300

锌

点击环形图，显示

对应色值环的相关信息

豆油

玉米淀粉
?上证50

嫵炭

籲焦炭 锡甲醇
鸡蛋5.4% ?银

**乙烯

?冠通期货籲国富期货鲁 东证期货籲国泰君安

?光大期货 ?银河期货 ?申银万国 •ÿ商期货

籲中信期货 籲其他

焦煤

点击某一图例，可在环形流出品种热度 流出资金趋势 铝

5年n®

液化石油气上证50
9.1% 图上隐藏/显示该会员信息?黄金

參豆粕 排名 会员简称 成交量 壜减

?铜
冠通期货 340,647 +22,867

选择表格中的会员，可直接

查看该会员的席位分析报表

?豆油

10.0% 国富期货 215,7582 +21,366參锌

东证期货 135,6423 -87,803



电话}开户 預约开户

囫 s g
外盘交易 场外报价 期权3

03‘
提振市场信心，培育收益曲线，财政大.

!Si! 提振市场倍心，培育收益曲线》每日

KZSI 供需边际改善，但高库存

品神：化:L原油

更多>

526.5 仓12.2万

置242.2万

豆161801

m1801 +4.23%

囡 GS 医

526.5 仓12.2万豆粕1801

t 42% >9:41 AM?Sketch笮

邋油公&中金所关于提示般指期】

精彩活动 更多活动供您进择

— •=* 线上投研丨5.1個愤期

货行情分析一股指期货

近期交易策略

活动时间：2020-5-119:30

线上投研丨钢铁行情分

享会5.8

活动时间：2020-5-7 0:0

股指期奴133 线上投研丨股指期权

策略引• . 123策略5.7

活动时间：2020-5-614:1

业务动态 更多

浙商期货 关于提示股指期货合约交割

相关事项的通知

4198

中金所关于提示股指期货和股指期权

合约交割相关事项的通知

1683

能源中心关于SC2006合约临近交割

有关事项的通知

T780

要闻 现货 快讯 视频 专题

煤企纷纷上调焦炭价格上涨预期强

烈

新浪财经|234阅读 12分钟前

商品普跌能化品种受挫沪铅强势领

涨3%

rwi 32分钟前

被飓风吹“乱”的原油 风雨过后未必

是彩虹

飞创信息 I 76阅读 1天前

被飓风吹“乱”的原油 风雨过后未必

是彩虹

飞创信息 I 76阅读 1天前

被飓风吹“乱”的原油 风雨过后未必

是彩虹

飞创信息 I 76阅读 1天前

热门业务 各类业务一键直达

品种专题 更多〉

tISAi

i1801 526.5 +4.23% i1801 526.5 -4.23%

仓12.2万 量242.2万 仓12.2万 量242.2万

数据报表

P 逸S u
持仓排名 席位分析资金流向 财经曰历

O 金 Rfl
仓单曰报 交割倍患期市速递 极值筛选

印 D li!i W/

国内期现 国内期权 实时统计 全球指败

边 9 〇二

所内倌息 主力嫌名 行业分类 更多

会员业务-首页定制

© @
BK 自逸 行憎

0 0〇laf
舊页 自透 行憎 交《 a讯

更多⋯

严转請很$

外盘》

期货期权品种交》

浙商期货项巨组
捆祺行情H享会



麵 会员业务-广告与头图定制

•iii中n掙幼辛中国移动宇
中明动，

专题 现货市场 视频 农产品 工业: 88供过 4s

@ \〇 MHill. fliR. M

(3SSI 中央气象鈐与大ii飞 手饞出

DCEXy察十 “东吴汇”股指和国偾投资
策略线上直播行情研讨会

宝atEfflPE天丐Sifl
U

〇 \

a @ 昍
DO内期现 0B内m杈 交?下雖 期市饔阛

曹孴
_?公S 中金所 关于纖示股指霸货和S播M. = B 逸 醆

现货市场 持仓嫌名 席位分析 更多

全部 热门 名家

_
逸 品W 公益

囡 囹0 1?
大商所修改n仓和行权校验等部分規则

CEI 轚鸡灌主销区贸易形势一广东（2020.5....

feUTrJ

、供应边际

!、内霈 t

I、铁矿石维持

丹户 IWW户 产釐调供

03 囡 ?
修霣 外蠹交《 ?外擢价 mss 更多

行情 更多 >

\zz\

每日in 多
633.5铁矿石2009

12009
仓72.33万

万?024%
DCE观察20200508

G05月08日

|〇|供需边际改善，但离癉存仍限制油价

6865 仓44.01万

万

M丙烯2009

PP2009
<0 00 相 ftXISS

1ST ® ® ④国InT 0 ©
行情

⑦ i II @ @ ④ SI
flA首贝 费讯 ifi SS ?7? 交湯目选 交* ?讯S逸 行情 交易

启动广告 视频banner 胃;

软件启动过程中植入 视频ba n ner可在运

营端进行个性化配置

首页b a n n e r可在运

营端进行个性化配置的广告图可在运营端

配置



       

