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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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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简介所载资料仅供一般信息性参考，并不构成提出要约、招揽、邀请或建议以认购或购买任何
证券或其他产品，亦不构成提出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本简介并非针对亦不拟分派给任何其法律
或法规不容许的司法权区或国家的人士或实体又或供其使用，也非针对亦不拟分派给任何会令香
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所」) 须受该司法权区或国家任何注册规定所规管的人士或
实体又或供其使用。 

 

本简介载有前瞻性陈述，该等前瞻性陈述建基于现时香港交易所对其与其附属公司营运或期望参
与运营的有关业务及市场的预期、估计、预测、信念及假设，并非是对未来表现的保证，且受制
于市场风险、不明朗因素及非香港交易所所能控制的因素。因此，实际结果或回报或会与本简介
中所作假设及所含陈述大有不同。一些措施的推进将取决于多种外部因素，包括政府方针，监管
审批，市场参与者行为，有竞争力的发展，以及 (当相关时) 与潜在商业伙伴确定协定并成功订立
协定。因此，并不保证本简介所述措施将得以实施，亦不保证其实施方式或时间框架与本简介所
述一致。 

 

尽管本简介所载资料均取自认为是可靠的来源或按当中内容编备而成，香港交易所概不就有关资
料或数据就任何特定用途而言的准确性、有效性、时效性或完备性作任何保证。若资料出现错漏
或其他不准确又或由此引起后果，香港交易所概不负责或承担任何责任。本简介所载资料乃按
「现况」及「现有」的基础提供，资料内容可能被修订或更改。有关资料不能取代根据阁下具体
情况而提供的专业意见，而本简介概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香港交易所对使用或依赖本简介所提
供的资料而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概不负责或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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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海外 内地 
证券市场推广计划 

+ 沪港通 

衍生品推广计划 

市场数据业务回顾 

截至 2017年10月 

 自沪港通推出以来，内地实时行情信息商数目稳步增长，现已达 68家  

 

 港交所亦积极推广新衍生产品， 现共有15家内地信息商提供实时衍生品行情 

 

 另有 21家内地延时行情信息商 衍生品合作伙伴计划 
+ 深港通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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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业务 
41 

电视媒体 

1 

内地券商 
26 

内地实时行情信息商概要 

共68家内地信息商提供实时行情 截至 2017年10月 

 8 家信息商直连内地市场数据枢纽 (MMDH)  

 

 12 家信息商直连香港机房 

 

 24 家内地券商在沪港通推出后申请成为实时行情信息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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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内地实时牌照信息商名单 

公司名称 

1 阿斯达克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 上海大智慧 

2 蚂蚁财富 (上海) 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3 深圳奥统平技术有限公司 (申请中) 

4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5 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中) 

6 资识署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7 东航金戎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8 中视电视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9 中国经济信息社 

10 中国金融在线有限公司 

11 通联数据股份公司 

12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13 方广科技 (宁夏) 有限公司 

14 方德证券有限公司 

15 富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6 格隆汇科技发展 (深圳) 有限公司 

17 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18 湖南福米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9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 艾扬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21 金贝塔网络金融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22 宁夏向上融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3 上海傲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24 上海益盟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25 上海蔓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中) 

26 上海澎博财经信息有限公司 

27 上海乾隆高科技有限公司 

28 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 深圳国泰安教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0 深圳苓蓝计算机有限公司 (申请中) 

31 新浪香港有限公司 

32 雪球(北京)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33 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34 北京淘金者科技有限公司 

35 香港捷利资讯有限公司 

36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37 优品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38 上海文华财经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39 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0 有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1 郑州易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2 深圳智通财经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5 

(以公司英文名称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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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牌照信息商名单 – 内地券商 

6 

(以公司英文名称排序) 

公司名称 

1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6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中) 

9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中) 

1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14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中) 

1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中) 

1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4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25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市场数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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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用户专属行情优惠方案 

港股L2十档行情 PC端 手机端 

原价 每月 $200港币(香港及海外地区) 每月 $13港币 

内地个人用户专属优惠 每月 $27-80港币 
*批量折扣优惠 

每月 $5港币 

8 

已收到超过30家券商和信息商申请移动应用服务，9月起已有申请公司获授权上线 
大部分现时采购五档包月服务的券商也已确认同时申请手机行情优惠 

全年固定用户费计划 

推广期 即日起至 2018年底 

适用范围 仅适用于真正居住中国内地居民或于中国内地之
机构使用者 (不包括港澳地区) 

