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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操作指南 

(一) 網上登入 

1. 使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8.0 或以上 (更新至適當的 Service Pack)或谷歌瀏覽器

 登入輝立主網頁 http://www.poems.com.hk 

2. 在網頁左上方按 POEMS 登入 

 

3. 選擇登入的伺服器: 

 

4. 若果登入介面不是繁體中文，請在右上角位置按 。 

5. 方框內輸入 帳戶號碼 及密碼，然後按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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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輸入第２重密碼。

7. 然後選擇 環球股票，再按 環球交易 ，然後 接受 聲明 2 次，即可進行買賣或查詢

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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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環球交易”版面介紹 

當按下“環球交易”後，客戶便會進入操作介面，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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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公告 

2. 報價表單 

3. 買賣盤下單處 

4. 倉底及戶口資訊 / 交易費用 / 尋找股票代號 / 匯率參考 / 客戶服務資訊 

5. 按  查閱股票代號格內股票的概要資訊 

6. 下單和交易的資料和記錄 

(三) 報價顯示 

系統內可直接顯示多個市場的報價行情(包括現價和總成交量、最佳買入和賣出價及其

掛盤股數、當日最高和最低價、股價較上日收市價的數值和百比率變動)，包括新加坡

及美國，但部份市場需要付費或以 POEMS 積分換取。 

至於其他市場，會自動彈出新視窗，連接至相關交易所網頁，提供延時報價服務。 

串流式實時報價 新加坡、美國(需另外填表申請)和馬來西亞 

串流式延遲(最少 20 分鐘)報價 日本(東京) 

連結至相關網頁報價 其他市場 

系統內已預設多個不同報價版面，如十大成交量 / 十大股價金額升跌幅 / 十大股價

比例升跌幅 / 市場指數 / 各行業 / 各主題分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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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查詢股價 

A. 個別股票 

在股票方格內，輸入股票名稱／代號的關鍵字串，下方會列出１２個包含該字串的選

擇，字串越多，結果越收窄，白底是被選者，然後按鍵盤上“輸入＂鍵或滑鼠單擊。 

 

 

 

B. 預設報價表  

 

然後選擇市場和有關主題。 

假設閣下想查詢美國紐約交易所十大股價金額升幅。 

 

1. 首先在左方選單選取市場為 美國 

2. 然後在中間選取 NYSE  

3. 再在右方選取 十大股價金額升幅，版面便會自動篩選並顯示於報價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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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自設的投資組合報價 

選擇一個自設組合 

 

 

(五) 查詢交易費用和當天匯率(參考) 

在戶口資訊中選取交易費用或匯率，有關的參考性資料會顯示在下方。 

 

 

 (六) 自設股票投資組合報價 

因應個人喜好及需要，客戶可設定最多五個投資組合，每個投資組合最多可設定 10 只

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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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增加股票入某一組合內 

方法１) － 設定投資組合 

選擇組合，然後按“設定投資組合＂。 

 

 

輸入股票名稱／代號的關鍵字串，然後按“搜尋＂，在合適搜尋結果，按右側“增加＂，

之後該股票加進至左方。若 12 個搜尋結果仍不合適，請以更貼切的關鍵字串重試。 

 
最後按＂返回＂，即回至組合的報價表。 

 
 

 

方法二) － 在個股報價中加入 

選擇合適組合，然後按“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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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選擇組合後，顯示包含該股票的組合報價 

 

 

B. 從組合內移除股票 

 按“設定投資組合”。 

 

選擇組合。 

 

股票名稱旁邊按“移除＂，就可從投資組合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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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返回＂，然後查看組合。 

 

 

C. 更改組合名稱 

按＂設定投資組合＂，選擇組合。 

 
輸入新組合名稱，按“更改名稱＂。 

 

按＂返回＂，並選擇新的組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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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交易指示種類 

系統可執行一類交易指示: 限制價格。 

限制價格 (限價盤) – 該買賣盤種類容許以指定價位或較佳進行對盤，是最普遍常用

之一種交易種類。 

 

