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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統要求 

 

創興流動網絡證券服務支援使用下列操作系統之智能手機及電子手帳： 

 

Android  

Apple iPhone OS (只限於 Safari 瀏覽器) 

Windows Mobile 6 (IE 流覽器) 

 

註： 

 

因部份智能手機型號較新，即使該智能手機使用上述操作系統亦可能因本公司的系統未

能辨識這些新型號而未能進入本公司的流動服務網站。為支援更多新手機型號，本公司

會不時作出系統更新。 

由於瀏覽器規格各異，有部份較新型號之智能手機即使使用上述操作系統亦可能產生不

同的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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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能介紹 

2.1 選擇字體大小	

本系統新增字體大小選擇 ，客戶從此使用本系統更舒適便利。 

2.2 登入	

 

點擊 “ENG | 简” 來轉換所需語言。 

如閣下已閱讀並同意“重要提示”後，請按 “登入”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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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輸入閣下的“用戶帳號/自選登入名稱”和“密碼”，然後按 “登入” 按鈕。 

 



創興流動網絡證券服務	  P	7 

 

2.3 登出	

 

 

如需登出，請按畫面右上方的 “登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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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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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下可以選擇下表所描述之交易功能。  

交易功能 說明 

實時港股報價服務 查詢港股實時股票報價 

實時滬深 A 股報價服務 查詢滬深 A 股實時股票報價 

投資組合監察 查詢投資組合監察內股票之實時報價 

買入股票 輸入買入指令 

賣出股票 輸入賣出指令 

買賣盤狀況 查詢買賣盤狀況 

持倉狀況 查詢戶口的股票持倉數量 

報價記錄 顯示月內使用股票報價的總數 

認購新股 認購新股程序 

新股認購狀況 查詢新股認購狀況 

電子結單 查詢電子結單 

Web 公司行動服務 輸入 Web 公司行動服務指令 

更改密碼 更改登入密碼 

功能提升 查閱本系統之最新功能 

在任何頁面的底部，按一下 “主頁” 返回到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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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實時港股報價服務	

 

 

請輸入港股股票代號，然後按 “傳送” 按鈕。 

 

 

 

 



創興流動網絡證券服務	  P	11 

 

 

所選股票的詳細資料和相關的報價資訊將顯示。 

如果需要買入股票，請點擊 “買入”。 

如果需要賣出股票，請點擊 “賣出”。 

要查詢另一隻股票，請再次輸入股票代號，然後按 “傳送” 按鈕。 

備註：顯示實時恒生指數及恒生期貨指數，需要另外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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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閣下港股之免費報價已經用完，將會顯示這個提示畫面。 

如果不想繼續操作，請按 “返回” 按鈕。 

如果需要繼續操作，請按 “繼續” 按鈕。 

 

2.6 實時滬深 A 股報價服務	

 

 

請輸入滬深 A 股股票代號，然後按 “傳送”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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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下之滬深 A 股免費報價快將用完時，將會顯示這個提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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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客户沒有滬深 A 股報價功能，滬深 A 股報價時將會顯示這個提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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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投資組合監察(只限港股)	

 

請輸入股票代號，然後按 “新增” 按鈕。 

在 ”投資組合監察” 內可被預設股票數量上限為 10 隻。 

投資組合監察只支援香港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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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選股票相關的報價資訊暫時不會顯示直至 ”更新”被點擊。 

   

如果需要更新投資組合監察內的股票報價資訊，請點擊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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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刪除投資組合監察內的某一隻股票，請按相關股票的 按鈕。 

如果需要查詢報價記錄，請點擊 “報價記錄查詢”。 

 

 

如果閣下之免費報價回贈已經用完，每次進入 “投資組合監察” 或 在“投資組合監

察”內點擊 “更新”時，都會顯示這個提示畫面。 

如想繼續操作，請按 “繼續” 按鈕，否則請按“返回”按鈕返回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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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買入股票／賣出股票	

   

 

買入 ／ 賣出股票，請按一下主頁上的 “買入／賣出股票” 或由“實時港股報價服

務”或“實時滬深 A 股報價服務”版面進入。 

請選擇巿場。 

請輸入股票代號。(輸入後系統自動找出該股票之名稱，可交收之貨幣) 

請輸入股票價格。 

請輸入股票數量。 

請選擇交收貨幣。 

閣下可以選擇以下的盤別類型： 

 增強限價盤 

 競價限價盤 

 限價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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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盤種類的詳細解釋－請參閱附錄 I。 

按一下 “傳送” 按鈕以遞交買賣指示。 

如果沒有足夠購買力購買股票，將顯示錯誤信息：“閣下沒有足夠購買力完成此指令”。 

如果沒有足夠的股票數量出售，將顯示另一條錯誤信息：“閣下沒有足夠股票數量完成

此指令”。 

2.8.1 買入股票指令確認 / 賣出股票指令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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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價格偏離市價超過 20 個價位，將會顯示警告信息： “價格偏離市價超過 20 個價位。

