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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newsolid.com

 NEWSOLID
商业画册
NEWSOLID 一直紧随时代步伐，争做行业先驱，将金融
与科技紧密融合，大刀阔斧地改革创新，相信在今后的
服务中，能给投资者焕然一新的卓越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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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老品牌，值得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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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精心经营我们更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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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相信 NEWSOLID 的投资者们：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2016 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了“互联网+”的新型战略发展理念，

此后，金融行业大步迈进数字时代。

在中国，互联网金融市场较不稳定，然而在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一套完善的互联网金融交

易风险防范机制，并已搭建全面、权威的监管模式。

NEWSOLID，作为一家拥有 40 年悠久历史的坚固金融集团旗下的业务品牌，不仅融入西

方成熟的交易体系，更融合了 40 年来的投资经验和顶尖技术，致力于为全球投资者量身打

造健全、完整、稳定的多元化金融投资平台。

与此同时，NEWSOLID 推出了系列创新举措，升级金融服务行业，强化客户体验。我们在

数字时代下积极推陈出新，搭建惠及客户的全新服务平台，推动全球金融商业稳步发展。

NEWSOLID，无论现在或未来，都是数字时代下金融投资服务的首选。

AaronNEWSOLID 创始人 Aaron

来自创始人的一席话

Aaron，NEWSOLID 创始人，曾在澳大利亚、新加坡、美

国、新西兰等国家担任金融业务执行董事，为国内外金融

机构在策略、组织、运营绩效及财务管理等方面提供顾问

服务，客户涵盖消费金融、财富管理、商业银行、证券公

司及证券交易所等金融机构。

Aaron 在金融投资领域拥有超过 10 年的经验，无论在外

汇、贵金属、原油、指数等多个金融投资领域都拥有丰富

的投资管理经验。

�����
NEWSOLID 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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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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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OLID 所提供金融服务持续受到投资者的支持肯定，并荣获多个金融奖项，

包括年度杰出品牌奖、最佳货币对服务商、杰出外汇投资服务奖等。

全球投资者的最佳选择

世界顶级精英团队，业内人士保驾护航

精英团队

投资产品丰富热门，贴心客服即时响应

产品丰富
交易模式创新稳定，保证投资公正透明

公正透明

跨国金融集团背景， 资金背景实力雄厚

资金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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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olid Markets Co.,Ltd（以下简称“NEWSOLID”）是一

家国际金融服务公司，致力于为全球投资者量身打造专业化、

国际化、品牌化的金融投资服务，提供原油、指数、货币对、

贵金属等热门产品交易。

NEWSOLID 广泛引入国内外高端金融技术与人才，采用国际

顶级的投资运作体系，创新商业模式，致力为全球投资者提供

一个安全、稳定、透明、高效的一站式金融交易平台。



NEWSOLID 监管编号 2014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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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BVI FSC

英属维尔京群岛金融委员会（The British Virgin Islands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ssion），简称

“BVI FSC”，是英属维尔京群岛（The British Virgin Islands）政府指定的金融监管机构，负责监管

所有英属维尔京群岛金融服务。

它所依据的《2010 年证券与投资业务法》（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Business Act of 2010, 

SIBA）是目前管制英属维尔京群岛投资业务活动的最新监管制度。



CHAPTER     3

07NEWSOLID Brochure

�������� 品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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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护您的资产?

金融服务委员会会对其合规企业进行监管，如果投资者和监管

企业发生纠纷，可以向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委员会有责任和

义务对有争议的双方进行调解。

我们与金融服务委员会，
共同保护您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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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一旦受 BVI FSC 监管，BVI FSC 将有权对公司行为、

活动和商业模式进行定期评估审核，以保护金融服务法规的

独立性，确保不会出现市场滥用或金融犯罪，维护商业交易

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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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OLID 是一家拥有 40 年悠久历史的坚固金融集团旗下的业务品牌，借助集团 

