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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操作指南 

(一) 网上登入 

1. 使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8.0 或以上 (更新至适当的 Service Pack)或谷歌浏览器

 登入辉立主网页 http://www.poems.com.hk 

2. 在网页左上方按 POEMS 登入 

 
3. 选择登入的服务器: 

 

4. 若果登入接口不是简体中文，请在右上角位置按  

5. 在方框内输入 帐户号码 及密码，然后按登入 

 



~ 4 ~ 

 

6. 输入第２重密码。 

 

7. 然后选择 环球股票，然后点选 环球交易 ，在接受 2 次声明后，便可以进行买卖

或查询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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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环球交易"版面介绍 

点选 “环球交易”后，客户会进入操作版面，如下图所示： 

 

1. 重要公告 

2. 报价窗体 

3. 买卖盘下单处 

4. 仓底及户口信息 / 交易费用 / 寻找股票代号 / 汇率参考 / 客户服务信息 

5. 按  查阅股票代号格内股票的概要信息 

6. 下单和交易的资料和记录 

(三) 报价显示 

系统内可直接显示多个市场的报价行情(包括现价和总成交量、最佳买入和卖出价及其

挂盘股数、当日最高和最低价，股价较上日收市价的数值和百比率变动)，包括新加坡

及美国，但部份市场需要付费或以 POEMS 积分换领。 

至于其他市场，会自动弹出新窗口，连接至相关交易所网页，提供延时报价服务。 

串流式实时报价 新加坡、美国(需另外填表申请)和马来西亚 

串流式延迟(最少 20 分钟)报价 日本(东京) 

连结至相关网页报价 其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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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内已预设多个不同报价版面，如十大成交量 / 十大股价金额升幅/ 十大股价比例

跌幅 / 市场指数 / 各行业 / 各主题分类等 

(四) 查询报价 

A. 个别股票 

在股票方格内，输入股票名称／代号的关键词串，下方会列出１２个包含该字符串的

选择，字符串越多，结果越收窄，白底是被选者，然后按键盘上“输入＂键或鼠标单

击。 

 

 

 

B. 预设报价表  

选择市场和有关主题。 

假如客户想查询美国纽约交易所的十大股价金额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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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先在左方选单选取市场为 美国 

2. 然後在中间选取 NYSE  

3. 再在右方选取 十大股價金額升幅，版面便会自动筛选并显示于报价窗体。 

 

C. 自设的投资组合报价 

选择一个自设组合 

 

 

(五) 查询交易费用和当天汇率(参考) 

在户口信息中选取交易费用或汇率，有关的参考性资料会显示在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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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自设股票投资组合报价 

因应个人喜好及需要，客户可设定最多五个投资组合，每个投资组合最多可设定 10 只

股票。 

A. 新增股票於指定组合 

方法１) － 设定投资组合 

选择组合，然后按 “设定投资组合”。 

 

输入股票名称／代号的关键字串，然后按“搜寻”，在合适搜寻结果，按右侧“增加”，

该股票會增加到左方。如果建议的 12 个搜寻结果仍不合适，请以更贴切的关键字串重

试。 

 

最后按“返回”，回到组合的报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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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 － 在个别股票报价中加入 

选择合适组合，然后按“增加到”。 

 

重 新 选 择 组 合 后 ， 该 股 票 的 报 价 會 显 示 出 來

 
 

B. 从组合内移除股票 

 按“设定投资组合”。 

 
选择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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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名称旁边按＂移除＂，就可从投资组合移除。 

 

按“返回”，然后查看组合。 

 

 

C. 更改组合名称 

按“设定投资组合”，选择组合。 

 

输入新组合名称，按“更改名称”。 

 
按＂返回＂，并选择新的组合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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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交易指示种类 

系统只接受一類交易指示: 限制价格。 

限制价格 (限价盘) –买卖盘会以指定价格或较佳价格进行对盘，是最普遍最常用的一

种交易种类。 

 

交易平台不支援市价盘 ，如何使用平台达致市价盘的效果？ 

本公司的电子交易系统上不支援市价盘功能，不过客户可以根据以下方法达至接近市价

盘下单的效果。 

 方法（1）： 

客户在美股开市时段使用电话落单，客户可向本公司外股部交易员提出仿真市价盘

的要求(只适用于美国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及纳斯达克证券市场上市的大部份股票)，