是否繼續進行？”。  

在按 “確定” 按鈕確認該買賣指示前，請檢查清楚閣下剛才輸入的資料是否正確。 

按一下 “取消” 按鈕返回 『買／賣股票』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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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買入的股票為人民幣計價股票，將會顯示訊息：“此為(人民幣)計價證券交易，

是否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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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該單為“雙幣雙股”買賣，將會顯示訊息《此單為“雙幣雙股”買賣，需用另一幣值

之股票作交收(額外收取轉櫃位費)》。 

在按 “確定” 按鈕確認該買賣指示前，請檢查清楚閣下剛才輸入的資料是否正確。 

按一下 “取消” 按鈕返回 『買／賣股票』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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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再次輸入下單資料以供確認 

   

 

如果價格偏離市價超過 30 個價位，閣下要再次輸入下單資料(如股票代號，價格及股數)

以供確認。  

按一下 “確定” 按鈕以確認該買賣指示。 

如再次輸入的股票代號、股價或股數跟原先輸入的資料不相同，將會顯示錯誤信息： 

“確認資料與原有下單資料不符合，請重新下單”。 

按一下 “取消” 按鈕返回『買／賣股票』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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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買入 / 賣出股票指令程序完成 

 

 

當完成買入/賣出股票指令程序，將顯示參考編號。  

按一下 “繼續” 按鈕返回 『買賣盤狀況』版面。 

 

2.9 買賣盤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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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下可以點擊 “更新” 查詢每項指令的最新狀況。 

使用方向鍵瀏覽閣下每項指令的狀況。 

圖示 說明 

|＜＜ 首頁 

＜ 上頁 

＞ 下頁 

＞＞| 最後一頁 

如果閣下需要查詢某一買賣盤的詳細資訊，按一下該指令的 “參考編號”。 

下表介紹了買賣盤狀況的詳細資訊。 

 

狀況 說明 

等待 等待轉送 （通常顯示在非交易時段） 

未成交 已轉送至交易所，但未有任何成交 

部分成交 有部分已成交，有部分未成交 

全數成交 已全數成交 

已取消 交易已被取消 

拒絕 交易已被交易所拒絕 

 

如果狀況顯示為 “等待” 或 “未成交”，閣下可以修改或取消該買賣盤。如果股票

為上海Ａ股，買賣盤只能被取消。 

如果狀況顯示為 “部分成交”，閣下可以修改或取消該未成交之部份。如果股票為上

海Ａ股，買賣盤只能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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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狀況顯示為 “全數成交”，就不可以修改或取消該買賣盤。 

如果需要更改股數及 / 或價格，按一下 “改單”。 

如果閣下需要取消買賣盤，按一下 “取消單”。 

“下單股數”顯示該買賣盤之股數。 

“成交數量”顯示該買賣盤已成交之股數。 

 

2.9.1 交易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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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買賣盤狀況為“部分成交”或“全數成交”，『成交數量』欄顯示為已成交之股數。 

如果閣下需要更改股數和 / 或價格，按一下 “改單”。 

如果閣下需要取消買賣盤，按一下 “取消單”。 

向下捲動此『交易詳情』版面，你可看到此交易之細節詳情。 

(例如: (i)成交時間, (ii)交易類別, (iii)成交價, (iv)成交數量 及 (v)拒絕原因 (如有)) 

按一下 “更新” 按鈕更新 『交易詳情』版面。 

按一下 “返回” 按鈕返回 『買賣盤狀況』版面。 

 

2.9.2 更改買賣盤(只限港股) 

 

進入 『買賣盤狀況』 或 『交易詳情』，按一下 “改單“ 按鈕，閣下可以修改該買

賣盤之股價及 / 或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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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閣下需要更改買賣盤價格，請輸入新的股價。 

如閣下需要更改買賣盤數量，請輸入新的股數。 

若要確認修改該買賣盤，按一下 “改單” 按鈕。  

按一下 “取消” 按鈕返回 『買賣盤狀況』版面。 

2.9.3 改單指令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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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價格偏離市價超過 20 個價位，將會顯示以下提示信息：“價格偏離市價超過 20 個

價位。是否繼續進行？”  

在按“確定”按鈕確認該買賣指示前，請檢查清楚閣下剛才輸入的資料是否正確。 

按一下 “取消” 按鈕返回『買賣盤狀況』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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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再次輸入下單資料以供確認 

 

如果價格偏離市價超過 30 個價位，閣下須要再次輸入下單資料，例如：股票代號、新

的股價及股數，以供確認修改指示。  

按一下“確定”按鈕以確認修改指示。 

如再次輸入的股票代號、新的股價 / 或股數跟原先輸入的資料不相同，將會顯示以下錯

誤信息：“確認資料與原有下單資料不符合，請重新下單”。 

按一下 “取消” 按鈕返回 『買賣盤狀況』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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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改單指令程序完成 

