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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og In 

 Open “Handy Trader” mobile app 

 Tap【REGISTER TWO-FACTOR】 

 
 

1.1 Read the Instruction 

 After reading the instruction, tap【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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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nter Information 

 Input your Username & Password and then tap【Continue】. 

 

 
 

1.3 Check your Mobile Phone Number  

 The app will show the default phone number for log in the system.  

 If you do not want to receive SMS by default mobile phone number, you can add another phone 

number to receive 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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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dding another phone number for received SMS 

 To add another phone number, you can input the country and a new phone number. After you 

enter the information on the app, tap 【Get Activation Code】 

 

 
2. Activate 
 You will receive an Activation Token through SMS message and the then input the token in 

the Activation Code field.  

 You might be prompted to provide or define as well the security element to be used to secure 

the app (Fingerprint, Face ID, PIN).  

 Once done, tap【Activate】. 

 

 
 

Please contact your AE or our Customer Services at (852) 3153 1128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 THANK Y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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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OGIN 

 Open “Handy Trader” mobile app 

 Tap 【TRADE】 

 
 

1.1 LOGIN PAGE 

 Enter the login page 

 Tap【Live】 

 Type 【Username】and【Password】 

 Received secondary password from your phone through SMS, and then click【LO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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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RKET QUOTES 

 Tap【Order Ticket】 

 
 

2.1 

 Search the【Stock number】 

  

http://www.clc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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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Select the investment product e.g.【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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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Select “Buy” or “S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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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BUY AND SELL ORDER 

Select “BUY” or “SELL” and enter the information below: 

 Enter 【Stock Code】,【Price】and【Quantity】 

 Select【Order Type】 

 Slide to submit “Buy” or “Sell”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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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ORDER CONFIRMATION 

 Tap the function of “Order & Trades” 

 You can check the “Orders” and “Trades” to review trade history  

   

 
 

2.5 ORDER CANCELLATION 

 On Amend/Cancel page, you can cancel a queuing order by clicking the “Cancel” 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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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ORDER AMENDMENT 

On Amend/Cancel page, you can amend a queuing order by clicking the “Amend” 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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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CCOUNT PORTFOLIO 

Users can click “Account” page 

 Review the Cash Balances, Margin Ratio and Market Value  

 

 
  

http://www.clchk.com/


 
                                                   

創僑證券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 88 號南豐大廈 13 樓 

 +852 3153 1128  |   +852 3153 1133  |  www.clchk.com 
本檔所提及的資料未經獨立核實及沒有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陳述或保證。本檔所提及的資料或觀點，其公正性、準確性、完整性或正確性均不能依賴。創僑集團或其任何聯屬公司或代表不會就因任何使用本檔或其內容

或以其他方式與本檔有關聯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責任（在疏忽或其他方面）。本檔並不構成對任何人士提出或邀請購買或認購任何股份的邀約,本檔任何部分亦不構成作為任何合約或承諾有關的依據。投資涉及風險，

證券價格有時可能會非常波動，甚至變得毫無價值。投資者投資前應考慮其本身的投資目標及風險承受程度。本檔未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或香港任何監管機構審閱。 

                                                                                                              | Page 9 

4. Watch lists 

Tap the “Watch lists” and review the detailed of stock 

       
 

5. Portfolio 

 Enter “portfolio” page to review detail of your portfolio 

 
 

Please contact your AE or our Customer Services at (852) 3153 1128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 THANK Y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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