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期貨結算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集團全資附屬成員機構) 

HKFE CLEARING CORPORATION LIMITED 
(A wholly-owned member of the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Group) 

通告  CIRCULAR 

 
 

 
編號 
Ref. No.: DCRM/HKCC/062/2016 

 日期 
Date: 29/03/2016 

 

事項： 按金率 

查詢： 2211-6901 

 

謹請留意，根據《交易所規則》第 617(d)條及《期貨結算公司規則》第 402 條，期交所及

結算所決定自 2016 年 4 月 1 日（星期五）起，將以下期貨合約的按金水平定為： 

  

           

     

客戶按金 

 

結算所 

按金 

               

   

基本按金 

(港元)   

維持按金 

(港元)      

     

(港元) 

恒生指數  按金  64,400 /每張  51,550 /每張  51,550 /每張 

 跨期按金  12,900 /每對  10,350 /每對  10,350 /每對 

             

小型恒生指數  按金  12,880 /每張  10,310 /每張  10,310 /每張 

 跨期按金  2,580 /每對  2,070 /每對  2,070 /每對 

             

Ｈ股指數  按金  34,250 /每張  27,400 /每張  25,900 /每張 

 跨期按金  10,300 /每對  8,250 /每對  7,800 /每對 

             

小型Ｈ股指數  按金  6,850 /每張  5,480 /每張  5,180 /每張 

 跨期按金  2,060 /每對  1,650 /每對  1,560 /每對 

             

中華交易服務中國 120 指

數 

 按金  16,840 /每張  13,470 /每張  12,730 /每張 

 跨期按金  5,060 /每對  4,050 /每對  3,820 /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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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國企股息點指數  按金  1,790 /每張  1,430 /每張  1,430 /每張 

 跨期按金  2,150 /每對  1,720 /每對  1,720 /每對 

             

恒指股息點指數  按金  4,120 /每張  3,290 /每張  3,290 /每張 

 跨期按金  4,950 /每對  3,950 /每對  3,950 /每對 

             

恒指波幅指數  按金  28,970 /每張  23,180 /每張  23,180 /每張 

   跨期按金  8,700 /每對  6,960 /每對  6,960 /每對 

             

IBOVESPA  按金  27,550 /每張  22,040 /每張  21,060 /每張 

   跨期按金  8,270 /每對  6,620 /每對  6,320 /每對 

             

S&P BSE Sensex Index  按金  15,750 /每張  12,600 /每張  12,600 /每張 

   跨期按金  4,730 /每對  3,780 /每對  3,780 /每對 

             

FTSE/JSE Top40 Index  按金  33,420 /每張  26,740 /每張  25,310 /每張 

   跨期按金  10,030 /每對  8,030 /每對  7,600 /每對 

             

MICEX 指數  按金  21,780 /每張  17,430 /每張  17,430 /每張 

   跨期按金  6,540 /每對  5,230 /每對  5,230 /每對 

             

一個月港元利率  按金  1,170 /每張  934 /每張  903 /每張 

 跨期按金  請 參 看 附 表 1 

             

三個月港元利率期貨  按金  1,720 /每張  1,380 /每張  1,320 /每張 

 跨期按金  請 參 看 附 表 1 

             

iShares 安碩富時 A50 中

國指數 ETF 

 按金  4,430 /每張  3,550 /每張  3,370 /每張 

 跨期按金  1,330 /每對  1,070 /每對  1,020 /每對 

             

http://www.hkex.com.hk/chi/market/rm/rm_dcrm/riskdata/margin_hkcc/Documents/chi_12m_table_20160201.zip
http://www.hkex.com.hk/chi/market/rm/rm_dcrm/riskdata/margin_hkcc/Documents/chi_12m_table_20160201.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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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 

 按金  9,430 /每張  7,540 /每張  7,110 /每張 

 跨期按金  2,830 /每對  2,270 /每對  2,140 /每對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718 /每張  574 /每張  539 /每張 

 跨期按金  216 /每對  173 /每對  162 /每對 

             

阿里巴巴影業集團有限公

司 

 按金  9,980 /每張  7,980 /每張  7,540 /每張 

 跨期按金  3,000 /每對  2,400 /每對  2,270 /每對 

             

華夏滬深 300 指數 ETF   按金  7,150 /每張  5,720 /每張  5,420 /每張 

 跨期按金  2,150 /每對  1,720 /每對  1,630 /每對 

             

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按金  7,550 /每張  6,040 /每張  5,690 /每張 