 

按一下“繼續” 按鈕返回 『買賣盤狀況』版面。 

2.9.6 取消買賣盤 

 

進入 『買賣盤狀況』 或 『交易詳情』，閣下可以按一下 “取消單”，以取消該買賣

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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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 “確定” 按鈕以確認取消該買賣盤。 

按一下 “取消” 按鈕返回『買賣盤狀況』版面。 

2.9.7  取消買賣盤指令程序完成 

 

按一下 “繼續” 按鈕返回 『買賣盤狀況』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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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持倉狀況	

串流式版本 即時點擊版本 

 

使用方向鍵瀏覽閣下所持有的股票。 

圖示 說明 

｜＜＜ 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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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頁 

＞ 下頁 

＞＞｜ 最後一頁 

如果閣下需要查詢所持有股票的詳細資訊，按一下 “股票代號” 。 

如果閣下需要買入所選擇的股票，按一下右方的 “買入” 。 

如果閣下需要賣出所選擇的股票，按一下右方的 “賣出” 。 

客戶可在此版面看到自己戶口的可動用現金結餘。 

客戶亦可在此版面看到自己的可動用市值。(即時點擊版用戶之市值是根據前交易日之收

市價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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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 股票持倉詳情 

 
 

串流式版本 即時點擊版本 

 

閣下可以查詢可出售股數、T0 雙幣雙股數量(如有)、T+雙幣雙股數量(如有)及所持有股

票之市值。(即時點擊版用戶之市值是根據前交易日之收市價計算) 

按一下 “繼續” 按鈕返回『持倉狀況』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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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買賣記錄	

 

客戶可在此查詢自己戶口六個月內之買賣記錄。客戶可以按時段(最長六個月) 、市場或

股票代號 撮取所需的資料。 

按 “搜尋” 鍵，按客戶撮取資料作相關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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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報價記錄	

閣下可以查詢可用的免費報價數量及每月已用報價數量。 

顯示之報價數量是按曆月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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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認購新股	

 

新股認購，在主頁按下“認購新股”進入。 

選擇欲申請之新股，按一下“認購”進入招股書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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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認購新股之前，此頁可以利用超連結直接閱覽招股書。我們建議您去下一頁之前，

先閱覽招股書。 

按一下“確認 – 已閱覧有關申請條件及招股書”按鈕進入客戶須知版面。 

按一下“返回”返回認購新股版面。請細閱《客戶須知》，當您閱畢《客戶須知》的內

容後，如您接受當中的內容，請按“同意”按鈕繼續，否則，請按“不同意”按鈕停止

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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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擇認購股數。 

按一下 “傳送”按鈕，進入確認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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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按 “確定” 按鈕確認該認購指示前，請檢查清楚閣下剛才輸入的資料是否正確。 

按一下 “返回” 按鈕返回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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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下之申請已被接納。 

按一下“繼續” 按鈕進入“新股認購狀況”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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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在此新股認購狀況版面查詢每項認購新股的狀況，詳情請参閱下列之認購狀況說

明。新股認購手續正式完成。 

認購狀況說明 

認購狀況 註解 

已呈送 申請已呈送到本公司 

已接受 申請已被本公司接受 

已撤銷 申請已被撤銷 

分派結果 公佈了分派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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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電子結單	

 

 

如閣下已申請電子結單，在主頁會顯示“電子結單”功能。 

按下“電子結單”可進入電子結單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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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會列出閣下三個月內之“綜合成交單及結單”，及六個月內之“月結單”。 

如需搜尋，閣下可於版面選擇月份、結單類別賬戶類別及只顯示未讀取選項，然後按“搜

尋”。 

選擇要檢視之結單後按“檢視”鍵，系統會開出新視窗顯示閣下之結單，並且標示結單

為已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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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Web 公司行動服務	

2.14.1 供股 

在輸入供股指示前，請先詳細閱讀「行使供股權指示客戶須知」。 

如 閣下接受當中的內容，請按《同意》鍵繼續，否則請按《不同意》鍵返回。 

按《同意》鍵後，系統會顯示出《供股－輸入指示》頁面。 

 

輸入供股股數及額外供股股數（如該公司行動有提供額外供股）後，按《送出》 

鍵。 

請 閣下核對清楚所輸入的各個項目是否正確。如果所有項目正確無誤，請按《確認》

鍵。否則按《返回》鍵，返回上一頁。 

完成後系統會發出一個參考編號，請記下以便日後查詢。按《確認》鍵後，系統會跳至

《供股狀況》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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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2 股息 

