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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1.1 

  

AMS 終端機最先於 1993 年推出，切合當時全部交易均在交易大堂進行的需

要，1995 年作出調適後可用於離場交易，及至 2000 年再推出多工作站系統

（MWS）。這些交易設施久經時間考驗，但相關技術現已過時。香港交易所

相信，金融軟件業界已漸趨飽和，終端機市場由獨立軟件供應商（ISV）負

責當較香港交易所自行營運為佳。鑑於現有多工作站系統硬件大部分已達到

需要高昂成本更新的狀況，而相關軟件已屆替換之期，現在正是適當時候進

行更替。 

 

1.2  香港交易所已挑選了一家獨立軟件供應商，由「新證券交易設施」（NSTD）

取代 AMS 終端機及多工作站系統的年代。新方案甄選基準為獨立軟件供應

商所提供支援服務的功能、成本及質素。香港交易所已與獨立軟件供應商訂

立總協議，於 2014 年推出起 5 年內，為交易所參與者按標準條款及條件提供

固定成本的方案，並簽訂服務水平協議。 

 

1.3  新證券交易設施由供應商交易通有限公司開發，相關支援服務則由其集團公

司經濟通有限公司提供。新證券交易設施將以品牌名稱「交易速平台」（ET 

Trade Speed Station）根據標準條款及條件提供予所有交易所參與者。標準的

訂購協議範本載於附錄 A。 

 

1.4  現時使用多工作站系統或 AMS 終端機的交易所參與者有以下選擇： 

a) 遷移至交易速平台 

b) 遷移至其他經紀自設系統方案（BSS） 

c) 解除安裝，不遷移至任何其他方案。 

 

基於現有的軟硬件支援結束，現有設施將會支援至完成遷移至交易速平台，

多工作站系統的遷移預計於 2015 年第一季完成，而 AMS 終端機預計於 2015

年第三季完成。  

 

AMS 終端機暫定於 2015 年第三季不再提供支援，屆時香港交易所目前提供

的緊急證券交易檯（亦為 AMS 終端機）亦會終止。 

 

1.5  交易速平台是前端交易設施，兼容香港交易所新的主要市場平台：香港交易

所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OCG）及香港交易所領航星市場數據平台──證券

市場（OM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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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使用交易速平台的交易所參與者必須申請最少 1 個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會

話，並給每個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會話分配最少 1 個節流率（可由聯交所交

易權的權利、放棄證券交易檯或額外購買的節流率分配）。 

 

1.7  交易速平台將支援香港交易所特設鍵盤及類同的輸入次序，並提供如多工作

站系統的相同界面，及由新的供應商開發的用戶界面。有關交易速平台、多

工作站系統及 AMS 終端機的功能比較載於附錄 B。 

 

1.8  所有交易速平台將會處於作業交易模式，因此不會繼續設置備用終端機。此

外，交易速平台將不支援網上交易服務和 ORS 服務。 

 

1.9  香港交易所交易大堂內證券交易檯的 AMS 終端機將另行遷至交易速平台。

詳情不在本文件涵蓋範圍。 

 

1.10  本資料文件載列交易速平台概覽以及實施細節與測試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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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交易速平台概覽 

 

2.1 

  

交易速平台系統結構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的交易速平台一般配入同一台交易速平台伺服器。每台交易速平台

伺服器連接至一個專屬的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會話。各組件詳述如下。 

 

2.2  交易速平台 

 

交易速平台建基於操作微軟視窗的標準 Intel 個人電腦。交易所參與者須就交易速平

台提供實物硬件及微軟視窗（Microsoft Windows）軟件。現有裝置可兼容交易速平台，

因此不需要增加成本。 

 多工作站系統用戶方面，多工作站系統可於安裝適用的軟件後作交易速平台使

用。 

 第二終端機（即聯交所提供的 AMS 終端機）方面，交易所參與者可選擇向香

港交易所購買現有的終端機硬件設備（包括個人電腦、微軟視窗軟件、屏幕、

打印機及特設鍵盤）。有關設備可於安裝適用的軟件及移除 WebSentry 解密 PCI

咭及醒目咭閱讀器後作交易速平台使用。 

 第三終端機（即交易所參與者自設的 AMS 終端機）方面，現有終端機可於安

裝適用的軟件及移除 WebSentry 解密 PCI咭及醒目咭閱讀器後作交易速平台使

用。 

 

