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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通北向交易及保證金交易注意事項 

 

客戶透過國元証券經紀(香港)有限公司(「國元証券經紀」)提供中華通北向交易服務，買賣上海證券

交易所(「上交所」)A 股(「滬港通」)及深圳證券交易所(「深交所」)A 股(「深港通」)及進行所有

相關交易時，需注意及了解以下事項，客戶亦需不時留意相關交易所及結算所的適用規則以及中國內

地及香港的適用法律、規則及規例。 

 

客戶開通及進行 A 股交易前，必須接納並同意上述事宜及滬股通、深股通所涉及的風險，包括但不限

於對違反相關交易所的上市規則等相關規則及其他適用的法律、法規及監管要求的行為負責或承擔有

關法律責任。 

 

注意事項： 

1. 合資格股票 

客戶只可買賣合資格 A股，有關滬港通、深港通合資格股票名單已載於香港交易所，並不時更新。若

該等合資格股票被剔除名單以外，但仍屬上交所或深交所上市的股票，客戶不可買入，但允許賣出。 

 

2. 額度限制 

透過滬港通、深港通買賣 A股會受制於每日額度，若北向每日額度於連續競價時段降至零或交易超過

額度，日內餘下時間將不再接受買盤訂單。請注意已獲接受的買盤訂單不會因每日額度用盡受影響，

每日額度餘額於香港交易所網站發佈。 

 

3. 交易時間、假期及惡劣天氣安排 

北向交易將按照上交所及深交所的交易時間，詳情可瀏覽上交所、深交所網站。客戶只可於香港及內

地市場均開放交易且香港及內地市場的銀行於相應的交收日均開放服務的工作日才可進行交易。滬股

通及深股通的交易日誌及於惡劣天氣下的交易安排，請查閱香港交易所網站。 

 

4. 交易及交收貨幣 

滬港通、深港通以人民幣進行交易及交收。 

 

5. 買賣盤種類 

滬港通、深港通交易只接受限價盤。 

 

6. 改單安排 

滬股通、深股通是不接受改單安排，客戶如需改單，必須先取消原來訂單，再重新輸入新訂單。客戶

必須留意因取消訂單而增加的額度，有可能立刻被其他客戶佔用。 

https://www.hkex.com.hk/Services/Trading-hours-and-Severe-Weather-Arrangements/Severe-Weather-Arrangements?sc_lang=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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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價格限制 

客戶必須注意上交所及深交所實施的價格限制，所有 A股交易不可超過該股票前一日收市價的±10%，

而被納入風險警示板的 A股(即 ST股票及*ST 股票)的價格限制為±5%。 

 

此外，為防止北向額度被濫用，香港交易所已設立買盤訂單的動態價格檢查。買盤輸入價比當前最佳

競價(如無當前最佳競價，則為最新成交價；如無當前最佳競價及最新成交價，則為前收市價)低於指

定百分比的買盤訂單將被拒絕受理。香港交易所初期將動態價格檢查訂為 3%，此百分比可按市況不

時調整。 

 

8. 碎股交易 

滬股通及深股通只接納碎股賣盤。 

 

9. 回轉交易限制 

滬股通及深股通是不允許回轉交易(俗稱「即日鮮」)，客戶於交易日(T 日)買入 A 股後，只可於 T+1

日或之後賣出。 

 

10. 大宗交易及非自動對盤交易 

滬股通及深股通不允許大宗交易及非自動對盤交易。 

 

11. 賣空限制 

滬股通及深股通禁止作無擔保賣空。 

 

12. 持股限制 

根據中國內地的現行法規，單一境外投資者對單一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不得超過該上市公司股份總數

的 10%。所有境外投資者對單一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總和不得超過該上市公司股份總數的 30%。客戶

須自行確保持股比例不超過相關規定。 

 

13. 披露責任 

根據中國內地的現行法律，當任何一名投資者持有或控制內地上市發行人已發行股份達 5%時，其須

於三個工作日內以書面形式向中國證監會及有關交易所匯報，並通知上市發行人。該投資者將不得於

該三個工作日內買賣有關上市發行人的股份。就該投資者而言，每當其持股量的增加或減少達至 5%，

即須於三個工作日內作出披露 (披露對象及方式同上)。由披露責任發生當日起至作出披露後兩個工

作日內，該投資者不得買賣該上市發行人的股份。客戶須自行遵守並亦應完全了解相關披露責任。 

 

14. 指數熔斷機制 

上交所及深交所會按市况不時調整或實施指數熔斷機制，最新情况請瀏覽有關交易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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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強制出售安排 

本公司有權於接獲香港交易所的強制出售通知時強制出售客戶股票。 

 

16. 結算及交收安排 

滬股通及深股通執行的北向交易是按照上交所及深交所市場的交收週期，T日進行股票交收及 T+1日

進行款項交收。 

 

17. 存管服務 

滬股通及深股通的股票均以無紙化形式發行，因此客戶不能提取及存入實物股票。 

 

18. 公司行動 

滬股通及深股通股票的公司行動將由香港交易所發出通知。客戶應留意某些 A股的公司行動可供採取

行動之時限可能短至只有一個營業日。 

 

