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交易平台
均价用户指南



重要声明

证券买卖参考成本价计算服务

本证券交易系统提供之证券买卖参考成本价计算服务(「本服务」)乃基于复杂之计算，多重假定及相

关限制所制定。系统内所显示之项目包括「盈亏成本价」、「买入均价」、「盈亏」、「盈亏比例」、

「浮动盈亏」及「浮动盈亏比例」等(统称「证券买卖参考成本价」)都具有特别定义而不可单凭字面解释，

其内容仅可作参考之用，也未必能反映实际情况，更有可能受技术或系统要求或故障影响其准确

性、完整性、准时性及正确性，客户在清楚了解各数值之涵义及自行核实其准确

性前不应以此作为股票买卖决定的依据。

客户在考虑参考本证券买卖参考成本价计算前应明白相关风险并寻求独立专业(包括但不限于财务及法

律)意见。客户因依赖上述服务而招致的一切损失(如有，不论直接或间接)均由客户独自承担。申万宏源证

券(香港)有限公司(下称「申万宏源」)保留随时修订上述服务之提供及其信息定义、计算方法之唯一及绝对

酌情权而无须事先通知客户，且不对客户负任何损失赔偿责任（不论直接或间接）。



均价计算方法

申万宏源（香港）网上交易平台新增两种均价计算法

（A） 买入均价

（B） 盈亏成本价或盈亏平衡价，俗称“平手价”



买入均价与盈亏成本价

持有期内买入总金额

买入均价 = ———————————

持有期内买入总股数

买入均价

盈亏成本价

持有期内买入总金额 - 持有期内出售总金额
盈亏成本价 =    ——————————————————

持有期内买入总股数 - 持有期内出售总股数

例子

假设：

1） 账户之前没有持有恒生银行

2） 暂时不考虑一切交易成本如佣金等



（A） 买入均价

李君账户有如下交易：

BUSINESS
日期 交易内容 交易总金额

6.06 以每股100元买入1000股恒生 100,000

6.07 以每股104元买入1000股恒生 104,000

6.08 以每股103元买入500股恒生 51,500

6.09 以每股110元出售1600股恒生 176,000

6.10 以每股111元出售900股恒生 99,900

6.11 以每股108元买入1000股恒生 108,000



买入均价与盈亏成本价

持有期内买入总金额=100,000元

持有期内出售总金额=0元

持有期内买入总股数=1,000

持有期内出售总股数=0

买入均价 = 100,000/1,000 = 100元

盈亏成本价 = (100,000-0)/(1,000-0)=100元

6/6 (第一日)

日期 交易內容 交易總金額

6.06 以每股100元買入1000股恒生 100,000



买入均价与盈亏成本价

持有期内买入总金额=100,000+104,000=204,000元

持有期内出售总金额=0元

持有期内买入总股数=1,000+1,000=2,000

持有期内出售总股数=0

买入均价 = 204,000/2,000 = 102元

盈亏成本价 = (204,000-0)/(2,000-0)=102元

6/7 (第二日)

日期 交易内容 交易总金额

6.07 以每股104元买入1000股恒生 104,000



买入均价与盈亏成本价

持有期内买入总金额=204,000+51,500=255,500元

持有期内出售总金额=0元

持有期内买入总股数=2,000+500=2,500

持有期内出售总股数=0

买入均价 = 255,500/2,500 = 102.20元

盈亏成本价 = (255,500-0)/(2,500-0)=102.20元

6/8 (第三日)

日期 交易内容 交易总金额

6.08 以每股103元买入500股恒生 51,500



买入均价与盈亏成本价

持有期内买入总金额=255,500元

持有期内出售总金额=176,000元

持有期内买入总股数=2,500

持有期内出售总股数=1,600

买入均价 = 255,500/2,500 = 102.20元

盈 亏 成 本 价 = (255,500-176,000)/(2,500-

1,600)=88.3333元

6/9 (第四日)

日期 交易内容 交易总金额

6.09 以每股110元出售1600股恒生 176,000



买入均价与盈亏成本价

持有期内买入总金额=255,500元

持有期内出售总金额=176,000+99,900=275,900元

持有期内买入总股数=2,500

持有期内出售总股数=1,600+900=2,500

买入均价 = 255,500/2,500 = 102.20元

盈亏成本价 = (255,500-275,900)/(2,500-2,500)=“-”

6/10 (第五日)

日期 交易内容 交易总金额

6.10 以每股111元出售900股恒生 99,900



买入均价与盈亏成本价

持有期内买入总金额=108,000元

持有期内出售总金额=0元

持有期内买入总股数=1,000

持有期内出售总股数=0

买入均价 = 108,000/1,000 = 108元

盈亏成本价 = (108,000-0)/(1,000-0)=108元

6/11 (第六日)

日期 交易内容 交易总金额

6.11 以每股108元买入1000股恒生 108,000



两者比较

BUSINESS日期 交易内容 买入均价 盈亏成本价

6.6
以每股100元买入1000股恒

生
100.0000 100.0000

6.7
以每股104元买入1000股恒

生
102.0000 102.0000

6.8 以每股103元买入500股恒生 102.2000 102.2000

6.9
以每股110元出售1600股恒

生
102.2000 88.3333

6.10 以每股111元出售900股恒生 102.2000 -

6.11
以每股108元买入1000股恒

生
108.0000 108.0000



（C） 其它衍生数值

1）盈亏=(市场价格 - 盈亏成本价)X(持有期内买入总

股数 - 持有期内出售总股数)