交易所參與者亦可選擇就交易速平台而直接向交易通有限公司購買新硬件及適用軟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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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參閱「第四部分 收費」。 

 

2.3  交易速平台伺服器 

 

交易速平台伺服器建基於集中式系統結構，交易所參與者毋須另設伺服器硬件。集中

式交易速平台作業伺服器位於香港交易所數據中心內的設備託管服務樓層，該設施按

最高復原力及可用性的標準興建。交易速平台伺服器直接連接至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

進入自動對盤及成交系統（AMS），同時直接在香港交易所領航星市場數據平台──

證券市場（OMD-C）獲取實時市場數據。交易速平台伺服器採用業內領先的技術並

擁有高復原力，提供建全的市場聯通予交易所參與者。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將獲分配專屬的虛擬伺服器；交易及數據資料不會在交易所參與者

之間共享。 

 

每台交易速平台伺服器可支援 1 至 25 個交易速平台。交易速平台可放置於不同地點。

若交易所參與者需要超過 25 個交易速平台，則需要額外的交易速平台伺服器及相應

的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會話。 

 

額外的交易速平台伺服器不另收費，但額外的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會話則須另繳月

費。有關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會話詳見下一部分。 

 

2.4  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OCG） 

 

交易所參與者須為每台交易速平台伺服器訂用一個「領航星中央交易網關會話」。領

航星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的概念與開放式網間連接器的連接有以下相仿之處： 

• 每個領航星中央交易網關會話將聯結至指定的經紀代號以傳遞買賣盤及交易； 

• 每個領航星中央交易網關會話將有其獨有之登入號碼及密碼以作認證；及 

• 每個領航星中央交易網關會話將被配置一個節流率。 

 

交易速平台及經紀自設系統不能共用同一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會話。每個解決方案

（交易速平台或經紀自設系統）必須自行控制其登入及連接至各自的領航星中央交易

網關會話。 

 

有關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的詳情，請參閱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專題網頁

（http://www.hkex.com.hk/ocg）。 

 

 

http://www.hkex.com.hk/o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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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跨設施查詢 

 

每個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的買賣盤及交易均獨立執行。若交易所參與者同時使用

交易速平台及其他經紀自設系統的解決方案，並打算進行跨設施查詢（即查詢橫跨同

一公司不同經紀代號的買賣盤及/或交易），交易所參與者須訂購： 

1) 交易速平台「跨設施查詢模式」：從交易速平台檢視及取消其他設施所提交的

買賣盤（由同一交易所參與者另一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的不同經紀代號輸

入的買賣盤）； 

2) 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執行報告會話」：將多個經紀代號的跨設施實時交易傳

送至交易速平台。 

 

相反，若交易所參與者擬使用經紀自設系統檢視或取消從交易速平台提交的買賣盤，

該經紀自設系統須另設「執行報告會話」。詳情請諮詢閣下的經紀自設系統供應商。 

 

註： 

 若交易所參與者只有一個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會話（即只使用交易速平台，而無

經紀自設系統），則毋須跨設施查詢模式。 

 交易所參與者如使用設有兩個或以上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會話，但沒有需要進行

跨經紀代號查詢或跨經紀代號取消單一買賣盤，則毋須執行報告會話及跨設施查

詢模式。 

 交易所參與者即使並無自選跨設施查詢模式，仍可執行跨經紀代號大量取消買賣

盤（另一經紀代號的所有買賣盤，又或另一經紀代號關於某隻證券的所有買賣

盤）。 

 執行報告會話將由香港交易所服務網絡(HSN)連接至交易速平台伺服器，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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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不需要其他網絡連接使用這服務。 

 

2.6  領航星市場數據交易平台（OMD） 

 

交易通將代表交易所參與者管理領航星市場數據交易平台的連接。交易速平台伺服器

直接從香港交易所領航星市場數據平台──證券市場（OMD-C）標準證券數據（SS）

專線接收市場數據。交易通將代表香港交易所資訊服務有限公司就每個交易速平台向

交易所參與者收取資訊服務費。 

 