用户费 • 固定费用港币$1,200万并于十二个月内不设L2
串流行情的个人用户上限 

 
* 获授权的信息商可不限用户数量、不限传播途
径地向位于内地的客户提供覆盖整个港股市场的
深度行情 

 

移动应用服务(APPS)推广计划 

推广期 即日起至 2018年底 

适用范围 仅适用于真正居住中国内地居民或于中国内地之
机构使用者 (不包括港澳地区) 

用户费 原价: 每月港币 $13 

特别优惠: 每月港币$5 (一次性采购一年共60,000

个用户数，平均每月5,000用户) 

 

 

 



移动应用服务推广计划 
（10档行情） 

服务内容 服务对象 主要信息商  

终端订阅 （10档行情） 

将所有于2017年底到期的优惠服计划延续到2018年底 
正式推出价格为1200万每年的固定用户费计划 

财经门户网站 BMP 
 （最近成交价） 

普通受众 

25,000 终端 

全年固定用户费计划 
（内地无限量发放10档行情） 

专业交易客户 

南向交易券商免费1档行情 

     南向交易券商固定价格5档行情 一般交易客户 

东方财富、富途网络及万得 

全部97家参与南向交易券商 

26家南向交易券商 

24家内地信息商，主要财经
门户网站及手机应用 

Snowball 

iGolden Data 

证券市场数据业务发展及推广计划 
多种行情服务平台进一步推动港股通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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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报价服务 

(BMP) 

针对内地地区港交所行情普及化的推广计划 

 客户免费手动查看港股实时行情 (最新成交价, 没有买卖盘, 全市场行情) 

 无需用户登陆 

 每月$80,000港币 

 已有24家内地信息商申请服务 (包括4家券商) 

 
更多详情: 

http://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Services/Market-Data-Services/Real-Time-Data-Services/Data-

Licensing/Market-Data-Vendor-Licence/Basic-Market-Prices-(BMP)-Service?sc_lang=zh-CN 

22 

内地券商 

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内地互联网公司 

1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2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3 新浪香港有限公司 

4 雪球(北京)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5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其他内地信息商 

1 阿斯达克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 上海大智慧 

2 蚂蚁财富（上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3 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中) 

4 方德证券有限公司 

5 富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6 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7 湖南福米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8 金贝塔网络金融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9 宁夏向上融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 上海益盟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11 北京淘金者科技有限公司 

12 香港捷利资讯有限公司 

13 优品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14 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5 深圳智通财经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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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应用服务(APPS)推广计划 – 上线及申请名单  
(以公司英文名称排序) 

*红字为内地南向交易券商 

已获授权的信息商及券商 上线月份 

1 阿斯达克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 上海大智慧 

9月 

 

2 经济通有限公司  

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 宁夏向上融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 报价王科技国际有限公司 

7 上海乾隆高科技有限公司 

8 捷利港信(香港)有限公司 

9 玖富证券有限公司 

11月 

10 青石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11 国都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12 湖南福米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3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 雪球(北京)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5 华盛资本证券有限公司 

16 有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7 方德证券有限公司 

12月 

1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 上海蔓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申请中的信息商及券商 

1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 格隆汇科技发展 (深圳) 有限公司 

8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 国信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0 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11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14 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深圳苓蓝计算机有限公司  

16 新浪香港有限公司 

17 北京淘金者科技有限公司 

18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衍生产品市场数据推广 



港交所新衍生产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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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9月 

 

成立中华证券交易服务有
限公司 

 
9月17日 

 
美元兑人民币(香港)期货 

8月12日 
 

中华交易服务中国120
指数期货 

12月1日 
 

3只伦敦期货小型合约  
 伦敦铝 
 伦敦锌 
 伦敦铜 

 
推出领航星市场数据 (OMD)