2）盈亏比例=(市场价格 - 盈亏成本价)/盈亏成本价

3） 浮动盈亏=(市场价格 - 买入均价)X(持有期内买入

总股数 - 持有期内出售总股数)

4）浮动盈亏比例=(市场价格 - 买入均价)/买入均价



市场价格

（1） 香港市场采用按盘价(Nominal Price)

（2） 沪股通采用最后交易价(Last Price)

（3） 当天申万宏源接到美股之买卖单，则该批美股会采用最后

成交价；不然，则以上日收市价计算

（4） 其它市场一律采用上日收市价计算(Previous Closing Price)



计算限制

(1)当现有持股=0

持有期内买入总股数 - 持有期内出售总股数=0,

盈亏成本价会显示“-”;或此股持仓不再显示

(2)盈亏成本价=0

盈亏比例会显示“-”

(3)买入均价=0

浮动盈亏比例会显示“-”



股票提存

2Go采用买卖股票概念来处理账户提存股票，对均价数值的计算可能会

导致一定的偏差。

存货(实货或转入)

系统只会把存货数量加到持有期内买入总股数上，系统同时把存货金额

设定为0 ，因而买货总金额不变；故此，从系统算出来的2种均价可能

会产生一定的偏差。

上述例子：

李君在6月11日持有1,000股恒生，买入均价和盈亏成本价为108元。假
若他于6月12日存入500股恒生。经后台系统入账后，根据计算均价的
方程式，李君账户持有恒生买入总金额为
(108X1,000)+(500X0)=108,000元；因此这1,500股恒生的新买入均价是
72元，由于期内账户没有出售恒生纪录，所以盈亏成本价同为72元。



股票提存

提货(实货或转出)

系统把提货当作沽货处理，一般情况，系统把今天提取股数X上日收市后的盈亏成

本价拨入计算持有期内出售总金额；故此股票提货不会变易买入均价，(因为买入均

价不考虑沽售金额和股数) ，但可能会使盈亏成本价有所改变。客户须清楚了解盈亏

成本价之特质。

上述例子：

李君在6月11日持有1,000股恒生，买入均价和盈亏成本价为108元，但他于6月12日提取了

400股恒生；经后台系统入账后，李君账户持有恒生总数量为1,000-400=600股；这600股恒

生的买入均价和盈亏成本价仍然是108元。李君在6月13日以110的价格买入400股恒生，他

的买入均价变为108.57。



公司行动

• 一旦客户所持有之股票宣布派送红股、拆细或合股时，在运算均价
时，2 Go系统会把以上因素纳入其运算范畴内。

• 唯遇上供股、派送现金红利或出现现金收购时，2 Go系统暂时将不
作处理；

• 引致其所计算出来的均价与其相关数值出现误差，所以实际的买入
均价和盈亏成本价必须由客户手动更正。



注意事项

系统推出前，账户所持有的股票一概不作均价计算；买入均价和盈亏成本价及相关数值会显示”-”

或”N/A”，直至其所持有的股票悉数出售后，该只股份的日结持股数目变成0时，在未来的交易日重新购入

才开始计算。 在交易日买卖的股票，前台系统只会因应交易金额而演算2种均价，不会把交易成本纳入计

算范围，必须经过当天后台系统处理后，其交易成本才包括在计算值内，所以，到下个交易日时，前台会

因纳入了交易成本而显示了与成交日不同的均价。

上述例子：

6月6日李君以100元买入1,000股恒生，前台系统实时显示买入均价和盈亏成本价为100元，但在6月7日由于
后台已经把其它交易成本纳入计算后推上前台，这时买入均价和盈亏成本价将变为100.3577元。

于6月7日稍后，李君以104元再购入1,000股恒生后，前台系统实时显示买入均价和盈亏成本价为102.1789，

即[(100.3577x1,000)+(104X1,000)]/2,000

到了6月8日经后台系统处理后，前台显示买入均价和盈亏成本价为

[(100.3577x1,000) + (104.3720X1,000)]/2,000=102.3649



负盈亏成本价!

盈亏成本价在以下2个情形会出现负数值：

- 当账户的持股变成负数时，如客户在账户内先出售
了一只股票然后再存入股票作交收；或

- 若持有期内买入总金额少于持有期内出售总金额，即
俗称”零成本” 。



钱龙交易平台
客户通过钱龙平台可以自已手动修改
盈亏成本价

步骤：

客户登入账户后，转到持仓表，以鼠标左键
在目标股份上点亮后，按鼠标右键并选择”
修改盈亏成本价”

输入要修改的盈亏成本再按确定

盈亏成本价与买入均价随之在持仓表内马上更新；
还有，经手动修改后的盈亏成本价，系统不会包括
任何的交易成本。



网页版交易平台
客户通过网页版交易平台（2GO）可以自已手动
修改盈亏成本价

在“盈亏成本价”处输入需要变更的盈亏成本价

客户登入账户后，进入“账户”页面
找到“证券库存”——点击“盈亏”



网页版交易平台

再点击“盈亏”，目前账户显示为盈亏成本价出现修改成功页面，点击“确认”



智易赢交易平台
目前该平台暂未开放修改买入均价
的功能，后续将会尽快开放此功能，
敬请期待

点击进入“交易”-“持仓”-“买入均价/参考价”



感谢您的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