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银河国际」APP
  用户使用手册



软件简介01

中国银河国际全新版APP为用户提供在线极速开户和实时

交易、深度行情和热点资讯、个人积分中心和在线直播的

投资者教育频道等全面的功能。我们以全面创新的系统服

务和实时的行情数据方案为支撑，用户可以在稳定的系统

平台获取丰富的港美股市场行情信息，享受简单、安全、

可靠、 便捷、稳定的流动证券服务。



下载方法-方法102

用户可以通过以下商店下载「中国银河国际」APP。

IOS：打开手机中的 App Store，搜索「中国银河国际」可免费下载

「中国银河国际」APP（内地客户可直接通过中国大陆地区  App 
Store 进行下载）。

Android：打开手机中的 Google Paly，搜索「中国银河国际」可免费

下载。如果用户的 Android 系统没有 Google Paly，可前往中国银河国

际的官方网站 https://www.chinastock.com.hk，点击「软件下载」，即

可在页面显示的下载链接中下载「中国银河国际」 APP 。



下载方法-方法202

用户可以前往中国银河国际官方网站 https://www.chinastock.com.hk，在顶部选项栏中选择

「软件下载」，用户可以看到各个商店的下载入口及APK下载地址进行下载。



注册账户03

用户在第一次使用中国银河国际客户端时，需要注册“银河国际账户”成为会员以解锁更多内容。

注意：“银河国际账户”只作为登录银河国际客户端及相关交易网站，并不是您的证券账户。

1.  用户在未登录中国银河国际客户端时，

通过点击底部的「开户」或「我的」按

钮，会触发登录页面。

2.  如果您还没有“银河国际账户”，请点

击「立即注册」。

3.  请输入您的手机号码，点击「获取验

证码」，我们会发送一条验证码到您的

手机，输入您所收到的验证码，设置8-
16位数字英文或字符的任意组合的登入

密码（注意区分字母的大小写）并再次

确认。请仔细阅读并同意注册协议及隐

私政策并勾选白色圆圈，最后点击「确

认」即可注册“银河国际账户”。

请妥善保管您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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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账户04

1.  用户在未登录中国银河国际客户端时，

通过点击底部的「开户」以及「我的」

按钮，会触发登录页面。

2.  方法一：请输入您的“银河国际账户”
登记手机号，我们会发送一条含有6位
数字的验证码到您“银河国际账户”绑定

的手机号，输入6位数字的验证码，点

击「登录」即可。

3.  方法二：点击「密码登录」，请输入

您的“银河国际账户”登记手机号及密码，

点击「登录」即可。

注意：登记手机号必须与本公司开户登

记时的手机号码一致, 登入帐号将会自

动显示，否则未能成功登入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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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及资产



交易页面01

► 用户登录中国银河国际APP后，在交易页面可以看到

账户的总资产、港股、美股、中华通市场下，对应的是

币种的资产总值、浮动盈亏、购买力、证券市值、现金

余额、现金可提、冻结资金、T+1交收等。

► 全部业务：

交易: 快捷交易、订单记录、成交明细

资金: 存入资金、货币兑换、提取资金、资金记录

股票: 新股认购、股票提存、股票提存记录

费用: 佣金计算、费用方案

账户: 资本资料、银行账户、专业投资者

设置:  结单设置、交易执行通知、登录时效、修改密码

点击「确定」可退出证券账户若
误触，点击「取消」即可

切换港币、美元、人名币

参考汇率

查看全部业务



存入资金02

1.  用户登录中国银河国际APP后， 
点击进入「交易」页面，选择「存

入资金」。

2.  选择账户币种，然后选择汇款银

行（部分银行有可能就跨行转账收

取服务费，请与相关银行作出查询）

3.  确认收款信息后点击「通知查看

款项」。注意：请使用您本人的银

行户口转账入金，不接受电子货币

钱包入金、他人银行转账入金。转

账成功后请保留凭证。

4.  输入并输入汇款金额及流水号，

最后在「添加凭证」一栏上传转账

凭证（凭证中须包含阁下及本公司

的名称、帐户号、转账金额及转账

日期），最后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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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资金03