 跨期按金  2,270 /每對  1,820 /每對  1,710 /每對 

             

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 

 按金  2,970 /每張  2,380 /每張  2,240 /每張 

 跨期按金  891 /每對  714 /每對  672 /每對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203 /每張  163 /每張  160 /每張 

 跨期按金  61 /每對  49 /每對  48 /每對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396 /每張  317 /每張  300 /每張 

 跨期按金  119 /每對  96 /每對  90 /每對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按金  551 /每張  441 /每張  420 /每張 

 跨期按金  166 /每對  133 /每對  126 /每對 

             

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按金  822 /每張  658 /每張  624 /每張 

 跨期按金  247 /每對  198 /每對  188 /每對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 

 按金  341 /每張  273 /每張  257 /每張 

 跨期按金  103 /每對  82 /每對  78 /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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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按金  923 /每張  738 /每張  700 /每張 

 跨期按金  277 /每對  222 /每對  210 /每對 

             

中國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 

 按金  4,270 /每張  3,420 /每張  3,260 /每張 

 跨期按金  1,290 /每對  1,030 /每對  978 /每對 

             

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按金  9,580 /每張  7,660 /每張  7,290 /每張 

 跨期按金  2,880 /每對  2,300 /每對  2,190 /每對 

             

中國廣核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 

 按金  13,610 /每張  10,890 /每張  10,280 /每張 

 跨期按金  4,090 /每對  3,270 /每對  3,090 /每對 

             

中海油田服務股份有限公

司 

 按金  9,840 /每張  7,870 /每張  7,420 /每張 

 跨期按金  2,960 /每對  2,370 /每對  2,230 /每對 

             

中國宏橋集團有限公司  按金  6,730 /每張  5,380 /每張  5,120 /每張 

 跨期按金  2,020 /每對  1,620 /每對  1,540 /每對 

             

中國移動有限公司  按金  2,670 /每張  2,130 /每張  2,130 /每張 

 跨期按金  801 /每對  639 /每對  639 /每對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

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2,050 /每張  1,640 /每張  1,560 /每張 

 跨期按金  615 /每對  492 /每對  468 /每對 

             

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1,300 /每張  1,040 /每張  977 /每張 

 跨期按金  390 /每對  312 /每對  294 /每對 

             

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  按金  3,200 /每張  2,560 /每張  2,560 /每張 

 跨期按金  960 /每對  768 /每對  768 /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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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 

 按金  2,020 /每張  1,620 /每張  1,520 /每張 

 跨期按金  606 /每對  486 /每對  456 /每對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按金  2,160 /每張  1,730 /每張  1,730 /每張 

 跨期按金  648 /每對  519 /每對  519 /每對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773 /每張  618 /每張  583 /每張 

 跨期按金  232 /每對  186 /每對  175 /每對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按金  1,120 /每張  894 /每張  845 /每張 

 跨期按金  336 /每對  269 /每對  254 /每對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按金  1,290 /每張  1,030 /每張  965 /每張 

 跨期按金  387 /每對  309 /每對  290 /每對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 

 按金  1,060 /每張  843 /每張  795 /每張 

 跨期按金  318 /每對  253 /每對  239 /每對 

             

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9,800 /每張  7,840 /每張  7,380 /每張 

 跨期按金  2,940 /每對  2,360 /每對  2,220 /每對 

             

CSOP 富時中國 A50 ETF  按金  4,820 /每張  3,860 /每張  3,650 /每張 

 跨期按金  1,450 /每對  1,160 /每對  1,100 /每對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 

 按金  14,120 /每張  11,300 /每張  10,680 /每張 

 跨期按金  4,240 /每對  3,390 /每對  3,210 /每對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7,300 /每張  5,840 /每張  5,540 /每張 

 跨期按金  2,190 /每對  1,760 /每對  1,670 /每對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619 /每張  495 /每張  469 /每張 

 跨期按金  186 /每對  149 /每對  141 /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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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21,330 /每張  17,060 /每張  16,280 /每張 

 跨期按金  6,400 /每對  5,120 /每對  4,890 /每對 

             

華南城控股有限公司  按金  1,620 /每張  1,300 /每張  1,220 /每張 

 跨期按金  486 /每對  390 /每對  366 /每對 

             

神州數碼控股有限公司  按金  5,420 /每張  4,340 /每張  4,130 /每張 

 跨期按金  1,630 /每對  1,310 /每對  1,240 /每對 

          

