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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和财务摘要
（截至2018年9月30日）：

• 纳斯达克证券代码：INTL

• 营业收入：9.758亿美元

• 净收入：5550万美元

• 总资产：78亿美元

• 股东权益：5.053亿美元

INTL FCStone数据一览：

•  40多个办事处，遍布五大洲

• 管理的业务覆盖130多个国家/地区

• 超过1,700名员工

• 交易所合约的交易量达1.29亿份

• 场外交易合约交易量达160万份

• 提供约140种货币的交易服务

财务数据

市场交易品种

谷物/油籽 • 乳制品 • 林产品 • 

肉类/牲畜 • 软商品 • 能源 • 

可再生燃料 • 金属 • 货币 • 

金融期货 • 证券	•

INTL FCStone子公司可在 
以下交易所进行交易：

• 澳洲证券交易所
• 巴西期货交易所
•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期
货交易分所

•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 纽约金属交易所
• CLTX交易所
• 迪拜黄金和商品交
易所

• DMX交易平台
• 欧洲能源交易所
• ERIS交易所
• 欧洲期货交易所
• 泛欧交易所
• 香港期货交易所
• 洲际交易所（加拿大）
• 洲际交易所（欧洲）
• 洲际交易所（美国）

• IDEM交易所
• 伦敦金属交易所
• 马来西亚衍生性商品交易所
• 明尼阿波利斯谷物交易所
• TMX

• 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
• 纳斯达克期货公司
• 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
• 纽约证券交易所ARCA

• 新西兰证券交易所
• 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
• 大阪证券交易所
• ROFEX期货交易所
• 新加坡交易所
• SAFEX交易所
• 东京商品交易所

