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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华泰期货（原华泰长城期货）成立于1994年3月28日，是中国首批成立的期货公司之一，总部设于广州，是中

国期货业协会常任理事会会员。公司多年来受到社会各界和交易所的广泛好评，连续多年被媒体评为中国最佳

期货公司、中国期货风险管理卓越期货公司、最具影响力期货公司，累计获评四大交易所各类奖项百余项。

【会员资格】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全面结算会员（会员号0011）

　  上海期货交易所会员（会员号0253）

　  郑州商品期货交易所会员（会员号0007）

　  大连商品交易所会员（会员号0122）

【经营范围】

　  商品期货经纪

　  金融期货经纪

　  期货投资咨询

　  资产管理

走进华泰期货

【经营网点】

公司在全国1８个省设立3１家营业部，遍布华南、华北、华东、华中和西南片区，同时依托华泰证券搭建IB业

务服务网络，以拥有IB业务资格的170家IB网点覆盖华泰证券230余家营业网点，为客户提供区域广泛、业务

综合、响应及时的优质服务，做最具责任感的风险管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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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背景】

　　华泰期货由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60%）和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持股40%）控股。

　　 控股股东华泰证券于1991年5月26日在南京正式开业，于2010年2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

交易（股票代码：601688）。是中国证监会首批批准的综合类券商，是全国最早获得创新试点资格的券

商之一，已基本形成集证券、基金、期货、直接投资和海外业务等为一体的、国际化的证券控股集团架

构。

　　 华泰证券拥有证券经纪服务、资产管理服务、投资银行服务、固定收益服务和直接投资服务为基本架构的

完善的专业证券服务体系，以及研究咨询、信息技术和风险管理等强有力的服务支持体系。坚持“以客户

服务为中心、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客户满意为目的”的服务理念，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拥有逾

230家营业网点，形成了分布广泛、布局合理的有形服务网络，能够为不同地域的客户提供便捷的综合理

财服务。

【集团架构】

【集团服务】

证券经纪服务
华泰证券的营业网点遍布全国，拥有一批经验丰富、责任心强、从业经验丰富的标准化服务队伍和理财服

务队伍，依托安全、快捷的理财服务平台，构建专业化、个性化的理财服务体系，持续发展创新业务。

研究咨询服务
华泰证券研究所是首批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具有证券投资咨询资格的研究机构，搭建了独具特色的研究咨

询服务体系，提供行业领先的资讯服务套餐，研发智能化的资讯交易服务平台，备受客户推崇。

投资银行服务和直接投资服务
华泰联合证券是华泰证券专业的投资银行子公司，在投资银行领域具有经验丰富、团队强大、资源充沛等

特色优势，持续为客户"发现价值、挖掘价值、提升价值"。拥有高素质的专业团队、广泛的优质客户群和

特色服务，持续凸显整合优势，具有长期工作经验的直接投资服务。

固定收益服务
华泰证券的固定收益服务在业内具有传统优势，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集债券发行与承销、债券交

易和债券研究为一体的综合服务能力，拥有全面的固定收益业务范围，销售网络广泛，研究和创新能力较

为突出，在国内率先推出了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

资产管理服务
华泰证券逐渐形成了覆盖债券市场、基金市场、股票市场的较为完整的集合资产管理产品线，满足了低、

中、高不同风险收益特征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凭借全面的服务范围和领先的产品研发能力、完备的理财产

品线和专业的投研体系，秉承稳健的投资理念，以良好的投资业绩和专业的理财服务回报客户。注：图为位于南京核心区域的华泰证券总部办公大楼“华泰证券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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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体经营稳健合规

　  合规经营，连续多年在分类监管评价中名列前茅；

　 公司注册资本8.09亿元，确保净资本充足；

　  业务团队保持稳定且经验丰富，公司经营班子成员平均证券期货行业从业10年以上；中高层人员中证券期

货行业从业10年以上人员约占30%。

　  连续多年无法律诉讼，风险准备金动用为零。

三、投研力量雄厚

　  研究所和资产管理部金融、产业、IT等高端人才集聚，博士、硕士人员约占七成，80人拥有投资咨询资

格；

　  市场认同度高。屡获“中国金牌研究所”、“十大研究团队”、“中国最佳期货投资咨询机构”等多项荣

誉；

　  产业服务优势突出，量化研究深入。农产品、黑色金属、股指期货、白糖、油脂油料等研究具备较高行业

影响力，量化研究优势渐显，投研紧密集合；

　  服务体系完整。策略化、产品化及平台化构建完整服务体系；

　  首批获得资产管理业务资格，投资团队平均从业10年以上，拥有丰富的投研经验。

四、服务产品丰富

　  提供所有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上市品种的交易服务、结算服务和交割服务，建立严密、高效的风险控制体

