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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体简介1

3

伟禄亚太全球通APP为用户提供在线极速开户和实时交易、
深度行情、热点信息和个人积分中心等全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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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OS：打开手机中的 App Store，搜索「伟禄亚太全球通」可免费

下载「伟禄亚太全球通」APP（内地客户可直接通过中国大陆地区

AppStore 进行下载）。

Android：打开手机中的Google Play，搜索「伟禄亚太全球通」

可免费下载。

如果用户的 Android 系统没有 Google Play，可前往伟禄亚太证券
的官方网站 https://www.realordapsec.com，点击「证券交易」-
「伟禄亚太全球通」即可进入全球通网页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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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账户3

用户在第一次使用伟禄亚太全球通
APP时需要先注册“伟禄亚太全球
通账户”，以作日后跟进开户或登
录APP。

1. 用户通过点击底部的「开户」
按钮，会触发登录页面。

2. 点击下方的「立即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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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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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您的手机号码。

4. 点击「获取验证码」，我们会发送一条验证码到您的手机。

5. 输入所收到的验证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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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请妥善保管您的密码，此密码将日后用以登录您的账户

7. 请仔细阅读并同意注册协议及隐私政策，之后勾选白色圆

圈。

8. 最后点击「确认」即可注册“伟禄亚太全球通APP账户”。

注意：输入的手机号码将成为您的登记号码，请确保电话号是

可正常使用



开立账户 – 客人首次透过APP 开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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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底部的「开户」按

钮。

2. 点击「立即开户」。



开立账户5

1. 选择您的用户类别(国内用户或香港用户/持有香
港银行户口的国内用户)

2. 选择账户类型(保证金或现金账户)

备注：国内用户将使用国内银行卡进行GDCA认证，
香港用户/持有香港银行户口的国内用户将传入不少于
港币10,000 作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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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立账户5

1. 请准备开户所须文件

*香港或国内永久居民身份证

*三个月内有效地址证明(缴费之月结单，国内身份
证)

*银行证明(三个月内的月结单或银行提款卡)

2. 如透过网上认证，请准备不少于港币一万元之存款，
并于填写完数据后安排汇款并提供存款凭证(如截图
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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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身份证6

1. 请准备香港或国内永久居民身份证件

2. 依照指示上传证件正面及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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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客户 国内客户



上传身份证6

1. 填写身份信息, 国内用户请填写名字拼音

*注: 国内客户须填写身份证背面信息(反面信息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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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客户 国内客户



帐户讯息7

1. 填写个人身份信息

2. 上传有效的住址证明及通讯地址证明(如与住址证明
不同)，请确保地址证明是完整及发单日期为于3个
月内

3. 如客户选择以「邮寄」方式收取结单将会每月收取
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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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户讯息7

1. 填写教育程度、就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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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状况8

1. 填写财政状况，包括年收入、资产及财产来源(财产
来源可勾选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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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经验9

1. 填写投资经验讯息

注: 如客人从没有购买衍生产品经验，请在「期权/认股
证」及「期货」的项目选择「没有经验」

15



衍生产品的认识10

1. 填写衍生产品的认识

注:如客人从没有购买衍生产品经验，请于第4题选择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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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身份证明11

1. 填写有关美国身份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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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税务自我证明12

1. 填写有关个人税务的自我证明，如香港及国内客户

其税务编号(TIN Number)为其居民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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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常设授权书13

1. 客户于阅读后点选同意并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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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资料收集声明(HKIDR)14

1. 客户于阅读后点选同意并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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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资料收集声明(中华通)15

1. 客户于阅读后点选同意或不同意开通「中华通北向
交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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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银行信息16

1. 客户须填写登记之银行信息及上传三个月内之有效
银行证明

2. 如国内客户将透过存款核实个人身份，请上传有效
之香港银行帐户资料，否则客人将以国内银行作为
身份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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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数据披露17

1. 客户须填写其他披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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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声明18

1. 客户须于阅读《客户协议之条款及守则》及有关声
明后点选「同意」并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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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披露声明19

1. 客户须聆听整个风险披露录音后才能点选同意并按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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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核实(香港用户或持有香港银行户口)20

1. 客户可透过存入不少于港
币$10,000 之存款以进行身
份认证，存入存款之银行必
须为您于本行之登记银行

2. 如以柜台核实身份，便须
亲身到本公司进行身份认证 26

3. 客户可透过本公司四间登记之
银行进行存款

4. 完成存款后，请填写汇款数据
并上传存款凭证以完成开户程序



身份核实(国内用户)21

1. 国内客户如透过国内银联卡进行认证，须进行活体
验证，请依照指示完成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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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核实22

1. 客人须以电子签字完成整个开户程序，请注意此签字除了用作开户之外，亦会作为往后账户业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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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交完整数据及认证完毕后
客户最快可于一个工作天内完成开户

如有查询
请致电客户服务部(852) 3755 5888
或电邮 cs@realordapsec.com.hk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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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31

问: 如客人收不到「认证码」可以怎么办?

答: 客人可以按「重发认证码」，并且检查数据网络是否正常。如使用无线网络(Wi-Fi) 请改用数据网络重试

问: 什么情况下开户申请被拒绝?

答: 个人资料不符(如地址或姓名拼音)，上载的证件或证明并不清晰或客户主动要求重填。开户申请被拒绝后，客人会在
登记电邮收取拒绝原因。客人只须用登记电话于「开户」内重新登入，便可更改有关资料。

问: 国内客户使用国内银联卡认证程序是怎样?

答: 客户使用国内银联卡认证，必须确保该银行账户是正常及可使用的，而开户的登记手提电话及姓名必须与开户持有
人符合。如客人登记另一个联络手机号可在「住所电话」一栏输入。当申请提交后，GDCA(国内认证机构) 须时半
个工作天处理认证部份。如手提电话或其他数据不符致无法认证，申请将会退回。

问: 经纪号码可否在开户后更改?

答: 如经纪发现客人于开户过程中漏填经纪号码，可于开户前安排更正。经纪可以公司电邮或客人可用登记电邮发送指
示予客服安排，电邮内容须提供客人全名及身份证号码以更改经纪号码。如已开户便须填写更改经纪表格。

问: 如客人于开户后申请中华通北向交易协议可以怎样做?

答: 客人可填表申请，开通服务为两个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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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披露声明

互联网作为一个数据传输媒体，存在固有的不可靠性和不安全性。因此互联网上的交易可能
会因网络系统繁忙或不穏定而出现传送延误、传送停顿或中断的情况。这可能导致网上交易
指示被延迟执行、错误执行、不能以互联网上所示价格执行或指示不能被执行。

基于互联网的公开性质，藉互联网传递讯息不能确保完全安全。透过互联网进行网上交易或
通讯有可会出现被讯息被截取、数据传递失准、交易指示受延误或受病毒入侵的风险等。

对于因伟禄亚太证券合理控制范围以外的通讯延误、故障、不准确性又或缺乏保密性而造成
的任何损失或开支，本行概不就此向阁下或任何其他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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