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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結構性產品發行人（「發行人」）對上市結構性產品市場的持續成功寄予全
力支持，並將致力恪守一貫的高標準。發行人亦認同聯交所及證券及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創立一個信息流通的市場之目標，讓上市結構性產品的投資者
了解發行及監管架構，以及相關投資的潛在風險。 

 
1.2 本業界準則的訂立擬鼓勵促進市場操守及推動整個上市結構性產品行業持續

維持高標準。雖然發行人應遵守本業界準則，但該等準則不擬成為具約束力
的承諾，亦不應導致產生可強制執行的責任或職責。偶爾未能遵守業界準則
本身將不會導致發行人或其流通量代理人承受任何制裁或執法行動。然而，
聯交所將考慮發行人就本業界準則之遵守情況以評核其是否適合發行上市結
構性產品。 

 
1.3 各發行人認同進行上市結構性產品業務時，均應以維持上市結構性產品市場

的整體公正性，且不導致該市場或聯交所聲譽受損。 
 
2. 何謂流通量及為何有此需要？ 

 
2.1 流通量供應為上市結構性產品的重要特點，此乃由於其可促進投資者買賣相

關產品，否則上市結構性產品可能缺乏流通性。 
 
2.2 於各交易日，發行人本身或透過指定的流通量代理人（以有關身份行事，即

為「流通量提供者」）就其各項上市結構性產品提供流通量。流通量提供者
無需支持上市結構性產品的價格。實際上，一如其他市場參與者，流通量提

供者可按任何價格自由買賣。 

 
2.3 流通量提供者的責任載列於上市文件，一般包括： 

 
(a) 回覆報價的最長時間 ─ 即接獲報價要求後至提供買賣報價所需的最長時

間； 
 

(b) 買入與賣出價之間的最大差價； 
 

(c) 最少報價數量；及 
 

(d) 流通量提供者不予提供報價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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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流通量提供者可按以下其中一種方式提供流通量： 
 

(a) 因應投資者的報價要求（「回應報價準則」），於聯交所的交易系統輸
入買賣指示。第 3 節載列各發行人於其上市文件內所載將採納的新收緊的
流通量標準。回應報價準則的標準乃適用於所有上市結構性產品的最低
服務水平，其適用於任何可能出現的市況；或 

 
(b) 主動於聯交所的交易系統輸入買賣指示（「主動報價準則」）。市場已

慣常就若干產品按優於上市文件所載的流通量供應標準行事。第 4 節載述
一系列主動報價準則的新標準，其將按自願基準應用於大部分與交投活躍
資產掛鈎的產品。嚴格來說，由於可能出現因第 4.11 段所載原因而出現
的短暫中斷情況，主動報價準則並不一定為持續報價。 

 

2.5 流通量提供者提供的最低服務水平可能會因應不同類型的上市結構性產品而有
所不同，有關資料已在上市文件中列出。有關不同類型上市結構性產品的回應
報價和主動報價的最低服務水平，請參閱以下的第 3 節及第 4 節。 

 
3. 回應報價準則 

 
3.1 除第 3.3 段所載的特定例外情況外，不論掛鈎資產為何，回應報價準則適用於

所有上市結構性產品。 
 
3.2 回應報價準則的最低服務水平為： 

 
(a) 回應報價的最長時間 ：    10 分鐘 

(b) 最大買賣差價 

- 標準型權證及牛熊證 

- 界內證 

 

：    20 個價位 

：    0.08 港元 
  

(c) 最少報價數量 ：    20 個買賣單位 

(d) 最短持盤時間 ：    5 分鐘1 

 
3.3 於下列情況下無需按回應報價準則報價： 

 

(a) 開市前時段或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如適用）或聯交所指定的任何其他情況； 
 

(b) 於某個交易日每個上午交易時段的首五分鐘或於首次開始交易後的首五分
鐘； 

 
(c) 當上市結構性產品或掛鈎資產因任何原因暫停交易； 

 

(d) 當並無上市結構性產品可供莊家活動進行時； 

                                                   
1
 若掛鈎資產的價格或現行市況出現變動，發行人可透過公佈新的買賣報價更新有關報價。

倘 任 何 投 資 者 已 於 該 五 分 鐘 持 盤 時 段 進 行 買 賣 ， 則 有 關 報 價 要 求 將 會 當 作 完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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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若上市結構性產品的理論價值低於 0.01 港元； 
 