外股中央交易员会考虑及安排。 

 

方法（2）： 

如果客户使用交易系统下单买卖 

1）若进行买入盘，客户可以输入一个比市场卖出价格高*的买入指示，以达至市价

买入的效果。 

2）反之，客户可输入一个比市场买入价低*的沽盘，达至以市价沽出的效果。 

* 高低差价不可超过前成交价的百分之 3 或市场容许的买卖范围内，客户务必于开

市和下单后自行查阅交易状态。本公司不会对以上述方法下单而不成功的指令作出

任何形式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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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股票代号 

如果客戶忘記股票代號，可先到仓底(若客户持有该股票)或進入 尋找股票代號 版面捜尋。 

首先输入市场、股票或代号的关键词串，然后按搜寻 ，包含关键字符串的股票会列出来，再

点撃股票，相关数据自动出现在下单处。 

 

客户搜寻的股票代号可能已经被限制交易或市场内没有此股票代号。客户如需要帮助，请致

电外国股票部交易热线。 

 

美国股票代号的特点： 

美国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代号以字母组成。在纽交所上市的股票有三个或者以下的字母。在纳

斯达克上市的公司，代号通常由四个字母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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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股票代号 

由于本平台使用的新加坡股票代号与新加坡交易所的专用代码不同，客户可能要从新加坡

交易所网页得到更多信息，那么如何利用新加坡交易所网页的专用代码寻找平台的股票代

号？ 

1) 先到新加坡交易所网页 www.sgx.com 

2) 选择 公司披露 > 国际证券号码代码下载

 

3) 点选今天的日期

 

4) 同时按鍵盤上的＜Ctrl> 和 F，在寻找空格內輸入新加坡交易所的專用代碼，如：

RW0U，表内第三栏是该代码，複製最右欄的简短名稱，如:Mapletree GCC Tr 

 
5) 返回平台的寻找股票代号，把简短名称贴上在股票名称的空格内，按“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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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股票代号 

同样，本平台使用的马来西亚股票代号与交易所的专用代码不同，如何利用马来西亚交易所

的专用代码寻找平台的股票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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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 Get Quote 空格内，输入交易所的专用代码 

 

3. 选择合适股票，除了 BERHAD，记下其他关键字串，因为它在平台会以短写"BHD"表示。 

 

4. 返回平台的寻找股票代号，选择"马来西亚"市场，把关键字串输入在股票名称的空格内，

然後按 “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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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输入买卖盘程序 

 

1. 市场 

2. 股票代号 (可以从报价位置/寻找股票代号版面/仓底(如有)点撃股票，或直接输入代

号) 

3. 限制价格 

4. 交易数量 

5. 交收货币 

6. 交易类型 (只有限价盘) 

7. 买入 / 卖出 

点选市场之后，游标会直接跳至股票代号，然后按键盘上<Tab>键，可令游标跳至下

一格，下单过程不需要使用鼠标。 

8. 在确认表单重新输入 密码 并按提交以确定交易指示 

 

注意: 现存一栏反映持仓股数，客户请避免沽空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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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其他特殊指示： 

客户如需要下外股交叉盘、碎股、Good-Till-Cancel(GTC)指令，请致电外国股票交易部查询。

本公司并不接受 All-or-Nothing(AON)指令。 

 

敬请不要使用电邮、传真或手机短讯功能传送交易指示给予本公司外国股票交易部。 

 

由于股价波动，客户如需下达市价交易盘，敬请于所属市场的开市时段内致电外国股票交易

部下单。开市时段外的市价交易盘恕不接纳。 

(十) 新加坡与日本股票碎股的买卖 

若下单包含碎股，整笔下单会被拒绝。下碎股方法如下 

1. 致电经纪/客户主任 下单 或 

2. 致电外国股票交易部 下单 

注意: 碎股价格与正股价格略有不同，碎股实时价格不能在交易平台观看，交易状态亦非

实时反映，如需查询，可致电外国股票交易部。  

(十一) 智慧路由技术 (只限于日本及美国市场) 

