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语或者定义

1.1 报价基础 - 关于报价流的信息。
1.2 基础货币 - 在货币对称号的第一货币。
1.3 平衡 - 所有平仓金融总结果，和存款/取款 ，从/到交易账户的操作。
1.4 棒形 - 其包括在一定时间内（例如，分钟，5 分钟，天，周），打开和关闭的价格，
以及最大和最小价格图表元素。
1.5 速动市场 – 市场状态，特征是在不长的时间间隔内汇率飞速的变化。往往伴随着价
格差距。通常在一个或多个事件后直接发生。
1.5.1 对全球经济具有高度影响力的金融市场，公布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
1.5.2 中央银行或者其委员会决定公布的利率
1.5.3 央行首长，国家元首，财政部长的演讲和新闻发布会，和其他重要声明。
1.5.4 国家机构干预汇市
1.5.5 国家规模的恐怖行为
1.5.6 在受影响的地区，自然灾害造成的紧急状态（或类似的限制措施）
1.5.7 战争的爆发
1.5.8 政治的不可抗力情况：国家行政部门代表的辞职和任命（包括选举的结果）。
1.5.9 对金融工具的动力，有显著影响的其他活动 。

1.6 牌价货币 - 在货币对中的第二种货币
1.7 货币对 - 资产， 这是基于一种货币对另一种货币价值的变化。
1.8 追踪止损 - 由客户指定的 Trailing Stop 参数
1.9 交易平台时间 -在服务器日志文件中，按时区 记录任何事件。MSC – 2 小时
1.10 图表 - 用棒形的形式来绘制报价流。
1.10.1．最大任何的烛线（high）- 最高投标;
1.10.2．最小（low） - 最低出价;
1.10.3．收盘价（close） - 最后出价棒型;
1.10.4

开盘价（open） - 第一次申办棒型。

1.11 多头头寸 (long position) - 在汇率提高的基础上，金融工具的购买。
1.12 当天有效的定货单 - 挂单，这是在交易时段结束时自动删除。
1.13 平仓（closed position）- 完成所诉交易第二部分的结果
1.14 请求 - 客户的申请，以获得公司的报价。该请求不作出处理的义务
1.15 金融工具 - 合约的交易参与者（交易双方），不涉及资产的交付和确定当事人之
间相互结算 的流程在未来取决于价格的变化或其他资金指标大小，与所述指标值相比较。
这是双方通过在交易结束后确定的。
1.16 帐户历史记录 - 交易账户完成的交易和非交易业务的目录。
1.17 客户 - 接受客户协议条款的个人或法人。
1.18 客户协议 - 双方的协议，连同业务的条款，非商业运作的法规，
风险披露和其他 公司文件。规范了公司和客户的互动条件。
1.19 客户平台 – 本公司提供的，用于客户接收金融市场（范围由公司制定）交易即时
信息的软件程序。使用客户平台时客户将有机会进行市场分析，下达在国际金融市场
完成金融工具交易操作指令，下达、修改、取消交易单，以及接收公司消息。。
1.20 差价合约交易 - 基于资产变化率的贸易业务对象（即，合同差标的资产），其可
以作为一个股票，期货，商品，贵金属，股票指数等。
1.21 空头头寸 （short position） - 在工具汇率下跌时卖出获利。适用于以外汇汇率价
卖出本币的汇率对。
1.22 停牌 - 为了完成交易，提供报价给客户的过程。
1.23 报价 - 关于当前工具的信息，体现为 Bid 和 Ask。
1.24 杠杆 - 保证金量与交易操作金额比例：1:33，1:100, 1:200, 1:300, 1:400, 1:500。在
杠杆率为 1:100 的情况下完成交易需要比交易量小 100 倍的金额。
1.25 比价 - 资产的单位价值。
1.26 个人主页（个人办公室）- 电子系统中，位于因特网http://grandcapital.ru/，
这是一种交换客户与公司之间信息的方式，也包括客户提交申请的方式。
个人办公室 用于： 开设交易账户; 获取公司发送给客户个人的信息;