交易平台不設市價盤 ，如何使用平台達致市價盤的效果？ 

本公司的電子交易系統上不設市價盤功能，不過客戶可以根據以下方法達至接近市價盤

下單的效果。 

 方法（1）： 

客戶在美股開市時段使用電話落單，客戶可向本公司外股部交易員提出模擬市價盤

的要求(只適用於美國的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納斯達克證券市場上市的大部份股票)，

外股中央交易員會考慮及安排。 

 

方法（2）： 

如果客戶使用交易系統下單買賣 

1）若進行買入盤，客戶可以輸入一個較當時市場賣出價格更高*的買入指示，以達

至市價買入的效果。 

2）反之，客戶可於系統內輸入一個較市場買入價更低*的沽盤，達至以市價沽出的

效果。 

* 高低差價不可超過前成交價的百分之 3 或市場容許的買賣範圍內，客戶務必於開

市和下單後自行查閱交易狀態。本公司不會對以上述方法下單而不成功的指令作出

任何形式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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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股票代號 

如果客戶忘記股票代號，可先到倉底(若客戶持有該股票)或進入 尋找股票代號 版面捜尋。 

首先輸入市場、股票或代號的關鍵字串，然後按搜尋 ，包含關鍵字串的股票便列出來，再點

撃股票，相關資料自動出現在下單處。 

 

要求的股票代號可能已經被限制交易或市場內沒有此股票代號。客戶如需協助請致電外國股

票市場交易熱線。 

 

美國股票市場的股票代號的特點： 

美國證券交易所使用字母為股票代號。在紐交所上市的股票有三個或更少的字母。在納斯達

克上市的公司通常有四個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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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股票代號 

由於本平台使用的新加坡股票代號與新加坡交易所的專用代碼不同，客戶可能利用後者從網

上得到更多資訊，那麼，如何利用新加坡交易所的專用代碼得知平台的股票代號？ 

1) 先到新交所網頁 www.sgx.com 

2) 選擇 Company Information > ISIN Code Download 

 

3) 點選今天的日期

 

4) 同時按鍵盤上的＜Ctrl> 和 F，在尋找空格內輸入新加坡交易所的專用代碼，如：

RW0U，表內第三欄是該代碼，複製最右欄的簡短名稱，如:Mapletree GCC Tr 

 
5) 返回平台的尋找股票代號，把這名稱貼上在股票名稱的空格內，按＂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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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股票代號 

同樣地，本平台使用的馬來西亞股票代號與交易所的專用代碼不同，如何利用馬來西亞交易

所的專用代碼得知平台的股票代號？ 

1. http://www.bursamalaysia.com/market 

2. 在 Get Quote 空格內，輸入交易所的專用代碼 

 
3. 選擇合適股票，記下關鍵字串，不需理會 BERHAD，因為它在平台會以短寫"BHD"表示。 

 

4. 返回平台的尋找股票代號，選擇"馬來西亞"市場，輸入這關鍵字串在股票名稱的空格內，

按“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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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輸入買賣盤程序 

 
1. 市場 

2. 股票代號 (可從報價表單/尋找股票代號版面/倉底(如有)點撃股票，或直接輸入代號) 

3. 限制價格 

4. 交易數量 

5. 交收貨幣 

6. 交易類型 (只有限價盤) 

7. 買入 / 沽出 

點選市場之後，遊標會直接跳至股票代號，然後按鍵盤上“Tab”鍵，可令遊標跳至

下一格，下單過程無需使用滑鼠。 

8. 在確認表單重新輸入 密碼 並按提交以確定交易指示 

 

注意: 現存一欄反映持倉股數，客戶請避免沽空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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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下達其他特殊指示： 

客戶如需要下達外股交叉盤、碎股、Good-Till-Cancel(GTC)指令，請致電外國股票交易部查詢。

本公司並不接受 All-or-Nothing(AON)指令。 

 