系，做最具责任感的风险管理顾问。

　  投资咨询已形成五大类数十种个性化、多渠道派送的产品体系，根据客户需求进行系统分析，为客户提供

定制服务。

【经营特色】

一、业务规模持续增长

　  资产规模稳定增长

　  交易规模持续攀升，市场份额稳居行业前列

构筑华泰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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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经纪

业务

国内3家商品期货交易所会员，对已上市全部商品期货提供交易、结算、交割服务。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全面结算会员，对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和即将上市的股指期权等提供交易、结算、交割

服务。已形成研究咨询服务、产品设计服务、渠道支持服务为主的金融机构服务体系。

投资咨询

业务

公司首批获准开展投资咨询业务，可为客户提供行情分析、投资报告、策略、方案、套利套保、量化交易、

仓单融资等多项服务。

资产管理

业务

公司首批获准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成立了资产管理部，可为客户制定和执行资产管理投资策略，管理委托资

产，控制投资风险。

【业务架构】

资产管理业务

　  主要投资策略：1、商品期货市场上，趋势交易、价差交易等投资策略；2、金融期货市场上，量化投资策

略、期现套利、跨期套利等策略。

　  主要投资方向：商品期货市场及金融期货市场为主，兼顾证券市场、债券市场。

　  风险特征：投机策略高收益中等风险，套利策略中等收益低风险。

投资咨询业务

　  提供基础研究报告、专题研究报告、投资策略报告等研究分析类报告；

　  根据企业需求制定套期保值方案或策略；

　  涉及期货交易方法、基本面研究框架、品种专题分析、企业风险管理技巧以及财务处理等方面的各类培训；

　  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交易策略包，通过有偿的软件形式定制满足客户的个性化交易策略需求；

　  提供技术服务支持，包括交易服务器、席位、专线等相关交易辅助支持的有偿服务。

【子公司业务】

　  全资设立华泰长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亿元。拥有四项试点业务资格，可开展仓单服务、基差交

易、合作套保、定价服务以及相关业务创新。已在华泰期货开立期货交易账户，申请开通了上海期货交易

所、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的交易编码。子公司业务的开展将为实体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多元

化、个性化的避险工具，弥补场内交易品种标准化、规则单一化的不足，帮助实体企业和金融机构利用场

外衍生品开展和完善各项风险管理业务。

　  仓单服务：以略低于市场融资成本支持现有产业客户、机构客户和专业客户，让他们能够更充分的利用好

期货市场，为实体企业客户提供仓单串换、仓单回购、仓单收购、仓单销售等仓单服务业务。

　  合作套保：实体经济和产业客户与子公司双方共同合作，发挥各自在现货领域与期货领域的优势，实现

“1+1>2”的经营效果。亦可根据客户的需求，利用期货或者现货工具帮助客户完成保值目标。

　  基差交易：包括期现套利业务、期货合约之间的基差交易、不同市场间的基差交易、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基