有關領航星市場數據交易平台的其他詳情，請參閱領航星市場數據交易平台專題網頁

（http://www.hkex.com.hk/marketdata）。 

 

2.7  證券及衍生產品市場綜合網絡 (SDNet/2)線路 

 

證券及衍生產品市場綜合網絡將交易速平台連接至交易速平台伺服器，以提供可靠的

連接。位於同一地點的交易速平台可共享同一條證券及衍生產品市場綜合網絡線路。 

 

於同一地點安裝 1 至 2 個交易速平台，最少要求 1Mbps 單線路。 

 

於同一地點安裝 3 至 25 個交易速平台，則最少要求 3Mbps 單線路，建議雙線路提高

穩定性。 

 

交易速平台的證券及衍生產品市場綜合網絡線路由兩個認可供應商提供： 

-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又名電訊盈科） 

- 九倉電訊有限公司 

 

2.8  備用及故障 

 

交易速平台伺服器內設復原及事故復原能力。倘出現硬件故障或數據中心發生問題，

交易速平台可自動重新連接至主要或事故復原數據中心的備用伺服器。 

   

 

http://www.hkex.com.hk/market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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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實施細節與測試安排 
 

3.1 

  

遷移至交易速平台的選項 

 

現時使用多工作站系統或 AMS 終端機的交易所參與者有以下選擇： 

a) 遷移至交易速平台 

b) 遷移至其他經紀自設系統方案 

c) 解除安裝，不遷移至任何其他方案。 

 

為確保交易所參與者的交易不會中斷，遷移至交易速平台的工作將安排分批進行，並

於現有設施不再支援（多工作站系統：2015 年第一季；AMS 終端機：2015 年第三季）

前盡早完成。 

 

3.2  登記 

 

交易速平台定於 2014 年第三季開始推出。只有多工作站系統或同時有多工作站系統

及 AMS 終端機的交易所參與者，須於 2014 年第二季確認其決定遷移至交易速平台

抑或解除安裝。只有 AMS 終端機的交易所參與者，須於 2014 年第四季確認其決定

遷移至交易速平台抑或解除安裝。登記詳情將於稍後公布。延遲確認或會導致延誤，

產生現有設施已不再支援卻未有交易速平台可用的情況。 

 

3.3  與交易通的合約 

 

登記後，交易通的代表將聯絡已訂購交易速平台的交易所參與者。交易所參與者必須

於培訓及遷移前與交易通簽署訂購協議。標準的訂購協議範本載於附錄 A。 

 

3.4  遷移時間表 

 

決定遷移至交易速平台的交易所參與者將視乎本身的設施組合被分配至不同的遷移

組別，以盡量減少遷移風險。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將獲另行通知有關的遷移時間表。基

於多工作站系統伺服器的支援結束，將會先行安排設有多工作站系統的交易所參與者

進行遷移。 

 

不同遷移組別及遷移次序： 

a) 第一批──同時有多工作站系統及 AMS 終端機的交易所參與者遷移至交易速

平台（2014 年第三季至第四季） 

b) 第二批──多工作站系統的交易所參與者遷移至交易速平台（2014 年第四季

至 2015 年第一季） 

c) 第三批──AMS 終端機的交易所參與者遷移至交易速平台（2015 年第一季至

第二季） 

 

3.5  遷移方法 

 

對於有超過一個裝置（多工作站系統／開放式網間連接器或 AMS 終端機）的交易所

參與者，遷移工作將分為兩輪。一個或數個裝置將於某個周五晚遷移至交易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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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周六（下一日）進行推出測試。若測試成功，交易速平台即可於下一星期一投入運

作。同一交易所參與者餘下的裝置將於其後任何營業日收市後轉至交易速平台。 

 

只有一個裝置的交易所參與者，可於一個周末完成遷移。 

 

多工作站系統／開放式網間連接器伺服器將於遷移完成後解除安裝。 

 

