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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星软件中申请并查看特定市场行情的操作指引  

 

尊 敬的客 户：  

部 份外盘 期货交 易所目 前已经 推行行 情收费 政策， 客户需 要先进 行付费 行情订 阅的

动 作，才 可正常 查看行 情。  

目 前我司 可供付 费订阅 行情的 交易所 包括： 芝商所 旗下的 芝加哥 商品交 易所

(CBOT)、 纽约商 品期货 交易所 （ NYMEX）、芝 加哥商 业交易 所（ CME）、 纽约金 属交易 所

（ COMEX），以及 洲际交 易所 (ICE)旗下的 伦敦 国际石 油交易 所（ IPE）、 纽约期 货交易 所

（ NYBOT）、伦敦 国际金 融期货 交易所 （ LIFFE）。  

客 户使用 易盛极 星软件 在查看 上述交 易所的 期货品 种行情 时，需 要先行 注册行 情账

号 并订阅 所需的 交易所 行情， 经过我 司审核 通过后 ，再重 新登陆 注册的 行情账 号，即 可

查 看。客 户可以 根据以 下步骤 进行注 册及申 请 订阅 ：   

 

1.  登 陆我司 官网下 载并安 装易盛 极星交 易系统，打开交 易软件 后，点 击交易 软件左 下角的

行 情按钮 ，如下 图：  

 

 

2.  在 弹出的 登陆界 面中， 点击蓝 色的“ 行情付 费”链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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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 击链接 后，客 户电脑 上的默 认浏览 器会跳 转至极 星付费 行情申 请页面   

 

 

4.  在 上述页 面点击“ 用户 注册 ”，并在 下图的页 面中填 写您的 相关资 料。注： 为 了方便我

们 辨识客 户身份 及进行 统计，请 在“用 户名”处 填写您 在 五矿 经易金 融服务 有限公 司的

账 户号码 （密码 可以自 行设置 ）， 手机号 码请 填写开 户时预 留的电 话号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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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成注册 步骤后 ，请回 到第  3 步中登 入申请 页面 ，登陆 后绑定个 人信息（期 货公司选

择 五矿经 易，交 易账号 须为我 司交易 账号 ），在交易 所中，选择所 需要的 一个或 几个交

易 所以及 其报价 期限 (我 司审批 后会预 设为无 限期，客户日 后想取 消行情 请联络 我司客

服 )。  

 

 

 

5. 订 阅完成 后，请 联络 我司客 服说明 您已经 成功完 成了行 情的申 请，之 后等待 系统认 证

成 功后， 重启极 星软件 ，之后 再 点击 左下角 的“行 情”按 钮，在 第 2 步 中看到 的窗口 ，

输 入您注 册的行 情账号 及密码 ，即可 查看您 所订阅 的交易 所行情 。  

 

如 客户在 使用中 遇到任 何困难 或问题 ，欢迎 通过  QQ、 微信或 致电 五矿经 易。 QQ：

2955584729 微信： MJFINS 电话： 400 1200 280 或 (852) 2856 0118，我们 将在第 一时

间 为您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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