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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LDESK 使用指南 
2016 年 6 月 

欢迎来到 MetalDesk 交易平台－－全球首创交易所模式的实物贵金属交易平台。 

本文件中展示的所有信息及价格只为展示目的，不反映真实市场数据。部分图表可能包含只为解释目的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可能不代表领峰贵金属 MetalDesk

平台上所提供的真实产品或价格。本文件中所展示的 MetalDesk 的功能和格式可能与真实网络上展示的 MetalDesk 不尽相同。在本使用指南中”您”代表领峰贵金

属任何一位使用 MetalDesk 进行交易的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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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浏览使用指南可帮您掌握更

多的平台功能。 

 

联系方式 

领峰贵金属有限公司 

24 小时热线：400-0216-816 

电话：+852 2276 8888 

电子邮件：cs@igoldhk.com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

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www.igoldhk.com/ 

mailto:cs@igoldhk.com
http://www.igold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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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 
步驟 1 请先登录用户中心 https://member.igoldhk.com/； 

步驟 2 点击左方实金平台选单，以进入实金平台页面； 

步驟 3 于以下登录位置输入 MD 真实账户欢迎信所提供的专属用户名及密码，接着点击＂登录 MD 真实交

易＂，即会弹出一个新窗口开启 MD 平台。 

特点 
MetalDesk 为一个网络应用程

序，无需下载或者定期更新。 

小提示 

如客户尚未开立 MD 实金账户，

请至用户中心主页点击以下连

结进行申请。 

开盘与休盘时间 
（包含所有交易中心） 

开盘时间： 

美国东部时间：周六 18:00-周

五 17:00 

香港/北京时间：周一 06:00-周

六 05:00 

（国际假期除外） 

休盘时间： 

美国东部时间：交易时间中，每

天 17:00-18:00 休盘一小时 

香港/北京时间：交易时间中，

每天 05:00-06:00 休盘一小时

https://member.igold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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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主页交易界面包含图标、实

时报价、市场深度（卖出与

买入价格下方灰色价）、持

有、观察列表以及所有已建

仓订单。所有交易均以美元

或澳元结算。 

小提示 

选择一个所需位置的产品，

点击    ，即可把此产

品添加到您的观察列表。 

您也可以通过点击界面左

方或者右方下拉菜单里的

市场／观察／持有筛选您

所需要的信息。 

您的主页 
登录后，您将来到 MD 主页的交易界面。在这里，您可以买卖下订单，浏览可交易产品、已建仓订单及持

有比例，并可将您感兴趣的产品添加至观察列表。持有比例位于界面下方，显示您所持有的金属与现金的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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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MD 实金账户的注资交易， 

每笔将收取 3%注资手续费。 

 

特点 

您可于 MD 平台上自定交易

市场与交易的计价单位： 

1. 在左方菜单点击设置 

 

 

2. 在交易页面的市场字段

选择全球（即美元计价）

或澳大利亚（即澳元计

价）交易。 

请留意：您的交易市场一旦选

定为澳大利亚，您所交易的实

金产品将只限于澳大利亚进

行交割／提取；且以澳元结算

将可能产生美元兑澳元之汇

率差价。 

 

 

 

 

 

 

账户注资 

在 MD 平台上进行交易前，您需要对 MD 实金账户进行注资。MD 实金账户的注资方式与 MT4 账户的注资

方式相同，如下说明： 

持有中国大陆银行卡的客户，请先登录 用户中心＞资金管理＞存款＞网上存款页面，交易账号请选择实金账号，输入存款金额

提交后，即可进行注资。 

使用港澳台或其他地区银行卡的客户，请改以「银行汇款」（通过网上银行、ATM 或银行柜台汇款）方式办理注资，完成汇款

后请通知在线客服，以为您完成注资手续。领峰对公银行账号讯息请查看 用户中心＞资金管理＞存款＞银行汇款页面。 

 

 

 

 

https://member.igoldhk.com/FundManage/DepositOnline
http://800.igoldhk.com/chat/chatClient/chatbox.jsp?companyID=299&jid=-1&configID=1&enterurl=http://www.igoldhk.com/contact_us.html
https://member.igoldhk.com/FundManage/Deposit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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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MD 实金账户的取款交易

（选择提取现金者），每笔

将收取 3%取款手续费（转

账至 MT4 账户免手续费）。 

 

账户取款 

如需提取 MD 实金账户的现金，请依以下方式进行： 

MD 实金账户的取款方式亦与 MT4 账户的取款方式相同。请登录 用户中心＞资金管理＞取款页面，交易

账号请选择「实金账号」，取款方式可选择「现金」或「转账至 MT4 交易账户」，输入可取金额、取款金

额提交后，即可完成取款／转账至 MT4。 

 

 

 

 

 

 

 

 

 

https://member.igoldhk.com/FundManage/Withdra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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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买入实金后，仅限于同一交易