對於設有單一多工作站系統／開放式網間連接器但有多個工作站及多個節流率的交

易所參與者，有兩個遷移選擇： 

a) 全面遷移： 

多工作站系統／開放式網間連接器的所有節流率將一次過轉移至領航星中央

交易網關會話，同一多工作站系統伺服器的所有多工作站系統將一次過轉移至

交易速平台。交易所參與者可按相關地點交易速平台總數，於遷移後或與網絡

供應商現有合同條款結束後，將證券及衍生產品市場綜合網絡線路頻寬降級至

1Mbps 或 3Mbps。 

b) 並行運作： 

交易所參與者可先將一個或以上節流率轉至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會話及將一

個或以上多工作站系統遷至交易速平台。多工作站系統及交易速平台可在一段

短期間內同時運行。網絡供應商將於並行期間暫時升級證券及衍生產品市場綜

合網絡線路頻寬，以支援兩個系統。 

待所有餘下的節流率均由開放式網間連接器轉移至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以及

所有多工作站系統均轉至交易速平台後或與網絡供應商現有合同條款結束

後，交易所參與者可將證券及衍生產品市場綜合網絡線路頻寬降級至 1Mbps

或 3Mbps。 

 

若多工作站系統／開放式網間連接器只有一個節流率，節流率須轉移至領航星中央交

易網關以進行遷移，交易所參與者必須選擇(a)全面遷移。 

 

3.6  培訓 

 

交易通將向已報名進行遷移的交易所參與者提供課室及在線的培訓，每名交易所參與

者接受培訓的時間先後按遷移時間表編排，約於遷移前一個月開始。 

 

3.7 

 

 證券及衍生產品市場綜合網絡重新配置 

 

交易所參與者須於計劃遷移日期最少 4 星期前，通知網絡供應商有關的遷移計劃，遷

移途徑和頻寬要求，並向網絡供應商確認重新配置的訂單內容。 

 

多工作站系統或 AMS 終端機的現有證券及衍生產品市場綜合網絡線路可重新配置以

遷移至交易速平台（須予收費）；新線路則無此收費。 

 

有多個多工作站系統或同時有多工作站系統及 AMS 終端機的交易所參與者，證券及

衍生產品市場綜合網絡線路數目及總頻寬可於遷移後減少。 

 

計劃為多工作站系統遷移採用並行運作的交易所參與者，網絡供應商將於並行期間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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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升級頻寬，以支援多工作站系統及交易速平台並行運作。所有多工作站系統轉至交

易速平台後，網絡供應商將恢復原有頻寬。 

 

交易所參與者可按相關地點交易速平台總數，於遷移後或與網絡供應商現有合同條款

結束後，將證券及衍生產品市場綜合網絡線路頻寬降級至 1Mbps 或 3Mbps。 

 

有關交易速平台重新配置的收費及詳情，請參閱附錄 C。 

 

3.8  交易速平台設置與安裝 

 

  於首次遷移前的星期五，獲委任的供應商將到現場在試驗性的交易速平台安裝交易速

平台軟件。AMS 終端機方面，供應商會從個人電腦移除 WebSentry 解密 PCI 咭及醒

目咭閱讀器。 

 

多工作站系統方面，交易所參與者應於遷移前為交易速平台準備網絡布線。交易通的

支援隊伍將於遷移前與交易所參與者聯絡。有關交易速平台的遷移準備指南，請參閱

附錄 D。 

 

3.9  推出測試 

 

交易所參與者須於遷移的星期六就每個新的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會話（試驗性的交易

速平台）完成推出測試並向香港交易所交回聲明表格。交易速平台將於下一營業日投

入運作。 

 

同一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的額外交易速平台毋須完成任何推出測試。 

 

3.10  實施時間表 

 

交易速平台的暫定實施時間表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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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收費 
 

4.1 

  

交易速平台月費 

 

  項目 月費 (港元) 應付予 

證券及衍生產品市場 

綜合網絡線路1
 

每條 1Mbps 單線路 1,300 元 

每條 3Mbps 單線路 2,400 元 

每條 3Mbps 雙線路 4,800 元 

每次網絡轉換 100 元（自選） 

電訊盈科

或 

九倉電訊 

牌照費 每台終端機 800 元 

交易通 

 

