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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首页界面改版

3

新APP

新APP完成首页UI改造，阅读更为简洁美观。

智慧版APP 金探号APP



1.2 行情页面更清晰美观

4

智慧版APP 新APP金探号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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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易优化概览

2.1 新股申购优化
—新股新债北交所申购一目了然
—喜中签提醒激动人心
—申购查询时间轴展示清晰直观
—中签查询信息全面详实

2.2 快速交易优化
—从委托到查结果，8步减到2步
—从委托到撤单，10步减到4步

普通
交易

普通

信用

2.3.1 港股通首页重构，功能查
找更便捷
2.3.2 港股通买卖持撤查合并，
交易更便捷
2.3.3 港股通支持快速交易，提
高交易效率

2.4.1 新三板首页重构，功能查
找更便捷
2.4.2 新三板买卖持撤查合并，
交易更便捷
2.4.3 新三板支持快速交易，提
高交易效率

2.5.1 首页重构，功能查找更便捷
2.5.2 买卖功能整合， 交易更便捷
2.5.3 还款合约可多选累计，减少
操作步骤
2.5.4 融券合约可多选累计，减少
操作步骤
2.5.5 担保品划转步骤简化，无需
校验密码
2.5.6 到期合约提醒，减少记忆负
担
2.5.7 持仓、负债清晰展示，信用
资产一目了然

+ 信用
交易

2.6.1 持仓股交易历史数据
轻松掌握
2.6.2 国债逆回购收益情况
一目了然
2.6.3 清仓股历史数据全面
了解

交易
数据



2.1.1 新股新债北交所申购一目了然

7

智慧版APP 新APP

新APP可弹窗展示新股、新债、北交所新股弹窗，智慧版无弹窗，金探号仅有新股申购弹窗。

金探号APP

无弹窗



2.1.2 喜中签提醒激动人心

8

智慧版APP 新APP金探号APP

无喜中签提示

新APP可弹窗展示新股新债和新三板新股信息，智慧版无中签弹窗。



2.1.3 申购查询时间轴展示清晰直观

智慧版APP 新APP

新APP申购查询以时间轴展示，一目了然。智慧版、金探号均以菜单方式展示，查阅不便。

9

金探号APP



2.1.4 中签查询信息全面详实

智慧版APP 新APP

新APP在中签页面展示缺口资金，中签数量、已冻结资金等。

10

金探号APP 新APP



2.2.1 快速交易优化，委托及撤单步骤均减少6步

新APP快买快卖流程优化（从委托到查阅结果，8步减到2步；从委托到撤单，10步减到4步）

11

1. 新APP用户在个股详情页可买、卖、撤，可看结果，可撤单，撤单后可再次买入。一系列操作在个股详情页均

可操作完成，极大减少用户操作步骤，提升操作效率。智慧版和金探号均无。

2. 新APP支持全品类快买快卖，基金（所有基金类别）、债券、股转、港股通等均支持快买快卖。

   买入                                     确认              可直接查阅交易状态/可撤单       撤单后可再次买入                    买入页面



2.2.2 智慧版快速交易
智慧版APP快速交易流程（点8步）

12

买入                         确认                      委托提交                                                 点当日委托

查询买入       需向左滑动才显示状态

返回1步到交易页点查询     



2.2.3 智慧版撤单
智慧版APP撤单流程（点8步）

13

买入                         确认                           委托提交                                                     点当日委托返回1步到交易页点查询  



2.2.4 金探号快速交易

金探号APP快速交易流程（点7步）

14

买入                         确认                           委托提交                                                     可看当日委托返回2步到交易页点查询