差交易等业务模式。

　  定价服务：对不同的企业提供个性化的风险管理方案，对不同企业的风险进行定价，利用期货公司自身的

专业知识提供企业风险管理服务。针对企业的需求，提供专业化的操作指导，为现货企业提供点价交易、

均价交易以及远期和互换等个性化的定价和风险管理服务。

　  风险管理服务子公司提供仓单服务、基差交易、合作套保、定价服务以及相关业务创新的风险管理业务服

务，为实体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避险工具。

　  资产管理业务规模增长迅速，可为客户提供丰富的投资策略以及不同的风险收益结构，满足差异化投资需求。

-   自2014年12月15日期货资管“一对多”业务放开以来，公司的资产管理业务规模月度平均增长率达

28%，总资产管理规模居行业前列；

 -  公司提供量化对冲、期现套利、ETF套利、趋势跟踪、阿尔法策略等多种交易策略，借助丰富的金融投

资工具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投资选择；

-   根据客户的风险收益偏好量体裁衣，可提供一对一、一对多等产品，满足保守型、稳健型、积极型等不

同风险收益偏好客户的投资需求。

　  筹建境外子公司，将囊括全球期货品种，为投资者提供全方位的优质国际业务服务。

五、信息技术领先

　  搭建期货公司一体化管理与服务平台，获评上海期货交易所会员突出创新项目奖；

　  投入巨资大力开展信息化建设，始终坚持行业最新标准；

　  率先建立异地灾备系统，硬件设施全国领先；

　  在行业首次信息技术检查评比中，以最高分通过了《期货公司信息技术管理指引》三类标准；

　  主交易系统采用上期综合交易平台，并配有CTP、飞马、易盛等多套快速交易系统，充分保障快捷性、安

全性；

　  采用开放式交易接口，能够满足各类程序化交易需求。

【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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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政府	

金融创新奖二等奖

★广州市人民政府	

突出贡献奖二等奖

★中国证券业协会	

第四届证券期货科学技术奖-优秀奖

★上海证券报-2014上海证券报中国期货市场品牌价值榜评选

中国期货市场最佳公司品牌十强

★证券时报-2014证券时报中国最佳财富管理机构评选

2014中国最佳期货投资咨询机构

★期货日报-2014年度

中国最佳期货公司

最佳有色金属产业服务奖

最佳金融期货服务奖

最佳期货IT系统建设奖

中国优秀期货营业部：上海世纪大道营业部

最具成长性期货营业部：杭州营业部

最佳黑色产业链期货分析师奖

最佳能源化工类期货分析师奖

第八届全国期货实盘交易大赛最佳操作指导奖

★大连商品交易所-2014年度

优秀会员奖

最佳机构服务奖

最佳农产品交易会员奖

最佳工业品交易会员奖

★郑州商品交易所-2014年度	

市场发展优秀会员

市场成长优秀会员

产业服务优秀会员

小麦品种发展优秀会员

棉花品种发展优秀会员

菜系品种发展优秀会员

白糖品种发展优秀会员

甲醇品种发展优秀会员

玻璃品种发展优秀会员

铁合金品种发展优秀会员

菜系品种产业服务优秀会员

白糖品种产业服务优秀会员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2014年度

优秀会员白金奖

国债期货市场培育奖

【公司荣誉】

★上海期货交易所-2014年度	

首届会员创新项目评选获评“突出创新项目”：期货公司一体化管理与服务平台

杰出产业服务分析师：钢铁领域、能源化工领域、贵金属领域和燃油料领域

优秀分析师团队奖

优秀分析师新人奖

【行业地位】

2014年

郑州商品交易所成交金额排名第3名 郑州商品交易所成交量排名第4名

大连商品交易所成交金额排名第9名 大连商品交易所成交量排名第9名

2013年

郑州商品交易所成交金额排名第4名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成交量排名第1名

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交金额排名第4名 大连商品交易所成交金额排名第11名

2012年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成交量排名第1名   郑州商品交易所成交量排名第1名

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交量排名第6名   大连商品交易所成交量排名第9名

2011年

郑州商品交易所成交金额排名第1名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成交金额排名第3名

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交金额排名第5名  大连商品交易所成交金额排名第13名

2010年

郑州商品交易所成交金额排名第3名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成交金额排名第3名

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交金额排名第8名  大连商品交易所成交金额排名第9名

2009年

郑州商品交易所成交金额排名第2名   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交金额排名第9名

大连商品交易所成交金额排名第3名 

2008年

郑州商品交易所成交金额排名第2名  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交金额排名第5名

大连商品交易所成交金额排名第12名 

2007年

郑州商品交易所成交金额排名第2名  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交金额排名第9名

大连商品交易所成交金额排名第9名 

2006年

郑州商品交易所成交金额排名第5位  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交金额排名第7位

2005年

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交金额排名第3位 

2004年

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交金额排名第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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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公司更名为长城伟业期货有限公司；获得深圳发展银行15亿元的期货标准仓单融资间接监管授信额

度；设立石家庄营业部、深圳竹子林营业部等11家营业部，至此公司在全国设立共20家营业部；

2007年 公司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1亿元；首批获得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全面结算会员资格；