接駁費 
每個地點 3,000 元 

（首個地點獲豁免） 

跨設施查詢模式（自選） 每位交易所參與者 3,000 元 

香港交易所資訊服務費2
 每台終端機 200 元 

終端機硬件保養費 按服務供應商的報價而定 

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會話費3
 

（1 至 20 個節流率） 

2,000 元（每位交易所參與者的首個會話） 

7,500 元（額外會話） 

香港 

交易所 

執行報告會話（只適用於跨設

施查詢） 

每位交易所參與者的首個執行報告會話免費。 

4,500 元（額外執行報告會話） 

節流率費用 

每個節流率 480 元（交易權或放棄證券交易檯

的節流率） 

每個節流率 960 元（額外購買的節流率） 
 

   

  

                                                 
1遷移至交易速平台後，若現有證券及衍生產品市場綜合網絡線路仍在與網絡供應商訂立的協議所定的最短合

約期內，交易所參與者或仍須支付原有頻寬（如 10Mbps）的租金，直至合約期結束為止。交易所參與者可於合

約到期的 4 星期前要求網絡供應商將頻寬適當下調。 
2代表香港交易所資訊服務收取，如有任何免費權利，香港交易所會在其後調整賬單。 
3交易速平台將獲豁免備用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會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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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一次過遷移收費4
 

 

  項目 一次過收費 (港元) 

證券及衍生產品市場綜合

網絡重新配置 
請參閱附錄 C 

新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 

會話行政費 
多工作站系統／AMS 終端機的遷移獲豁免收費 

多工作站系統遷移 

開放式網間連接器 

／多工作站系統 

解除安裝 

標準開放式網間連接器／多工作站系統：每套 600 元 

HA 開放式網間連接器／多工作站系統：每套 750 元 

遷移5 每個工作站 700 元 

第二終端機遷移 

購買租用硬件6
 每台終端機 3,400 元 

遷移 5
 每台終端機 720 元 

第三終端機遷移 

遷移 5
 每台終端機 720 元 

 

 

   

   

                                                 
4不遷移至交易速平台的多工作站及 AMS 終端機，交易所參與者須支付該設施拆除費用(如適用)。 
5當多工作站及 AMS 終端機遷移至交易速平台後，交易所參與者須支付硬件及軟件維修費用。 
6包括現有狀況的個人電腦、微軟視窗軟件、19 吋屏幕、打印機及特設鍵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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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查詢 

 
如欲查詢及進一步了解新證券交易設施，請郵寄至： 

 

香港中環 

康樂廣場 8 號 

交易廣場二期 6 樓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有關：新證券交易設施資料文件 

 

或電郵： AMS3info@hkex.com.hk 

 

往後有關此項目之更新，請閱覽香港交易所網站的新證券交易設施專題網頁 

http://www.hkex.com.hk/NSTD 

 

mailto:AMS3INFO@hkex.com.hk
http://www.hkex.com.hk/NS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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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訂購協議範本 
 

(只提供英文版本) 

 

ETSS Subscription 
Agreement Template.pdf

 
  

http://www.hkex.com.hk/eng/market/sec_tradinfra/nstd/Documents/ETTSS_SubscriptionAgreementTemplat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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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交易速平台、多工作站系統與 AMS 終端機之間功能比較 
有關下述功能的詳情，請參閱載於聯交所網站的《多工作站系統用戶指南》。 

(https://www.hkex.com.hk/chi/market/sec_tradinfra/mws_c.htm) 

 

多工作站系統╱AMS 終端機功能 交易速平台功能 (只提供英文版本) 

所有使用者功能 

 交易員登入  User Login 

 修改畫面設定資料  User Preference 

 選擇打印機（更改預設打印機）  User Preference 

 交易員登離（短暫性）  User Logoff 

 交易員登離（長久性）  OCG Logoff 

 查詢股份狀況  Security Enquiry 

 新聞視窗  News Pop-up Window 

 相關股份視窗  Linked Securities Pop-up Window 

 雜項資料視窗  Miscellaneous Pop-up Window 

 查詢股份廣泛狀況  Security Wide Enquiry 

 查詢碎股╱特別買賣單位市場狀況（非即時更

新） 

 Odd Lot / Special Lot Market Enquiry 

(Static) 