2.2.5 金探号撤单
金探号APP撤单流程（点10步）

15

买入                             确认                           委托提交 返回2步到交易页点查询

撤单

撤单确认



2.3.1 港股通首页重构，功能查找更便捷

16

智慧版APP 新APP

1. 新APP沪深港通合并为港股通，简化操作；

2. 增加港股通首页，港股通首页可判断客户是否有相关权限，并提示开通。智慧版和金探号APP无。

金探号APP



2.3.2 港股通买卖持撤查合并，交易更便捷

17

智慧版APP 新APP

1. 新APP买、卖、撤、持、查交互优化整合，以tab方式切换，方便用户操作。智慧版和金探号APP无。

2. 在持仓中可见港股。智慧版和金探号APP无。

金探号APP



2.3.3 港股通支持快速交易，提高交易效率

18

智慧版APP 新APP

新APP港股通个股行情页支持快买快卖，智慧版和金探号APP无。

金探号APP



2.4.1 新三板首页重构，功能查找更便捷

19

智慧版APP 新APP金探号APP

新APP增加新三板首页，可判断客户是否有相关权限，并提示开通。智慧版和金探号APP无。



2.4.2 新三板买卖持撤查合并，交易更便捷

20

智慧版APP 新APP金探号APP

新APP买、卖、撤、持、查交互优化整合，以tab方式切换，方便用户操作。智慧版和金探号APP无。



2.4.3 新三板支持快速交易，提高交易效率

21

智慧版APP 新APP金探号APP

新APP新三板个股行情页支持快买快卖。智慧版和金探号APP无。



2.5.1 信用交易首页重构，功能查找更便捷

22

智慧版APP 新APP金探号APP

新APP信用首页改版，可展示资产数据，也可以折叠，满足不同用户需求。



2.5.2 信用交易买卖功能整合， 交易更便捷

23

智慧版APP 新APP金探号APP

1. 新APP信用交易整合买入（担保品买入、融资买入、买券还券）、卖出（担保品卖出、买券还款、融券卖出）、撤
单、持仓、查询功能，操作更便捷。
2. 新APP输入代码后，可展示分时图。智慧版无。

新APP



2.5.3 信用交易还款合约可多选累计，减少操作步骤

24

智慧版APP 金探号APP

1. 新APP默认系统自动顺序还款，当选中合约时自动切换为按合约还款，操作更简便。

2. 新APP实现了融资合约可多选，可累加金额还款，操作简便。智慧版和金探号无。

新APP

2 可多选

2 可累加金额

1



2.5.4 信用交易融券合约可多选累计，减少操作步骤

25

智慧版APP 新APP金探号APP

1. 新APP默认系统自动顺序还券，当选中合约时自动切换为按合约还券。智慧版和金探号无。

2. 新APP实现了融资合约可多选，可累加数量还券，操作简便。智慧版和金探号无。

1

2



2.5.5 信用交易担保品划转步骤简化，无需校验密码

26

智慧版APP 新APP金探号APP

新APP担保品划转步骤简化，无需重复校验。智慧版和金探号步骤更为繁琐。



2.5.6 信用交易到期合约提醒，减少记忆负担

27

智慧版APP 新APP金探号APP

1. 新APP若7日内有即将到期合约，登录即可提示。智慧版和金探号无。

2. 新APP合约展期默认按到期时间倒序排列。智慧版无。

新APP



2.5.7 信用交易持仓、负债清晰展示，信用资产一目了然

28

智慧版APP 新APP金探号APP

1. 新APP可在一个页面查询持仓、融资负债、融券负债情况，操作更便捷。智慧版和金探号无。

2. 融券负债下，用户可选择直接还款、买券还款、融资买入，并跳转相应操作页，操作更便捷。智慧版和金探号无。

新APP



2.6.1 持仓股交易历史数据轻松掌握

29

新APP

新APP可查阅持仓股历史交易数据，智慧版和金探号均无。

新APP 新APP



2.6.2 国债逆回购收益情况一目了然

30

新APP可查阅国债收益明细，智慧版和金探号均无。

新APP新APP 新APP



2.6.3 清仓股历史数据全面了解

31

新APP可查询普通和信用交易的清仓股历史数据，智慧版和金探号APP无。

金探号APP智慧版APP 新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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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看盘更方便

3.1 老版本自选股自动同步,持仓股自动
添加自选

行情自选

3.2 展示买卖比例、指数叠加信息更丰
富
3.3 区间统计，自由选择K线区间，统
计涨幅，换手，成交量，成交额数据
3.4 A股H股关联，查溢价数据，增加
盈利机会
3.5 可转债正股关联，看转股价格，方
便评估转股或持债
3.6 DK指标提示股票转弱转强机会