完成及查看资金 操作; 提交资金操作申请; 参加公司活动及获得奖励.
1.27 客户平台的日志文件 - 通过客户平台，创建一个文件，该文件可以精确到秒的查
询客户发送的所有申请和请求。
1.28 服务器日志文件夹 -又服务器创建的文件，这精确到秒的记录所有从客户处接收
的请求和命令，和反馈结果。
1.29 锁仓 - 在同一交易账户内开立的同一工具同等量长仓和短仓。
1.30 手 - 交易平台通用的金融工具标准量。
1.31 最大偏差 - 客户平台的开仓/平仓，最大偏差/最小偏差的参数。
1.32 锁仓保证金 - 由本公司提供，锁仓开启和保持的所需 。
1.33 保证金交易 - 当客户有机会进行数额显著超过自己的资金的交易，交易业务具有
杠杆作用。
1.34 初始保证金 - 需要支付未平仓的头寸，在合同规定的每个金融工具。
1.35 必须的保证金 - 公司用于保证持仓的金额。在合同规定的每个金融工具。
1.36 非市场报价 - 牌价，不是本公司或交易大厅行情的数据库， 其中标的资产的交易
的金融工具，符合以下任意条件的报价：
1.36.1 有相当的价格差距的存在;
1.36.2 价差形成时价格短时间内恢复至最初水平;
1.36.3 报价出现前没有明显价格波动;
1.36.4 价格出现时没有可能严重影响汇率的宏观经济和/或企业新闻。
1.37 非交易操作 - 使得交易账户（退出交易账户的资金），或提供贷款的操作（收益）
的操作。程序非商业化运作说明规定在非商业化运作。
1.38 新保证金 - 基金对客户的交易账户的金额，需要用于与另外的虚拟仓位的总仓位，
打开一个新仓位，或增加新订单的申请处理 。
1.39 正常市场条件 - 满足以下条件的市场状态：
1.39.1 无显著中断在交易平台上的报价;
1.39.2 没有明显价格波动;
1.39.3 缺乏必要的价格差距。
1.40 交易量 - 几手，一手的量
1.41 订单 - 当价格达到订单水平，客户申请开仓或平仓
1.42 开仓 - 交易操作全部完成的第一部分结果：

1.42.1 产生相同大小的相对交易;
1.42.2 维护金额时所要求的水平。
1.43 市场开放 - 周末，假期后的复牌或交易日之间的休息之后。
1.44 挂单 - 客户的申请在开仓和平仓，当价格达到订单水平
1.45 浮盈/浮亏 «Floating profit/loss» - 已开仓位的未记录金融工具现价盈利/亏损。
1.46 已完成交易操作 - 交易包括两个相同大小的相反的买卖操作（开仓和平仓）：购
买后出售，出售后购买。
1.47 牌价流 - 价格为该交易平台的每个金融工具。
1.48 点 -金融工具价格的最小变化。
1.49 手数 - 合同说明定义的股票，货物，本币的一手量。
1.50 申请 - 公司客户在完成交易或者非交易操作时候的指示。
1.51 差异于正常的市场条件 -《薄市场》和《快速市场》或非市场报价在数据流中的
存在。
1.52 公司网站 - 该公司的网站，定位于互联网 https://grandcapital.ru
1.53 可用保证金 - 客户交易账户内可用于开仓的金额。
1.54 服务器，交易服务器 - 处理客户指令和要求、向客户提供实时金融市场交易信息
（信息量公司自定）、确认客户和公司双方责任、以及通过个人办公室完成某些非交
易操作的软件产品。
1.55 顾问 - 在程序形式的交易账户管理算法在一个专门的语言的 MetaQuotes Language
4，使用客户平台发送请求和命令道服务器。
1.56 合同说明 – 每个工具的基本交易条件（点差，手数，交易操作最小量，交易操作
量修改，原始保证金，锁仓保证金及其他）。
1.57 有争议的情况 1.57.1 情况，当客户认为，公司在自己行动的结果或无为违反一个或者多个客户协
议或规则的条款。
1.57.2 情况，当公司认为，客户在自己行动的结果或无为违反一个或者多个客户协
议或规则的条款。
1.57.3 情况，当客户进行秒杀交易，或在第一个牌价之前在公开的市场货在收到报
价在明显的公司职员错误下，或者交易平台和软件故障。

