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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网页上https://gtjai.com.vn下载 home 
trading 软件

第一部分: 登录系统

第一步骤: 登录

➢ 登录账号：是客户在GTJA所开立的证券账号

➢ 密码：是客户开户时GTJA所提供的的登录系统密码

➢ 保存账号：客户可填“保存账号”框架以下一次登录不用输

入信息

➢ 点击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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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首次登录的客户，系统将要求更换登录密码。客户需要输入以下信息：

当前密码: 是证券公司向客户提供的登录系统密码

新密码: 新密码要求至少6个符号，包括字母和数字

确认密码：再次输入以上新密码

客户点击修改密码 按钮以确认更改登录密码

输入OTP

当客户输入准确信息， 系统将显示 “确认OTP – OTP号。。。。。。”,

客户填上矩阵卡上的相应号码

(此矩阵卡当客户开户时券商将提供给客户）

第二步骤. 修改登录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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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密码

第一步: 输入信息:

客户输入账号、开户时所注册的邮箱地址和电话号码

要求：必填邮件或者电话号码以确认

第二步: 重置密码:

点击 重置密码

按照客户在第一步骤所输入的邮箱地址和电话号码，系统将新密码
发到客户所登记的邮箱或给客户发短信。

第三部: 重新登录:

客户输入您邮件或手机收到的密码以登录系统。

与首次登录操作相同，系统要求再次重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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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开户

客户点击预约开户 按钮以登记开户

第一步: 输入信息

➢ (*) 是必填的信息

➢ 其他信息客户可以选填

➢ 点击提交以向券商发送开户信息

第二步: 成功登记

登记在线开户成功后， 业务人员将尽快跟客户联系

以确认信息

*此性能只适用于越南股民，外国投资者不可以使用



- 新闻

- 行情表

- 技术图

- 市场

- 历史市场信息

- 市场流动性

- 外资交易

- 外资持有股权信息查寻

- 大宗交易定价申报指令

第二部分: 市场信息



点击 市场/新通知

新闻



1. 选技术图表\ 行情表

技术图表

2. 看行情的股价板上可以添加或者删除关注的自选股



市场全景、市场全景历史、市场成交、外资交易、外资持有

点击 市场信息， 此屏幕上 客户可以随意拉开及排序



证券交易菜单里包括:

- 预定指令（预埋单）

- 零股出售登记 ( 胡志明证交所)

- 委托确认（确认订单）

- 证券内部转账

- 增发股认购

第三部分:  证券交易



1.菜单里点击 “预订指令”：

预埋单 2. 确认订单: 客户点击确认预定买入指令/卖出指令 按

钮， 系统将显示以下屏幕：

- 点击确认发送指令按钮 及等待有效日该指令将自动

发送至证交所

- 点击取消 以取消买卖单

3. 在预埋单列表上点击取消

点击确认以确认取消指令.

点击取消 以取消 取消买/卖指令



胡志明证交所零股出售登记

菜单里点击 “零股交易登记”, 屏幕将显示胡志明证交所可以登记出

售的零股列表



确认订单

当客户授权券商经纪人员下单的情况下，客户需要确认订单以保证订单的真实性。

客户点击 “处理状态”及选择时间段， 系统将显示 授权经纪下单的全部订单列表



证券转账:

当融资比例足够，客户可以在子账号之间内部转账

证券转账，认购增发证券

可认购数量: 是客户可以登记认购的数量

已登记数量: 是当前客户已经登记认购的数量

等审批登记数量: 已经登记并等券商业务人员审批的证券数量.

可用金额: 是当前客户可登记认购的总金额

可登记数量= 可认购数量 – 已经认购的数量 – 等审批的数量

登记认购数量: 是客户想登记认购的证券总量。此数量不可大于可用登记的数量

金额 = 登记认购数量* 价格



资金交易菜单里包括:

- 在线银行

- 入金通知

- 银行转账

- 内部转账

- 垫资

- 融资合同还款

- 贷款合同延期

第四部分: 资金交易



在线银行

此性能是证券账号和银行账号之间汇款

客户选银行账号和金额以确认

注释：此功能只适用于将资金存入 GTJA 公司总账户的客户。具有绑定关联银行的海外客户无法使用



银行取款， 内部转账

取款：选择所跟GTJA登记的银行账号；输入
汇款金额；点击提交以进行

内部转账：选择子账号；输入金额；点击提交以进行

注释：此功能只适用于将资金存入GTJA公司总账户的客户。具有绑定关联银行的海外客户无法使
用



融资合同还款、 贷款合同延期、垫资



资金交易菜单:

- 资产信息

- 融资管理

- 交易记录

第五部分: 资产管理



资产信息屏幕提供以下信息：

- 子账号资产

- 客户总资产

- “ 投资名单管理” Tab 包括客户的证券名单

资产信息



担保资产信息Tab 提供以下信息：

‒ 资金、证券信息

‒ 债务余额、总资产和总债务信息

Tab “杠杆资产信息”  包括： 资金资产、证券资产

融资账号信息



客户输入时间段，选证券交易或/和资金交易， 点击“查寻”。 系统将显示全部交易记录

交易记录



其他性能菜单上显示以下内容：

- 更换交易密码和登录密码

- 系统配置：设置系统通知，设置快捷键和其他选项

- 设置亮/暗屏幕, 放大字体

第六部分: 其他性能



第七部分: 订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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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指令

- 价格: 客户点击或者输入价格， 系统将自动填上“价格”

- 数量: 客户输入数量或者点击“CP”框架或者点击 “最大购买量”后

面的框架， 系统将自动填上最大的可购数量

- 最大购买数量: 客户下订单时，按照客户所输入的价格和资金情况，

系统将自动算出客户最大可购买数量。

- 购买力: 当客户点击此框架，系统将显示购买力具体信息屏幕屏幕

点击买入 按钮后，系统将显示以下两个屏幕：

- 点击确认发送指令: 向证交所系统发指令

- 点击 取消: 取消订买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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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指令

- 价格: 客户输入价格或者点击涨停价、跌停价、参考价、成交价等价格，

系统将在“价格”框架自动填上价格. 

- 数量: 客户输入想卖出的数量或者“可供出售”框架后点击“CP”,系统

将自动填最大可出售的股票数量填上 “数量”框架

- 可供出售: 是当前客户最大可卖出的数量

点击卖出 按钮后，系统将显示以下两个屏幕：

- 点击确认发送指令: 向证交所系统发指令

- 点击 取消: 取消订买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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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指令

在当日下单屏幕上点击命令清单 以打开当日指令书 并选“等待成交指令”

- 客户选需要修改的价格或数量

- 点击确认修交易改指令: 确认成功修改并向交易所发送

指令

- 点击 取消: 取消买卖指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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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指令

在当日下单屏幕上点击指令书 以打开当日指令书

- 点击确认取消: 确认成功取消并向证交所发送取

消指令

- 点击取消 以取消取消买卖订单操作



第八部分: Workspace 菜单

此菜单供投资者自选操作界面， GTJA先提供三个workspace. 

此外，客户可自选设定屏幕以容易跟踪市场， 客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设定：

第一步：自选设置屏幕 （例如： 下单屏幕、行情屏幕和技术图形屏幕）:

第二步： 保存已经设定的 Workspace 

第三部: 给所设定的 workspace 取名 > 点击 “保存”以保留 workspace



THANK YOU

感谢客户信任越南投资证券股份公司。若有问题请跟我们联系：

0243.5779999 - 1900545461

info@gtjas.com.vn

www.gtjai.com.v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