平台 – 衍生产品市场 
 

11月30 及 12月7日 
 

34只新股票期货及  
2支新股票期权 

 
12月14日 

 
另3支伦敦期货小型合约 

 伦敦镍 
 伦敦锡  
 伦敦铅 

1月 
 

推出衍生产品市场数据合作伙伴
计划 

 
5月9日 

 
七只行业股票指数期货合约 
中华交易服务博彩业 
恒生中国内地石油及天然气 
恒生中国内地银行 
恒生中国内地医疗保健 
恒生中国内地地产 
恒生资讯科技器材指数期货 
恒生软件服务 

2月16日 
 

人民币货币期权 
 

7月10日 
 

人民币(香港)黄金期货及 
美元黄金期货 

 
11月13日 

 
铁矿石期货和约 

5月30日 
 

另5只货币期货 
 欧元兑人民币 
 圆兑人民币 
 澳元兑人民币 
 人民币兑美元 

 
6月23日 

RXY人民币货币指数 
 

9月5日 
小型H股指数期权 



•豁免转发费、串流数据及BMP的用

户费 

•服务必须展示港交所的新货币产品、

新股票产品、新商品、中华交易服

务指数期货的实时行情 

• 8家内地信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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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产品市场数据推广计划 

内地信息商专属 
合作伙伴信息商 

•豁免转发费、串流数据及BMP的

用户费 

•服务必须展示港交所的新货币产

品、新股票产品、新商品、中华

交易服务指数期货的实时行情 

• 16家内地信息商，共43家 

自2013年9月起 

自2016年1月起 

区域性推广 
中国内地 
澳大利亚 
印度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新西兰 
新加坡 
台湾 
泰国 
越南 

内地信息商 （按英文字母顺序） 

阿斯达克/上海大智慧 上海澎博 

东航金戎 上海乾隆 

东方财富 捷利港信 

方广科技 (老虎证券) 腾讯 

富途 文华财经 

同花顺 万得 

湖南福米 郑州易盛 

艾扬软件 新浪 (2018年初上线) 

*红字同时为合作伙伴信息商 

各合作伙伴信息商已积极配合扩大在
手机端上发衍生品行情 



历史数据及发行人公告
专线推广计划 



证券数据  衍生产品数据 

买卖盘 / 交易 • 历史全盘数据 - 证券市场 

• 历史买卖盘及统计资料数据 - 证券市场 

• 买卖价纪录 - 主板及创业板  

• 交易数据档 - 证券市场  

• 交易价位档 - 证券市场  

• 交易纪录 - 主板及创业板  

• 历史全盘数据 - 衍生产品市场 

• 买卖价纪录 

• 交易数据档 - 衍生产品市场 

• 交易纪录  

统计 • 每月收市数据 - 主板及创业板  
• 股票行情档 
• 每日卖空纪录 - 主板及创业板 
• 日报表 / 成交报告 

• 交易统计档 - 衍生产品市场 
• 每日收市数据 — 所有期货/期权(日档案)  
• 交易摘要 
• 每日市场报告 
• 每日交易及未平仓合约摘要 

参考数据 • 证券档案 
• 股票基本资料  
• 证券基本资料  

上市公司文件 • 主板上市公司年报及中期报告 
• 主板上市公司文件 (中期报告及年报除外)  
• 主板结构性产品及债券发行人文件  
• 创业板上市公司年报及季度报告 
• 创业板上市公司文件 (季度报告及年报除外)  
• 派息（其他权益）除净通知 
• 派息（其他权益）纪录 

沪港通及深港通参考数据 • 沪股通合资格股份名单 - 沪港通 
• 深股通合资格股份名单 - 深港通 
• 沪港通每日及每月统计数据 
• 深港通每日及每月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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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数据产品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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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数据免费试用计划 

免费试用计划 

推广期 即日起至 2018年底 

免费试用期 3个月 [申请月份前的最近3个月数据] 

免费试用范围  历史全盘数据: 
 
• 证券市场 
• 衍生产品市场 
 

费用  豁免 
 
相关订购费用 
(高达证券市场的$15,000及衍生产品市场
的$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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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已各有超过30家公司获得免费试用 

 鼓励机构用户体验试用历史全盘深度数据 
 供机构用户、基金公司、自营公司等用作研究、建立交易模型的内部使用 

证券数据  衍生产品数据 

• 历史全盘数据 - 证券市场 • 历史全盘数据 - 衍生产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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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公告专线 