1.58 点差 - 以点体现的买价和卖价差。传播通过客户交易账户类型的条件。发布在公
司的网站上，目前供货商报价的牌价。
1.59 票单 - 交易平台内分配给每个已开仓位或挂单的特有识别号。
1.60 账户类型 - 交易账户的条件。账户可能类型的列表，由该公司在本公司网站所提
供。当你打开一个交易的时候就选择了账户的类型。
1.61 弱市 - 交易后台长期收到少于市场条件正常时的报价的市场状态。
1.62 交易平台 - 套软件和硬件，提供有关交易对景荣市场的实时新奇，交易操作，客
户和公司之间的相互义务，以及符合的条件和限制。在简单的形式对交易平台法规目
的，由服务器和客户平台组成。
1.63 客户交易账户，交易账户 - 公司电子系统中登记的集合，公司可以清点客户的资
金，和终止客户的申请和合同，以及其他信息。
1.64 挂单水平 - 在订单中指定的价格。
1.65 不可抗力 - 在客户协议中的相关章节中描述的事件。
1.66 价格差距 -下列任一情况：
1.66.1 现在 Bid 牌价多于以前 Ask 牌价
1.66.2 现在 Ask 牌价少于以前 Bid 牌价
1.67 在开放市场的价格差距 -下列任一情形：
1.67.1 在开放市场 Bid 牌价多于闭合市场 Ask 牌价
1.67.1 在开放市场 Ask 牌价少于闭合市场 Bid 牌价
1.68 紧急情况-承包人条件和公司条件不匹配，目前市场的情况来看，公司保证软件和硬
件的可能性，和其他情况下无法预知的可能性。
1.69 明显错误-客户的开仓，平仓或者完成订单在其价格有异于价格对于在完成行为或其
他行为或本公司员工疏忽，报价流中工具的价格。与它们在给定的时间相关联的市场价
格水平的明显错误的定义。
1.70 Account history — 详见«账户历史记录»（1.16）
1.71 ASK - 更高牌价。价格在其购买。
1.72 Balance — 详见«平衡» ( 1.3).
1.73 Bid - 更低牌价，价格在其出售。
1.74 Last-价格，相对于资产的最后一笔交易

1.75 CFD，差价合约 - 金融工具，具有与标的资产的任何资产 ，除了货币对
1.76 «Contract for difference» – 详见 «差价合约» ( 1.20).
1.77 基本合同一种金融工具，它反映了字长去年的价格。服务于交易和挂单。
1.78 指示性合同-金融工具反映资金的 Bid 和 Ask 价格。进入平台参考合同截至在#1，用
于显示当前价格
1.79 Equity - 当前账户状态，确定由：balance+ credit+ floating profit-floating loss.
1.80 Fast market — 详见 «快速市场» (1.5).
1.81 Floating profit/loss — 详见. «盈亏浮动» (1.45).
1.82 Free margin — 详见 «可用保证金» (1.53).
1.83 Hedged margin —由本公司提供锁仓的开放和维护要求。针对每个工具，在合同规定
的规格。
1.84 Initial margin— 详见 «初始保证金» (1.34).
1.85 Instant Execution — 详见«牌价流» (1.47).
1.86 Limit & Stop levels — 从订单水平到目前价格的最小距离 (挂单水平).
1.87 Lock — 详见《锁仓》 ( 1.29).
1.88 Long — 详见 «多头头寸» (1.11).
1.89 Margin Level—表现为股权的必要保证金的百分比比率。由下式确定：
(equity/margin)*100%.
1.90 Margin — 详见 «必须保证金» (1.35).
1.91 Margin Trading – 详见 «保证金交易» (1.33).
1.92 Necessary margin — 详见 «必须保证金» ( 1.35).
1.93 Pending order — 详见 «挂单» (1.44).
1.94 «Sell Limit» — 含义确定在本规则内“订单类型”章节.
1.95 «Sell Stop» —含义确定在本规则内“订单类型”章节.
«Short» — 详见 «空头头寸».