敬請不要使用電郵、傳真或手機短訊功能傳送交易指示給予本公司外國股票交易部。 

 

由於股價波動，客戶如需下達市價交易盤，敬請於所屬市場的開市時段內致電外國股票交易

部下單。開市時段外的市價交易盤恕不接納。 

 

(十) 新加坡與日本股票碎股的買賣 

若下單包含碎股，整筆下單會被拒絕。下碎股方法如下 

1. 致電經紀/客戶主任 下單 或 

2. 致電外國股票交易部 下單 

注意: 碎股價格與正股價格略有不同，碎股即時價格不能在交易平台觀看，交易狀態亦非

實時反映，如需查詢，可致電外國股票交易部。  

(十一) 智慧路由技術 (只限於日本及美國市場) 

當客戶下單於日本市場的東京交易所，該買賣盤會經由智慧路由技術處理，根據當時最好的

價格而決定將你的買賣盤送到東京交易所或其他日本交易系統。 

 

智慧路由技術現時只提供給東京交易所的買賣盤。其他買賣盤則會送到指定的交易所。如該

股票於指定交易所沒有價格則會送到該股票的主要交易所。 

 

當客戶下單於美國市場，該買賣盤會經由智慧路由技術處理，根據當時最好的價格而決定將

你的買賣盤送到其中一個美國的交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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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查詢交易進展 

完成下單後，客戶可在交易下單資料和記錄的“全部＂和“處理中交易”版面上查詢交易狀

態。交易狀態可依市場、買/沽或股票代號篩選出來。另外，三個資料表的各欄目皆可以雙擊

把資料排序 ─ 順序 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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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目 內容 

參考編號 該買賣盤的辨識號碼 

輸入者 輸入者可以是：  

客戶於 POEMS 落盤（以客戶號碼顯示） 

客戶經紀於 SATS 落盤（以經紀 SATS 登入名稱顯示） 

外國股票部同事落盤（以同事的名稱顯示） 

狀態 Received – 外國股票部盤房已收到買賣盤指示並正在處理中，指

示尚未放進交易所內買賣 

O/S – 買賣指示已成功放進場內買賣，但未成交  

Pending Approve – 出現此狀態，原因有以下情況： 

1. 下單金額已超出客戶的購買力(包含信用額和按值) 

2. 該買賣盤指示之市場為非直通市場，外國股票部同事正在

處理有關指示 

3. 下單金額已超出單筆買賣盤的交易限額 

4. 客戶狀態並非 A(即正常) 

   請按“更新”鍵更新有關指示最新狀態． 

Pending Cancel - 該買賣盤取消指示之市場為非直通市場，外國股

票部同事正在處理有關指示，請按“更新”鍵更新有關指示最

新狀態． 

Rejected – 下單或取消指令已被拒絕 

訊息 更多關於此指示的資訊． （詳情請致電外國股票交易部） 

落盤時間 說明該買賣指示的落盤時間 

輸入時間（僅供

參考） 

說明該買賣指示在場內掛盤的參考香港時間．（如該買賣盤指示

之市場為非直通市場，交易部同事會以另一系統替客戶下單，真

正掛牌的時間可能會有出入，敬請留意） 

成交時間（僅供

參考） 

說明該買賣指示成交的參考香港時間．（如該買賣盤指示之市場

為非直通市場，交易部同事會以另一系統替客戶下單，真正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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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提示:  

1. 在選擇交收貨幣時，請確定賬戶於交收日有足夠所選的貨幣，以供買入交收之用。

否則，將會在交收日起導致有利息徵收的情況出現。 

2. 如果輸入了錯誤的交收貨幣，請在該市場的交易時段內致電外國股票交易部更改。 

 (十三) 取消 / 更改指示 

取消指示 

如要取消買賣盤指令，請選擇“處理中交易”，“掛盤中”，“已收到”，或“等待批

准”，在有關下單的首欄，按取“X”鍵。 

 

 