当客户下单于日本市场的东京交易所，该买卖盘会经由智慧路由技术处理，根据当时最好的

价格而决定将你的买卖盘送到东京交易所或其他日本交易系统。 

 

智能路由技术现时只提供给东京交易所的买卖盘。其他买卖盘则会送到指定的交易所。如该

股票于指定交易所没有价格则会送到该股票的主要交易所。 

 

当客户下单于美国市场，该买卖盘会经由智慧路由技术处理，根据当时最好的价格而决定将

你的买卖盘送到其中一个美国的交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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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查询交易进展 

完成下单后，客户可在交易下单数据和记录的“全部＂和“處理中交易”版面上查詢交易状

态。交易状态可依市场、买/沽或股票代号筛选出来。另外，三个数据表的各栏目皆可以双击

把数据排序 ─ 顺序 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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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 內容 

参考编号 该买卖盘的辨识号码  

输入者 输入者可以是：  

客户于ＰＯＥＭＳ落盘（以客户账号显示） 

客户经纪于ＳＡＴＳ落盘（以经纪ＳＡＴＳ登入名称显示） 

外国股票交易部职员落盘（以职员的名称显示） 

状态 Received – 外国股票部盘房已收到买卖盘指示并正在处理中，指

示尚未放进交易所内买卖 

O/S – 买卖指示已成功放进场内买卖，但未成交  

Pending Approve – 出现此状态，原因有以下情况： 

1. 下单金额已超出客户的购买力(包含信用额和按值) 

2. 该买卖盘指示之市场为非直通市场，外国股票部同事正在

处理有关指示 

3. 下单金额已超出单笔买卖盘的交易限额 

4. 客户状态并非 A(即正常) 

   请按“更新”键更新有关指示最新状态． 

Pending Cancel - 该买卖盘取消指示之市场为非直通市场，外国股

票部同事正在处理有关指示，请按“更新”键更新有关指示最

新状态． 

Rejected – 下单或取消指令已被拒绝 

讯息 更多关于此指示的信息。（详情请致电外国股票交易部） 

落盘时间 说明该买卖指示的落盘时间。 

输入时间（仅供

参考） 

说明该买卖指示在场内挂盘的参考香港时间，（如该买卖盘指示之

市场为非直通市场，交易部职员会以另一系统春替客户下单，真

正挂牌的时间可能会有不同，敬请留意）。 

成交时间（仅供

参考） 

说明该买卖指示成交的参考香港时间，（如该买卖盘指示之市场为

非直通市场，交易部职员会以另一系统春替客户下单，真正成交

的时间可能会有不同，敬请留意）。 

交收货币 交收货币是由客户在下单时自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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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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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將會在交收日起導致有利息徵收的情況出現。 

2. 如果输入了错误的交收货币，请在该市场的交易时段内致电外国股票交易部更改。 

 (十三)  取消 / 更改指示 

取消指示 

在取消买卖盘指令时，请选择“处理中交易”、“挂盘中”、“已收到”或者“等待批准”， 

然后在有关下单的第一栏，按取“X”键。

 

(预计)总额 显示的金额仅作参考，最终交收金额会有差别，而且并不完全反

映在仓底内的即日收支、未完成买入/沽出总值内。 

 

该金额包含了佣金及交易费用和其最低收费的粗略估算，但并不

适用于个别账户，也不考虑合单、交易货币、交收货币和汇率变

动等情况，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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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按取“X”键后，会出现一个新的视窗，询问是否要取消此指令，如是，请选择确定。  

            

成功取消后，下单指示会从“处理中交易”移到“已完成交易”。 而已取消的部分成交单会

在“成交”显示，而没有成交的取消会在“取消”显示。 

 

三种可能出现的状态 

1. 指令取消中(Pending Cancel) –外国股票交易部同事已收到，正在处理中取消指令。 

2. 取消(Cancel) – 下单已经取消。 

3. 取消被拒(Cancel RJ) - 取消指令沒有成功，可能是已成交(Done)或部份取消(Part 

Cancel)。 

温馨提示:  

 1.  客户下单指令并不一定直接到达交易所，所有下单或取消单需要时间处理，因此取消

下单或市价盘不一定能成功执行。 



~ 22 ~ 

 

 2.  取消该买卖盘的指令的身份会可以在”取消者”一栏看到 

 取消者可以是：  

客户本人在 POEMS 取消(以账户号码显示) 