1.96 Stop Loss-含义确定在本规则内“订单类型”章节. «Stop out» — 服务器生成的平仓指令
（未经客户的同意和其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对开仓的保持）
1.97 «Take Profit» 含义确定在本规则内“订单类型”章节.
1.98 «Trailing Stop»,—
1.98.1 «Trailing stop»意思,通过客户安装;
1.98.2 «Stop Loss»票据的下述控制算法:
1.98.2.1 如果开仓的利润不超过«Trailing Stop»值,不采取行动;
1.98.2.2 作为利润，开仓超过 «Trailing Stop»值, 发送到服务器关于 «Stop Loss»命令，从目
前的价格距离 «Trailing Stop»命令;
1.98.2. 只要报价在距离大于«Trailing Stop»的价值，集«Stop Loss»保证订单发送到服务器
进行改变这个顺序，让他在从目前的价格距离，大小«Trailing Stop» 。«Trailing Stop»仅当
客户平台运行时，连接到互联网并成功登录到服务器.
1.99 超级手— 这一手交易开放的数额，超过初始保证金的能力。
1.100 协议书 — 本文件.
1.101 客户 — 签订公司协议的法人或者自然人
1.102 申请 — 公司客户为了完成交易或者非交易操作提出的指令.
1.103 金融工具-合同交易双方，不承担资产的交付和确定相互结算流程，在未来价格变化
的取决或相关资产中具有指定索引的值比较等量化指标，这是双方通过在交易结束后确
定的.
1.104 资产 — 资产, 贸易商之间的基础合同，该指标用于双方结算。
1.105 个人主页— 电子系统, 在因特网下列地址 http:// grandcapital.ru/ ,提供客户和公司的信
息交换的能力，包括客户提交申请的能力。
1.106 交易平台 – 一套软件和硬件，一套软件和硬件，提供有关交易对金融市场的实时交易
业务，客户和公司之间的相互义务的条件和限制的信息，以及合规性。在简单的形式，对
本法规交易平台的目的由“服务器”和“客户平台”。
1.107 客户平台-软件，通过它，客户可以在金融市场获取有关交易信息（由本公司确定的
范围内）进行实时，进行市场技术分析进行交易，设立/修改/取消订单，并从公司领取的邮
件信息。

1.108“服务器”，“交易服务器” - 在按照相关的所有程序和设备被用于处理和执行客户的
命令，以及用于提供实时交易信息（该内容是由公司确定）的，与客户和公司之间的相
互义务条例。 1.109 本公司 – Grand Сapital Ltd.
1.110 双方 – 客户和公司.
1.111 公司网址— 公司因特网的地址是 http://www.grandcapital.ru/
1.112«Equity» – 账户现在状态，被下列确定: balance + floating profit - floating loss.
1.113 平衡 – 平仓金融结果和进行在账户交易存款/取款的综合。
1.114 亏盈波动 / «Floating profit/loss» –指未平仓合约当前利率的利润/亏损。
1.115 亏盈波动 / «Floating profit/loss» –指未平仓合约当前利率的利润/亏损。.
1.115.1 产生相同大小的相对交易
1.115.2 支持 equity 在必须水平
1.116 平仓 —一个完整的事务的第二部分的结果。 由于各方的平仓的结果产生当前开仓的
项目结算。
1.117 牌价 —关于目前金融工具利率的信息.
1.118 客户交易账户 – 在公司电子系统中注册集合，公司可以计算客户的资金，并终止合同，
客户申请和其他信息。
1.119“条例” - 该公司的文件，调节处理客户的申请，客户和公司的共同和其他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