(f) 就牛熊證而言，於發生強制贖回事件後； 
 

(g) 就界內證而言，如該界內證理論價值相等於 1.0 港元，流通量提供者須繼

續提供買入價； 
 

(h) 就任何與指數掛鈎的上市結構性產品而言，若有關指數的期權或期貨合約
的買賣出現或存在暫停或限制，或指數水平因任何原因未有如期計算或公
佈； 

 
(i) 當出現流通量提供者控制以外的運作及技術問題，導致流通量提供者提

供流通量的能力受阻時；或 

 
(j) 若掛鈎資產或股票市場於短時間內出現異常價格變動及高波幅水平2，導

致嚴重影響流通量提供者的對沖或平倉能力。 
 
4. 主動報價準則 

 
4.1 發行人在毋須投資者提出報價要求時，將為選取的上市結構性產品按主動報價

準則為投資者服務。主動報價準則可省卻投資者要求報價的不便，亦可提高市
場透明度。此目標可於流通量提供者「實時」顯示產品基準價格出現變動時達
致。主動報價準則項下的目標服務水平較適用於回應報價準則者更嚴格。 

 
 主動報價準則的標準 

 
4.2 許多上市結構性產品的交投並不活躍。而市場對相關產品缺乏買賣興趣的原因

可能包括：掛鈎資產的交投並不活躍、臨近到期、極價外或極價內。發行人認
為，應把資源集中投放於投資者較高需求的產品，為具備以下條件的上市結構
性產品提供主動報價： 

 
 

(a) 與交投活躍資產掛鈎（定義見第 4.3 段）； 

                                                   
2 出現異常價格變動或高波幅水平情況的例子包括： 

 

(i) 金融動盪 ─ 與金融動盪相關的異常波動市況（若干其他交易所稱為「急劇波動的市場」

(“fast market”)） ─ 例如，於雷曼兄弟於 2008 年 9 月破產後期間以及 2010 年 5 月 6 

日發生的「閃電崩盤」(“flash crash”)（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於當日經歷最大單日跌

幅）。當金融市場於短時間內經歷不尋常的高波幅水平及交投異常暢旺時，致令風險及不

明朗因素驟升，即出現「急劇波動的市場」。一般而言，當價格迅速變動時較難立刻提供報價；

或 

 

(ii) 掛鈎資產的不穩定性 ─ 發生導致掛鈎股份或指數的單日市價出現重大波動及 ／或掛鈎資產

的流通性在極短時間內嚴重下降的事件 ─ 例如，日本於 2011 年 3 月 11 日發生地震，導致

日經指數於緊接期間大幅下挫，以及令有關權證價格出現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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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總市場流通量為 50% 或以下（按第 4.4 段所詳述）； 

 
(c) 就標準型權證及界內證而言，產品到期前剩餘時間為三十日或以上（按第 

4.5 段所詳述）； 
 
(d) 就標準型權證而言，其「價值狀況」介乎 20% 價內及 20% 價外之間（按

第 4.6 段所詳述）； 

 

(e) 就界內證而言，如掛鈎資產價格或水平介乎下限價或水平以下 20% 至上
限價或水平以上 20% ；及  

 
(f) 就牛熊證而言，其掛鈎股份的的現行價格與贖回價相差為 2% 以上，或掛

鈎指數的現行水平與贖回水平相差為 1% 以上（按第 4.7 段所詳述）。 
 
4.3 交投活躍的掛鈎資產指： 

 
(a) 任何本地指數（如恒生指數、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或 

 
(b) 由聯交所不時公佈合資格發行牛熊證的任何掛鈎股份3，即市場上擁有最

高成交金額的股份（「交投活躍股份」）。 
 
4.4 無需就多於50%總市場流通量的上市結構性產品按主動報價準則報價，此乃由

於相關產品已有足夠公眾持貨量促進市場上的供求。 
 

4.5 當標準型權證及界內證接近到期日，其風險會變化得很快，致令難以就其按
主動報價準則報價。因此，僅能就並無受時間值急劇變化而有重大影響的標
準型權證或界內證按主動報價準則報價。就本業界準則而言，發行人將就距
離到期尚餘三十日或以上的標準型權證及界內證按主動報價準則報價。 

 
4.6 就標準型權證而言，主動報價準則的其中一項條件為價值狀況。「價值狀況」

亦可稱為「價內」或「價外」，用作描述掛鈎資產價格與標準型權證的行使
價的關係。以認購權證為例，若掛鈎資產價格低於行使價，該標準型權證被
視為處於「價外」，而若掛鈎資產價格高於行使價，該標準型權證被視為處
於「價內」。投資者一般對極價內或極價外的上市結構性產品興趣不大。因
此，發行人將僅會就價值狀況為 ±20% 的標準型權證按主動報價準則報價。 

