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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联合发布的《H 股“全流通”业务实施细则》、中国结算发布的《关于

修订并发布<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资金结算业务指南（2019 年 10

月修订版）>的通知》、深交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及其他交易参与人进场交易业

务指南（2019 年版）》以及《深交所交易结算独立测试环境指南（含期权全真测试环境）

Ver1.4》，制定本业务指南。

本指南涉及的相关单位包括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深圳证券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证通”）、东莞深证通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本指南包含签署协议、网络接入、网关及证书申请、资费标准、程序下载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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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业务介绍

2.1 签署协议

（一）境内证券公司请联系深证通交易结算业务部签署《 H 股“全流通”通信服务

协议（境内券商）》；

联系电话：0755-88665500；

邮箱：biz@sscc.com。

（二）香港证券公司请联系深证通（香港）签署《H 股“全流通”技术服务合同》；

联系电话：00852-59827438/0086-755-88665969；

邮箱：chenhy@sscc.com。

2.2 网络接入

2.2.1 地面线路

为确保单一线路故障、单运营商故障或单机房故障时仍可继续开展业务，境内证券公司

和香港证券公司均需申请两条地面线路接入深证通不同数据中心（或机房）。可选择一条托

管线路和一条运营商线路接入，也可选择两条运营商线路接入（需分属不同运营商）。

H 股“全流通”交易、行情业务通过“增值业务网/综合托管网”接入，结算业务通过

“增值业务网/综合托管网”或“交易结算网”接入。（注：2020.4.8 新增“增值业务网/

综合托管网”）

若已有符合上述要求的地面线路（含运营商线路及托管线路）接入，可复用该线路开展

H 股“全流通”业务。若无，请按如下方式申请新增线路接入。

（一）境内证券公司

方式 1：运营商线路接入

步骤 1 向运营商申请线路：用户自行联系电信/联通/移动运营商（若两条线路均选择

运营商接入模式，请选择两个不同的运营商），获得运营商线路编号。线路接入数据中心详

细地址和联系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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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证通接入数据中心详细地址

接入数据中心 运营商 详细地址

深证通深圳福田机房
电信/联通/

移动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12 号证券交易所广场

612 机房 C06

深证通南方数据中心

电信/移动
东莞市凤岗镇东深二路凤德岭段 2号南方中心1号

数据中心 211 机房 B09

联通
东莞市凤岗镇东深二路凤德岭段 2号南方中心1号

数据中心 214 机房 B04

联系方式

5×8 小时网络支持热线 +86-755-88665865，88665867

7×24 小时运行服务热线 +86-755-83182222

网络支持 QQ 群 QQ 群号：670465707

步骤 2 运营商线路接入深证通：登录深证通统一客户专区（网址：

                              

https://biz.sscc.com）提交接入申请（首次登录专区的用户请先注册并认证，参 考 路

径 ： https://biz.sscc.com →帮助中心→统一客户专区→账户服务→账户注册→境内用

户注册）。统一客户专区可以办理运营商线路的新增、变更、拆除和查询等业务，业务咨

询电话：0755-88665500。运营商线路接入业务办理路径：https://biz.sscc.com→业务申

请→通信服务业务申请→运营商线路（自租）→新增（请选择“增值业务网”）。

方式 2：托管线路接入

托管线路接入申请：如接入“深证通南方数据中心”的线路采用托管线路，则要求用户

已有“东莞深证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托管机柜，并申请托管布线和上线。在申请托管布线

和上线时，如有疑问可咨询东莞深证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托管业务热线：0755-36383666。