2019
INTL FCStone Inc.为客人提供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流动性和专业知识，以便他们能够

服务于自己的客户、超越竞争对手、进行风险管理并发展业务。我们在此方面长期不

懈的努力使我们得以在世界各地金融市场的众多复杂领域奠定领导地位。

本公司是一家财富500强企业，拥有近百年的辉煌历程，致力于提供大宗商品、证券、

外汇和全球支付领域的产品和服务。INTL客户包括几乎所有主要交易商品的生产商、

加工商和最终用户；商业交易对手；以及政府、非政府和慈善组织。本公司还为机构

投资者、经纪商、专业交易商、CTA/CPO、自营交易集团、商业银行和大型投资银行

提供服务。	

我们本着客户至上的原则，推崇引导、诚信、透明和信任，这有助于建立牢固、长期

的关系。

本公司富于创新精神，资本雄厚，规范化运营的子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基础设施，

同时我们还拥有先进的技术平台和由1,700多名员工组成的强大团队。我们目前为130

多个国家/地区超过20,000家商业和机构客户以及逾80,000家零售客户提供服务。

公司概况

我们是一家多元化的全球金融服务机构，

为全球各资产类别和市场提供清算和执行、

风险管理和咨询服务，以及市场情报。

我们服务的客户

商业客户

商品生产商 • 批发商 •	企业	• 商户 • 谷物仓储机构 • 商人 • 进口商/出口商 • 中介经纪商 • 最终用户

我们为全球7,000至10,000家商业客户提供具有高附加值的高接触服务，并根据其具体目标帮

助他们量化并监测商品及财务风险，制定风险控制和对冲计划，和提供交易后报告。我们的

产品范围十分广泛，从上市期货与期权，到基本场外交易工具，再到结构性产品。针对中等

规模客户，我们通常提供只有全球银行大客户才能享受的结构化产品，以及高接触型风险管

理咨询服务，此类服务传统上与较小规模的精品投行息息相关。

作为对这些能力的补充，我们还提供金属和农业市场实物交易，我们可以选择性地协助客户

采购或销售大宗商品或副产品，针对这些产品安排物流支持和融资，或者在实物合约中纳入

风险管理计划，帮助我们的客户规避使用衍生工具涉及的复杂会计问题。  

我们通过高效且日益强大的技术平台以及全面数字化的全球市场情报产品来支持这项特色

服务。

我们开拓市场



独特的服务能力

INTL FCStone Inc.致力于为全球约20,000家商业和机构

客户以及80,000多家零售客户提供增值金融解决方案。

我们利用自己的资本、专长和专业知识在全球复杂市场

中保护客户的利润、降低成本，并提供高效的基于市场

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服务范围：

•	风险管理咨询服务

•	期货经纪与清算

•	场外交易产品和结构性产品

•	指定商品的实物交易

•	LME金属交易

•	全球支付与库务服务

•	外汇执行与大宗经纪业务

•	股票做市

•	证券托管与清算

•	固定收益

•	财富管理

•	资产管理

•	市场情报

机构客户

专业交易商 • 基金 • 机构基金经理 • 商业银行信托和投资部 • 证券经纪商 •	保险公司	• 中介证券经纪

商及其客户

我们提供代理执行服务及承诺资本，确保为我们的客户有效执行多个产品的交易。其中包括国

内外股票、ETF、股票期权、国债、代理机构、抵押支持证券和地方政府债券，以及高级和高

收益公司债券、新兴市场发行人、可转换债券和SPAC。	 

作为我们综合服务的一部分，我们为全球几乎所有主要衍生品和证券交易所提供具有竞争力且

高效的清算服务，同时还提供证券、主要外币对交易和互换交易的大宗经纪服务。此外，除了

各种场外交易产品的清算外，我们还提供外汇交易清算服务。最后，我们还为理财顾问公司提

供代理清算服务，并为零售客户提供财富管理服务。

针对有股票投资需求的客户，我们可以开展5,000多只ADR、GDR和外国普通股的做市交易，其

中超过3,600只在场外交易市场进行交易。此外，我们还可以应要求为超过10,000只非上市外国

证券进行定价。我们还在阿根廷从事证券经纪业务，为当地资本市场提供机构交易执行服务。

我们也充当固定收入证券的机构交易商，涉及的证券业务包括美国财政部、美国政府机构

证券，以及机构抵押贷款和资产支持的证券。此外，我们在国际和国内资本市场发起和配

售债务证券。这类证券包括复杂的资产支持证券（主要在阿根廷）和国内市政证券。我们

还对各种国际债务证券开展活跃交易，并且经营资产管理业务。

最后，我们通过位于伦敦的EMEA石油声讯经纪业务部，为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200多家商

业及机构客户提供燃料、原油和中间馏分油市场的经纪服务。

全球支付

银行 • 商业企业 • 慈善机构	• 政府 • 非政府组织

我们在175个国家，为大约140种货币提供透明、具有竞争力的定价。服务能力超越任何其他支

付解决方案提供商。其中包括巴西对内和对外支付的全面国内支付服务。

我们专有的FXecute全球支付平台与金融信息交换（“FIX”）协议相整合，该协议是非G20货币

跨境支付的首批此类协议之一。此平台使客户能够查看各种货币的实时市场价格，实时执行

和管理交易指令，并通过简单易用的门户查看支付状态。此外，作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成员，我们能够向寻求更具竞争力的国际支付服务的大型货币中心和全球性银行

提供服务。作为SWIFT认可的服务机构，我们为全球300多家代理银行提供支持。 

我们服务的客户（续）

INTL FCStone Inc.公司集团通过其子公司依照服务所在司法管辖区的适用法律提供全球金融服务，包括实物商品、证券、交易

所交易及场外衍生品、风险管理、全球支付和外汇产品。某些场外交易（“OTC”）产品或掉期交易代表INTL FCStone Markets, 

LLC（“IFM”）提供，IFM是美国期货协会（NFA）成员以及在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临时注册的掉期交易

商。IFM的产品仅面向根据CFTC规则符合“合格合约参与者”（“ECP”）资格且已成为IFM客户的个人或公司。INTL FCStone 

Financial Inc.（“IFCF”）是FINRA/NFA/SIPC的成员，并已在MSRB注册。IFCF是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注册的证券经