客户经纪在 SATS/F1 取消（以经纪 SATS 登入名称显示） 

外国股票部交易员取消（以职员名称显示） 

3. 当外国市场收市后，本系统仍然会把已经挂出市场的交易指示标示为「O/S」，客户

不用自行取消这种交易指示；本系统将会稍后时间自动移除有关的交易指示。 

4.   如果下单被拒绝，请参阅讯息栏或附录(一)交易拒绝的原因。另外，美国交易商订下

有关避免错误交易的限制： 所有大于 9,999 股的下单都会与该股的 30 天平均成交

量的 10% 比较，如果发现股数大于该股的 30 天平均成交量的 10%将会被拒绝(20)，

及所有限时下单(开始前交易及盘后交易时段除外)的下单价如超出 9:30am – 4:00pm 

(ET)时段中排价的 8%或以上都会被拒绝(21) 

更改指示 

平台不设直接更改内容的功能。如要更改下单的内容，必须先取消在挂盘中/已收到/等待批

准的下单，成功取消之后，才下新的买卖盘。如果客户在没有确认下单已成功取消前，便下

新的单子，这有机会导致两笔单子同时成交，客户须承担有关的责任及风险。 

1. 取消(參考第十五项) 

2. 下达新买卖盘 (參考第十一项) 

(十四) 查看今天完成的交易 

在交易下单数据和记录选取“已完成交易” 栏目查询當天已完成的指令。注意：所有已完成

交易包括(i)成交单“成交”、部份成交或部份取消(ii)已取消的的下单“取消”和(iii)已被拒绝

的下单会“被拒”。 

 



~ 23 ~ 

 

 

 

栏目 内容 

参考号码 每一个指令的备查编号 

输入者 

谁键入此指令 

帐户码号–客户登入的帐户号码。 

SATS 登入名称 – 由客户经理或交易员同事在 SATS 或 FS traders 系

统中键入指令。 

买/卖 
‘B’ –买入指令，以粉红色为背景颜色。 

‘A’ –卖出指令，以黄色为背景颜色。 

成交价 该交易的平均成交价 

成交股数 该交易的已经成交股数。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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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单已被取消 

Part Cancel– 指令已部分成功交易，剩余部分已被取消 

Rejected –指令无法传送到交易所 (请参考“讯息”一栏查阅更多资

料。如要进一步资料，请致电外国股票交易部 

交收货币 交收货币由客人自己选择 

（预计）总额 显示的金额仅作参考，最终交收金额会有差别，而且并不完全反映在

仓底内的即日收支、未完成买入/沽出总值内。 

该金额包含了佣金及交易费用和其最低收费的粗略估算，但并不适用

于个别账户，也不考虑合单、交易货币、交收货币和汇率变动等情况，

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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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查看上一个交易日的完成交易 

1.在交易下单数据和记录选取“昨天已完成交易”。. 

 
2. 在上图红色的长方形圈中，它显示了此单交易的详情。 

 

溫馨提示 - 

美股交易的纪录只会保留至早上 10 时 45 分, 如需查询, 上午 11 时后请致电外股部查询 

 

 

 

(十六)  查看股票持仓 

按“仓底”一项，客户可查看外国股票户口的持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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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查看信贷额和资金结余 

在“仓底”一栏中，它显示了客户外国股票户口的结存状況。

 

 

 
在客户数据中，可查询以下栏目： 

栏目 内容 

转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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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部存入证券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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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收入与支出总和(沒有计算佣金及其他费用) 

未完成买入盘总值 在排队等候中的买入指令的总值。 

未完成沽出盘总值 在排队等候中的卖出指令的总值。 

可动用资金 客户現在可用來買入股票的外国股票账之的购买力，包含信用额和

股票按值(有上限)。 

当选取“查看结存”后，外國股票戶口内各种货币的结余状況便会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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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图表 

在 网上交易平台 的 环球股票 点选 图表，然后按指示 进入。 

  
选取需要的 市场(Country of Exchange)，股票 (stocks) /指数 (indice)  及 年期 (Number of 

years) ，再按  

注意： 暂時只提供的股票/指数图表包括五个市场，分别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英国

