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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網頁版交易平台 – 存款指引

客戶可透過以下途徑提交存款通知: 

①線上平台途徑: 登入網頁版或 PC 版平台, 並輸入相應資料提交 (操作詳情請見下文)

②WHATSAPP 途徑: 把存款憑證使用登記電話號碼發送至本公司專用號碼：(852) 54 279 279

③電郵途徑: 使用閣下之登記電郵連同存款憑證發送存款通知至 cs@artatechfin.com 郵箱

④傳真途徑: 把存款憑證發送至本公司傳真號碼：(852) 2815 6728

使用網上平台提交存款通知之注意事項: 

- 提交之存款收據上請填上①客戶姓名及②戶口號碼 

- 如為支票存款, 請連同支票複印本上傅 

- 客戶端暫時不能修改/取消存款指示。如欲對已送出之存款指示進行修改, 請致電客服處理 

- 本公司不接受現金存款, 或客戶以外的第三者存款 

- 處理存款通知的截止時間是每天的下午四時正(星期六、日及假日除外)，超過截止時間的存款申請

將在次工作日處理。 

- 凡存入金額超過港幣 10 萬元, 客戶均需提供有關存款證明以確認該筆存款來自客戶本人。 

步驟一: 登入網頁版平台後, 點選左面功能版面中之「存款/提款」鍵, 再按「存款通知」 



步驟二: 輸入該筆成功存款之詳細資料 

*所有存款通知必須同時上傳成功存款之收據以作憑證。如沒有上傳憑證會彈出以下視窗

步驟三: 確認送出存款通知 



步驟四: 等待審核

成功送出存款通知後, 客戶可於「存款/提款記錄」界面中查看該筆存款之處理情況。 

狀態:  

「處理中」 = 即為該筆存款正等待審核 

「已處理」 = 即該筆存款已成功審核, 並已存進客戶之證券帳戶內 

步驟五: 成功存款 

所有成功存入之款項經審批後, 會即時於平台上更新結餘。客戶可即時進行交易 



2. 網頁版交易平台 – 提款指引

閣下可透過以下途徑通知我們提取戶口內資金至登記銀行: 

①線上平台途徑: 登入網頁版或 PC 版平台發送提款指示

②電郵途徑: 使用閣下之登記電郵發送提款通知至 cs@artatechfin.com, 須註明帳戶編號及提款金額

②電話途徑: 致電本司之客戶服務部熱線(852) 3513 8000 或國內客服熱線 4001 200 279

使用網上平台提交提款通知之注意事項: 

(1) 處理提取資金通知的截止時間是每天的下午二時三十分(星期六、日及假日除外)，超過截止時間的

提款申請將在次工作日處理。 

(2) 除非客戶特別說明, 否則我們將會統一以支票形式提款至閣下登記銀行中。 

(3) 資金到達客戶的銀行帳戶後，銀行需要一個工作日處理支票入帳後方可使用。 

(4) 假日及休市期間銀行不處理資金業務，可能會影響提款資金到帳時間。 

(5) 本公司並不接受第三者提款。 

(6) 如需提取至非登記銀行戶口中, 請先致電客戶服務部熱線(852) 3513 8000 或國內客服熱線 4001 

200 279 登記新銀行資料方能繼續提款操作。 

(7) 從裕承環球市場有限公司帳戶里提取資金前，首先要確認當天可提取的金額。影響可提金額的因

素很多：出入金、買賣股票、交易費用、結算交收等，很多因素的變化不會立即即時反應到可提金

額。例如賣出股票後，證券公司和交易所需要完成清算後才能申請提取資金，不同市場有不同的清算

規則：港股

T+2，美股 T+2。 

(8) 網上平台暫時不能修改/取消存款指示。如欲對己送出之存款指示進行修改, 請致電客服處理 

步驟一: 登入網頁版平台後, 點選左面功能版面中之「存款/提款」鍵, 再按「提款指示」 



步驟二: 輸入提款資料 

*處理提取資金請求之截止時間為每天下午二時三十分(假日除外)，超過截止時間之提款申請將在次工作日處理並會

彈出以下提示。 

*如客戶並沒有登記銀行,會彈出以下視窗。請先致電客戶服務部熱線(852) 3513 8000 或國內客服熱線 4001 200

279 登記銀行資料方能繼續提款操作。 

步驟三: 成功送出提款指示 

步驟四: 等待審核 



成功送出提款通知後, 客戶可於「存款/提款記錄」界面中查看該筆提款之處理情況。 

狀態:  