40 年的交易经验，NEWSOLID 已快速发展为备受投资者信赖的交易平台。

1982 年，坚固集团于新西兰成立，是一家交易面向全球的跨国金融

企业。随着国际业务版圈的不断扩展，坚固集团的专业服务现已覆盖

全球多个国家/地区。

2012 年，集团针对亚洲业务进行了架构重组，锐意整合业务优势，

制定全新市场策略，以配合环球金融市场对货币对及贵金属投资买卖

的殷切需求。

至此，NEWSOLID 应运而生。

40 年外汇行业投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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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产品服务上，更集中于货币对、差

价合约及大宗商品的多元化发展。

NEWSOLID 秉承以客为先的服

务宗旨，配备资深金融团队，极

具有关金融银行、财资市场、

金银投资、财富管理等丰富的

市场经验，竭诚为投资客户提

供最优质的金融服务。

于产品服务上

于交易平台上，提供在线智能交易、

实时报价系统及最新环球市场信息

于交易平台上

于用户体验上，打造高效便捷的用户

中心，提供免费、全面的交易资讯。

于用户体验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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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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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杠杆交易 / 入市门槛低 / 获利灵活

快速

成本低

投资产品丰富 / T+O交易 / 市场涨跌

皆可获利

机会多

市场成交量大 / 数据由国家权威机构

发布 / 市场无人为干预

高透明

外汇

指数 数字货币

大宗商品

品牌核心优势

NEWSOLID 全新升级金融服务行业，

强化客户体验。我们在数字时代下积极

推陈出新，搭建惠及客户的全新服务平

台，推动全球金融商业稳步发展。



存取款由第三方持牌银行保障，专业会计事务所定期核查。

资金隔离 严格审计

40 年坚固集团旗下品牌，受 BVI FSC 国际监管。

国际监管 品牌背书

国际广泛应用软件，24小时存取服务，存款实时到账。

平台稳健 存取便捷

国际领先多重加密技术，身份账户资金全面保障。

多重加密 隐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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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固投资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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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OLID 提供国际最受欢迎的外汇交易工具 MetaTrader4，已有超过 

70% 的金融公司和来自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的银行选择 MetaTrader4。

MetaTrader4 集交易操作、技术分析、行情分析等功能于一体，用户可进

行下单、平仓、止损、止盈、查看报表等操作。

所有报价直接来自各大信

誉良好的流动性供应商，

无重复报价。

报价透明公正

�� �� �� ��
MetaTrader4 拥有三种不同的图表

类型，9 种时间框架、50 多种预安

装技术指标，助您精准监控市场。

分析功能强劲

产品报价、图表分

析、各类交易详情，

一目了然。

介面简洁清晰

支持智能交易系统（EA），可

通过您的策略自动完成交易操

作，无需任何人工的干预。

智能交易系统

热门交易系统联动
�����������	



CHAPTER     8

13NEWSOLID Brochure

40 年集团信誉   
客户服务至上

” 流畅稳定的
交易环境

最受欢迎的交易平台

自定义产品列表

完整EA功能

快速响应的
客户反馈系统

积极响应用户反馈

双向协同优化产品

健全自动关怀客户系统

全新高效的
用户中心

操作界面简洁流畅

资金管理高效便捷

交易账户一目了然

先进客户服务平台
����������

客户服务至上是坚固集团 40 年来长盛不衰的金牌

信誉。通过客户反馈，快速优化企业产品和交易体

验，始终让投资者获取行业领先的财富价值和服务

体验。

NEWSOLID 秉承坚固集团以客为先的服务宗旨，

配备资深金融团队，极具有关金融银行、财资市场、

金银投资、财富管理等丰富的市场经验，竭诚为投

资客户提供最优质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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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战略    |    跨国、高端、专业、实力 

品牌定位    |    用心打造，助力全球投资者财富共赢

品牌使命    |    为全球客户打造安全无忧的金融投资平台

品牌愿景    |    坚持以用户价值为核心，以创新为驱动

助力全球投资者
共向财富共赢。

�������� 核心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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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e
400-666-3202

E-mail
service@newsoli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