的時間可能會有出入，敬請留意） 

交收貨幣 交收貨幣由客戶在下單時自行選擇 

(預計)總額 顯示的金額僅作參考，最終交收金額會有差別，而且並不完全反

映在倉底內的即日收支、未完成買入/沽出總值內。 

該金額包含了佣金及交易費用和其最低收費的粗略估算，但並不

適用於個別帳戶，也不考慮合單、交易貨幣、交收貨幣和匯率變

動等情況，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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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按取“X”鍵後，會出現一個新的對話盒，詢問是否真的要取消此指令，如是，則選擇確

定即可。  

          

成功取消後，該下單資料會從“處理中交易”移到“已完成交易”。已取消的部分成交單在

“成交”顯示，而沒有成交的取消單則在“取消”顯示。 

 

三種狀態會出現。 

1. 指令取消中(Pending Cancel) - 在此訊息下，即下達的取消指令，外國股票交易部已收

到，正在處理中。 

2. 取消(Cancel) – 下單已經完全取消。 

3. 取消被拒(Cancel RJ)  - 取消指令未能成功，可能結果是成交(Done)或部份取消(Part 

Cancel)。 

溫馨提示:   

 1.  因客戶下達指令時並非直接到達交易所，下單或取消單需時，因此取消下單或市價盤

不一定能成功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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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你能在“取消者”此一欄中看到是那一位取消該買賣盤的指令。 

取消者可以是：  

客戶本人於 POEMS 取消（以帳戶號碼顯示） 

客戶經紀代表於 SATS/F1 取消（以經紀 SATS 登入名稱顯示） 

外國股票部交易員取消（以職員名稱顯示） 

3. 當外國市場收市後，本系統仍然會把已經掛出市場的交易指示標示為「O/S」，客戶

無須自行取消這種交易指示；本系統將會於是日稍後時間自動移除有關的交易指

示。 

4.   如果下單被拒絕，請參閱訊息欄或附錄(一)交易拒絕的原因。另外，美國交易商訂下

有關避免錯誤交易的限制指： 所有大於 9,999 股的下單都會跟該股的 30 天平均成

交量的 10% 作比較，而發現股數大於該股的 30 天平均成交量的 10%將會被拒絕

(20)，及所有限時下單 (開始前交易及盤後交易時段除外)的下單價如超出 9:30am – 

4:00pm (ET)時段中排價的 8%或以上都會被拒絕(21) 

更改指示 

平臺不設直接更改內容的功能。如要更改下單的內容，閣下必須先取消原先已下而掛盤中/已收到/等待批准的

下單，成功取消之後，才下新的買賣盤。如果客戶在沒有確認下單已成功取消前，便下新的單子，這有機會導

致兩筆單子同時成交，客戶須承擔有關的責任及風險。 

1. 取消(參考第十五項) 

2. 下達新買賣盤 (參考第十一項) 

 

(十四) 查看今天完成的交易 

閣下在交易下單資料和記錄選取“已完成交易”一欄觀看你當天已完成的指令。注意：所有

已完成交易包括(i)成交單“成交”、部份成交或部份取消(ii)已取消的的下單“取消＂和(iii)

已被拒絕的下單會“被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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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目 内容 

參考號碼 每一個指令的備查編號 

輸入者 

誰鍵入此指令 

帳戶碼號–客戶登入的帳戶號碼。 

SATS 登入名稱 – 由客戶經紀或交易員同事在 SATS 或 FS traders 系

統中鍵入指令。 

買/沽 
‘B’ – 買入指令，以粉紅色為背景顏色。 

‘A’ – 賣出指令，以黃色為背景顏色。 

成交價 該交易的平均成交價。 

成交股數 該交易的已經成交股數。 

狀態 

Done – 指令已全部成功交易 

Part Done – 指令已部分成功交易 

Cancel – 指令已收到，下單已被取消 

Part Cancel– 指令已部分成功交易，剩餘部分已被取消 

Rejected – 指令無法傳送到交易所 (請參考“訊息”一欄查閱更多資

料。如要進一步資料，請致電外國股票交易部 

交收貨幣 交收貨幣由客人自己選擇 

總額（預計） 顯示的金額僅作參考，最終交收金額會有差別，而且並不完全反映在

倉底內的即日收支、未完成買入/沽出總值內。 

該金額包含了佣金及交易費用和其最低收費的粗略估算，但並不適用

於個別帳戶，也不考慮合單、交易貨幣、交收貨幣和匯率變動等情況，

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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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查看上一交易日完成的交易 

1.在交易下單資料和記錄選取“昨天已完成交易”。. 