「處理中」 = 即為該筆提款正等待審核 

「已處理」 = 即該筆提款已成功審核, 並於當日以支票形式存至客戶登記銀行內 

步驟五: 成功提款 



3. PC 下載版交易平台 – 存款指引

客戶可透過以下途徑提交存款通知: 

①線上平台途徑: 登入網頁版或 PC 版平台, 並輸入相應資料提交 (操作詳情請見下文)

②WHATSAPP 途徑: 把存款憑證使用登記電話號碼發送至本公司專用號碼：(852) 54 279 279

③電郵途徑: 使用閣下之登記電郵連同存款憑證發送存款通知至 cs@artatechfin.com 郵箱

④傳真途徑: 把存款憑證發送至本公司傳真號碼：(852) 2815 6728

使用網上平台提交存款通知之注意事項: 

- 提交之存款收據上請填上①客戶姓名及②戶口號碼 

- 如為支票存款, 請連同支票複印本上傅 

- 客戶端暫時不能修改/取消存款指示。如欲對已送出之存款指示進行修改, 請致電客服處理 

- 本公司不接受現金存款, 或客戶以外的第三者存款 

- 處理存款通知的截止時間是每天的下午四時正(星期六、日及假日除外)，超過截止時間的存款申請

將在次工作日處理。 

凡存入金額超過港幣 10 萬元, 客戶均需提供有關存款證明以確認該筆存款來自客戶本人。 

步驟一: 登入 PC 下載版平台後, 點選左下角功能版面之「存提款通知」, 再按「存款通知」 

步驟二: 輸入該筆成功存款之詳細資料 



所有存款通知必須同時上傳成功存款之收據以作憑證。如沒有上傳憑證會彈出以下視窗 

存款日期必須為當日或之前, 我司不接受預先通知非成功存款之申請 

步驟三: 確認送出存款通知 



步驟四: 等待審核 

成功送出存款通知後, 客戶可於「提存款記錄」界面中查看該筆存款之處理情況。 

狀態:  

「處理中」 = 即為該筆存款正等待審核 

「已處理」 = 即該筆存款已成功審核, 並已存進客戶之證券帳戶內 

「已取消」 = 即該筆存款已被拒絕, 請即致電與我們客服聯絡 

步驟五: 成功存款 



4. PC 下載版交易平台 – 提款指引

閣下可透過以下途徑通知我們提取戶口內資金至登記銀行: 

①線上平台途徑: 登入網頁版或 PC 版平台發送提款指示

②電郵途徑: 使用閣下之登記電郵發送提款通知至 cs@artatechfin.com, 須註明帳戶編號及提款金額

②電話途徑: 致電本司之客戶服務部熱線(852) 3513 8000 或國內客服熱線 4001 200 279

使用網上平台提交提款通知之注意事項: 

(1) 處理提取資金通知的截止時間是每天的下午二時三十分(星期六、日及假日除外)，超過截止時間的

提款申請將在次工作日處理。 

(2) 除非客戶特別說明, 否則我們將會統一以支票形式提款至閣下登記銀行中。 

(3) 資金到達客戶的銀行帳戶後，銀行需要一個工作日處理支票入帳後方可使用。 

(4) 假日及休市期間銀行不處理資金業務，可能會影響提款資金到帳時間。 

(5) 本公司並不接受第三者提款。 

(6) 如需提取至非登記銀行戶口中, 請先致電客戶服務部熱線(852) 3513 8000 或國內客服熱線 4001 

200 279 登記新銀行資料方能繼續提款操作。 

(7) 從裕承環球市場有限公司帳戶里提取資金前，首先要確認當天可提取的金額。影響可提金額的因

素很多：出入金、買賣股票、交易費用、結算交收等，很多因素的變化不會立即即時反應到可提金

額。例如賣出股票後，證券公司和交易所需要完成清算後才能申請提取資金，不同市場有不同的清算

規則：港股

T+2，美股 T+2。 

(8) 網上平台暫時不能修改/取消存款指示。如欲對己送出之存款指示進行修改, 請致電客服處理 

步驟一: 登入 PC 下載版平台後, 點選左下角功能版面之「存提款通知」, 再按「提款通知」 



步驟二: 輸入提款資料 

*如客戶戶口資金不足以提取要求金額,會彈出以下視窗。 

步驟三: 確認送出提款指示 



步驟四: 等待審核 

成功送出提款通知後, 客戶可於「提存款記錄」界面中查看該筆提款之處理情況。 

狀態:  

「處理中」 = 即為該筆提款正等待審核 

「已處理」 = 即該筆提款已成功審核, 並於當日以支票形式存至客戶登記銀行內 

步驟五: 成功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