托管线路布线申请路径：https://biz.sscc.com→业务申请→通信服务业务申请→

局域线路-南方中心→布线（线路类别选择“网络金融局域线路”，线路类型选择“综合

托管网”,综合托管网和增值业务网属于同一个网络）。

托管线路上线申请路径：申请路径：https://biz.sscc.com→业务申请→通信服务业务

申请→局域线路-南方中心→上线（线路类别选择“网络金融局域线路”，根据线路编号或

线路互连网段选择需要上线的线路）。

（二）香港证券公司

步骤 1

https://biz.sscc.com→业务申请→线路业务→广域网线路→运营商线路→新建（请选择“增值业务网”）。
https://biz.sscc.com→业务申请→线路业务→广域网线路→运营商线路→新建（请选择“增值业务网”）。
https://biz.sscc.com→业务申请→线路业务→布线→网络金融局域线路（请选择“综合托管网”）。
https://biz.sscc.com→业务申请→线路业务→布线→网络金融局域线路（请选择“综合托管网”）。
https://biz.sscc.com→业务申请→线路业务→布线→网络金融局域线路（请选择“综合托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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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并获得运营商线路编号。深证通香港机房接入详细地址和联系方式如下：

深证通香港接入数据中心详细地址

接入数据中心 运营商 详细地址

深证通香港 HKT 机房 HKT
香港新界西贡将军澳工业村骏昌街22号互联网

应用中心 2 楼 J13 机柜

深证通香港 HKBN 机房 HKBN
香港柴灣安業街 1 號新華豐中心 27 楼 WT&T 柴

湾机房 C11 机柜

联系方式

5×8 小时网络支持热线 0755-88665865，88665867

7×24 小时运行服务热线 0755-83182222

网络支持 QQ 群 QQ 群号：670465707

步骤 2 运 营 商 线 路 接 入 深 证 通 ： 登 录 深 证 通 统 一 客 户 专 区 （ 网 址 ：

                          

https://biz.sscc.com）正式提交接入申请（首次登录专区的用户请先注册并认证，参 考

路 径 ： https://biz.sscc.com→帮助中心→统一客户专区→账户服务→账户注册→境外

用户注册）。统一客户专区可以办理线路的新增、变更、拆除和查询等业务，业务咨询电

话：0755-88665500。运营商线路接入业务办理路径：https://biz.sscc.com→业务申请→

通信服务业务申请→运营商线路（自租）→新增（请选择“增值业务网”）。

2.2.2 单向卫星接入（可选）

境内证券公司可通过地面线路收取 H 股“全流通”行情，亦可通过单向卫星小站接收。

若已有单向卫星小站，可复用。如需新建，请登录深证通统一业务办理专区提交申请。新建

业务申请路径：https://biz.sscc.com→业务申请→通信服务业务申请→单向卫星小站→新建

及开通。

2.2.3 双向卫星网接入（可选）

境内证券公司可通过地面线路进行 H 股“全流通”交易报盘，亦可通过双向卫星通信

系统实现交易报盘。若已有双向卫星小站（且带宽足够），可复用。如需新建，请登录深证

通统一业务办理专区提交申请。新建业务申请路径：https://biz.sscc.com→业务申请→通

信服务业务申请→双向卫星小站→新建及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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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测试线路

