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A wholly-owned subsidiary of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通告  CIRCULAR 

 
 

 

事項： 電子通訊平台2.0 （e通訊 2.0）推出額外文件提交及下載功能 
 

查詢： 參與者一般查詢熱線1（電話：2840 3626 電子郵箱：trd@hkex.com.hk） 
 

參考交易所通告 ( 參考編號： CT/055/22），本年初引入的電子通訊平台 2.0（e 通訊 2.0）

將逐步取代現有的電子通訊平台（e 通訊）。 繼 e 通訊 2.0 於 2022 年第二季度成功推出，

其餘的文件提交及下載功能將於 2022 年 12 月下旬前由現有 e 通訊轉移至 e 通訊 2.0。 

 

大額未平倉合約申報( LOPR 申報） 

 

經 e 通訊 2.0 提交 LOPR 申報文件的功能將於 2022 年 12 月推出。  由於現行用於遞交

LOPR 的 e 通訊存取認證不能在 e 通訊 2.0 中使用，LOPR 遞交者必須通過 Client Connect

設置其 e 通訊 2.0 的訪問權限，以便在 e 通訊 2.0 平台遞交 LOPR。 

 

所有 LOPR 遞交者均需於 Client Connect 註冊至少兩名管理人士，註冊的管理人士需負責

維護其公司相關用戶的帳戶。 

 

為確保 LOPR 申報功能由現有 e 通訊順利轉移至 e 通訊 2.0，現有的 LOPR 遞交者應注意以

下安排並採取相應行動。 

 

# 用戶類別 安排及相應行動 

1. 非現有 Client 

Connect 用戶 

 請填妥 e 通訊用戶類型及管理人士權限申請／維護表格，並於

2022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三）或之前電郵至市場監察部 

lophkfe@HKEX.COM.HK 以註冊 e 通訊 2.0 管理人士。 

                                                      

1 所有參與者一般查詢熱線之通話可能會被錄音。請按此參閲香港交易所的私隱政策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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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戶類別 安排及相應行動 

(i) 完成帳戶設立後，每位新註冊的管理人士將收到電郵通

知。 

(ii) 收到電郵通知後，完成註冊的管理人士應經  Client 

Connect 進一步創建或編輯其營運人士賬號，並對經 e 通

訊 2.0 提交 LOPR 申報文件的功能進行分配。 

 關於 e 通訊 2.0 中的帳戶創建和功能分配，請參考（附件一）

（只供英文版）。 

 

2. 現 為 Client 

Connect 用

戶 

 請經 Client Connect 核實 LOPR 管理人士及相關用戶用於經 e

通訊 2.0 提交 LOPR 申報的使用者資料是否已獲分配。 

 若 LOPR 管理人士及相關用戶用於經 e 通訊 2.0 提交 LOPR 申報

的使用者資料尚未獲分配，請填妥 e 通訊用戶類型及管理人士權

限申請／維護表格並於 2022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三）或之前電

郵至市場監察部 lophkfe@HKEX.COM.HK 以註冊 e 通訊 2.0 管

理人士。 

 若 LOPR 管理人士根據此前登記於 Client Connect 已獲分配，

請於 2022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一）或之前確保相關使用者資料

及訪問權限已正確設定以提交 LOPR 申報。 

 關於 e 通訊 2.0 中的帳戶創建和功能分配，請參考（附件一）

（只供英文版）。 

 

 

交易所暫定於 2022 年 11 月 e 通訊 2.0 推出前安排非强制性的實習環節，有關的實施詳情

將於稍後時間公佈。如 LOPR 遞交者有任何查詢，請電郵 lophkfe@HKEX.COM.HK。 

 

 

 

https://connect.hkex.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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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其他文件提交及下載功能  

 

關於其他文件提交及下載功能的轉移，請參考（附件二）（只供英文版）。 

 

e 通訊 2.0 的文件下載功能 

 

請留意下列文件已於 e 通訊 2.0 平台開放予交易所參與者（參與者）下載，而經現有 e 通訊

下載文件的功能將於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停止。 

 

文件類別 文件 

香港證券市場文件（上午） CTF 早上成交記錄資料檔案 

香港證券市場文件（日終） 

 

CTF 收市價資料檔案 

CTF 日終成交記錄資料檔案 

中華通服務文件（上午） 

 

中華通證券股份代號對應檔案 

可供於上交所賣出股數更新 

可供於深交所賣出股數更新 

早上中華通證券成交記錄資料檔案 

中華通服務文件（日終） 

 

上交所收市價資料檔案 

深交所收市價資料檔案 

日終中華通證券成交記錄資料檔案 

中華通服務文件（額外） 特設額外中華通證券成交記錄資料檔案 

 

 

營運科 

交易部 

高級副總裁 

冼嘉偉 謹啟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Services/Circulars-and-Notices/Participant-and-Members-Circulars/SEHK/2022/CT11622E2.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