设立郑州营业部、南京营业部、南宁营业部；

2006年 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参股本公司，并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同时公司增资至人民币5000万元；率先

推出全国范围的银期转账系统；参与协办“第二届国际能源与金属战略论坛”，著名国际投资大师吉

姆·罗杰斯作“全球商品市场未来十年价格趋势展望”的主题演讲；

2005年 与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共同举办能源与金属产品推介会，积极推动期货行业国际化进展；公司吸

收海通期货经纪公司（原址广东佛山）部分机构；

2002年 与深圳发展银行广州分行、佛山分行共同推出基于期货标准仓单的融资业务；

设立湛江营业部、深圳金田路营业部、上海世纪大道营业部；

2001年 公司更名为“长城伟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设立北京营业部；

2000年 在业内率先与工商银行签署保证金封闭协议，实施客户保证金和公司自有资金分离的安全存管方式；

全面实施交易清算电子化，推出网上交易、电话自助委托等电子化交易方式；

1999年 公司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3000万元；

1997年 公司由天津市搬迁至广州市，同时更名为“广东兆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公司吸收广东万通期货经

纪公司郑州代表处、湛财期货经纪公司部分机构；

1994年 公司成立（原名天津兆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200万元；

【公司大事记】

2015年 公司更名为“华泰期货有限公司”；公司投资者权益规模突破100亿；设立太原营业部。

2014年 公司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8.09亿元；在2014年期货公司分类监管评价中获得最高评级；12月24日公司

投资者权益规模突破80亿；

2013年 全资设立风险管理服务子公司“华泰长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在2013年期货公司分类监管评价中获

得最高评级；设立重庆营业部，原韶关营业部搬迁并变更为广州营业部，至此公司在全国设立营业部

共31家；

2012年 首批获得期货资产管理业务资格；与美国洲际交易所共同举办国际原油期货论坛；在2012年期货公司

分类监管评价中获得最高评级；设立苏州营业部、杭州营业部，原茂名营业部搬迁并变更为汕头营业

部；

2011年 首批获得期货投资咨询业务资格；在2011年期货公司分类监管评价中获得最高评级；设立成都营业

部、天津营业部；

2010年 公司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6亿元；公司更名为华泰长城期货有限公司；在第二次期货公司分类监管评

价中获得最高评级；设立宁波营业部、南通营业部、长沙营业部；

2009年 公司注册资本增至3亿元人民币；在第一次期货公司分类监管评价名列前茅；

设立昆明营业部、武汉营业部、珠海营业部；

华泰期货之路

2014年9月12日~13日，由中国金属学会和中国金

属学会冶金技术经济分会共同主办、冶金工业规划

研究院承办、上海期货交易所联合举办、华泰期货

有限公司（当时为华泰长城期货有限公司）独家协

办的“2014（第三届）中国钢铁技术经济高端论

坛”在北京召开。共有300余名来自国家发改委、

工信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金属学会和钢铁

企业、上下游行业企业及金融部门的代表参会。

2014年11月8日，华泰期货（当时为华泰长城期货）联合

华泰证券、CTA基金网共同主办的“2014年华泰长城期

货金融创新业务高峰论坛”在广州云来斯堡酒店成功召

开。为广大资金方和投顾方讲解了未来期货市场的机遇

与挑战，也为双方创造互相了解和选择的机会。与会的

资金方、投顾方和个人代表达300余人。图为华泰期货与

资金方、投顾方进行精彩的圆桌论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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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公司总部