1.  用户登录中国银河国际

APP后， 点击进入「交易」

页面，点击「更多服务」。

2.  选择资金栏目下的「提

取资金」。

3.  选择提取币种、提取方

式、提取金额、收款银行

后，点击下方「确认」。

4.  点击右上角的「记录」，

可以查询您的存入资金及

转出资金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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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交易04

1.  用户登录中国银河国际APP
后， 点击进入「交易」页面，

点击「快捷交易」。

2.  输入股票代码或名称，即可

直接跳转交易界面。

3.  点击「买入」或「卖出」，

选择交易类型、有效期，填写

价格与数量（可以通过点击「-」
/ 「+」进行价格/数量微调），

系统会自动计算出订单金额。

然后点击「买入」或「卖出」

即可。

注意：买入和卖出的数量都会

以该股票的每手股数显示；

APP暂时不支持碎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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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会自动帮用户计算金额
的1/4,1/2购入该只股票，

计算结果会按照手数取整的。

价格
微调

数量
微调

注意：系统会显示用户的港
币现金余额及现金可卖数量。

注意：系统会显示用户的
购买力与持仓可卖数量。



交易类型05

竞价限价盘

可于开市前时段上午9时正至上午9时20分 及/或 下午4时01分至下午4时06分输入指令类别，竞价限价盘是有

指定价格的买卖盘。指定价格等同最终参考平衡价格或较最终参考平衡价格更具竞争力的竞价限价盘（即指

定价格等同或高于最终参考平衡价格的买盘，或指定价格等同或低于最终参考平衡价格的卖盘）或可按最终

参考平衡价格进行对盘视乎另一方是否有足够可配对的买卖盘。竞价限价盘会根据价格及时间先后次序按最

终参考平衡价格顺序对盘。竞价限价盘不会以差于最终参考平衡价格的价格对盘。

在开市前时段结束后，任何未完成而输入价不偏离按盘价九倍或以上的竞价限价盘，将自动转至持续交易时

段，并一概视为限价盘存于所输入价格的轮候队伍中。收市竞价时段后未完成的竞价买卖盘将于交易日完结

时被系统自动取消及删除。



交易类型05

持续交易时段

限价盘

只可与指定价格进行配对，沽盘的输入价格不可低于最佳买入价(如有)，而买盘的输入价格不可高于最佳沽出价(如有)。

买入盘最低下单价为低于按盘价24个价位，沽出盘最高下单价为高于按盘价24个价位。

特别限价盘

特别限价盘最多可同时与十条轮候队伍进行配对（即最佳价格队伍至距离9个价位的第10条轮候队伍），只要成交的价格

不差于输入价格。特别限价盘是没有输入价格的限制，只要沽盘的价格是等于或低于最佳买入价，又或者买盘的价格是

等于或高于最佳沽出价。任何未完成的特别限价盘将会被取消而不会保留在AMS/3系统内

增强限价盘

增强限价盘最多可同时与十条轮候队伍进行配对（即最佳价格队伍至距离9个价位的第10条轮候队伍），只要成交的价格

不差于输入价格。沽盘的输入价格不可低于最佳买入价10个价位（或以外），而买盘的输入价格不可高于最佳沽出价10

个价位（或以外）。任何未完成的增强限价盘，将一概视为限价盘，存于所输入价格的轮候队伍中。



佣金收费方案06

1.  用户登录中国银河国际APP后，在

交易页面，点击「更多服务」。

2.  在费用区域内点击「佣金计算」。

3. 在「股票」区域内输入您想要查询

的股票名称或代码；

在「单价」区域输入您心仪的单价；

在「数量」区域输入您想要买入的数

量；在「佣金费率」区域输入正确的

佣金费率；输入完毕后，系统会为您

计算出准确的佣金额度。

4. 如果您不清楚具体的佣金费

率请点击右下方的「查看收费方案」

即可获取具体的佣金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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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记录 - 查看订单07

