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上交易平臺
均價用戶指南



重要聲明

證券買賣參考成本價計算服務

本證券交易系統提供之證券買賣參考成本價計算服務(「本服務」)乃基於複雜之計算，多重假定及相

關限制所制定。系統內所顯示之專案包括「盈虧成本價」、「買入均價」、「盈虧」、「盈虧比例」、

「浮動盈虧」及「浮動盈虧比例」等(統稱「證券買賣參考成本價」)都具有特別定義而不可單憑字面解釋，

其內容僅可作參考之用，也未必能反映實際情況，更有可能受技術或系統要求或故障影響其準確

性、完整性、準時性及正確性，客戶在清楚瞭解各數值之涵義及自行核實其準確

性前不應以此作為股票買賣決定的依據。

客戶在考慮參考本證券買賣參考成本價計算前應明白相關風險並尋求獨立專業(包括但不限於財務及法

律)意見。客戶因依賴上述服務而招致的一切損失(如有，不論直接或間接)均由客戶獨自承擔。申萬宏源證

券(香港)有限公司(下稱「申萬宏源」)保留隨時修訂上述服務之提供及其資訊定義、計算方法之唯一及絕對

酌情權而無須事先通知客戶，且不對客戶負任何損失賠償責任（不論直接或間接）。



均價計算方法

申萬宏源（香港）網上交易平臺新增兩種均價計算法

（A） 買入均價

（B） 盈虧成本價或盈虧平衡價，俗稱“平手價”



買入均價與盈虧成本價

持有期內買入總金額

買入均價 = ———————————

持有期內買入總股數

買入均價

盈虧成本價

持有期內買入總金額 - 持有期內出售總金額
盈虧成本價 =    ——————————————————

持有期內買入總股數 - 持有期內出售總股數

例子

假設：

1） 帳戶之前沒有持有恆生銀行

2） 暫時不考慮一切交易成本如佣金等



（A） 買入均價

李君帳戶有如下交易：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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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 以每股104元買入1000股恒生 104,000

6.08 以每股103元買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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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買入1000股恒生 108,000



買入均價與盈虧成本價

持有期內買入總金額=100,000元

持有期內出售總金額=0元

持有期內買入總股數=1,000

持有期內出售總股數=0

買入均價 = 100,000/1,000 = 100元

盈虧成本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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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入均價與盈虧成本價

持有期內買入總金額=100,000+104,000=204,000元

持有期內出售總金額=0元

持有期內買入總股數=1,000+1,000=2,000

持有期內出售總股數=0

買入均價 = 204,000/2,000 = 102元

盈虧成本價 = (204,000-0)/(2,000-0)=102元

6/7 (第二日)

日期 交易內容 交易總金額

6.07 以每股104元買入1000股恒生 104,000



買入均價與盈虧成本價

持有期內買入總金額=204,000+51,500=255,500元

持有期內出售總金額=0元

持有期內買入總股數=2,000+500=2,500

持有期內出售總股數=0

買入均價 = 255,500/2,500 = 102.20元

盈虧成本價 = (255,500-0)/(2,500-0)=102.20元

6/8 (第三日)

日期 交易內容 交易總金額

6.08 以每股103元買入500股恒生 51,500



買入均價與盈虧成本價

持有期內買入總金額=255,500元

持有期內出售總金額=176,000元

持有期內買入總股數=2,500

持有期內出售總股數=1,600

買入均價 = 255,500/2,500 = 102.20元

盈 虧 成 本 價 = (255,500-176,000)/(2,500-

1,600)=88.3333元

6/9 (第四日)

日期 交易內容 交易總金額

6.09 以每股110元出售1600股恒生 176,000



買入均價與盈虧成本價

持有期內買入總金額=255,500元

持有期內出售總金額=176,000+99,900=275,900元

持有期內買入總股數=2,500

持有期內出售總股數=1,600+900=2,500

買入均價 = 255,500/2,500 = 102.20元

盈虧成本價 = (255,500-275,900)/(2,500-2,500)=“-”

6/10 (第五日)

日期 交易內容 交易總金額

6.10 以每股111元出售900股恒生 99,900



買入均價與盈虧成本價

持有期內買入總金額=108,000元

持有期內出售總金額=0元

持有期內買入總股數=1,000

持有期內出售總股數=0

買入均價 = 108,000/1,000 = 108元

盈虧成本價 = (108,000-0)/(1,000-0)=108元

6/11 (第六日)

日期 交易內容 交易總金額

6.11 以每股108元買入1000股恒生 108,000



兩者比較

BUSINESS日期 交易內容 買入均價 盈虧成本價

6.6
以每股100元買入1000股恒

生
100.0000 100.0000

6.7
以每股104元買入1000股恒

生
102.0000 102.0000

6.8 以每股103元買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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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買入1000股恒

生
108.0000 108.0000



（C） 其它衍生數值

1）盈虧=(市場價格 - 盈虧成本價)X(持有期內買入總

股數 - 持有期內出售總股數)

2）盈虧比例=(市場價格 - 盈虧成本價)/盈虧成本價

3） 浮動盈虧=(市場價格 - 買入均價)X(持有期內買入

總股數 - 持有期內出售總股數)