3.7 level-2十档行情，实时全速更新、
50个队列一目了然，行情快人一步.
3.8 筹码分布升级，主力散户成本位,
支撑压力线快速获取

其他



3.1 老版本自选股自动同步,持仓股自动添加自选
智慧版APP 新APP

1. 新APP自选股价格变动有色块闪动提示。智慧版和金探号均无。

2. 新APP客户注册后，可自动同步之前客户在智慧版APP、金探号自选添加的沪深A股。智慧版和金探号均无。

3.  新APP持仓股自动添加为自选。智慧版和金探号均无。

1

新APP

2

34

金探号APP

3



3.2 展示买卖比例、指数叠加信息更丰富

智慧版APP 新APP

1. 新APP右侧展示五档、明细数据。体验≈金探号＞智慧版

2. 新APP右侧五档可展示买卖比例条。智慧版和金探号均无

3. 新APP可叠加上证指数、深证指数、创业板指、对应大盘、对应行情等。体验≈金探号＞智慧版 35

2

3

1

金探号APP 新APP



3.3 区间统计可选K线区间，统计更多区间数据

智慧版APP 金探号APP

1. 新APP区间统计，可自由选择K线区间，统计选择区间的涨幅，换手，成交量，成交额数据。智慧版无。

2. 新APP可看历史分时。智慧版无。

1

新APP

         2

。36

新APP



3.4 A股H股关联，看溢价数据，增加盈利机会

智慧版APP 新APP

新APP港股H股关联并展示溢价数据，方便查询。智慧版无。

37

金探号APP



3.5 可转债正股关联，看转股价格，方便评估转股或持债

智慧版APP 新APP

新APP可转债正股关联，方便查询。智慧版和金探号无。

38

金探号APP



3.7 十档行情，实时全速更新，50个队列一目了然，行情快人一步

新APP有十档行情，队列展示50个，智慧版APP无，金探号队列仅24个。

39

智慧版APP 金探号APP 新APP

无



3.6 DK指标提示股票转弱转强机会

新APPDK指标，提示股票转弱转强机会。金探号均无。

新APP竖屏

40

新APP横屏



3.8 筹码分布升级，主力散户成本位,支撑压力线

1. 新APP筹码分布可展示压力位、支撑位

2. 可查看近1日，30日主力成本散户成本

3. 可查询近一段时间筹码分布情况
41

智慧版APP 金探号APP 新APP

无

新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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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产分析更全面

4.1 历史盈亏数据一目了然，赚多赚少心中有数
4.2 个股盈亏，清仓盈亏排行一目了然
4.3  看看你的股市表现和持股分析

账户
分析



4.1  历史盈亏数据一目了然，赚多赚少心中有数

44

新APP金探号APP 新APP 新APP

新APP新增账户分析模块，有盈亏分析、交易分析、资产分析、账单等功能。能较好的满足客户的资产分析需求。
智慧版无账户分析模块。

仓位分析

最大回撤

分类资产



4.2  个股盈亏，清仓盈亏排行一目了然

新APP可查阅时间区间内个股盈亏排行榜、清仓股票盈亏排行榜、交易额排行榜。
45

无

新APP金探号APP



4.3  看看你的股市表现和持股分析

新APP新增账户分析模块，有盈亏分析、交易分析、资产分析、账单等功能。能较好的满足客户的资产分析需求。
智慧版无账户分析模块。 46

新APP

无

金探号APP



目 录-5个性化设置更灵活

47

界面更美观更清晰

交易更便捷

看盘更方便

资产分析更全面

1

2

3

4

个性化设置更灵活5



48

5 个性化设置更灵活

5.1个性化首页跳转页面随心设置

行情
设置

首页
设置

5.2 行情提供大小两档字体，解决历史痛点
5.3 成本线一目了然，快速衡量盈利状况
5.4 个性化行情市场页面繁简随心设置
5.5 用户可根据习惯设置常用指标

5.6 交易可设下单弹窗提示、锁定时
间、主副功能账号

交易
设置



5.1 个性化首页跳转页面随心设置

49

新APP

新APP可设置默认进入首页。金探号和智慧版无。

智慧版APP 金探号APP

无 无



5.2 行情提供大小两档字体，解决历史痛点

智慧版APP（无） 新APP小字 新APP大字

新APP可设置字体大小，查阅体验更佳，智慧版有62.55%的客户＞45岁，智慧版和金探号均无。

50

金探号APP（无）



5.3 成本线一目了然，快速衡量盈利状况

智慧版APP 金探号APP

新APP可设置持仓成本线，可设置默认可切换的指标。智慧版和金探号无。

新APP

51

新APP

         

         



5.4 个性化行情市场页面繁简随心设置

新APP市场沪深页面用户可根据偏好进行功能模块设置，智慧版和金探号均无。

新APP

52

新APP



5.5 根据习惯设置常用指标

新APP用户可根据习惯设置常用指标，智慧版和金探号均无。

53

新APP智慧版APP 金探号APP

无 无

新APP 新APP



5.6 交易可设下单弹窗提示、锁定时间、主副功能账号

新APP交易-持仓页面：可设置下单弹窗提示、锁定时间（可选七档：5、10、15、30、60、120、180）、选择主副功能账号

智慧版和金探号均无。

54

新APP智慧版APP金探号APP

无

新APP 新APP 新APP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