及日本。 

图表年期，日线图最长为１０年，周线图为２０年，月线图为５０年。 

进入图表后，可按个人喜好 

1. 选择图表类型 (棒型图、阴阳烛、线图、现货价量图等)  

2. 增加或删除技术指标，在股价版面或新增版面 

(移动平均线、相对强弱指数、保力加通道等 65 种指针) 

3. 放大或缩小某段时期的股价走势   

4. 将图表反黑  

5. 日线、周线、月线图转换 

6. 移动浮标，观察历史高、低、开市及收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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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环球股票计算器 

只要输入金额、货币、兑换货币，就可以计算大约兑换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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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实时新闻 

在网上交易平台可以看到美国、中国、新加坡市场新闻， 

 

(二十一) 研究报告 

在网上查数平台的研究报告一项查看各个市场的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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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股票篩選器 

只要选择市场、行业，并在空白位置输入相关数字，系统会根据各类要求，筛选出有关的 

股票，帮助客户进行深度分析，挑选合适股票放进投资组合内。 

 

1. Price = 前交易日最后收市价 

2. Market Cap = 市场资本 (已发行股份 X 最后收市价) 

3. Operating Profit Margin = 经营边际利润率 (经营溢利 / 营业额) 

4. Revenue Growth Rate = 收入增长率  

5. EPS Growth Rate = 每股盈利增长率 

6. Dividend Yield = 股息率 (股息 / 公司股价) 

7. ROE = 股东权益报酬率 (税后净利 / 股本) 

8. ROA = 总资产报酬率 (税后息前净利 / 总资产) 

9. PE Ratio = 市盈率 (股价 / 每股盈利) 

10. Price/NTA Ratio = 股价相对有形资产比率 

11. Current Ratio =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12. Debt/Equity Ratio = 负债比率 (债务 / 股本) 

经筛选后，股份会以股票代号的英文字母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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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服务只适用于新加坡及马来西亚股票 

 

(二十三) 查询客户结单 

从网上交易平台按  切换至网上查数平台，在客户结单一栏按 环球股票  

 
 

然后选取结单月份，当月买卖记录及持仓记录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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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换领积分 

辉立客户买卖港股或美股所积存之分数，可换领串流美股报价服务 

进入网上查数平台 eCheck，然后选择换领积分 

美股实时串流报价 所需积分: 1 个月   300 分 

(客户需先到 www.cyberquote.com.hk 申请串流美国股票报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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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服务指南 

 (二十五) 交易时间 

进入环球交易接口时，可选择交易时间表查询各个交易所的交易时间

 

或进入辉立主网页后, 可以于环球股票之市场交易时间表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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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直通/非直通市场、不合单计算费用及免责声明 

直通市场和非直通市场 

美国(除了美国 OTC、美国特选证券(UZ)外)、新加坡和日本(除少量账户外)是直通市场，其他

市场是非直通市场。请注意:非直通市场的下单会由交易员在另一平台为客户提交至交易所，

所以更新时间和状态并非实时。 

 

不合单计算费用  

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泛欧交易所及其他欧洲市场之股票交易买卖并不设合单制度，

每一个完成交易之费用(包括佣金) 是独立计算。亚洲市场的合单计算费用制度只限于帐

户、交易日、股票代号、买卖方向、交收货币和下单途径皆相同的交易。 

 

免责声明 

辉立证券(香港)有限公司(下称辉立(香港) )将尽力确保彼等所提供之资料之准确性及可靠

性，惟并不担保该等所提供之资料之准确性及可靠性。辉立(香港)有权对所提供之资料作出

更新及更改，而不需预先予以通知。如因有关资料之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引致任何损失或损

害，辉立证券(香港)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辉立(香港)会尽可能处理有关限价格盘之买入或卖出指示，但指示可能因为股价变动、市场

成交量不足或系统故障及其他辉立(香港)不可预计之情况而不能够执行。故此，限价盘有可

能完全成交、部份成交或完全未能成交。所以使用限价盘之前，请详细了解买卖盘的特色及

处理程序。 

(二十七) 目标价买卖盘(GTC) 