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65号东山广场东楼5、11、12层

客服热线：4006280888  网址：www.htgwf.com  服务号：htccgwf  订阅号：htccgwf2

北京营业/2001年1月成立 汕头营业部/2008年2月成立

公司第一家营业部，多年来以诚信原则引导投资力量、以专业规范服务客户

群体、以敦学励行融合员工精神，稳居北京辖区期货分支机构市场份额前

列。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28号易亨大厦12层1209房

电话：010-64405616  传真：010-64405650  微信号：

秉承“坚持在合规经营的基础上创造业绩，坚持以专业的知识和精神服务客

户，坚持把客户合法权益放在首位”发展理念。

地址：汕头市龙湖区珠江路南侧兴源大厦（创意大厦）A幢1010、1012、

1014号房

电话：0754-88488576    传真：0754-88488563  微信号：huataist

湛江营业/2002年4月成立 青岛营业部/2008年2月成立

连续多年成为湛江市期货业第一大营业部。被评为“全国十佳期货营业

部”、“投资者教育先进单位”。

地址：湛江市开发区观海路183号荣基国际广场公寓25层01-08号房

电话：0759-2669108  传真：0759-2106021  微信号：htgwfzj

坚持“推崇理性投资，崇尚价值选择”。

地址：青岛市宁夏路122号2楼

电话：0532-85029806    传真：0532-85029802  微信号：

深圳深南大道营业部/2002年9月成立 广州营业部/2008年3月成立

坚持“专业投资、专心服务”的核心理念，以服务创造价值，传播期货投资

理念，培养高端期货人才。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06号万科富春东方大厦615-616

电话：0755-23942178   传真：0755-83252677  微信号：htccjtl

多样化培训模式，专业化服务团队，努力为客户资产保值增值服务。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42号丰兴广场B座2110-2112室

电话：020-38395258   传真：020-38394853   微信号：htgzyyb

上海世纪大道营业部/2002年12月成立 石家庄营业部/2008年3月成立

秉承“坚持规范经营，打造专业服务，倡导理性投资，坚持创新开拓”的发

展理念，稳健经营，用心服务，深受广大投资者认可。多次荣获“全国十佳

营业部”等荣誉称号。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28号易亨大厦12层1209房

电话：021-68758098   传真：021-68752700  微信号：htgwfsh

实战专业化团队长期服务多家龙头产业客户，提供产业基地实地调研；央视

期货大讲堂资深讲师面对面交流；证照申请、基金辅导到集合理财、业绩鉴

证金融生态链服务；外盘开户直通车。河北省首届金融理财峰会“十大金牌

理财团队”。

地址：石家庄市中山西路188号中华商务中心A座1608室、1611室

电话：0311-85519307    传真：0311-85519306  微信号：

东莞营业部/2003年5月成立 惠州营业部/2008年4月成立

秉承诚信为本，稳健远行的经营理念。

地址：东莞市南城区胜和路华凯大厦802B室

电话：0769-22806930  传真：0769-22806929  微信号：htgwf_DG

立足于商品期货、着眼于金融期货的发展，为投资者提供全方位高品质期货

理财服务。希望与广大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居间团队真诚合作，共同

发展、一起成长。

地址：惠州市江北东江二路二号富力丽港中心酒店24层01号

电话：0752-2055275   传真：0752-2055275  微信号：htgwf_hz

佛山营业部/2004年10月成立 大连营业部/2008年4月成立

秉承公司企业文化，专心致力于为投资者提供优质专业服务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21号金海广场14楼1403-1404室

电话：0371-65628001  传真：0757-83806983  微信号：

以大连沿海经济带为天时，以交易所所在地为地利，以营业部众志一心为人

和，以套利模型交易及程序化交易为特色服务客户。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129号大连国际金融中心A座-大连期货大厦

2312室

电话：0411-84807967    传真：0411-84807367  微信号：

郑州营业部/2007年4月成立 番禺营业部/2008年5月成立

毗邻郑州商品交易所，营业部有到四家期货交易所的交易专线，并配备有易

盛交易系统，享用交易所楼内网的优势和独立的交易系统，为客户日内交易

提供优越的交易平台。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30号1102房间

电话：0371-65628001  传真：0371-65628002  微信号：

业务骨干平均从业时间10年以上，为多家龙头企业提供套期保值服务，倡导

稳健投资。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清河东路338号中银大厦2205、2206、2207房

电话：020-84701499   传真：020-84701493  微信号：futures-

5201314

南京营业部/2007年11月成立 贵阳营业部/2008年5月成立

依托总部及华泰证券强大的研发实力，是具有咨询服务优势和较强市场竞争

能力的金融服务提供者。

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90号华泰证券大厦8楼806

电话：025-84671197  传真：025-84671123  微信号：htgwf888

贵州综合排名第一的精品期货营业部。我们秉承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的宗

旨，力争向财富管理类期货营业部转型，做最具有责任感的风险管理顾问，

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地址：贵阳市南明区都司路62号鸿灵都市商住楼25楼5-6号