在輸入股息指示前，請先詳細閱讀「收取股息選擇指示客戶須知」。 

如 閣下接受當中的內容，請按《同意》鍵繼續，否則請按《不同意》鍵返回。 

按《同意》鍵後，系統會顯示出《股息－輸入指示》頁面。 

 

輸入各項選擇之股數後，按《送出》鍵。 

請 閣下核對清楚所輸入的各個項目是否正確。如果所有項目正確無誤，請按《確認》

鍵。否則按《返回》鍵，返回上一頁。 

完成後系統會發出一個參考編號，請記下以便日後查詢。按《確認》鍵後，系統會跳至

《股息狀況》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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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3 收購行動 

在輸入收購行動指示前，請先詳細閱讀「接受收購邀約指示客戶須知」。 

如 閣下接受當中的內容，請按《同意》鍵繼續，否則請按《不同意》鍵返回。 

按《同意》鍵後，系統會顯示出《收購行動－輸入指示》頁面。 

 

如選擇接受收購，需輸入接受收購股數。完成選擇後，按《送出》鍵。 

請 閣下核對清楚所輸入的各個項目是否正確。如果所有項目正確無誤，請按《確認》

鍵。否則按《返回》鍵，返回上一頁。 

完成後系統會發出一個參考編號，請記下以便日後查詢。按《確認》鍵後，系統會跳至

《收購行動狀況》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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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4 優先認購 

在輸入優先認購指示前，請先詳細閱讀「行使優先認購權指示客戶須知」。 

如 閣下接受當中的內容，請按《同意》鍵繼續，否則請按《不同意》鍵返回。 

按《同意》鍵後，系統會顯示出《優先認購－輸入指示》頁面。 

輸入認購股數及額外認購股數（如該公司行動有提供額外認購）後，按《送出》鍵。 

 

請 閣下核對清楚所輸入的各個項目是否正確。如果所有項目正確無誤，請按《確認》

鍵。否則按《返回》鍵，返回上一頁。 

完成後系統會發出一個參考編號，請記下以便日後查詢。按《確認》鍵後，系統會跳至

《優先認購狀況》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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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更改密碼	

 

閣下可更改登入密碼。 

請輸入目前密碼 (舊密碼)、新密碼、並再次輸入新密碼 (確認新密碼)，然後按《確定》。 

成功更改密碼後新密碼將即時生效，請 閣下於下次登入時使用新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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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附錄 

3.1 附錄	 I	–買賣盤種類	

(只供參考，詳情請瀏覽香港交易所網頁。) 

 

競價限價盤 (開市前時段、收巿競價交易時段) 

競價限價盤是指有指定價格的買賣盤，並在開市前時段或收巿競價交易時段輸入交易系

統。指定價格等同最終 IEP(參考平衡價格)或較最終 IEP 更具競爭力的競價限價盤(即：

指定價格等同或高於最終 IEP 的買盤，或指定價格等同或低於最終 IEP 的賣盤)可按最終

IEP 進行對盤。 

 

於開市前時段輸入的未能配對而輸入價不偏離按盤價九倍或以上的競價限價盤，將一概

轉為限價盤，轉往當日早上的交易時段。 

而於收巿競價交易時段輸入的未能配對的競價限價盤將不會保留。 

 

限價盤 

限價盤只可以指定價格配對，沽盤的輸入價格不可低於最佳買入價（如有），而買盤的

輸入價格不可高於最佳沽出價（如有）。 

任何未完成的限價盤，將存於所輸入價格的輪候隊伍中。  

 

例如: 

以每股$101 買入 120,000 股: 

買入 賣出 

價格 ($) 股數 價格 ($) 股數 

100 60K 101 8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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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70K 102 60K 

98 20K 103 50K 

97 110K 104 120K 

96 80K 105 30K 

成交: 80K 每股$101, 

尚未成交: 40K 每股$101 繼續輪候對盤 

 

增強限價盤 

增強限價盤最多可同時與十條輪候隊伍進行配對（即最佳價格隊伍至距離 9 個價位的第

10 條輪候隊伍），只要成交的價格不差於輸入價格。沽盤的輸入價格不可低於最佳買入

價 10 個價位（或以外），而買盤的輸入價格不可高於最佳沽出價 10 個價位（或以外）。          

任何未完成的增強限價盤，將一概視為限價盤，存於所輸入價格的輪候隊伍中。 

 

例如: 

以每股$103 買入 210,000 股: 

買入 賣出 

價格 ($) 股數 價格 ($) 股數 

100 60K 101 80K 

99 70K 102 60K 

98 20K 103 50K 

97 110K 104 120K 

96 80K 105 3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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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80K 106 10K 

94 80K 107 10K 

93 10K 108 12K 

92 14K 109 14K 

91 16K 110 10K 

成交: 80K 每股$101，60K 每股$102，50K 每股$103, 

尚未成交: 20K 自動轉為每股$103 的限價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