 查詢文字版面  Index Interval Enquiry 

 復原轉紅畫面  Red Page Recovery 

 多項股份查詢  Multiple Security Enquiry 

 客戶資料查詢（非即時更新）  Client Info (Static) 

 價位移動查詢（非即時更新）  Replaced by Price Charts 

 風險情況查詢（非即時更新）  Client Info (Static) 

 使用者訊息查詢  User Messages Enquiry 

 覆查買入成交（非即時更新）  Purchase Review Enquiry (Static) 

 覆查買入成交移標  - 

 相關衍生權證查詢  Linked Derivative Warrants Enquiry 

交易員功能 

 清除查詢畫面  Clear Screen 

 輸入買盤（限價盤）  Input Bid Order (for limit order only) 

 輸入沽盤（限價盤）  Input Ask Order (for limit order only) 

 輸入買盤（所有買賣盤類別）  Input Bid Order (for all order types) 

 輸入沽盤（所有買賣盤類別）  Input Ask Order (for all order types) 

 查詢未完成買賣盤及落盤指示（所有股份）  Outstanding Order Enquiry 

 查詢未完成買賣盤及落盤指示（一種或所有股

份） 

 Outstanding Order Enquiry 

 查詢未完成買賣盤及落盤指示（買盤或沽盤）  Outstanding Order Enquiry 

 交易員接納 （ 接納或拒絕 ）  - 

 查詢未完成買賣盤（所有股份）  Outstanding Order Enquiry 

 查詢未完成買賣盤（一種或所有股份）  Outstanding Order Enquiry 

 查詢未完成買盤（一種或所有股份）  Outstanding Order Enquiry 

https://www.hkex.com.hk/chi/market/sec_tradinfra/mws_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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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未完成沽盤（一種或所有股份）  Outstanding Order Enquiry 

 查詢所有買賣盤（所有股份）  Outstanding Order Enquiry 

 查詢所有買賣盤（一種或所有股份）  Outstanding Order Enquiry 

 查詢所有買盤（一種或所有股份）  Outstanding Order Enquiry 

 查詢所有沽盤（一種或所有股份）  Outstanding Order Enquiry 

 取消買賣盤  Cancel Order 

 更改買賣盤  Modify Order 

 交易員大量取消買賣盤  Trader Bulk Cancel (both bids & asks) 

 交易員大量取消買盤  Trader Bulk Cancel (bids only) 

 交易員大量取消沽盤  Trader Bulk Cancel (asks only) 

 以成交狀況查詢買賣盤（非即時更新）  All Order Enquiry (real-time) 

 查詢買賣盤活動記錄（非即時更新）  Order Activity Enquiry (Static) 

 輸入碎股╱特別買賣單位買盤  Input Odd Lot / Special Lot Bid 

 輸入碎股╱特別買賣單位沽盤  Input Odd Lot / Special Lot Ask 

 查詢碎股╱特別買賣單位盤（非即時更新）  Odd Lot / Special Lot Orders Enquiry 

(Static) 

 取消碎股╱特別買賣單位盤  Cancel Odd Lot / Special Lot Order 

 輸入沽出成交  Input Sale (manual) 

 輸入海外沽出成交  Input Overseas Sale 

 輸入開市前沽出成交  Input Pre-Opening Sale 

 輸入碎股╱特別買賣單位沽出成交  Input Odd Lot / Special Lot Sale 

 輸入半自動對盤碎股╱特別買賣單位沽出成交  Input Odd Lot / Special Lot Sale 

(semi-automatic) 

 查詢被反駁沽出成交（非即時更新）  Rejected Sales Enquiry (Static) 

 輸入海外買入成交  Input Overseas Purchase 

 輸入半自動對盤碎股╱特別買賣單位買入成交  Input Odd Lot / Special Lot Purchase 

(semi-automatic) 

 反駁買入成交  Reject Purchase 

 查詢所有成交  Trades Enquiry (all trades) 