 
4.7 隨著掛鈎資產價格或水平越接近贖回價或贖回水平，牛熊證的價格將更為波

動不定。因此，當掛鈎股份的價格與贖回價的相差為 2% 以內或掛鈎指數與
贖回水平的相差為 1% 以內，更難以在第 4.9 段訂明的經收緊差價範圍內提
供報價。 
 

 主動報價準則的報價時段 
 

                                                   
3 參見香港交易所網站內「牛熊證合資格相關資產的本季度名單」 

 

https://www.hkex.com.hk/Products/Securities/Structured-Products/Callable-Bull-Bear-Contracts/CBBC-Eligible-Underlying-Assets/Eligible-Single-Hong-Kong-Stocks-for-CBBC-Issuance-in-Current-Quarter?sc_lang=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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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發行人將於以下時段按主動報價準則報價(該時段簡稱為「合資格時段」）： 

 

(a) 符合第 4.2 段所載的主動報價準則條件時；及 
 

(b) 屬於第 3.3 段所載的豁免情況以外的其他時段。 
 

 主動報價準則的最低服務水平 
 
4.9 主動報價準則項下的最大買賣差價為： 

 
(a) 就與本地指數掛鈎的標準型權證而言，5 個價位； 

 
(b) 就與交投活躍股份掛鈎的標準型權證而言，10 個價位； 

 
(c) 就與本地指數掛鈎的牛熊證而言，10 個價位； 

 
(d) 就與交投活躍股份掛鈎的牛熊證而言，15 個價位； 

 

(e) 就與本地指數掛鈎的界內證而言， 0.02 港元；及 
 

(f) 就與交投活躍股份掛鈎的界內證而言， 0.04 港元。 
 

發行人會因應不斷改變的情況（如不同市況、對沖成本、掛鈎資產的價位及某
特定產品的條款）在差價的範圍內按主動報價準則報價。 

 

由於牛熊證價格對其掛鈎資產價格的變動更為敏感，對沖該掛鈎資產的費用因
而相對較高，故此牛熊證的差價一般相對標準型權證而言較闊。 

 
4.10 主動報價準則的最少報價數量為 20 個買賣單位。 

 
未必能持續按主動報價準則報價 

 
4.11 由於流通量提供者可能需於一段合理短暫時間內暫停按主動報價準則報價， 以

因應市況或運作需要調整報價參數，故此未必能持續按主動報價準則報價。導
致出現短暫中斷報價的普遍原因包括： 

 
(a) 某上市結構性產品的交易模式出現突變或重大變動，如一隻相對交投並

不活躍的權證之交投突然變得活躍； 
 

(b) 有關可能影響掛鈎資產市價的媒體報導（如有關掛鈎資產的盈利預測或
建議派發股息等新聞）； 
 

(c) 若掛鈎資產或股票市場於短時間內出現異常價格變動或波幅水平甚高， 
導致嚴重影響流通量提供者尋求對沖或將現有對沖平倉的能力； 
 

(d) 掛鈎股份按較一般水平更闊的買賣差價進行交易，導致上市結構性產品
的差價超出第 4.9 段所訂明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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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流通量提供者合理懷疑任何潛在的價格釐定出錯／系統問題／錯誤； 
 

(f) 流通量提供者合理懷疑掛鈎資產有不尋常交易； 
 

(g) 運作及技術問題（如電腦網絡中斷、遺失數據傳送、未能與聯交所連結
或發行人電腦系統所產生的技術問題）；或 

 

(h) 流通量提供者將蒙受或預期將蒙受因其上市結構性產品的交易頻密程度
及數量所引致的財務風險。 

 

4.12 發行人就未能履行按主動報價準則報價以及任何長時間服務中斷須應聯交所要
求時作出解釋。 

 

 自願按主動報價準則報價 
 
4.13 倘出現不符合第 4.2 段所載條件的情況，發行人無需按主動報價準則報價。然

而，即使發行人並無責任按主動報價準則報價，發行人仍可自行選擇按主動報
價準則報價。倘發行人自願按主動報價準則報價，則第 4.9 段所載有關買賣差

價的規定將不適用。倘發行人按回應報價準則報價，則第 3.2 段所載有關買賣
差價的規定將會適用。 

 
4.14 發行人不論由於任何原因而未能按主動報價準則報價時，投資者則仍可享有按

第 3.2 段所述有關回應報價準則的最低流通量供應之服務水平。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