1.  用户登录中国银河国际APP后， 点击进

入「交易」页面，点击「订单记录」，系统

会跳转至「订单记录」页面。

2.  如用户想要查看某个特定时间段的订单

记录，点击上方的时间条即可进行筛选。

3.  如用户想要查看某个订单的详情，点击

该记录即可跳转至订单详情界面，包括其交

易状态、委托时间、交易方向、订单类型、

委托数量、委托价、成交数量、待成交数量、

成交均价、订单时效、佣金及费用、成交金

额及币种。

注意：用户只能查看90天内的订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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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记录 - 改单撤单07

1. 用户在进入「订单记录」页面

后，可以选择处于“委托中”、

“部分成交”、“委托成功”状态

的订单进行改单或撤单的操作。

（注意：如果订单状态为交易成功，

则不支持改单与撤单。）

2.  用户如想修改订单，点击下方的

「改单」，跳转至交易页面，修改

订单类型、价格、数量等。

3.  用户如想撤销订单，点击下方的

「撤单」，系统会弹出一则询问窗

口，点击「确定」即可撤销订单；

如您误触到此页面，点击「取消」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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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记录08

1.  用户登录中国银河国际APP后，点击进

入「交易」页面，点击「资金记录」，系

统会跳转至「资金记录」页面。

2.  用户可以通过点击上方的「存入资金」

或「转出资金」来查看存入与转出的资金

记录列表。

3.  如用户想要查看某个特定时间段的资

金记录，点击上方的时间条即可进行筛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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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兑换09

1. 用户登录中国银河国际APP后，点击进入「交易」

页面，点击「货币兑换」，系统会跳转至「货币兑换」

页面。

2. 用户可以选择想要进行货币兑换的方向，此页面也

会显示您的可兑金额及您想要进行货币兑换的方向的

实时参考汇率。

3. 输入您想兑出的金额，通过点击「全部兑换」系统

将自动输入您的所有可兑金额。兑入的金额将根据实

时参考汇率自动生成。

4. 如您已确认上述金额输入无误后，请点击「申请兑

换」，系统会自动弹出「货币兑换明细」页面，请查

看无误后再点击「确认」即可。

注意：已提交的货币兑换申请将不支持取消。一般审

核时间为1-2个工作日。审核限制金额为：200万港币

或等值其他币种；如果您所提交的货币兑换金额超过

审核限制金额，审核时间可能较长，请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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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



银行账户01

1.  用户登录中国银河国际APP后， 点击进入「银

行账户」，系统会跳转至「更改银行资料」页面。

2.  用户如想解绑原有的银行，点击右侧的「解

绑」，在确认界面点击「确认」即可。

3.  新增银行卡：填写银行名称、银行户口号码、

收款银行所在国家、账户类别/货币。

选择「我/我们特此确认并同意本表格将适用于中国

银河国际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及/或中国银河国际期

货(香港)有限公司持有之所有帐户」和「我/我们特

此确认并同意上述条款」。点击右下角的「提交」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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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资料02

1.  用户登录中国银河国际APP后， 点击进入

「交易」页面，点击「更多服务」。

2.  选择账户栏目下的「资本资料」。

3.  修改基本资料：

► 修改手机号：更新手机号码成功后，必须使

用新手机号重新注册APP，更新的⼿机号码成

功后，必须使⽤新⼿机号重新注册APP，才能

登陆原来的证券交易账号。

► 修改邮箱账号：直接输入新的邮箱账号，后

台审核通过后会自动更新。

► 修改家庭住址：输入您的住址并上传住址证

明（请填写您的真实住址。），后台审核通过

后会自动更新。

注意：修改资本资料的审核时间为1-2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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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投资者03