会员业务-资讯研报等

V rf.,ÿ11中国移动兮 14:43

t 42% mz>•••ÿÿSketch *=? 9:41 AM

视频 国富研究 交易提示 国富视频 R8
要闻 通知公告 交易提示 国富研究 88

可定制发布专题研究 市场调研 品种小百科品种报告
中国证尨金投资餐保护屬播釅您：

正碥认识融资，远离非法配资。
EHII【印尼GAPKI数据解读】马棕, 2019-05-23

|国这臚龕投0?保护屬蠼《1您：
t解市场风险，投资量力而行。

,•11中国移幼令浙商研究
【产业荟萃-棕榈油】印度4月棕4. 2019-05-23

关于中财

?研究报告【产业荟萃-豆油】压榨利润良好. 2019-05-23

公司简介 命 洛r P中美贸易谈判中重新审视豆类基础. 2019-05-16
最 有价值

品牌名家 W选 公益

?公司简介油脂油料产业数据解析-豆类品质, 2019-05-16 来源 • 2020-09-22 11:25 ?匕 nh
?货价* 彳5‘AWfÿ SAW** E»

【产业荟萃-豆油】压榨利润良好. 2019-05-23 中财期货有限公司（简称中财期货），总

部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中心，注册资本

19000万。是上海期货交易所(会员号067>，大

连商品交易所 会员号102) ,郑州商品交易

所 会员号01力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交易

结算 会员号0183) ,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

心 会员号8067) 会员单位。荣获“2013年上

海市五星级诚信创建企业”、“2013年度五好服

务窗口”称号。中财期货秉承“九缺方圆，和而

为一”的发展理念，“诚实、认真、谦让”的企

业精神和“正、勤、苦、勇、严”五字诀为主要

内容的企业文化，打造中财期货之五大理念

2020.5S-2020.0S.il

?通知公告中美贸易谈判中重新审视豆类基础. 2019-05-16

〇
20200508

各品祌收S现货价格2020 油脂油料产业数据解析-豆类品质.16:17 2019-05-16

父易提7【产业苔萃-豆油】压榨利润良好. 2019-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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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业务-在线直播

运营管理平台
42%

a< 直播

之栏目管理

©"•cjoc

_
獅中心

• 直播采用第三方服务厂商提供的

寺□资讯管理

SDK集成

视频• 在运营管理端对直播头图、直播

间及直播列表的管理

A挪雜
聊天 简介

欢迎来到XX期货的直播间，直播间提倡健康的直播环境,

请勿发布任何传播违法、违规、低俗等不良倍息。

麵头图雜 视频主题内容. !内容.

J 期货投资者1: 感觉很牛啊

|期货投资者2: 老师很专业

|期货投资者3: 讲的很有道理啊，以后天天跟着老师学

|习，希望能够有进步

麵司雜
• 前端可以查看历史直播视频、正

在直播及即将开始的直播

• 在直播过程中，可以查看该场直

mmmmm
视频主题内容. i内容.

晶掌厅管理

n 我的收藏

s查谊統计

播的简介、可分享、可与主播进
矗操作员管理

行实时的沟通
< 合
分享45 收藏45

#麵管理 !写评论



  

 

  

  

 

 

 

 

 

  

  

  

  

  

  

  

  

会员业务-视频点播

4 视频轮播图：热门视频展示 >未插卡0笮以<0ÿ
未插卡0笮2&嶒0_

m 法身，■厂切疋专题 现货市场 视频 农产品工业 gg

本周热点

? DCjÿg
1、需求

2、进口 乂 /

3、供应预期 大豆期货

石持续上涨

LPG 位回落

视频分类，点击可切换
%

t)CE观察20200515 视频播放. < 视频列表，点击查看视频播放 >
时长3分36秒 • 7人在学

全部 热门 名家 精选 品牌 公益 品;

详细页面

期#用刊ILPG离位回落商品多数下跌

?周商品市场表现偏弱，多数品种出现下跌。化工板块

/的反弹遇阻回落，原油下跌8%, LPG下跌6%,燃料油

下跌4%。有色板块当中沪锌高位回落3%。黑色表现相

对较好，铁矿石依然强势，上涨2%, 逼近前期高点。

钢材小幅波动，玻璃和动力煤大涨3%。农产品方面，

大豆、白糖、鸡蛋大幅下跌4%。

本周热点

1、需求

2、进口

3、供应预期 大豆期货1

丨石持续上涨

视频播放区域,PG 5仡回落

热点一：需求旺盛铁矿石持续上涨

本周铁矿石继续维持上涨走势，涨幅2%,逼近前期高

点。随着复工复产的进行，钢材市场整体表现较为旺

盛。目前下游仍处于旺季，钢材库存快速去化。钢厂方

面，产置持续增加，钢厂开工率维持高位，对铁矿石需

求较强。铁矿石疏港量居高不下，港口铁矿石库存降至

返四年低位。另外，铁矿石期货贴水较多，对价格也有

DCE观察20200515

G05月15日
< 视频简介：视频详细信息查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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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会员业务-移动掌厅

42%E

移动掌厅

业务申请流程 ■在线办理

密码重置申请

造 9密码重置

密码重置申请身份验证

一般倍患
民 变更

身份验证

期货结算

账号变更E 正在办理业务 业务流水请上传身份证照片

基本信息验证 身份认证
Jk务名称 申谓日期 申请状态

密码?置 2019/04/30 17:30:00 待处理手机验证码

资金账号和密码

活体检测、身份证上传、
仿真开户 2019/04/30 17:30:00 处理中

公安认证

上传身1

眨目

申请提交 申请信息填写

业务申请提交跟踪状态 根据申请的业务不同，

填写的内容也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