电话：0851-5833569     传真：0851-5833570  微信号：

南宁营业部/2007年11月成立 深圳竹子林营业部/2008年7月成立

服务宗旨“诚信为本，以义理财”，在白糖期货研究上有独特的区域及信息

优势，是广西期货行业“十佳营业部”、“投资者教育先进单位”。

地址：南宁市民族大道137号春晖花园A区办公楼1501号房

电话：0771-5570376    传真：0771-5570372  微信号：htccnn

坚持“诚信为本、专业服务、客户利益为上”的核心理念。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紫竹七道中国经贸大厦13层ABC及22层ABCJ单

元

电话：0755-83774627    传真：0755-83774706  微信号：htcczzl

无锡营业部 /2008年10月成立 成都营业部/2011年5月成立

核心理念是“专业更具未来”。拥有多支经验丰富、专业能力强的服务团

队，服务辅射华泰证券无锡、江阴、常州、泰州等地区分公司；专业团队和

强大的投顾资源储备将使我营业部在衍生品市场竞争中更具优势。

地址：无锡市复兴路107号东方广场A座22层HIJ单元

电话：0510-82728358    传真：0510-82728913  微信号：htqh-wx

秉承公司的经营理念；坚持“向优秀的客户学习，向优秀的同行学习，向优

秀的员工学习”的发展方针；立志为广大投资者打造优质、高效、全方位的

金融投资平台。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新光华街7号航天科技大厦8层806号

电话：028-86587081     传真：028-86587086  微信号：htgwf_cd

珠海营业部/ 2009年8月成立 天津营业部/2011年10月成立

以“为投资者提供优质服务”、“培养专业投资者”为宗旨。

地址：珠海市吉大海滨南路47号光大国际贸易中心2308、2309室

电话：0756-3217877   传真：0756-3217881  微信号：

致力于成为最有责任感的风险管理专家!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35号君谊大厦20层2002室

电话：022-88356381   传真：022-88356380  微信号：htcctj

武汉营业部/2008年2月成立 杭州营业部/2011年10月成立

以诚信、专业、进取的职业精神，在武汉期货业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我们

的经营目标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做客户身边的风险控制顾问。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847号瑞通广场B座9层4室01号

电话：027-85487565    传真：027-85487455  微信号：

以最大限度的满足投资者的需求、努力实现客户资产的保值增值、追求公司

与客户的双赢为宗旨，主要负责人具备多年期货从业经验，拥有一支具有丰

富产业链经验的投资团队，汇聚了多种交易模式的优秀投顾，为客户提供全

方位的服务。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1750号信雅达国际创意中心1幢2303室

电话：0571-85362828    传真：0571-85362228  微信号：

昆明营业部/2009年12月成立 苏州营业部/2012年10月成立

当地市场份额位居前列，秉承“诚信服务、 合规执业”的理念为投资者服

务，用专业品质打造风险管理的领航者。

地址：昆明市人民中路169号移动通信大楼15层B座

电话：0871-65373933    传真：0871-65355199  微信号：

相信期货，相信华泰，相信自己。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苏惠路98号1107、1108室 

电话：0512-87773328    传真：0512-87773323  微信号：htccsz

宁波营业部/2010年1月成立 重庆营业部/2013年8月成立

主要特色为程序化交易，旨在为投资者打造特色化交易工具，满足投资者个

性化产品设计的要求。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柳汀街230号华侨酒店二期三层8306、8308号

电话：0574-83883680    传真：0574-83883828  微信号：htccnb

地处重庆核心金融商务区，我们本着专业、守责、忠诚的服务精神，努力与

广大投资者创造更多合作共赢的机会。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城西大街25号平安财富中心4楼401

电话：023-88730263   传真：023-88730266  微信号：htgwfcq

南通营业部/2010年6月成立 太原营业部/筹建中

秉承“与时俱进创先锋，专业理财享共赢”的服务理念，为投资者提供高

效、优质的交易工具，满足投资者的全方位理财需求。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青年东路81号B幢1803室、1805室

电话：0513-89013838    传真：0513-89013838  微信号：htccnt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体育路58号阳光大厦6层

电话：0351-7886994   传真：0351-7889738

长沙营业部/2010年12月成立

立足长沙，面向湖南；为期货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专业化服务；力争成为区域

内最具影响力的风险管理者。

地址：长沙芙蓉区韶山北路159号通程国际大酒店1301室

电话：0731-88271762    传真：0731-88271761 

微信号：huataiqihuo-changsh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