 
2. 在上圖紅色的長方形圈中，它展示了此單交易的詳情。 

 

溫馨提示 

美股交易的紀錄只會保留至早上 10 時 45 分, 如需查詢, 上午 11 時後請致電外股部查詢 

 

 

 

(十六)  查看股票持倉 

按“倉底”一項，客戶可查看外國股票戶口的持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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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查看信貸額和資金結餘 

按“倉底”一項，它顯示了客戶外國股票戶口的結存狀況。 

 

 

在客戶資料中，可查詢以下欄目： 

欄目 內容 

轉帳 如果客戶已存錢入本公司戶口內，但仍等待會計部的成功核對和交

收部存入證券帳戶，外國股票交易部同事可先替客戶加入當天臨時

使用的資金，並會出示在此欄中。 

即日收支 今天的收入與支出總和（未計算佣金及其他費用） 

未完成買入盤總值 在排隊等候中的買入指令的總值。  

未完成沽出盤總值 在排隊等候中的賣出指令的總值。 

可動用資金 客戶現在可用來買入股票的外國股票帳戶的購買力，包含信用額和

股票按值(有上限)。 

當選取“查看結存”後，外國股票戶口內各種貨幣的結餘狀況便會顯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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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圖表 

在 網上交易平台 的 環球股票 點選 圖表，然後按指示 進入。 

 
依次揀選所需 市場(Country of Exchange)，股票 (stocks) /指數 (indice)  及 年期 (Number of 

years) ，再按  

注意： 暫可提供的股票/指數圖表包括五個市場，分別是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英國及

日本。 

 圖表年期，日線圖最長為１０年，周線圖為２０年，月線圖為５０年。 

進入圖表後，可隨個人喜好 

1. 揀選圖表類型 (棒型圖、陰陽燭、線圖、現貨價量圖等) 

2. 增加或減少技術指標，在股價版面或新增版面 

(移動平均線、相對強弱指數、保力加通道等 65 種指標) 

3. 放大或縮小某段時期的股價走勢   

4. 將圖表反黑  

5. 日線、周線、月線圖轉換 

6. 移動浮標，觀察歷史高、低、開市及收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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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環球股票計算器 

只要輸入金額、貨幣、兌換貨幣，即可計算大約兌換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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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即時新聞 

在網上交易平台可觀看美國、中國、新加坡市場新聞， 

 

(二十一) 研究報告 

在網上查數平台的研究報告一項可觀看各個市場的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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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股票篩選器 

只要選取市場、行業，並在空白位置輸入相關數字，系統便會因應各類指標，篩選出一系列 

的股票，幫助客戶進行深度分析，挑選合適股票放進投資組合內。 

 

1. Price = 前交易日最後收市價 

2. Market Cap = 市場資本 (已發行股份 X 最後收市價) 

3. Operating Profit Margin = 經營邊際利潤率 (經營溢利 / 營業額) 

4. Revenue Growth Rate = 收入增長率  

5. EPS Growth Rate = 每股盈利增長率 

6. Dividend Yield = 股息率 (股息 / 公司股價) 

7. ROE = 股東權益報酬率 (稅後淨利 / 股本) 

8. ROA = 總資產報酬率 (稅後息前淨利 / 總資產) 

9. PE Ratio = 市盈率 (股價 / 每股盈利) 

10. Price/NTA Ratio = 股價相對有形資產比率 

11. Current Ratio = 流動比率 (流動資產 / 流動負債) 

12. Debt/Equity Ratio = 負債比率 (債務 / 股本) 

經篩選後，股份會以股票代號的英文字母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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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服務只適用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股票 