1. 用户登录中国银河国际APP后， 点击进入「交

易」页面，点击「更多服务」。

2. 选择账户栏目下的「专业投资者」。

3. 请点击「下载」并仔细阅读下列PDF附件内之"
法团／专业投资者资格评估表格", "客户成为法团

／个人专业投资者之确认及声明" , "法团／个人专

业投资者的定义" , "被视为专业投资者的风险及后

果" , "法团／个人专业投资者帐户的条款及条件" 
& "有关香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私隐条例」）

之附注"。

4. 勾选「同意上述条款」, 并按「提交」键以确认

评估成为个人专业投资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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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股资讯



今日热股01

1. 用户打开中国银河国际APP后在

「发现」页面，点击进入「今日热股」

页面。

2. 点击浏览「港股」/「美股」热门股

票。会出现提供如图2、3所示的行情

报价界面：现价及涨跌幅。

注意：港交所规定：BMP行情只能浏

览20只。如果您没有购买深度行情卡，

所有的数据会有15m的延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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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股资讯02

► 用户打开中国银河国际APP后，在

「发现」页面可以看到最新的热股资

讯，下拉可浏览更多资讯。点击您感

兴趣的资讯即可浏览详细的资讯内容。

► 此栏目通过提供最快速高效的投资

资讯、最专业深度的研究报告，满足

广大投资者在解读资讯、互动交流、

投资交易等各方面的需求。



搜索个股快速通道03

1. 用户打开银河国际APP后，在「发现」

页面，点击右上角的搜索图标。

2. 输入您想查询的股票代码或名称即可

浏览点击浏览个股行情等更多资讯。

3. 如果您对该股感兴趣即可点击右下角

的爱心，添加至自选列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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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股资讯



