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B 2.0 使用手册(网上证券交易系统) v1.14.0 
 

 

 

 

 

 

 

 

 

 

AyersGTS  

 

WEB 2.0 网上证券交易系统  

 

使用手册 

 

Ayers Solutions Limited 

 

 



WEB 2.0 使用手册 (网上证券交易系统) v1.14.0 
 

 2

修改纪录 

 
版本 日期 详情 

V1.13.7 2015 年 9月 10 日 最初版本 

V1.13.8 2015 年 12 月 15 日 版本更新 

V1.13.9 2016 年 01 月 22 日 版本更新 

V1.13.10 2016 年 07 月 06 日 版本更新 

V1.14.0 2018 年 11 月 12 日 更改 Logo 及新增 Cybersecurity 内容 



WEB 2.0 使用手册 (网上证券交易系统) v1.14.0 
 

 3

目录  

 
1 序................................................................................................................................. 4  
2 关于 AyersGTS 网上证券交易系统........................................................................... 5 
3 开始使用..................................................................................................................... 6 

3.1 登入............................................................................................................. 6 
3.2 更改密码..................................................................................................... 9 
3.3 更改用户资料 (如有)............................................................................. 10 
3.4 登出........................................................................................................... 10 

4 订单处理................................................................................................................... 11 
4.1 输入买卖盘............................................................................................... 11 
4.2 程序买卖................................................................................................... 13 
4.3 更改买卖盘............................................................................................... 15 
4.4 取消买卖盘............................................................................................... 17 
4.5 查询订单数据........................................................................................... 18 
4.6 已成交订单查询....................................................................................... 19 
4.7 股票 / 现金结存..................................................................................... 20 
4.8 讯息/提示................................................................................................. 21 

5 新股认购................................................................................................................... 22 
6 报表........................................................................................................................... 24 
7 附录 A：问与答........................................................................................................ 25 

7.1 使用「网上交易服务」须要安装任何软件或硬件吗？....................... 25 
7.2 为何网上客户有时收不到登入网上平台的密码？............................... 25 
7.3 为何不能显示交易资料区？................................................................... 25 
7.4 为何交易资料区的文字无法正常显示？............................................... 25 
7.5 如何计算可动用资金？........................................................................... 25 
7.6 网上客户下的订单，用户可否在 GTS 中修改或取消？....................... 25 
7.7 交易资料能保存在系统多久？............................................................... 25 
7.8 订单的交易状态是什么意思(等待中,批核中...)？........................... 26 
7.9 订单拒绝原因........................................................................................... 26 

7.9.1 為何訂單拒絕 “by price warning”？..................................... 26 
7.9.2 為何訂單拒絕 “by invalid order price”？......................... 26 

8 订单类型................................................................................................................... 27 
8.1 开市前时段分那几种?............................................................................. 33 
8.2 收市时段分那几种?................................................................................. 33 

 



WEB 2.0 使用手册 (网上证券交易系统) v1.14.0 
 

 4

1 序 
 
本使用手册提供如何使用 Ayers Global Trading System (AyersGTS) 网上证券交易系统 

WEB 2.0 的详细步骤。 

AyersGTS 网上证券交易系统包含以下简单易用的模块，让用户灵活及更有效率地处理交易

业务。 

 

 登入 

 买入 / 沽出股票 

 更改买卖盘 

 取消买卖盘 

 股票 / 现金结存 

 查询股价 

 账户管理 

 登出 

 

本使用手册包含下列章节： 

 

章节 内容 

1 引言 

 简单介绍本使用手册 

2 关于 AyersGTS 网上证券交易系统 

 提供 AyersGTS 网上证券交易系统的信息，系统概要 

3 开始使用 

 介绍登入、登出步骤 

4 订单处理 

 详尽介绍有关订单处理，如下单 / 改盘 / 批核 / 查询等功能 

5 电子新股认购 

6 报表 

7 问与答 

8 订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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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 AyersGTS 网上证券交易系统 
 
