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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交易界面或个股进入交易功能，系统将会检查用户是否登录，在登录成功后，用户可以查

看相关交易数据，进行相关交易操作 

1 登录系统 

 
 

在未登录交易系统时，点击底部的交易按钮或者在个股行情页面点击交易或者在个人中心点击登录按

钮，会触发登录，弹出登录交易页面。 

 

1.1 未绑定 2FA 认证 

账户为未绑定 2FA 认证状态：在登陆交易界面正确账号和密码后，点击确认可成功登录到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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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绑定 2FA 认证 

 

 

账户为已绑定 2FA 认证状态：在登陆交易界面正确账号和密码后，账户进入到双重认证界面，输

入正确验证码，点击确认后成功登录到交易： 

账号成功登录之后，不与该设备解除绑定，则账号在使用一设备第二次及后续登录，无需再次进

入双重认证页面认证；账号成功登录交易之后，若与该设备解除绑定，再次登录则又需要在双重认证

页面认证才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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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重获验证码 

 

 

双重认证页面，可重获验证码，重获时间间隔为 60S,重获之后需使用最新的验证码进行验证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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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买卖操作 

 
 

通过持仓界面的买入/卖出按钮，持仓个股页面的买入/卖出按钮，个股界面的买入/卖出按钮打开买入、

卖出界面进入买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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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买入 

 
 

点击按钮“买入”，进入买入界面下委托单。输入证券代码、买入价格及股数，选择交易市场和交

易盘型；实时行情情况下可自动获取报价，延时行情情况下需点击“右上角箭头点”区域的 “点击报

价”按钮获取报价（点击规则：点击一次，减少一次，用完后需充值）。输入数量，然后点击“买入”，

“买单确认”界面包括客户编号，交易类型，交易市场，证券操作，股票代码，委托数量，委托价格

及相关佣金等字段信息，提交后，会提示订单已提交，若想查看委托单，可在“当日查询”查看委托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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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卖出 

 
 

点击“卖出”按钮，进入卖单界面。  

光标指在输入股票框内，选择持仓可卖的股票列表，选择一只股票，选择交易市场和交易盘型；实时

行情情况下可自动获取报价，延时行情情况下需点击“右上角箭头点”区域的 “点击报价”按钮获取

报价（点击规则：点击一次，减少一次，用完后需充值）。输入数量，然后点击“卖出”，“提交订单”

卖出委托，“卖单确认”界面包括客户编号，交易类型，交易市场，证券操作，股票代码，委托数量，

委托价格及相关佣金等字段信息。卖出委托提交后，会提示订单已提交，若想查看委托单，在“当日查

询”查看委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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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委托改撤单 

 

 

当您要对已下的委托单进行修改或取消时，点击“当日查询”界面中交易中的订单，选择一只股

票，左滑该股票进行选择“改单”“撤单”，进入对应界面，进行改单或撤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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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股认购 

3.1 公开招股 

 
 

点击新股认购按钮>公开招股>新股申购页面，点选页面任意新股，可进行新股申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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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我的申购 

查看申购列表 

 
 

新股申购明细查询、新股修改、新股申购撤单（融资申请不允许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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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金持仓管理 

4.1 资金持仓 

 

 

在持仓界面，点击买入卖出按钮上面箭头，展开更多的资金信息。 

币种切换点箭头展开选择币种。 

滑动底部查看持仓股份。 

 

 



博威环球交易宝 - 手机版交易操作手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11 

4.2 持股信息 

 

 

点击持仓的股票可弹出相关菜单，进行个股行情查看，买入，卖出。 

持仓明细查看持仓股份的更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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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询 

5.1 当日查询 

 
 

查询交易中的订单，及当日已完成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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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历史委托 

 

查询三个月区间的历史委托订单。 

5.3 历史成交 

 

查询三个月区间的历史成交委托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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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置 

 

 

在交易主界面可点击右上角更多设置按钮，进入交易设置界面：修改密码、解除设备绑定（账号未经

2FA 认证登录过的无此项）、退出交易登录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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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修改密码 

 

在交易设置界面中选择“修改密码”，进入密码修改界面，修改界面有相关修改密码的提示。 

6.2 解除设备绑定 

 

在交易设置界面中选择“解除设备绑定”，进入解除设备绑定页面，输入接收到的正确验证码信

息，点击确认后，即可将账号与该设备解除双重认证的绑定，下次登录时，便又要进行二重认证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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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退出交易登录 

 

在交易设置界面中选择“退出交易登录”，在确认框中点选“确定”即可退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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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博威环球证券 

 

点击各个主界面的左上角按钮可进入个人中心，在个人中心界面，可查看到选择 App 的客服电话、

免责声明信息；“设置管理”按钮，进入设置界面，可设置显示、语言、风格、清除 app 缓存、服务

器设置、屏幕常亮及查看 app 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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