(二十三) 查詢客戶結單 

從網上交易平台按  切換至網上查數平台，在客戶結單一欄按 環球股票  

 
 

然後選取結單月份，即顯示當月交易記錄及持倉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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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換領積分 

輝立客戶買賣港股或美股所積存之分數，可換領串流美股報價服務 

進入網上查數平台 eCheck，然後選擇換領積分 

美股即時串流報價 所需積分: 1 個月   300 分 

(客戶需先自行到 www.cyberquote.com.hk 申請串流美國股票報價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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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服務指南 

 (二十五) 交易時間 

在進入環球交易介面時，可選舉交易時間表查詢各個交易所的交易時間或在輝立網頁,環球股

票之市場交易時間表查詢。 

 
或進入輝立主網頁後, 可以於環球股票之市場交易時間表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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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直通/非直通市場、不合單計算費用及免責聲明 

直通市場和非直通市場 

美國(除美國 OTC、美國特選證券(UZ)外)、新加坡和日本(除少量帳戶外)是直通市場，其他市

場皆是非直通市場。請注意:後者的下單會由交易員於另一平台為客戶提交至交易所，所以更

新時間和狀態並非實時。 

 

不合單計算費用  

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泛歐交易所及其他歐洲市場之股票交易買賣並不設立合單制

度，每一個完成交易之費用(包括佣金)作獨立計算。亞洲市場的合單計算費用制度僅限於帳

戶、交易日、股票代號、買賣方向、交收貨幣和下單途徑皆相同的交易。 

 

免責聲明 

輝立証券(香港)有限公司(下稱輝立(香港) )將盡力確保彼等所提供之資料之準確性及可靠

性，惟並不擔保該等所提供之資料之準確性及可靠性。輝立(香港)有權對所提供之資料作出

更新及更改，而不需預先予以通知。如因有關資料之任何不確或遺漏而引致任何損失或損

害，輝立証券(香港)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輝立(香港)會盡可能處理有關限價格盤之買入或賣出指示，但指示可能因股價變動、市場成

交量不足或系統故障及其他輝立(香港)不可預計之情況而未能執行。故此，限價盤有可能完

全成交、部份成交或完全未能成交。閣下於使用限價盤之前，請詳細了解買賣盤的特色及處

理程序。 

(二十七) 目標價買賣盤(GTC) 

GTC，全名為 GOOD TILL CANCEL(取消前有效)。客戶如有任何買賣指示有效期多於一個交

易日，並有效至客戶取消為止的下單指示皆為 GTC。不過，必須留意的是，現時外股部提供

的 GTC 指令是設有有效期的，客戶於下 GTC 指令時必須選擇所需有效期，最長下單日起計

三十個公曆日。 

 

現時可供選擇的市場包括： 

歐美市場：美國(不包括 OTC 和 PinkSheet)、加拿大、英國(不包括 AiM)、德國、泛歐、愛爾

蘭、芬蘭、瑞士、瑞典和土耳其。 

亞太市場：澳大利亞、中國Ｂ股、印尼、日本(不包括商品 ETF)、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

南韓、台灣(不包括需特別處理股票)和泰國。 

需留意： 

所有 GTC 股票只限於本平台可供選擇的股票，而且不包括碎股。 

 

目前 GTC 指令不論下達、更改、或取消，必需致電至外國股票交易部進行。我們亦接受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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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所屬經紀致電予外國股票部代為下達指示，唯需事先於電話錄音的情況下取得客戶的指示

後才可進行。請留意，於交易時段內，GTC 指令並不接受更改，但仍可取消。 

以下為可下達及更改 GTC 指示的時間表 

市場 

星期一至五接受 GTC 下單/更改時間 

(以下為香港時間) 