AyersGTS 网上证券交易系统 WEB 2.0 是一个接合于 AyersGTS 的互联网交易平台。配合着

AyersGTS 全面功能，为用户提供高效率而完善的证券交易平台。 

 

AyersGTS 崭新的运作模式绝对适合不同大小的本地或国际金融机构。依靠着 AyersGTS，

证券公司将可大大拓展其客户群及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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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始使用 
 

3.1 登入 
 
AyersGTS  WEB 2.0 网上证券交易系统登入程序： 

 

(a) 开启计算机。 

(b) 开启 Internet Explorer。 

(c) 输入网址。 

(d) 选择繁体、英文或简体语言。 

(e) 选择「宽带频上网」；如有防火墙，选择「经防火墙」。 
(f) 输入「用户名称」及「登入密码」，然后按「登入」；或按「重设密码」 以

重新输入。 

(g) 当客户登入时，系统会发送客户登入提示通知到客户的电子邮箱或短讯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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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登入后，主窗口便会出现。 

 

 
 

(i) 成功登入后，系统主窗口实时出现。主窗口分为 4个区域： 

 左上方 ：目录区 

 中上方 ：订单输入区 

 右上方 ：实时报价区 

 下方  ：交易资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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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系统主窗口会跟据显示屏的解像度而改变，如主窗口画面未能全部显示，接口

会以直行排列： 

 上方  ：订单输入区 

 中间  ：实时报价区 

 下方  ：目录区和交易资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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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更改密码 
 

(a) 按「帐户管理」，然后按「更改密码」。 

(b) 输入旧密码，然后输入新的密码，再输入新的密码确认。 

(c) 按「更改 登入密码」完成。 

(d) 阁下的密码马上被更改并实时生效。 

(e) 当客户更改密码时，系统会发送客户密码更改通知到客户的电子邮箱或短讯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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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更改用户资料 (如有) 
 

(a) 按「帐户管理」然后按「更改用户资料」。 

(b) 如果不想接收订单覆盘电邮及到价提示电邮可勾选方格。 

(c) 按下「更改」键更改并实时生效。 

(d) 当客户更改用户设定，系统会发送更改用户设定通知到客户的电子邮箱或短讯信

箱。 

 

 
 

3.4 登出 
 
于主画面按「登出」再按「确定」登出或关闭窗口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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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订单处理 
 

4.1 输入买卖盘 
 

(a) 于交易平台主画面按「订单输入」。 

 

 
 

(b) 输入订单数据，包括：市场，买单或沽单，订单类型，股票编号，价格及数量，再

按「下单」落盘或「清除」重设。 

(c) 阁下亦可在网上实时报价版面按所指定价格两次，买卖订单会自动显示在主画面

上，客户只需输入股票数量，按「下单」便可落盘。 

(d) 阁下亦可在「投资组合」内按指定股票，卖盘订单窗口会自动出现，输入价钱后，

按「下单」便可完成。如有需要，客户亦可更改所需股票之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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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有关买卖类别，请参考问与答。 

2. 在价钱栏内按“ + ”系统会于现有价格上加一个价位。 

在价钱栏内按“ - ”系统会于现有价格上减一个价位。 

3. 在数量栏内按“ k ”即等于“000”。例：如要输入 5000，只需按“5”及按一次

“ k ”即可。 

4. 在数量栏内按“ m ”即等于“000000”。例：如要输入 5000000，只需按“5”及按

一次“ m ”即可。 

5. 网上交易不能进行碎股(不足一手之股票)买卖。 
6. 用户可以按下「最大」计算出指定客户的最大可买入该产品的数量。 

7. 用户在输入产品和价格后，若按下「最大$」键，在「请输入金额」字段输入最大可使

用金额，系统便会自动计算该“金额”可让客户最多买入该产品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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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程序买卖 
 

AyersGTS 支持一些基本的程序交易，于交易平台主画面按「条件订单」： 

 

       
 
阁下只需选择送出条件，输入触发价，系统便会根据所设定的条件送出订单。 

 