个股资讯01

► 个股行情报价页面主要包含：基本报价、分时/明细/K 线图、公司新闻、公司

简介、公司公告、轮证、财务状况等。

► 基本报价：现价、涨跌、涨跌幅、今开、昨收、最高、最低、成交额、成交量、

换手率、股息、股息率、市净值、市盈率等更多数据。  

► 分时图/明细/K 线图：可横屏查看，K 线图可设置周期、技术指标，以及前复

权、后复权、不复权等操作。  

► 大利市（Level2）：用户拥有深度行情卡即可查看，包括 10 档串流行情、明

细、经纪席位、席位追踪。 



个股技术分析02

点击全屏符号，
即可展示 K线
图横屏状态。

► 左上角会显示股票名称与代码。

► 周期可选30 分钟、60 分钟、日线、周线、月线等。

► 复权处理可选不复权、前复权、后复权。 

► 技术分析指标可选MACD、KDJ。

1

用户在选定股票后点击

「交易」即可买卖股票。



自选股



自选-如何添加自选股？01

1. 用户登录中国银河国际APP后，点

击「行情」选择「自选」页面，点击

「点击添加」。

2. 输入您想查询或感兴趣的股票代码

或名称即可浏览个股行情等更多资讯。

3. 点击右下角的爱心图标的「自选」

即可添加至自选列表。

自选股：选择恰当的个股是在股市中获利的关键因素，而构建相对完善的自选股池是投资者能够及时、准确地把握个股的

基础。用户可以将自己看好的股票加入到选定的自选股列表中，方便随时查看多个股票的即时价格与涨跌幅。

1

2

3



自选-编辑自选列表信息02

1. 自选界面中，点击「价格」旁边的箭头，可

按价格使自选股列表进行升降排序；点击「涨

跌幅」旁边的箭头，则可按涨跌幅使自选股列

表进行升降排序。

2. 点击右上角的编辑图案，可以调整自选股的

排列顺序以及多选或全选后统一删除。

3. 在「编辑自选」界面中，支持一键置顶和手

动排序的功能。点击右上角的「完成」即可保

存编辑结果。

4. 点击预警下的铃铛图标，可以添加至预警。

5. 支持对股票的股价上涨或下跌到指定价格、

日涨幅日跌幅超过指定百分比设置预警。

1

2
4

3

5



自选-预警提醒03

1. 点击「我的预警」即可查看所设置过的预

警提醒记录。

2. 点击「编辑」可以对已设置过的数额进行

调整。如果不需要某只股票的预警提醒，点

击「删除」即可。

3. 用户登录中国银河国际APP后，点击「我

的」选择「预警提醒」，便可查看所设置过

的预警提醒记录。

注意：需要用户进入消息页面，方可看见消

息提醒。右下角的爱心图标的「自选」即可

添加至自选列表。

1

2

3



市场行情



市场概况01

► 市场行情模块包含港股、美股、沪深、港股通、

沪股通、深股通等全球市场行情。为用户提供行

情监控功能，把握交易机会。

港股行情：港股指数、行业板块、主板涨幅排行、

创业板涨幅排行、新股认购、港股异动股涨幅排

行及换手率排行。

美股行情：美股指数、行业板块、中国概念股涨

幅排行、明星股涨幅排行、港股异动股涨幅排行

及换手率排行。

沪深行情：沪深大盘指数，行业板块、资金流向

走势图。



港股市场-新股认购02

1. 用户登录中国银河国际APP后，在行情页面，点

击左上角的「市场」，点击「港股」，点击「新股

认购」即可查看港股新股资讯。

2. 港股新股资讯主要包括

1) 认购中：主要显示当天可以认购的股票，用户可

以点击该股详情申购新股；