市场进行提货（如建仓时的交

易市场选择香港，如须提取，

只能选择在香港提货），且部

分交易市场未提供实金提货

服务，请客户留意选择合适的

交易市场。 

全球可提货地点 

包括香港、新加坡、曼谷、悉

尼、奥克兰、伦敦、苏黎世、

纽约。中国内地客户如须选择

就近的提货地点，建议选择香

港。 

账户提取 
如需提取您所交易的实物贵金属，请依以下方式进行： 

请登录 MD 平台后，点击左方菜单转账，选择金条页面，点击新提取。 

选择预计提取的交货日期、提货地点、产品与数量后，点击添加项目 ＞ 检视提取明细 ＞ 确认提取 即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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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买入实金后，仅限于同

一交易市场进行提货，

且部分交易市场未提供

实金提货服务，请客户

选择合适的交易市场。

 目前全球交易市场任一

地点均可以美元计价买

卖贵金属，如客户须以

澳元进行买卖，交易市

场仅能选择悉尼。

 卖出或买入下方的价格

与数量展示了某一产品

的市场深度（包括产品

的买卖价格，以及在此

价格水平上的可购买

量，即在某一价格可以

买卖多少金属）。

下订单 
只需简单三步骤，即可轻松买卖实物贵金属： 

步驟1 进入交易页面，点击 品种 下拉筛选您想交易的 市场（例如香港）与贵金属种类（全部金属／金

／银／铂金，例如金），选择产品（例如 1 公斤金条）； 

步驟2 点击 买入 或 卖出 ，开启订购表，选择订单型态（市场／限额），依据提示填入订购信息，点

击 检视订单； 

步驟3 确认订单内容无误后，点击 提交订单 即完成交易。 

温馨提示：建仓或平仓时，将各收取 0.5%交易执行费(美元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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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1. 点击订单键即可查看订单

状况以及金属交易量。

2. 点击持有键即可浏览您的

金属库存，及时查看盈亏。 

3. 点击交易处理键即可查

看所有成交价格。

4. 点击报告键即可 24 小时

随时查看当前及特定期间

的账户活动，此将生成

PDF 格式的账户对帐单，

亦可供下载。

报告 
进入报告页面，可浏览您的订单、交易处理状况、实金持有价值与损益，并下载账户对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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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提供浏览贵重金属业内随

时发生的最新消息及事件。 

小提示 

您可下拉页面以查看来自

主要的贵金属银行、交易

商、经销商和分析师的综合

研究报告。 

实时新闻及事件 
有了 MetalDesk 的实时新闻及事件报导，您能更轻松地掌握贵金属市场中的所有动态变化。MetalDesk 综

合提供来自全球各地所有关于黄金、白银及铂金的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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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直接向相关小组发送支援

请求，即可得到最及时的回

复。 

 

 

帮助和支援 
如有任何技术问题，只需点击帮助键＞选择支援请求，或使用领峰官网在线客服服务，我们将尽快为您解

答，您亦可从文件页面下载有关 MD 使用指南。 

 

 

http://800.igoldhk.com/chat/chatClient/chatbox.jsp?companyID=299&jid=-1&configID=1&enterurl=http://www.igoldhk.com/contact_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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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可设置交易限额提示。若您

的交易活动超过您设置的

限额，您将立即收到提示。 

 

 

设置 
在设置页面，您可以管理您的交易限额、账户信息和付款信息，并可自定义您的首选交易货币及查询相关

交易收费方式。您可对任何信息作出修改，然后点击更新。某些信息的变更需要经由领峰审核后方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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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领峰贵金属有限公司 (在下文中简称为领峰贵金属有限公司) 准备此文件只为解释和指示目的，仅供潜在市场参与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参考。本文件中所有图解信

息，无论明示或默示，均不构成領峰貴金屬有限公司的任何表示、保证或任何相关的现存关系、供给。領峰貴金屬有限公司在此声明不承担任何损失和／或损坏，

不论此损失和／ 或损坏是否直接、间接因依赖图解信息发生或与之有重大联系。此文件系为讨论目的之草稿，領峰貴金屬有限公司可自行作出变更。領峰貴金屬有

限公司在此明确保留随时修改此文件，不通知先前浏览者的权利。本文件所包含除上述免责声明中提到的图解信息以外的所有知识产权归領峰貴金屬有限公司所有，

因此任何人员不应在没有領峰貴金屬有限公司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复制、再版、扩充、重做此文件。如果您需要申请使用本文件中任何知识财产的许可，请通过电子

邮件联系領峰貴金屬有限公司：cs@igoldhk.com。 

实物金属 安全 符合成本效益 

储存在全球各地金库中，并非一纸合

约。您可随时取出金属，保留完整的所

有权，控制您的投资。 

 

由 Armaguard 和 Malca-Amit 进行储存

和保险，由 Inspectorate 核实，BDO

审查－最安全的实物金属投资方式。 

多个市场参与者提供价格，避免交易商

透过 MetalDesk 的买卖价差而从中获

利，客户能以最优价格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