送出条件 介绍 

立即传送订单 订单会立即传送到交易所。 

当现价上升到达 沽盘用。订单会先保留在系统，待该股票现价上升到达指定的触发价时才送出到

交易所。 

当现价下跌到达 买盘用。订单会先保留在系统，待该股票现价下跌至指定的触发价时才送出到交

易所。 

保留直至我释放 订单会先保留在系统，待该客户选择释放时才送出到交易所。客户可以按「等待

中(H) 」 ，再按确定就可以释放订单。若订单状态呈现「已排队」，表示订单

已送出到交易所。 

 

 
止损/触发 沽盘用。订单会先保留在系统，待该股票现价下跌至指定的触发价时才送出到交

易所。 

双向限价盘 沽盘用。订单会传送到交易所，待该股票现价下跌至指定的触发价时，客户己

发出的订单会取消，同时亦会发出一条止损/赚价的订单到交易所。 



WEB 2.0 使用手册 (网上证券交易系统) v1.14.0 
 

 14 

阁下可以在「有效期至」选择订单的有效日期。 

 

 
 

备注： 

1. 系统默认是没有增加可供查看订单有效日期的字段，如有需要，敬请联络我们

进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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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更改买卖盘 
 

(a) 于主画面按「今日订单」，订单数据便会显示出来。 

(b) 按「更新」更改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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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输入新的买卖价格或新的股票数量，按「确定」送出更改指示。 

 

 
 

备注： 

1. 完成「更改订单」只代表该更改指令已送出，并不代表系统已接纳该订单之更改指

令，请查询该订单数据以确定订单已被更改。请参考问与答。 

2. 在价钱栏内按“ + ”系统会于现有价格上加一个价位。 

甲、 在价钱栏内按“ - ”系统会于现有价格上减一个价位。 

3. 在数量栏内按“ k ”即等于“000”。例：如要输入 5000，只需按“5”及按一次

“ k ”即可。 

4. 在数量栏内按“ m ”即等于“000000”。例：如要输入 5000000，只需按“5”及按

一次“ m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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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取消买卖盘 
 

(a) 于主画面按「今日订单」，订单数据便会显示出来。 

(b) 按「取消」取消订单。 

 

 
 

(c) 检查订单数据，按「确定」送出取消指示。 

 

 
 

(d) 若订单状态呈现「已取消」，表示订单已经取消。 

 

备注： 

1. 完成「取消订单」只代表该取消指令已送出，并不代表系统已接纳该订单之取消指

令，请查询该订单数据以确定订单已被取消。请参考问与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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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查询订单数据 
 

(a) 于主画面按「今日订单」，订单数据便会显示出来。所有订单数据均是实时自动更

新。 

(b) 阁下亦可按所需项目排列订单，包括订单编号、市场、产品、货币、价格、数量、

待成交订单或最后更新查询买卖盘， 阁下只需按下对应按钮旁的箭咀便可。  

 

 
 

(c) 如需查询股票/订单的详情，只需按该订单的订单编号，订单数据窗口便会自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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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已成交订单查询 
 
于主画面按「成交记录」，所有于今日完成之交易资料便可显示出来。 

 

* 當日部分成交訂單會在日結取消時發送訂單覆盤訊息給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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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股票 / 现金结存 
 
阁下可动用资金及所持有之股票会显示在「投资组合」页。 

 

 
 

项目 介绍 

可用现金 客户户口所持的现金结余 

可用购买力 购买力限额 + 可用现金 + 可按揭总值 - 已用限额 

已用限额 是客户已排队的买入订单  x  该产品的可按揭比率 

已用交易限额(待买入) 客户已排队的买入订单总值 

总货价 客户存仓的货值总和 

参考总盈亏 现价  x  数量 - 平均价  x  数量 

投资组合总值 可用现金 + 总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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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讯息/提示 
 
如果阁下收到服务供货商的讯息，一个提示窗口会显示出来。 

 

 
 
按「讯息/提示」便可看到今天所收到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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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股认购 
 

(a) 于主画面按「其他」再按「新股认购」。 

 

 
 

(b) 按「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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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选择「申请数量」，「借贷」项目，系统会自动计算所需金额。 