 查詢指定時間後所有成交  Trades Enquiry (both purchases & 

sales) 

 查詢買入成交  Trades Enquiry (purchases only) 

 查詢沽出成交  Trade Enquiry (sales only) 

 更改交易分類  - 

 進行╱停止打印聯線成交記錄報表  On-line Trade Journal Enabled / 

Disabled 

 價格提示機制（就沒有按盤價的股份輸入買賣

盤） 

 User Messages Enquiry (single 

confirmation) 

 價格提示機制（在輸入買賣盤時引發價格提示）  User Messages Enquiry (single 

confirmation) 

 價格提示機制（在輸入買賣盤時引發金額提示）  User Messages Enquiry 

 價格提示機制（就沒有按盤價的股份輸入成交）  User Messages Enquiry 

 價格提示機制（在輸入成交時引發價格提示）  User Messages Enquiry 

 價格提示機制（在輸入成交時引發金額提示）  User Messages E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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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提示機制（在輸入碎股∕特別買賣單位買

賣盤時引發金額提示） 

 User Messages Enquiry 

 價格提示機制（在輸入碎股∕特別買賣單位成

交時引發金額提示） 

 User Messages Enquiry 

 價格提示機制（就沒有按盤價的股份更改買賣

盤）  

 User Messages Enquiry 

 價格提示機制（在更改買賣盤時引發價格提示）   User Messages Enquiry 

 價格提示機制（在更改買賣盤時引發金額提示）  User Messages Enquiry 

 落盤指示排隊查詢（交易員）  Partial replaced by All Order Enquiry 

(real-time) 

 買賣盤摘要查詢（非即時更新）（限於 AMS 終

端機） 

 Partial replaced by All Order Enquiry 

and Order Summary Enquiry 

主管功能 

 登入交易系統  OCG Logon 

 登離交易系統  OCG Logon 

 更改主機密碼  OCG Password Change 

 多工作站系統管理  System parameter maintenance (some 

settings) 

 股份組別管理（審視）  - 

 股份組別管理（新增）  - 

 股份組別管理（更改）  - 

 股份組別管理（刪除）  - 

 股份管理（審視）  - 

 股份管理（更改）  - 

 使用者管理（審視交易員）  User Maintenance 

 使用者管理（審視主管）  User Maintenance 

 使用者管理（審視系統管理員）  User Maintenance 

 使用者管理（新交易員）  User Maintenance 

 使用者管理（新主管）  User Maintenance 

 使用者管理（新系統管理員）  User Maintenance 

 使用者管理（更改交易員）  User Maintenance 

 使用者管理（更改主管）  User Maintenance 

 使用者管理（更改系統管理員）  User Maintenance 

 使用者管理（刪除）  User Maintenance 

 客戶管理（審視）  Client Maintenance 

 客戶管理（新增）  Client Maintenance 

 客戶管理（更改）  Client Maintenance 

 客戶管理（刪除）  Client Maintenance 

 客戶轉移  Client User Setting 

 交易員全域性限制設定管理  System Parameter Maintenance 

 客戶全域性限制設定管理  System Parameter Maintenance 

 貨幣管理  Currency Maintenance 

 買賣盤監控及授權  Replaced by CC Approve 

 經紀大量取消買賣盤  Broker Bulk 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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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紀大量取消買盤  Broker Bulk Cancel 

 經紀大量取消沽盤  Broker Bulk Cancel 

 查詢經紀買賣盤活動記錄（非即時更新） 
 

Partial replaced by Order Activity 

Report (Static) 

 交易設施互相取代買賣盤查詢（非即時更新）  Cross Trading Device Orders Enquiry 

(Static) 

 交易設施互相取代成交查詢（非即時更新）  Cross Trading Device Trades Enquiry 

(Static) 