（一）运营商测试专线接入申请：若已有独立测试专线接入深证通交易结算测试网，可

复用该线路；若无，可向运营商申请专线接入，取得运营商线路编号后，登录深证通统一业

务办理专区提交申请。业务申请路径：https://biz.sscc.com→业务申请→通信服务业务申

请→运营商线路（自租）→新增（请选择“交易结算测试网”）。

（二）托管线路测试专线接入申请：要求用户在深证通南方数据中心已有托管机柜，然

后申请局域网线路布线，申请路径：https://biz.sscc.com→业务申请→通信服务业务申请→

局域线路-南方中心→布线（注意：线路类型选择“南方中心”，布线设备所在机柜选择“

自有机柜”，线路类型选择“深圳独立测试网”）。如有疑问可咨询托管业务热线：0755-

36383666。

（三）互联网 VPN 测试接入申请：仅适用于没有独立测试专线接入的用户。已有有效状

态的 VPN 帐户，可复用该帐户；若无，请登录深证通统一客户专区办理申请，申请路径：

https:  //biz.sscc.com →业务申请→通信服务业务申请→独立测试系统VPN 接入申请→申请。

（四）测试云资源接入申请：仅适用于没有独立测试专线接入的市场核心机构、境外机

构等特别审批用户。已有有效状态的云资源帐户，可复用该帐户；若无，请将《独立测试系

统用户测试云资源接入申请表》填妥后办理相关申请。业务申请表下载路径：

https://biz.sscc.com →帮助中心→交易结算业务→表单下载→其他服务。

2.3 网关及数字证书申请

请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规划网关申请数量，香港证券公司的交易通信网关按组申请

（每组网关含一主一备两个网关号）。

2.3.1 交易通信网关

（一）境内证券公司：

网关新建（含申请数字证书）：请登录深证通统一业务办理专区提交建站申请，深证通

将根据申请发放网关编号和硬件 EKEY。业务申请路径：https://biz.sscc.com→业务申请→交

易结算应用服务业务申请→H 股“全流通”交易通信网关（境内券商）→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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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填妥后邮寄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结算业务部办理相关申请。业务申请表下载路径：

https://biz.sscc.com →帮助中心→交易结算业务→表单下载→跨境应用服务。

   用户可通过综合结算通信平台（D-COM）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结算数据交换。若

已有综合结算通信平台（D-COM），可复用。若无，可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结算业务部提

出申请，具体办理指引参见中国结算官网 www.chinaclear.cn→法律规则→业务规则→清算

与交收→深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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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配置变更：请将《H 股“全流通”结算路径及交易通信网关配置变更申请表（适用

于境内券商）》填妥后邮寄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结算业务部办理相关申请。业务申请表下

载路径：https://biz.sscc.com →帮助中心→交易结算业务→表单下载→跨境应用服务。

网关停用：请登录深证通统一业务办理专区提交停用申请。业务申请路径：

https://biz.sscc.com→业务申请→交易结算应用服务业务申请→网关停用。

（二）香港证券公司：

网关新建及开通（含申请数字证书）：请将《H 股“全流通”交易通信网关新建及开通

申请表（适用于香港券商）》填妥后发送至深证通交易结算业务部办理相关申请，深证通

将根据申请发放网关编号和硬件 EKEY。业务申请表下载路径：https://biz.sscc.com →帮助中

心→交易结算业务→表单下载→跨境应用服务。

网关停用：请将《H 股“全流通”交易通信网关停用申请表（适用于香港券商）》填妥

后发送至深证通交易结算业务部办理相关申请。业务申请表下载路径：https://biz.sscc.com

→帮助中心→交易结算业务→表单下载→跨境应用服务。

2.3.2   综合结算通信平台（D-COM）

2.4 程序下载

2.4.1 交易通信网关程序

通信程序下载路径：https://biz.sscc.com →下载专区→交易结算业务→程序下载→

易境通交易通信系统。

mailto:请将附件4.2《易境通交易通信网关新建申请表（适用于境内券商）》或附件4.3《易境通交易通信网关新建及开通申请表（适用于境外代理券商）》填妥后发送至深证通邮箱yw-zhb-jyjs-group@sscc.com。
mailto:请将附件4.2《易境通交易通信网关新建申请表（适用于境内券商）》或附件4.3《易境通交易通信网关新建及开通申请表（适用于境外代理券商）》填妥后发送至深证通邮箱yw-zhb-jyjs-group@sscc.com。


综合结算通信平台（D-COM）网关软件服务费 暂不收费

2.5.2香港证券公司资费

根据上线 H 股“全流通”股票的数量支付技术系统运行维护费用，按股票数量分 A档至

E 档进行阶梯收费。

收费档次 股票数量（只） 通信服务费（港币）

A 第 1-3 16 万/年·只

B 第 4-6 12 万/年·只

C 第 7-10 8 万/年·只

D 第 11-20 5 万/年·只

E 第 21 以上 0万/年·只

H 股“全流通”网关业务办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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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综合结算通信平台（D-COM）程序

通信程序下载路径：https://biz.sscc.com →下载专区→交易结算业务→程序下载→深

圳综合结算平台（D-COM）→综合结算系统 D-COM 网关、综合结算系统D-COM 终端。

2.5资费说明

2.5.1境内证券公司资费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人民币）

H股“全流通”交易通信网关软件服务费 3.6 万元/年·网关

单向卫星通信服务费 1.8 万元/年·站

双向卫星通信服务费
1.5 万元/年·64k 带宽

注：每份流速的最低带宽配置为 6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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