  開始 結束 

美國 

NYSE 

NASDAQ 

不包括 OTC 

收市後 09:00  同日 17:30 

加拿大 收市後 09:00 同日 17:30 

澳大利亞 收市後 14:30  同日 17:30 

中國 B 股 收市後 15:00 下一交易日 07:30 

印尼 收市後 18:00 下一交易日 07:30 

日本(不包括商品 ETF) 收市後 14:30  同日 17:30 

馬來西亞 收市後 18:00 下一交易日日 07:30 

菲律賓 收市後 18:00 下一交易日日 07:30 

新加坡 收市後 18:00 下一交易日 07:30 

南韓 收市後 15:00 同日 17:30 

台灣(不包括需特別處

理股票) 
收市後 18:00 下一交易日 07:30 

泰國 收市後 18:00 下一交易日 07:30 

英國 

收市後 09:00 同日 11:00 

泛歐 

德國 

芬蘭 

愛爾蘭 

瑞士 

瑞典 

土耳其 

『現金戶口』客戶：於 GTC 輸入當日，如閣下的帳戶現金結餘低於該 GTC 所需的最低金額

要求，該 GTC 仍有可能於下單當日獲接納。但本公司有權於翌日自動取消未能合乎最低金

額要求的 GTC 指示而不作任何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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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金戶口』客戶：於 GTC 輸入當日，如閣下的寬限額、按倉值及結餘金額之總和低於該

GTC 所需的最低保證金要求，該 GTC 仍有可能於下單當日獲接納。但本公司有權於翌日自

動取消未能合乎最低保證金額要求的 GTC 指示而不作任何通知。 

 

如 GTC 交易指示於被發送到交易所時因價格限制（因應不同市場而定）為由而被拒絕，本公

司不會在該交易日內再把指示發出至交易所（除非客戶另發新指示），但會在下一個交易日再

被發送到交易所，直至 GTC 限期完結。 

 

出於對客戶的風險考慮，現時外股部所提供的 GTC 指令是設有有效期的，客戶於下 GTC 指

令時必須選擇所需有效期，最長為下單日起計三十個公曆日。若然客戶的下單有效期多於三

十個公曆日，客戶需先選擇最長有效期三十個公曆日，然後在最後有效期後須致電外國股票

交易部重新下單。 

 

備註： 

1. 如果 GTC 指示在其中一個交易日當天只有部份成交，該指令於當天收市後將會被取消，

剩餘部份將不會繼續。如客戶需要繼續該指示，客戶須重新下單。 

2. 如果該股票在 GTC 指示期間除牌，該 GTC 指示將會被取消。 

3. 如果因為企業行動的關係而引起的錯盤，客戶需要負上最終全部責任。 

(二十八) 泰國本地人股買賣 

 泰國證券市場主板上市公司一般分為泰國本地人股(Local Share), 外地人股(Foreign Share)及

Non-Voting Depository Receipt (NVDR)  

如客戶需下達本地人股(Local Share)及有關泰國交易所買賣基金(ETF)的指令, 請致電外國股

票部熱線 2277 6678 

(二十九) 日本股買賣注意事項 

如果客戶的下單指示觸及了以下其中任何一個情況, 下單指示會被拒絕： 

1. 該下單指示的數量大於或等於每日平均成交量的百分之 2 

2. 該下單指示的數量大於或等於總發行股數的百分之 1 

3. 該下單指示的金額高於$1,000,000 美元 

4. 市場流動性影響，價格水平檢查(如果該下單指示有可能令該股票的價格偏離於現價大

於):5 級 

5. 市場流動性影響，價格百分比檢查(如果該下單指示有可能令該股票的價格偏離於現價

達):2% 

(三十) 歐洲股買賣注意事項（適用於泛歐，瑞典及瑞士市場） 

如果客戶的下單指示觸及了以下其中任何一個情況, 下單指示會被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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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單指示的數量大於或等於每日平均成交量的百分之 2 