 证券市场上市公司和发行人的交易信息资讯及公告 
 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及年报、首次公开募股(IPO)的招股章程、IPO配股
结果 

 交易所的交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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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发行人公告的透
明度。 

 为港股通客户提供更
多参考新闻，进一步
支援沪港通交易。 
 
 
 
 

计划目的 实时产品 

 间接接驳发行人公告
服务的信息商可获豁
免每季度港币
45,000的转发费(许
可费） 
 

推广计划  
至2018年底 

 发行人通告(IIS)是一
项实时发布上市公司
公告及公司行为的服
务。 

降低信息商推广及发布发行人公告服务的成本 

发行人公告专线推广计划 

已获授权发布发行人公告的信息商 

1 阿斯达克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 上海大智慧 

2 资识署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3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5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6 上海傲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7 新浪香港有限公司 

8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参与推广计划的信息商 



欢迎与我们联系： 
MarketData@hkex.com.hk  

谢谢 



市场数据服务的 
合规理念 

 

香港交易所 
市场科 市场数据部 

数据申报及审查 
廖小仪 
副总裁 

 
港辉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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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数据服务 
的合规理念 

 随市场数据近年的发展，及内地客户对实时行情信息的需求，香港交易所推出各

种市埸数据推广计划，对推广计划作出规范 

 例如 : - 2015年至今的沪港通南向交易标的股票5档深度包月计划 

                    - 2017 年推出的「移动应用服务」 

 

 同時，交易所也要求资讯供应商或券商就参与推广计划达到合规标准 

 例如:  - 采取技术控制确保有关服务只提供于内地订户/位于内地订户 

                     - 保留订户的 IP 以及独有用户 ID，以符合审计要求 

                     - 从服务开始日起提交月度报告，上报订户总数及明细 

 

    为达到合规标准，有赖交易所和客户间的共同合作，在使用和提供市场数据的合

规方面 

         加强双方的沟通，减低违规的风险 

         例如: - BMP基本报价服务数据内容只可按次手动更新 (即快照模式) 提供单一证券报价、 

                      图表不可自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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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防  监 察 审计 

市场数据部不时举办研讨
会及拜访会议加强客户对
实时市场数据规范的了解，
制定指导说明协助客户理
解合规要求 

交流 沟通 不定时检定 定期审计 

由市场数据部或委任独立审
计师定期审计客户使用实时
的行情规范，包括技术控制、
开通、用量、报告、付费等
系統及程序达到合同中的要
求 

由市场数据部或委任独
立审计师不定时检定客
户使用实时行情的规范，
确保使用符合要求 

 

市场数据服务 
的合规方案 

执
行 

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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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度用户报告 – 摘要 

市场数据服务 
的合规报告 

移动应用服务/ 
BMP基本報價服

務/ 
非顯示用途 

L1/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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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度用户报告 – 明细 
 

 
 
 

市场数据服务 
的合规报告 

服务平台/服务  
包括 

用户名称/ID 用户数量 用户开始/ 
结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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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人每两年至五年进行 

 
通过审阅、询問、核对，确保客户使用或转发实时市场数据的
规范 
 

 
于持牌首年进行 

 
通过审阅、询問、核对，确保客户使用或转发实时市场数据的
规范 
 

 
不定时抽查客户使用实时行情的规范 

 
通过检定、询問，确保客户使用或转发实时市场数据的规范 

 

违反数据使用规定可导致停牌  

首次审计 
 

不定时抽查 

经常性审计 
 

市场数据服务 
的合规方案 

合规性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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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数据服务指导说明 
 

http://www.hkex.com.hk/Services/Market-Data-Services 
 
 

查詢 
 

DataClientAudit@hkex.com.hk 
 

市场数据服务 
的合规方案 

http://www.hkex.com.hk/Services/Market-Data-Services
http://www.hkex.com.hk/Services/Market-Data-Services
http://www.hkex.com.hk/Services/Market-Data-Services
http://www.hkex.com.hk/Services/Market-Data-Services
http://www.hkex.com.hk/Services/Market-Data-Services
http://www.hkex.com.hk/Services/Market-Data-Services
mailto:DataClientAudit@hkex.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