(d) 按「申请」键，阁下的申请便会储存于系统内。 

 

 
 

备注： 

1. 一般情况下，互联网客户于申请新股后，不能于网上取消。如要取消，请联络阁下的

证券商。 

2. 客户于申请新股后，同一新股不能再申请，必须取消该申请后才能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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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表 
 

订单记录中有三份报表，分别是「订单记录」，「交易记录」，「订单交易史记录」。 

 
(a) 于主画面按「证券市场」然后拣选需要的记录。 

 

 
 

(b) 选择「日期」，「产品代码」。 

(c) 按「产生报表」，报表窗口便会显示出来。 

(d) 按「汇出」便会汇出一个 CSV 档案。 

(e) 如需打印或储存记录，请按相关链接。 

 

 
 

备注： 

1. 阁下可以查询过往 7 天的订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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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录 A：问与答 
 

7.1 使用「网上交易服务」须要安装任何软件或硬件吗？ 
 

使用「网上交易服务」，计算机需系统要以下的软件及硬件： 

 

 微软窗口 7或以上 

 微软 Internet Explorer 10.0 或以上 

 

7.2 为何网上客户有时收不到登入网上平台的密码？ 
 
请检查邮箱的“杂件匣/垃圾邮件匣”，如仍找不到有关邮件，请尝试以另一个电邮地址

重新发送。 

 

7.3 为何不能显示交易资料区？ 
 

请尝试在登入前选择经防火墙联机。 

 

 

7.4 为何交易资料区的文字无法正常显示？ 
 
开启「Internet Explorer」按「工具」再按「因特网选项」。在「一般」卷标的版面按

「语言」>「新增」选取适当的语言后按确定。 

 

7.5 如何计算可动用资金？ 
 

可动用资金＝可用资金＋交易限额－待买入金额 

 

7.6 网上客户下的订单，用户可否在 GTS 中修改或取消？ 
 

可以。在 GTS 中所修改或取消的订单，在 WEB 2.0 网上证券交易系统中也会实时更新。  

 

7.7 交易资料能保存在系统多久？ 
 

一般情况下，系统会保留即日及六天前的交易资料 (包括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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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订单的交易状态是什么意思(等待中,批核中...)？ 
 

状态 说明 

等待中 订单在系统中 ，还未送出交易所（开市前或收市后所下的订单） 

等待中(H) 订单保留在系统中 ，还未送出交易所（已设定程序买卖的订单） 

批核中 订单在等待批核 

处理中 订单正在发送至交易所 

已排队 订单已于交易所中排队 

部分成交 部份成交 

完成成交 全部成交 

已取消 订单已被取消 

已拒绝 订单已被拒绝 

 

7.9 订单拒绝原因 
 

7.9.1 為何訂單拒絕 “by price warning”？ 

 
该订单之价格离买/ 卖价超过 24 格。 

 

7.9.2 為何訂單拒絕 “by invalid order price”？ 

 
a. 输入的为限价盘，当输入的买价高于下单时该股票的沽出价。 

 

b. 输入的为限价盘，当输入的卖价低于下单时该股票的买入价。 

 

c. 输入的为增强限价盘，当改价后系统会把它自动变为限价盘，如改价后和当时的沽出 

/ 买入价有问题(如上)，订单便会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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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订单类型 
 

AyersGTS 支持所有 HKEx 提供之买卖盘种类。 

 

买卖盘种类 说明 

L  限价盘  

该买卖盘种类容许以指定价位进行对盘。 

 

E  增强限价盘  

与现时的限价盘相似，惟增强限价盘最多可同时与十条轮候队伍进行配

对。输入卖盘价可以较对手最佳买盘价低九个价位或买盘价可以较对手

最佳卖盘价高九个价位。未能成交的余额会保留在系统内，并转为原先

指定限价的一般限价盘。如有需要，日后可增加可配对的价位数目。 

例一：增强限价盘 － 全数配对 

表 1(a) : 原来的买卖盘情况 
 

买入 卖出 

价格 数量('000) 价格 数量('000) 