GTC，全名为 GOOD TILL CANCEL(取消前有效)。客户如有任何买卖指示有效期多于一个交

易日，并有效至客户取消为止的下单指示皆为 GTC。不过，必须留意的是，现时外股部提供

的 GTC 指令是设有有效期的，客户于下 GTC 指令时必须选择所需有效期，最长下单日起计

三十个公历日。 

 

现时可供选择的市场包括： 

欧美市場：美國(不包括 OTC 和 PinkSheet)、加拿大、英国(不包括 AiM)、德国、泛欧、爱尔

兰、芬兰、瑞士、瑞典和土耳其。 

亞太市場：澳大利亚、中国Ｂ股、印度尼西亚、日本(不包括商品 ETF)、馬來西亞、菲律宾、

新加坡、南韩、台湾（不包括需特别处理的股票据法)和泰国。 

 

需留意： 

所有 GTC 股票只限于辉利市可供选择的股票，而且不包括碎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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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GTC 指令不论下达、更改、或取消，必需致电至外国股票交易部进行。我们亦接受客

户所属经纪致电予外国股票部代为下达指示，唯需事先于电话录音的情况下取得客户的指示

后才可进行。请留意，于交易时段内，GTC 指令并不接受更改，但仍可取消。以下为可下达

及更改 GTC 指示的时间表。 

 

市场 
星期一至五接受 GTC 下单/更改时间 

(以下为香港时间) 

  開始 結束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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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 收市後 14:30  同日 17:30 

中国 B 股 收市後 15:00 下一交易日 07:30 

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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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 收市後 18:00 下一交易日日 07:30 

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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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韩 收市後 15:00 同日 17:30 

台湾（不包括需特别处理的

股票） 
收市後 18:00 下一交易日 07:30 

泰国 收市後 18:00 下一交易日 07:30 

英国 

收市後 09:00 同日 11:00 

泛欧 

德国 

芬兰 

爱尔兰 

瑞士 

瑞典 

土耳其 

『现金户口』客户：于 GTC 输入当日，如阁下的帐户现金结余低于该 GTC 所需的最低金额

要求，该 GTC 仍有可能于下单当日获接纳。但本公司有权于翌日自动取消未能合乎最低金

额要求的 GTC 指示而不作任何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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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户口』客户：于 GTC 输入当日，如阁下的宽限额、按仓值及结余金额之总和低于该

GTC 所需的最低保证金要求，该 GTC 仍有可能于下单当日获接纳。但本公司有权于翌日自

动取消未能合乎最低保证金额要求的 GTC 指示而不作任何通知。 

 

如 GTC 交易指示于被发送到交易所时因价格限制（因应不同市场而定）为由而被拒绝，本公

司不会在该交易日内再把指示发出至交易所（除非客户另发新指示），但会在下一个交易日再

被发送到交易所，直至 GTC 限期完结。 

 

出于对客户的风险考虑，现时外股部所提供的 GTC 指令是设有有效期的，客户于下 GTC 指

令时必须选择所需有效期，最长为下单日起计三十个公历日。若然客户的下单有效期多于三

十个公历日，客户需先选择最长有效期三十个公历日，然后在最后有效期后须致电外国股票

交易部重新下单。 

 

备注： 

1. 如果 GTC 指示在其中一个交易日当天只有部份成交，该指令于当天收市后将会被取消，

剩余部份将不会继续。如客户需要继续该指示，客户须重新下单。 

2. 如果该股票在 GTC 指示期间除牌，该 GTC 指示将会被取消。 

3. 如果因为企业行动的关系而引起的错盘，客户需要负上最终全部责任。 

(二十八) 泰国本地人股买卖 

泰国证券市场主板上市公司一般分为泰国本地人股(Local Share), 外地人股(Foreign Share)及

Non-Voting Depository Receipt (NVDR 

 

如客户需下达本地人股(Local Share)及有关泰国交易所买卖基金(ETF)的指令, 请致电外国股

票部热线 2277 66788 

(二十九) 日本股买卖注意事项 

如果客户的下单指示出现了以下其中任何一个情况, 下单指示会被拒绝： 

1.下单指示的数量大于或等于每日平均成交量的百分之 2 

2.该下单指示的数量大于或等于总发行股数的百分之 1 

3.该下单指示的金额高于$1,000,000 美元 

4.市场流动性影响，价格水平检查(如果该下单指示有可能令该股票的价格偏离于现价大于):5

级 

5.市场流动性影响，价格百分比检查(如果该下单指示有可能令该股票的价格偏离于现价

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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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欧洲股买卖注意事项（泛欧、瑞典和瑞士市场） 