2.該下單指示的數量大於或等於總發行股數的百分之 1 

3.該下單指示的金額高於$1,000,000 美元 

4.市場流動性影響，價格水平檢查(如果該下單指示有可能令該股票的價格偏離於現價大於):5

級 

5.市場流動性影響，價格百分比檢查(如果該下單指示有可能令該股票的價格偏離於現價

達):2% 

(三十一) 美國場外交易注意事項 

美國存管信託公司(DTCC) 會對一些寄存於 DTC 的證券實行限制並提供有限度服務，這些證

券便稱為「凍結」(Chill)證券。DTC 會不向這些「凍結」證券提供某一或多種服務，例如限

制 DTC 成員存入或提取有關證券。「凍結」期可以是數天甚至更長時間，而限制時間長短取

決於 DTC 實施「凍結」的原因及證券發行商能否改善有關問題。當 DTC「雪藏」或「凍結」

某一證券，會發出「美國 DTC 會員通告」(Participant Notice)給其會員。公眾可從 DTC 網站得

知「美國 DTC 會員通告」(http://www.dtcc.com/legal/imp_notices)。客戶可能需要支付額外費用

作實物交收。如該證券有任何企業行動 ( 例如派股息及被收購等 )，客戶都不能享有其股東

權益。另外，該股票是否被「凍結」亦只能於交收日才獲悉，所以本公司未能提供「凍結」

股票名單。 

另外，當客戶買賣美國場外交易市場股票時，請自行輸入股票代號，並小心核對清楚才下單，

以免出現錯誤。 

 

 

 

 

 

 

 

 

 

 

 

(三十二) 收市後接盤時間限制 

紐約交易所/納斯達克交易所 

不接受網上平台下單 : 4:00am – 8:00am (夏令) 

  : 5:00am – 8:00am (冬令) 

接受下一個交易日的下單指示 : 8:00am 以後 (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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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0am 以後 (冬令) 

  

泰國交易所 

不接受網上平台下單 : 5:30pm – 8:00pm 

接受下一個交易日的下單指示 : 8:00pm 以後 

  

新加坡交易所 

不接受網上平台下單 : 5:06pm – 6:15pm 

接受下一個交易日的下單指示 : 6:15pm 以後 

(三十三) 查閱股票概要(只提供英文版) 

客戶可于 POEMS 內查閱各國股票英文版概要。網站提供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

美國及英國七個國家的股票概要。 

1. 客戶登入 POEMS 後，進入環球交易的下單畫面 

   選擇市場-〉在輸入股票代號後，按右上角    的圖示，直接查閱股票概要。 

 

 
 

2．客戶登入 POEMS 後，在環球股票欄下選擇股票概要（英文）， 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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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進去以後，在 ‘search’ 位置輸入想要查詢的股票名稱關鍵字，例如 Apple，有關公司就

會顯示出來，按下該公司名稱欄位，就會進入該公司的概覽。 

 

 

(三十四) 孖展比率及交易限制股票 

融資比率指客戶可用倉底裏有按值之股票根據融資比率來加大客戶現金流進行股票買賣。 

客戶可於 POEMS 網站搜尋股票的融資比率。 

首先，前往藍色選項點選“市場資訊”，然後於第二橫行選項點選“按揭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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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會進入香港股票保證金融資比率，然後，點選右邊的“外國股票保證金融資比率”。 

 

新的網頁分頁：“輝立外國股票保證金融資比率查詢”會彈出。 

 

客戶可選擇外國市場，之後再選擇融資比率百分比，然後按 “搜尋”。 

搜尋結果會顯示在下方。 

客戶還可以在股票編號/名稱位置輸入需要搜尋的股票名稱及編號，再按搜尋，下方就會顯示

客戶所查詢的股票的融資比率。如搜尋沒有結果，顯示輝立證券並未對此股票 設定融資比率。 

如有任何問題，請致電外國股票交易部查詢。 

(三十五) 查詢及聯絡 

星期一至五 24 小時外國股票交易部查詢熱線:  (852) 2277 6678 

電郵 :  foreignstock@phillip.com.hk 

客戶服務部: (852) 2277 6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