$30.00 100 $30.05 80 

$29.95 90 $30.10 70 

$29.90 80 $30.15 160 

$29.85 60 $30.20 50 

$29.80 180 $30.25 60 

$29.75 34 $30.30 50 

$29.70 100 $30.3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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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5 150 $30.40 45 

$29.60 18 $30.45 325 
 

输入增强限价盘以每股 30.25 元买入 400,000 股。 

表 1(b) : 对盘完成后 
 

买入 卖出 

价格 数量('000) 价格 数量('000) 

$30.00 100 $30.25 20 

$29.95 90 $30.30 50 

$29.90 80 $30.35 40 

$29.85 60 $30.40 45 

$29.80 180 $30.45 325 

$29.75 34 $30.50 20 

$29.70 100 $30.55 30 

$29.65 150 $30.60 50 

$29.60 18 $30.65 60 
 

达致的成交  80,000 股每股 30.05 元 

70,000 股每股 30.10 元 

160,000 股每股 30.15 元 

50,000 股每股 30.20 元 

40,000 股每股 30.25 元 

未完成数量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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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增强限价盘 － 部份未获配对 

表 2(a) : 原来的买卖盘情况 

买入 卖出 

价格 数量('000) 价格 数量('000) 

$30.00 100 $30.05 80 

$29.95 90 $30.10 70 

$29.90 80 $30.15 160 

$29.85 60 $30.20 50 

$29.80 180 $30.25 60 

$29.75 34 $30.30 50 

$29.70 100 $30.35 40 

$29.65 150 $30.40 45 

$29.60 18 $30.45 325 
 

输入增强限价盘以每股 30.25 元买入 430,000 股。 

表 2(b) : 对盘完成后 

买入 卖出 

价格 数量('000) 价格 数量('000) 

$30.25 10 $30.30 50 

$30.20 – $30.35 40 

$30.15 – $30.40 45 

$30.10 – $30.45 325 

$30.05 – $30.50 20 

$30.00 100 $30.5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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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5 90 $30.60 50 

$29.90 80 $30.65 60 

$29.85 60 $30.70 70 
 

达致的成交 : 80,000 股每股 30.05 元 

70,000 股每股 30.10 元 

160,000 股每股 30.15 元 

50,000 股每股 30.20 元 

60,000 股每股 30.25 元 

未完成数量 : 10,000 股成为每股 30.25 元的限价盘 
 

S  特别限价盘  

输入特别限价盘时，必须输入限价，但价格不会受对手价格所限。只要

成交价不比输入的限价为差便可最多跟十条轮候队伍 (即当时最佳价及

相距九个价位的第十轮候名单) 配对。未能成交余额会自动取消，不会

保留在系统内。如有需要，日后可增加可配对的价位数目。  

例三：特别限价盘 

表 3(a) : 原来的买卖盘情况 
 

买入 卖出 

价格 数量('000) 价格 数量('000) 

$30.00 100 $30.05 80 

$29.95 90 $30.10 70 

$29.90 80 $30.15 160 

$29.85 60 $30.20 50 

$29.80 180 $30.25 60 

$29.75 34 $30.30 50 

$29.70 100 $30.35 40 

$29.65 150 $30.40 45 

$29.60 20 $30.45 325 
 

输入特别限价盘买入 430,000 股每股 30.40 元 

表 3(b) : 对盘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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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 卖出 

价格 数量('000) 价格 数量('000) 

$30.00 100 $30.30 50 

$29.95 90 $30.35 40 

$29.90 80 $30.40 45 

$29.85 60 $30.45 325 

$29.80 180 $30.50 20 

$29.75 34 $30.55 30 

$29.70 100 $30.60 50 

$29.65 150 $30.65 60 

$29.60 20 $30.70 70 
 

 

达致的成交 

 

: 

 

80,000 股每股 30.05 元 

70,000 股每股 30.10 元 

160,000 股每股 30.15 元 

50,000 股每股 30.20 元 

60,000 股每股 30.25 元 

未完成数量 : 10,000 股由系统取消，并不会储存于自动对
盘系统内。 

 

