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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選 

 

1.1 自選股篩選 

如上圖，點擊全部可以根據市場進行篩選。 

1.2 排序 

清單的漲跌幅欄位右面帶有 ， 表示該欄位可以點擊排序。 

1.3 修改 

自選股的修改包括 

1. 調整順序、刪除：點擊自選股畫面右上角的 ，可以進入編輯畫面進行順序調整，刪除 

2. 添加、刪除：在股票搜尋網頁面和個股報價畫面（點擊行情清單中的某檔股票後進入）可以

進行添加和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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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情 

 

2.1 各市場行情切換 

各市場行情可以通過行情頁面頂上的 tab 按鈕進行切換。 

2.2 市場切換按鈕順序調整 

點擊行情頁面右上角的   按鈕，進入調整畫面，對各市場切換 tab 按鈕的順序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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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港股 

 

港股行情畫面包括三大指數，行業板塊及其領漲股，主機板漲幅、跌幅排行，創業板漲幅、跌幅

排行，牛熊證成交額排行、認股證成交額排行。 

並且各排行標題的右邊有  ...  按鈕的，表示點擊後，進入詳細畫面，查看完整的排行資料。 

2.4 港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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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通行情包括港股通滬和港股通深的成交額資訊、剩餘額度等資訊， AH 股中港股部分的行情

清單，港股通滬中港股部分行情清單，港股通深中港股部分的行情清單 

成交額資訊標題右邊有  ...  按鈕，點擊可以查看每日收市後更新的十大成交活躍股清單 

各行情清單標題的右邊有  ...  按鈕的，表示點擊後，可以進入詳細畫面，查看完整的行情清單

資料 

2.5 滬股通 

 

滬股通行情包括：滬股通的成交額資訊、剩餘額度等資訊，滬股通行情清單，滬股通保證金交易

行情清單。 

成交額資訊標題右邊有  ...  按鈕，點擊可以查看每日收市後更新的十大成交活躍股清單。  

並且各行情清單標題的右邊有  ...  按鈕的，表示點擊後，進入詳細畫面，查看完整的行情清單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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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深股通 

 

深股通行情包括：深股通的成交額資訊、剩餘額度等資訊，深股通行情清單，深股通保證金交易

行情清單。 

成交額資訊標題右邊有  ...  按鈕，點擊可以查看每日收市後更新的十大成交活躍股清單。  

並且各行情清單標題的右邊有  ...  按鈕的，表示點擊後，進入詳細畫面，查看完整的行情清單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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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滬深 

 

滬深行情包括：上證指數，深證成指，創業板指，行業板塊及其領漲股、漲幅排行、跌幅排行。 

並且各排行標題的右邊有  ...  按鈕的，表示點擊後，進入詳細畫面，查看完整的排行資料。 

2.8 美股 

 

不展示美股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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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全球 

 

不展示國際匯率，人民幣中間價。 

 

2.10 個股報價畫面 

 

個股報價畫面包括：個股的基本報價資料，圖示資料，買賣盤資料，資金流向資料、公告、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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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況、財務等資料，關聯指數資料。 

點擊關聯資料，可以彈出該指數的簡要圖示資料。 

如果使用者有港股即時行情許可權，並且當前為港股股票，登陸後，在買盤的右邊，將出現「大

利市」按鈕，點擊後可進入大利市模式；在賣盤的右邊，根據許可權也可以進行 1 檔、 5 檔、10 檔

的切換。 

在畫面的底部，有買入、賣出按鈕，可以快捷進入交易畫面；同時，如果當前股票還沒有添加自

選股的話，底部將有 」 添加自選 」 的按鈕，可以點擊後，添加到自選股清單中，如果該股票已經

添加到自選股，則底部有  按鈕，點擊後，從自選股清單刪除。 

3 資訊 

 

资讯模块分很多频道，如：最新、推荐、自选、减持新规等等。 

3.1 切换频道 

資訊模組分很多頻道，如：最新、推薦、自選、減持新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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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添加更多頻道 

1. 點擊頻道切換 tab 的最右邊的  按鈕，點擊推薦的頻道，來添加更多的頻道。 

2. 點擊右上角的  按鈕，可以輸入關鍵字進行搜索，並點擊 + 按鈕，添加更多的頻道。 

4 個人中心 

 

4.1 進入個人設定 

在各個畫面的左上角，都有  按鈕，點擊後進入個人設定。 

登入後會顯示昵稱及頭像，我的收藏，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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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頭像及昵稱 

  

進入頭像及昵稱，對頭像進行修改，和昵稱進行修改。 

4.3 我的收藏 

 

點擊我的收藏後，查看收藏的資訊清單，並且點擊資訊後，查看該資訊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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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設置 

 

點擊設置，後可以進入顯示設定，刷新頻率，清理緩存，關於，退出登錄。 

4.4.1 顯示設定 

 

點擊顯示設定選擇紅漲綠跌，綠漲紅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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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刷新頻率 

 

4.4.3 清理缓存 

 

4.4.4 關於 

點擊後，可以查看相關的產品資訊、連絡方式及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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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退出登錄 

 

點擊退出登錄，確定或取消退出行情登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