4）浮動盈虧比例=(市場價格 - 買入均價)/買入均價



市場價格

（1） 香港市場採用按盤價(Nominal Price)

（2） 滬股通採用最後交易價(Last Price)

（3） 當天申萬宏源接到美股之買賣單，則該批美股會採用最後

成交價；不然，則以上日收市價計算

（4） 其它市場一律採用上日收市價計算(Previous Closing Price)



計算限制

(1)當現有持股=0

持有期內買入總股數 - 持有期內出售總股數=0,

盈虧成本價會顯示“-”;或此股持倉不再顯示

(2)盈虧成本價=0

盈虧比例會顯示“-”

(3)買入均價=0

浮動盈虧比例會顯示“-”



股票提存

2Go採用買賣股票概念來處理帳戶提存股票，對均價數值的計算可能會

導致一定的偏差。

存貨(實貨或轉入)

系統只會把存貨數量加到持有期內買入總股數上，系統同時把存貨金額

設定為0 ，因而買貨總金額不變；故此，從系統算出來的2種均價可能

會產生一定的偏差。

上述例子：

李君在6月11日持有1,000股恒生，買入均價和盈虧成本價為108元。假
若他於6月12日存入500股恒生。經後臺系統入帳後，根據計算均價的
方程式，李君帳戶持有恆生買入總金額為
(108X1,000)+(500X0)=108,000元；因此這1,500股恒生的新買入均價是
72元，由於期內帳戶沒有出售恒生紀錄，所以盈虧成本價同為72元。



股票提存

提貨(實貨或轉出)

系統把提貨當作沽貨處理，一般情況，系統把今天提取股數X上日收市後的盈虧成

本價撥入計算持有期內出售總金額；故此股票提貨不會變易買入均價，(因為買入均

價不考慮沽售金額和股數) ，但可能會使盈虧成本價有所改變。客戶須清楚瞭解盈虧

成本價之特質。

上述例子：

李君在6月11日持有1,000股恒生，買入均價和盈虧成本價為108元，但他於6月12日提取了

400股恒生；經後臺系統入帳後，李君帳戶持有恆生總數量為1,000-400=600股；這600股恒

生的買入均價和盈虧成本價仍然是108元。李君在6月13日以110的價格買入400股恒生，他

的買入均價變為108.57。



公司行動

• 一旦客戶所持有之股票宣佈派送紅股、拆細或合股時，在運算均價
時，2 Go系統會把以上因素納入其運算範疇內。

• 唯遇上供股、派送現金紅利或出現現金收購時，2 Go系統暫時將不
作處理；

• 引致其所計算出來的均價與其相關數值出現誤差，所以實際的買入
均價和盈虧成本價必須由客戶手動更正。



注意事項

系統推出前，帳戶所持有的股票一概不作均價計算；買入均價和盈虧成本價及相關數值會顯示”-”

或”N/A”，直至其所持有的股票悉數出售後，該只股份的日結持股數目變成0時，在未來的交易日重新購入

才開始計算。 在交易日買賣的股票，前臺系統只會因應交易金額而演算2種均價，不會把交易成本納入計

算範圍，必須經過當天後臺系統處理後，其交易成本才包括在計算值內，所以，到下個交易日時，前臺會

因納入了交易成本而顯示了與成交日不同的均價。

上述例子：

6月6日李君以100元買入1,000股恒生，前臺系統即時顯示買入均價和盈虧成本價為100元，但在6月7日由於
後臺已經把其它交易成本納入計算後推上前臺，這時買入均價和盈虧成本價將變為100.3577元。

於6月7日稍後，李君以104元再購入1,000股恒生後，前臺系統即時顯示買入均價和盈虧成本價為102.1789，

即[(100.3577x1,000)+(104X1,000)]/2,000

到了6月8日經後臺系統處理後，前臺顯示買入均價和盈虧成本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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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盈虧成本價!

盈虧成本價在以下2個情形會出現負數值：

- 當帳戶的持股變成負數時，如客戶在帳戶內先出售了一
隻股票然後再存入股票作交收；或

- 若持有期內買入總金額少於持有期內出售總金額，即俗稱”
零成本” 。



錢龍交易平臺
客戶通過錢龍平臺可以自已手動修改
盈虧成本價

步驟：

客戶登入帳戶後，轉到持倉表，以滑鼠左鍵
在目標股份上點亮後，按滑鼠右鍵並選擇”
修改盈虧成本價”

輸入要修改的盈虧成本再按確定

盈虧成本價與買入均價隨之在持倉表內馬上更新；
還有，經手動修改後的盈虧成本價，系統不會包括
任何的交易成本。



網頁版交易平臺
客戶通過網頁版交易平臺（2GO）可以自已手動
修改盈虧成本價

在“盈虧成本價”處輸入需要變更的盈虧成本價

客戶登入帳戶後，進入“帳戶”頁面
找到“證券庫存”——點擊“盈虧”



網頁版交易平臺

再點擊“盈虧”，目前帳戶顯示為盈虧成本價出現修改成功頁面，點擊“確認”



智易贏交易平臺
目前該平臺暫未開放修改買入均價
的功能，後續將會儘快開放此功能，
敬請期待

點擊進入“交易”-“持倉”-“買入均價/參考價”



感謝您的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