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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永安-易盛 2016 香港黄金模拟交易大赛 

 
易盛 2016香港黄金模拟交易大赛由易盛主办、香港交易及结算

所有限公司赞助、投资人通过易盛独家提供的交易平台自由选择期货

商进行交易结算、交易标的为香港期货交易所计划推出的黄金期货合

约的模拟账户交易比赛。 

一、 大赛时间 

1、报名时间：2016 年 10 月 22 日—2017 年 01 月 15 日。 

2、比赛时间：2016 年 11 月 01 日—2017 年 01 月 27 日。 

二、 参赛规则 

1、本次大赛为模拟交易竞赛，参赛者自行交易，一切交易均须遵守大赛既定的 

交易规则。 

2、每个模拟帐户初始虚拟资金统一设置为美元及人民币虚拟资金各 200 万元， 

比赛全程任何账户不进行出入金操作。 

3、本次大赛以中国大陆以外的期货经纪商为单位，参赛者可以自由选择页面提 

供的经纪公司窗口进行报名。 

4、参赛者通过易盛公司官方网站下载的易盛极星客户端作为本次大赛唯一指 

定的下单途径。 

5、参赛者须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以实名方式报名，不允许重复报名、禁止对倒 

交易、杜绝不正当竞争，如发现有账号间利益输送行为，主办方有权取消违规账户的参

赛资格。 

三、 报名流程 

 

1、登录易盛官网：http://www.esunny.com.cn/   

点击右侧“2016 易盛香港黄金期货模拟交易大赛” 

2、登录报名页面 

http://www.esunn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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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册报名 

 

4、选择战队—“中国新永安期货”     

 



   易盛 2016香港黄金模拟交易大赛    

中国新永安期货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香港中环干诺道中 64-66 号中华厂商会大厦 25 楼 

400 客服专线：4008-418-508      传真： （852）2529 7081         http://www.yafco.com.hk 
                                       3 / 5 

5、报名成功取得账号和密码 

 

参赛者提交开户资料并通过审核后，生成的交易账号在次日生效。 

四、 交易规则 

1、交易时间 

交易时间：香港时间 8:30AM-4:30PM，5:15PM 到 1:00AM（次日） 

休市时间：香港节假日。 

2、合约规则（待香港证监会审批） 

合约 美元黄金期货 人民币黄金期货 

模拟交易代码 HKC HKU 

模拟合约标的 金含量不小于 99.99%的带有合格的精炼厂序列号和标签的 1 公斤黄金 

模拟合约单位 1 千克 

模拟交易货币 美元 人民币 

模拟手续费 USD1 RMB6 

模拟保证金 USD2,000 RMB12,000 

模拟合约月份 即月及后续 11 个历月 

模拟最低波幅/最小变动价位 美金 0.01 元/克 人民币 0.05 元/克 

模拟交易时间 

（香港时间） 

上午 8 时 30 分至下午 4 时 30 分（日间交易时段） 

及下午 5 时 15 分至翌日凌晨 1 时（收市后期货交易时段） 

模拟最后交易日 合约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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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奖项设置 

1、黄金模拟周赛 

以自然周为周期的比赛，按照每个满 5 个交易日的月历周的绝对收益额总和进 

行排名。共 10 周，每周取前 10 名，每名 100 元。 

     2、黄金模拟月赛 

以自然月为周期的比赛，按照自当月 1 日起至最后一个交易日的绝对收益额总 

和进行排名。取前三名，第一名 3000 元，第二名 2000 元，第三名 1000 元。 

     3、黄金模拟优胜奖 

在整个比赛周期内，按照绝对收益额总和进行排名。取前十名，第一名 2 万及 

证书，第二名 1 万及证书，第三名 5000 元及证书，第四至十名 3000 元/人及证书。 

六、 评奖细则 

1、排名规则 

参赛者当期排名按参赛者比赛账户的当期收益额总和来计算。累积收益须为正。

当期收益相同时，当期周转率高的参赛者排名优先。 

当期收益额=（ 期末客户权益－期初客户权益） 

当期周转率= 交易总额÷初始总资产 x100%。 

所有参赛者在比赛交易日时间内平均每周完成不少于五次交易，比赛期间在有效

交易周内没有达到最低交易次数的参赛者不进行排名。 

2、颁奖规则 

1)   符合报名资格，必须是真实且完整填写必填资料的参赛选手。 

2)   比赛期间未出现主办方认定的违规或作弊交易行为。 

3)   大赛期间无交易的选手无权参加排名及获奖，所有奖项获奖选手资金收益额

须大于零。 

4)   月度冠军奖评选必须满足该月法定交易日满 15 天，不满 15 天的将不评选月

度冠军奖。 

5)   每位参赛选手只可以用唯一的模拟交易账户参赛，重复登记、提供不实资料

和在不同账户之间对敲交易的参赛选手将被取消参赛资格和获奖权利。 

6)   如有因填写相关报名信息错误而导致获奖选手无法正常领取奖品和奖金，大

赛主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7)   本次大赛实行同一名选手在同一类别奖项中只能获奖一次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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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赛主办方将对获奖选手的领奖信息进行核对，不允许任何人对他人奖品/奖

金代领，保障获奖选手的合理权益。 

9)   比赛结果在易盛公司及交易之家网站公布，主办方会将通过电话、短信或电

子邮件的方式通知获奖选手。 

10)  如因特殊情况选手未收到通知，请在公布成绩后的一周内与大赛主办单位联

系确认，过期做弃权处理。 

11)  郑州易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对本届大赛的领奖规则拥有最终的解释权。 

七、 咨询热线 

报名咨询：何先生 18537183080，齐先生 18638655877  

技术支持：400-615-6869，易盛极星 9.3 交流群 259909730 

 

 

                                               中国新永安期货有限公司 

                                               二Ｏ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