纪商，以及在CFTC注册的期货经纪商和商品交易顾问。证券交易代表IFCF的BD部门提供，且仅面向FINRA规则4512(c)定义

的机构客户。交易所交易期货和期权代表IFCF的FCM部门提供。财富管理由SA Stone Wealth Management Inc.（FINRA/SIPC

成员）和SA Stone Investment Advisors Inc.（SEC注册投资顾问）提供，两家公司均为INTL FCStone Inc.的全资子公司。INTL 

FCStone Ltd.（“IFL”）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注册，公司注册号为5616586。IFL由金融行为监管局（注册号FRN:446717）授权和监

管，可向专业及合格客户提供交易所交易期货和期权的安排、执行以及应要求提供衍生交易清算等服务。IFL还获得授权可为

符合资格的客户提供某些场外交易产品、某些证券交易、贵金属交易和支付服务的交易安排和执行。IFL由金融行为监管局根

据2017年支付服务条例进行授权和监管，可提供支付服务。IFL是伦敦金属交易所的第1类圈内交易会员。此外，IFL还从事其

他实物交割商品业务和其他一般商业活动，这些活动不受监管且无需经金融行为监管局授权。INTL FCStone Inc.在纽约担任

IFL的支付服务业务代理。INTL Asia Pte Ltd.在新加坡担任IFL的支付服务业务代理。

交易掉期和场外交易衍生品、交易所交易衍生品和期权以及证券涉及重大风险，并不适合所有投资者。本文中的信息不构成

交易建议或投资研究，也不构成买卖任何衍生品或证券的要约。本文中的信息未考虑您的特定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

也不构成对任何INTL FCStone集团公司与您进行任何交易的具有约束力的义务。建议您对任何交易进行独立调研，以确定任

何交易是否适合您。 

未经INTL FCStone Inc.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拷贝、影印或复制本资料的任何部分或进行重新分发。© 2019 INTL 

FCStone Inc. 保留所有权利。

如需其他信息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的所有财务信息和提交文件
均可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网站或INTL FCStone网站
（www.intlfcstone.com）上查看。该网站还包含有关我
们产品和服务的更多信息。

公司旗下全资运营子公司包括Carl Kliem S.A.、FCC 

Futures, Inc.、FCStone Commodity Services 

(Europe) Ltd、FCStone do Brazil Ltda.、FCStone 

Group, Inc.、FCStone Merchant Services, LLC、FCStone 

Paraguay S.R.L.、Gainvest Asset Management Ltd.、	
Gainvest Uruguay Asset Management S.A.、INTL 

Asia Pte. Ltd.、INTL FCStone Nigeria Ltd.、INTL 

Capital S.A.、INTL CIBSA S.A.、INTL FCStone Banco 

de Cambio S.A.、INTL FCStone (BVI) Limited、INTL 

FCStone Commodities DMCC、INTL Custody & 

Clearing Solutions Inc.、INTL FCStone Capital 

Assessoria Financeira Ltda.、INTL FCStone de Mexico, 

S. de R.L. de C.V.、INTL FCStone DTVM Ltda.、	
INTL FCStone Financial Inc.、INTL FCStone Financial 

(Canada) Inc.、INTL FCStone (HK) Ltd.、INTL 

FCStone Ltd、INTL FCStone (Netherlands) B.V.、INTL 

FCStone Pte. Ltd.、INTL FCStone Pty Ltd、INTL 

FCStone S.A.、INTL FCStone (Shanghai) 

Trading Co., Ltd、INTL FCStone Markets, LLC、INTL 

Gainvest S.A.、INTL Participacoes Ltda.、INTL 

Netherlands B.V.、INTL Pagos S.A.U.、INTL Technology 

Services LLC、SA Stone Investment Advisors Inc.、	
SA Stone Wealth Management Inc.、Westown 

Commodities, LL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