2) 待上市：已结束认购等待上市的股票；

3) 已上市：已经上市的股票，向左滑动屏幕右侧，

可以查看到这只股票的发行价格、首日收盘价、首

日涨跌幅、现价、上市天数。点击股票可查阅更多

个股信息。

3. 点击右上角的订单图案，即可查看当前已经申购

的新股的认购记录。

1

2 3



条件选股的选择范围包
括：港股、美股、中华
通-上海、中华通-深圳。

基本面条件：总股本与
总市值。

技术面条件：股价、阶
段涨幅、阶段跌幅、阶
段换手率、振幅、成交
量变化。

特色选股：跑赢大盘与
跑输大盘

港股市场-指标选股介绍03



港股市场-指标选股策略如何保存？04

1.  在选股结果页面中，用户可以点击列表

内出现的任意一只股票查看其个股资讯；

如有心仪的股票可以点击下方「+自选股」。

2.  选中心仪的单只或多只股票，点击右下

角的「添加至自选股」即可在自选列表中

看到。

3.  在选股结果页面中，用户可以点击右上

角「保存」。

4.  输入选股策略的自定义名称，并点击

「确认」即可保存成功。1 2

3

4



港股市场-指标选股的历史策略05

1.  在指标选股页面中，用户可以通过点击

右上角的「历史策略」查看已保存的历史

策略。

2.  用户如想更改与调整策略细节，可以点

击相应策略右侧的「编辑」修改指标；用

户如想删除历史策略记录，点击相应策略

右侧的「删除」即可跳转界面。

3.  如果确定删除该策略方案点击「确认」

即可；如果在上一个界面中不小心触碰了

「删除」按钮，则点击「取消」即可。

1
2

3



港股市场-轮证中心06

1

2 3

1.  用户登录中国银河国际APP后，在行情页

面，点击左上角的「市场」，点击「港股」，

点击「轮证中心」即可查看轮证资讯。

2.  向左滑动屏幕右侧，可以查看到这只股

票的发行价格、首日收盘价、首日涨跌幅、

现价、上市天数。点击股票可查阅更多

个股信息。

3.  点击任意一只股票，即可查看该股的基

本报价：今开、昨收、最高、最低、成交额、

成交量、收回价、溢价、街货比、街货量、

杠杆比率、到期日、最后交易日等更多数据。



港股市场-异动股07

1.  用户登录中国银河国际

APP后，在行情页面，点击

左上角的「市场」，点击

「港股」，点击「异动股」

即可查看异动股涨幅榜、

跌幅榜、换手率榜。

1



港股市场-行业板块08

1. 点击「行业板块」即可跳转港股行业板块，行

业板块对上市公司的股票进行分类，便于用户找

到具有行业相关性的公司股票。

2. 用户可以在左侧的「行业」中，下拉页面查阅
更多行业板块行情与右侧各行业板块中「领涨
股」，从中发现热门板块、潜力板块、风险板块

以及板块中的相关潜力股。

3. 用户可以通过点击「涨跌幅」旁边的箭头，便
可按涨跌幅使港股行业列表进行升降排序。

4.用户可以通过点击所感兴趣的行业板块查看板

块内20只个股的行情报价等资讯。

1

2

3

行业板块能够帮助用户更好的聚焦在某个行业、领域或个股上。在用户进行投资选择时，板块划分可以使用户更高效地观察、

对比、分析不同行业的涨跌幅度及个行业领先股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等基本面信息，是帮助用户做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4