19. 保證金交易 

客戶僅可對上交所及深交所不時釐定的可進行保證金交易的合資格股票名單進行保證金交易。根據現

時上交所及深交所有關保證金交易的規定，當個別股票的融資監控指標到達 25%時，上交所及深交所

各自會暫停該個別合資格股票的保證金買賣。當監控指標跌至低於 20%時，上交所或深交所會恢復保

證金買賣。 

 

20. 深圳創業版股票買賣限制 

買賣深圳創業版股票僅限於機構專業投資者。 

 

21. 中華通北向交易買賣(投資者識别碼模式)及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國元証券經紀向客戶提供中華通北向交易服務時，國元証券經紀將須使用客戶獨有的由券商向客戶分

配的編碼(「券商客戶編碼」)，標記客戶向中華通交易系统遞交的每項買賣盤；及向交易所提供交易

所根據交易所規則可能不時要求有關本人的獲分配券商客戶編碼及相關識別信息(「客戶識別信息」)。 

 

在不受限國元証券經紀因就客戶的帳戶及向客戶提供服務而處理的資料，而由國元証券經紀向客戶發

出的任何通知或國元証券經紀從客戶取得的同意下，客戶確認及同意，作為國元証券經紀提供中華通

北向交易服務的一部份，國元証券經紀可按要求收集、儲存、使用、披露及轉移有關客戶的所有資料，

其中包括以下各項： 

a. 不時向交易所及相關聯交所子公司披露及轉移客戶的券商客戶編碼及客戶識別信息，包括在向中

華通交易系統輸入中華通指令時指明客戶的券商客戶編碼，該等資料將實時進一步發送至相關中

華通市場營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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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准許各間交易所及相關聯交所子公司：(i)收集、使用及儲存客戶的券商客戶編碼、客戶識別信

息及由相關中華通結算所提供的任何綜合、核實及配對的券商客戶編碼及客戶識別信息資料(就

儲存而言，由任何一間交易所或港交所進行)，以作市場監察及監督以及執行聯交所規則目的；

(ii)為下文(c)及(d)項所載之目的，不時轉移該等資料予相關 中華通市場營運者(直接或透過相

關中華通結算所)；及(iii)向香港的相關監管機構及執法機關披露該等資料，以協助履行相關機

構在香港金融市場的法定職能； 

c. 准許相關中華通結算所：(i)收集、使用及儲存本人的券商客戶編碼及客戶識別信息，以促進綜

合及核實券商客戶編碼及客戶識別信息，以及將券商客戶編碼及客戶識別信息配合其投資者識別

數據庫進行配對，並向相關中華通市場營運者、交易所及相關聯交所子公司提供該等綜合、核實

及配對券商客戶編碼及客戶識別信息資料；(ii)使用客戶的券商客戶編碼及客戶識別信息，以履

行其證券賬戶管理的規管職能；及(iii)向擁有司法管轄權的內地監管機構及執法機關披露該等

資料，以協助相關機構履行對內地金融市場的規管、監察及執法職能；及 

d. 准許相關中華通市場營運者：(i)收集、使用及儲存客戶的券商客戶編碼及客戶識別信息，以便

通過使用中華通服務及執行相關中華通市場營運商規則，監察及監管相關中華通市場的證券交易；

及(ii)向內地監管機構及執法機關披露通過就有關中華通證券的任何交易向國元証券經紀發出

指示。 

 

通過就有關中華通證券的任何交易向國元証券經紀(香港)有限公司可使用客戶的個人資料，以遵守交

易所的規定及有關中華通北向交易不時生效的規則。客戶亦確認，即使客戶其後表示有意撤回同意，

客戶的個人資料仍可能繼續被儲存、使用、披露、轉移及以其他方式處理以達到上述目的，不論是在

表示有意撤回同意之前或之後亦然。 

 

未能提供資料或同意的後果 

未能如上所述向國元証券經紀提供客戶的所有資料或同意，則國元証券經紀可能不會或不能繼續(視

情況而定)執行客戶的交易指示或向客戶提供中華通北向交易服務。 

 

22. 滬港通、深港通交易費用 

有關滬港通、深港通交易費用，請參閱國元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網站 (www.gyzq.com.hk)。 

 

23. 投資者賠償基金保障 

客戶應留意，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所設立的投資者賠償基金並不涵蓋任何北向交易。 

 

24. 貨幣風險  

客戶若以人民幣以外的本地貨幣投資人民幣資產，由於要將本地貨幣轉換為人民幣，便需承受匯率風

險。在匯兌過程中，將會牽涉轉換貨幣的成本。即使該人民幣資產的價格不變，於轉換貨幣的過程中，

如果人民幣貶值，亦會有所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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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國內地法律及規例  

在透過滬港通、深港通進行 A股交易時，客戶必須注意並遵守上交所、深交所規則、上交所、深交所

上市規則及中國內地有關北向交易的適用法律及規例，包括但不限制於買賣滬港通、深港通股票的禁

限及披露責任；客戶須負責及承擔違反這些法律及規例的法律責任。如客戶對內地法律及規例有任何

疑問，應尋求獨立專業意見。 

 

 

**部分資料來源自香港交易所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