如果客户的下单指示出现了以下其中任何一个情况, 下单指示会被拒绝： 

1.下单指示的数量大于或等于每日平均成交量的百分之 2 

2.该下单指示的数量大于或等于总发行股数的百分之 1 

3.该下单指示的金额高于$1,000,000 美元 

4.市场流动性影响，价格水平检查(如果该下单指示有可能令该股票的价格偏离于现价大于):5

级 

5.市场流动性影响，价格百分比检查(如果该下单指示有可能令该股票的价格偏离于现价

达):2% 

(三十一) 美国场外交易注意事项 

美国存管信托公司(DTCC) 会对一些寄存于 DTC 的证券实行限制并提供有限度服务，这些证

券称为「冻结」(Chill)证券。DTC 不会向这些「冻结」证券提供某一或多种服务，例如限制

DTC 成员存入或提取有关证券。「冻结」期可以是数天或者更长时间，而限制时间长短根据

「冻结」的原因及证券发行商能否改善有关问题。当 DTC「雪藏」或「冻结」某一证券，会

发出「美国 DTC 会员通告」(Participant Notice)给其会员。公众可从 DTC 网站得知「美国 DTC

会员通告」(http://www.dtcc.com/legal/imp_notices)。客户可能需要支付费用才可以实物交收。如

果证券有任何企业行动 ( 例如派股息及被收购等 )，客户都不能享有其股东权益。另外，该

股票是否被「冻结」只能在交收日才获悉，所以本公司不能提供「冻结」股票名单。 

另外，当客户买卖美国场外交易市场股票时，请自行输入股票代号，并小心核对清楚才下单，

公司避免出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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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 收市后接盘时间限制 

纽约交易所/纳斯达克交易所 

不接受网上平台下单 : 4:00am – 8:00am (夏令) 

  : 5:00am – 8:00am (冬令) 

接受下一个交易日的下单指示 : 8:00am 以后 (夏令) 

  : 8:00am 以后 (冬令) 

  

泰国交易所 

不接受网上平台下单 : 5:30pm – 8:00pm 

接受下一个交易日的下单指示 : 8:00pm 以后 

  

新加坡交易所 

不接受网上平台下单 : 5:06pm - 6:15pm 

接受下一个交易日的下单指示 : 6:15pm 以后 

(三十三) 查阅股票概要(只提供英文版) 

客户可在 POEMS 内查阅各国股票英文版概要。网站提供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

美国及英国七个国家的股票概要。 

1. 客户登入 POEMS 后，进入环球交易的下单画面 

   选择市场-〉在输入股票代号后，按右上角    的图示，直接查阅股票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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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客户登入 POEMS 后，在环球股票栏下选择股票概要（英文）， 如下图 

 
 

按进去以后，在 ’search’ 位置输入想要查询的股票名称关键词，例如 Apple，有关公司就

会显示出来，按下该公司名称字段，就会进入该公司的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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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融资比率及交易限制股票 

融资比率指客户抵押仓底里有按值之股票（根据融资比率来计算）进行股票买卖。 

客户可于 POEMS 网站搜寻股票的融资比率。 

首先，前往蓝色选项点选“市场信息”，然后于第二横行选项点选“按揭融资”。 

 

画面会进入香港股票保证金融资比率，然后，点选右边的“外国股票保证金融资比率”。 

 

 
客户可选择外国市场，之后再选择融资比率百分比，然后按 “搜寻”。 

搜寻结果会显示在下方。 

客户还可以在股票编号/名称位置输入需要搜寻的股票名称及编号，再按搜寻，下方就会显示

客户所查询的股票的融资比率。如搜寻没有结果，显示辉立证卷并未对此股票设定融资比率。 

如有任何问题，请致电外国股票交易部查询。 

 

(三十五) 查詢及联络 

星期一至五 24 小时外国股票交易部查询热线:  (852)2277 6678 

电邮 :  foreignstock@phillip.com.hk 

客户服务部: (852) 2277 6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