港股市场-主板、创业板09

1. 用户登录中国银河国际APP后，在行情页

面，点击左上角的「市场」，点击「港股」，

往下拉动页面，找到全部、主板、创业板。

点击想要查看的板块，如用户想要查看创业

板块，点击「创业板」，再点击右侧的箭头

即可查看港股-创业板列表。

2. 在屏幕右侧向左滑动，即可查看每只股票

的基本行情：「现价、涨跌幅、涨跌额、成

交量、成交额、换手率、总市值」。点击任

意行情右侧的箭头，即可使主板或创业板列

表按照所选行情进行升降排序。

1

2



沪深市场10

1. 用户登录中国银河国际APP后，在行情页

面，点击左上角的「市场」，点击「沪深」，

向下拉动页面，可以直观的看到「中华通(北

向)」、「港股通(南向)」的资金净流向及剩

余额度。资金流向是投资者关注的市场变化

一项重要指标，也是大盘交易活跃性的主要

体现。该部分的资金流向主要显示沪股通、

深股通、港股通(沪)、港股通(深)的5日净流

入、20 日净流入、60 日净流入等 数据。

2. 点击「全部港股」或「全部A股」可查看

港股通(沪)、港股通(深)或沪股通、深股通的

行情列表。

1

2
1



深度行情11

1. 用户登录中国银河国际APP后，点击「我的」

页面，点击「深度行情」。

2. 点击「行情商城」。

3. 可以直观的看到深度报价数据及功能权限

► 报价速度：实时报价，速递提升5-10倍

► 逐笔成交：多空双方每笔交易明细

► 盘口数据：十档深度报价及委托量

► 经济队列：看清机构控盘行为

注意：应交易所要求，港股L2购买只授权一台

设备，多台设备登录时，仅新登录设备生效。

1

3

2



有关深度行情



报价速度

逐笔成交
01

► 报价速度：实时报价，速递提升5-10倍

► 逐笔成交：多空双方每笔交易明细

注意：应交易所要求，港股L2购买只授权一台

设备，多台设备登录时，仅新登录设备生效。

实时报价

成交量

成交价

实时报价



盘口数据

经纪队列
02

► 盘口数据：十档深度报价及委托量

► 经济队列：看清机构控盘行为

注意：应交易所要求，港股L2购买只授权

一台设备，多台设备登录时，仅新登录设

备生效。

委托量比

摆盘档位

委托价

委托量

经纪代码

经纪商名称



设置



修改账户密码-通过原登陆密码进行修改01

1. 登录银河国际APP后， 点击

右下角进入「我的」页面，点

击头像，进入「个人资料」页

面。

2. 点击「修改登录密码」。

3. 输入您的原登陆密码以验证

身份后，点击「确定」。

4. 设置新密码。输入您的新密

码并确认，两次密码输入一致

后，点击「确定」即可修改成

功。

请妥善保管您的密码。

1

2

3 4



修改账户密码-通过非原登陆密码进行修改01

1. 点击「修改登录密码」。

2. 如果您不记得您的原登录密

码请点击「忘记密码」。

3. 我们会发送一条含有6位数字

的验证码到您“银河国际账户”
绑定的手机号，输入6位数字的

验证码，点击「确定」。

4. 设置新密码。输入您的新密

码并确认，两次密码输入一致

后，点击「确定」即可修改成

功。

请妥善保管您的密码。

1

42
3



更换手机号02

1. 用户登录中国银河国际APP后， 
点击右下角进入「我的」页面，点

击头像，进入「个人资料」页面。

2. 点击「更换手机号」。

3.  我们会发送一条含有6 位数字的

验证码到您“银河国际账户”绑定的

手机号，请输入6位数字的验证码。

4.  验证成功后即可设置新手机号。

请确保您的新手机号可以收到短信

验证码，输入您所受到的验证码后，

点击「确定」即可修改成功。

如您的手机号已无法使用，请致电
客服（香港或其它地区）+852 3698 
6750；（中国大陆地区）400 866 
8833

1

2
3

4



积分中心03

1.  用户登录中国银河国际APP后，点击

「我的」页面，点击「积分中心」。

2.  点击右上角的积分，即可跳转至积分

明细。

3.  每日登录点击下方「立即签到」可以

获得每日积分，连续签到可以获得更多

积分。

4.  赚取积分：点击右侧「领任务」

邀请好友：+2500分 (多次)
开户成功：+5000分 (一次)
添加中国银河至自选股票：+50分 (一次)

1

2

3

3



邀请好友04

1

2 3

1. 用户登录中国银河国际

APP后，点击「我的」页面，

点击「邀请好友」。

2.  点击「短信邀请」，系统

会自动弹出一段文字，点击

右下角的「复制」，发给您

的好友，好友通过您的链接

下载中国用户国际APP，好

友注册并登录即可。

3.  点击「分享海报邀请」，

系统会自动弹出一张海报，

点击做下角的「保存海报」，

发给您的好友，好友通过扫

描海报中的二维码下载中国

用户国际APP，好友注册并

登录即可。



设置05

用户登录中国银

河国际APP后，

点击「我的」页

面，点击「设

置」，更改语言、

涨跌偏好、皮肤

切换以及查看有

关中国银河国际

的更多信息。



风险披露声明

互联网作为一个资料传输媒体，本身存在固有的不可靠性和不安全性。因此，透过互联网进行网上交易或通讯

是有风险的。

特别是，与本应用的接达及透过本应用提供的服务可能因为高峰期、市场波动、系统故障（包括硬体或软体故

障）、系统升级或维修或其他原因而时及不时收到限制、延误、或未能提供。除此之外： 
• 透过互联网进行交易可能会收到干扰、出现传输中断或由于互联网的通讯量而导致传输延误或由于互联网

的公开性质而发生不正确的资料的传输； 
• 交易指示可能不执行或可能收到延误，以致执行价格与指示发出时的通行价格不同；

• 未经授权的第三方可能获得通讯及个人资料； 
• 阁下的指示可能不经人手审阅而执行；

• 刊登在本应用的资料未必可以及时更新及未必反映并非透过本应用进行的交易。

对于因银河国际、其控股公司、其附属公司或关联公司、或其控股公司的附属公司或关联公司合理控制围以外

的通讯延误、故障或不准确性又或缺乏保密性而造成的任何损失或开支，银河国际概不就此向阁下或任何其他

人负责。

如果没有申请实时行情报价的客户，只会在下单画面显示延迟报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