 交易設施互相取代取消買賣盤  Cross Trading Device Cancel Orders 

 查詢中央傳輸交易資料（非即時更新）  - 

 授權審核根據查詢（審視）  Audit Trail Enquiry 

 授權審核根據查詢（打印）  Audit Trail Enquiry 

 確認買入成交  Acknowledge Purchase 

 查詢買賣盤及成交詳情  Outstanding Order Enquiry 

 實時股份報價註冊及取消註冊  - 

 實時股份報價生效及取消生效  - 

 客戶買賣盤傳遞功能登記及取消登記  - 

 客戶買賣盤傳遞功能生效及取消生效  - 

 強制交易員登離系統  Logon Status 

 賦予使用權  User Hierarchy 

 恢復使用權  User Hierarchy 

 落盤指示排隊查詢（主管） 
 

Partial replaced by Outstanding Request 

Enquiry 

 查詢未完成買賣盤及落盤指示（主管）（所有股

份） 

 Outstanding Order Enquiry 

 查詢未完成買賣盤及落盤指示（主管）（一種或

所有股份） 

 Outstanding Order Enquiry 

 查詢未完成買賣盤及落盤指示（主管）（買盤或

沽盤） 

 Outstanding Order Enquiry 

 稽查蹤跡查詢（審視）  Audit Trail Enquiry  

 稽查蹤跡查詢（打印）  Audit Trail Enquiry  

 買賣盤及成交資料回復  - 

系統管理功能 

 交易開始  Start of Trading 

 數據交換  Data Exchange 

 交易結束  End of Trading 

 解開被鎖上的使用者號碼  User Maintenance 

 備份  Replaced by Auto Backup 

 恢復  Call ET Trade to restore 

 稽查蹤跡查詢（審視）  Audit Trail Enquiry 

 稽查蹤跡查詢（打印）  Audit Trail Enquiry 

 選擇打印機（增加打印機）  User Preference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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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傳輸交易資料（即時）7
   

 
日終交易檔案  

File would be distributed through HKEx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Platform 

(ECP) to EP from mid-2014 

 
日終收市價檔案  

File would be distributed through HKEx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Platform 

(ECP) to EP from mid-2014 

 

  

                                                 
7即時買賣盤及交易資料可從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執行報告會話」接收，詳情請參閱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網站

。 

http://www.hkex.com.hk/chi/market/sec_tradinfra/ocg/orioncg_c.htm
http://www.hkex.com.hk/chi/market/sec_tradinfra/ocg/orioncg_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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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證券及衍生產品市場綜合網絡重新配置收費 
 

遷移方法 收費項目 收費 備註 

並行運作 

 

（並行運作期間

需要 11Mbps 或

13Mbps 頻寬）  

適用於系統遷移的

線路重新配置收費 

(需要 2次重新配

置） 

每條線路 3,000 元  

 

一次過的收費 

 

現有 10Mbps 的頻寬線路，網

絡供應商將於並行期間暫時

升級頻寬，以支援多工作站系

統及交易速平台並行運作最

多 3 個月。頻寬租金維持與

10Mbps 線路相同。 

 

系統遷移後頻寬降

級 

每條線路 1,500 元 一次過的收費 

 

如有合約在身，頻寬維持

10Mbps 直至合約完結或與網

絡供應商協定，然後再因應交

易所參與者的要求自由降至

1Mbps 或 3Mbp。 

 

系統遷移後的頻寬

租金 

每條線路 1Mbps 每

月 1,300 元 

 

每條線路 3Mbps 每

月 2,400 元 

 

每個租用的網絡轉

換每月 100 元 

租金 

全面遷移 適用於系統遷移的

線路重新配置收費 

(需要 2次重新配

置） 

每條線路 3,000 元  

 

一次過的收費 

 

 

系統遷移後頻寬降

級 

每條線路 1,500 元 一次過的收費 

 

如有合約在身，頻寬維持

10Mbps 直至合約完結或與網

絡供應商協定，然後再因應交

易所參與者的要求自由降至

1Mbps 或 3Mbp。 

 

系統遷移後的頻寬

租金 

每條線路 1Mbps 每

月 1,300 元 

 

每條線路 3Mbps 每

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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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400 元 

 

每個租用的網絡交

換器每月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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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交易速平台的遷移準備指南 
 

(只提供英文版本) 

EPMigrationPreparati
onGuide.v1.0.pdf

 

http://www.hkex.com.hk/eng/market/sec_tradinfra/nstd/Documents/EPMigrationPreparationGuide.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