A 竞价盘  

此类买卖盘是市价盘的一种，但只可于开市前及收市前交易时段内执行

竞价。买/卖盘毋须设定限价，并可享有对盘优先权。而未能成交的余额

会于竞价交易后自动取消。 

 

开市竞价时段: 

 

系统接纳竞价盘挂盘时段为上午九时正至九时二十分。 

 

系统将不接纳任何于对盘时段 (上午九时二十分至九时二十八分) 及暂

停时段(上午九时二十八分至九时三十分) 输入的竞价盘。 

 

收市竞价时段: 

 

系统接纳竞价盘挂盘时段为下午四时正至四时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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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开市前时段以外的时间输入之竞价盘，将被交易所拒绝，如在每日日

结后输入之竞价盘(为投资者或经纪自行取消的买卖盘除外)，将被视作

下一个开市前时段的买卖盘。 

 

如需查询有关竞价盘的详情，请联络阁下的经纪。  

I 竞价限价盘  

此类买卖盘可于开市前时段及收市前交易时段内以指定价格作单一价格

竞价。未成交的竞价限价盘余额将会转为原先指定价格的限价盘，转至

持续交易时段内继续进行配对。  

 

开市竞价时段: 

 

系统接纳竞价限价盘挂盘时段为上午九时正至九时二十分。  

 

系统将不接纳任何于对盘前时段 (上午九时十五分至九时二十分)、对盘

时段 (上午九时二十分至九时二十八分) 及暂停时段 (上午九时二十八

分至九时三十分) 输入的竞价限价盘。  

 

收市竞价时段: 

 

系统接纳竞价盘挂盘时段为下午四时正至四时十分。 

 

于开市前时段以外的时间输入之竞价限价盘，将被交易所拒绝，如在每

日日结后输入之竞价限价盘(为投资者或经纪自行取消的买卖盘除外)，

将被视作下一个开市前时段的买卖盘。 

 

查询有关竞价限价盘的详情，请联络阁下的经纪。 

 

*详情请参考 HKEx (http://www.hkex.com.hk)，一切以 HKEx 资料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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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开市前时段分那几种? 
 
开市前时段分四阶段：上午 9时至上午 9时 15 分为输入买卖盘时段；上午 9时 15 分至上

午 9时 20 分为对盘前时段；上午 9 时 20 分至上午 9 时 28 分为对盘时段；上午 9时 28 分

至上午 9时 30 分为暂停时段。 

 

输入买卖盘时段中即上午 9时至上午 9时 15 分，只接受竞价盘及竞价限价盘输入， 期间

可予修改或取消。 

 

对盘前时段内即上午 9时 15 分至上午 9时 20 分，则只接受竞价盘，已输入系统的买卖盘

不得修改或取消。 

 

上午 9时 20 分后下的订单会保留在系统内，直至上午 9 时 30 分，系统便会把订单送出至

市场。 

 

8.2 收市时段分那几种? 
 
收市时段分四阶段：下午 4时至下午 4时 01 分为参考价定价时段；下午 4时 01 分至下午

4时 06 分为输入买卖盘时段；下午 4时 06 分至下午 4 时 08 分为不可取消时段；下午 4时

08 分至下午 4 时 10 分为随机收市时段。 

 

参考价定价时段中即下午 4时至下午 4时 01 分，只接受竞价盘及竞价限价盘输入， 期间

可予修改或取消。 

 

输入买卖盘时段内即下午 4时 01 分至下午 4时 06 分，只接受竞价盘及竞价限价盘输入，

未完成的买卖盘亦可在该时段更改或取消。 

 

不可取消时段内即下午 4时 06 分至下午 4时 08 分，只接受竞价盘及竞价限价盘输入，已

输入系统的买卖盘不得修改或取消。 

 

随机收市时段内即下午 4时 08 分至下午 4时 10 分，只接受竞价盘及竞价限价盘输入，已

输入系统的买卖盘不得修改或取消。 

 

系统日结取消后(预设 4时 30 分)下的订单会保留在系统内，直至上午 9时，系统便会把

订单送出至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