思捷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按金  101 /每張  81 /每張  76 /每張 

 跨期按金  31 /每對  25 /每對  23 /每對 

             

恒大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按金  14,430 /每張  11,540 /每張  10,900 /每張 

 跨期按金  4,330 /每對  3,470 /每對  3,270 /每對 

             

富智康集團有限公司  按金  350 /每張  280 /每張  266 /每張 

 跨期按金  105 /每對  84 /每對  80 /每對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  按金  12,150 /每張  9,720 /每張  9,160 /每張 

 跨期按金  3,650 /每對  2,920 /每對  2,750 /每對 

             

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 

 按金  8,000 /每張  6,400 /每張  6,050 /每張 

 跨期按金  2,400 /每對  1,920 /每對  1,820 /每對 

             

國美電器  按金  6,220 /每張  4,980 /每張  4,670 /每張 

 跨期按金  1,870 /每對  1,500 /每對  1,410 /每對 

             

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11,270 /每張  9,020 /每張  8,480 /每張 

 跨期按金  3,390 /每對  2,710 /每對  2,550 /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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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14,360 /每張  11,490 /每張  10,900 /每張 

 跨期按金  4,310 /每對  3,450 /每對  3,270 /每對 

             

電能實業有限公司  按金  2,460 /每張  1,970 /每張  1,970 /每張 

 跨期按金  738 /每對  591 /每對  591 /每對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

司 

 按金  1,510 /每張  1,210 /每張  1,140 /每張 

 跨期按金  453 /每對  363 /每對  342 /每對 

             

匯豐控股有限公司  按金  1,680 /每張  1,350 /每張  1,270 /每張 

 跨期按金  504 /每對  405 /每對  381 /每對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按金  887 /每張  709 /每張  709 /每張 

 跨期按金  267 /每對  213 /每對  213 /每對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按金  4,260 /每張  3,410 /每張  3,220 /每張 

 跨期按金  1,280 /每對  1,030 /每對  966 /每對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 

 按金  1,360 /每張  1,090 /每張  1,030 /每張 

 跨期按金  408 /每對  327 /每對  309 /每對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HSB -

合約乘數=100) 

 按金  860 /每張  688 /每張  668 /每張 

 跨期按金  258 /每對  207 /每對  201 /每對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HSA -

合約乘數=102) 

 按金  879 /每張  704 /每張  683 /每張 

 跨期按金  264 /每對  212 /每對  206 /每對 

            

華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23,840 /每張  19,070 /每張  18,090 /每張 

 跨期按金  7,160 /每對  5,730 /每對  5,430 /每對 

             

中國輝山乳業控股有限公

司 

 按金  8,880 /每張  7,100 /每張  7,100 /每張 

 跨期按金  2,670 /每對  2,130 /每對  2,130 /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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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 

 按金  288 /每張  231 /每張  218 /每張 

 跨期按金  87 /每對  70 /每對  66 /每對 

             

金山軟件有限公司  按金  11,160 /每張  8,930 /每張  8,520 /每張 

 跨期按金  3,350 /每對  2,680 /每對  2,560 /每對 

             

利豐有限公司  按金  939 /每張  751 /每張  711 /每張 

 跨期按金  282 /每對  226 /每對  214 /每對 

             

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 

 按金  5,800 /每張  4,640 /每張  4,390 /每張 

 跨期按金  1,740 /每對  1,400 /每對  1,320 /每對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按金  1,190 /每張  951 /每張  951 /每張 

 跨期按金  357 /每對  286 /每對  286 /每對 

             

新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 

 按金  15,720 /每張  12,580 /每張  11,840 /每張 

 跨期按金  4,720 /每對  3,780 /每對  3,560 /每對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按金  497 /每張  398 /每張  386 /每張 

 跨期按金  150 /每對  120 /每對  116 /每對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 (PAI -合約乘數

=500) 

 按金  1,810 /每張  1,450 /每張  1,370 /每張 

 跨期按金  543 /每對  435 /每對  411 /每對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 (PAA -合約乘數

=1,000) 

 按金  3,620 /每張  2,900 /每張  2,740 /每張 

 跨期按金  1,086 /每對  870 /每對  822 /每對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

公司 

 按金  1,250 /每張  995 /每張  938 /每張 

 跨期按金  375 /每對  299 /每對  282 /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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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 

 按金  2,860 /每張  2,290 /每張  2,150 /每張 

 跨期按金  858 /每對  687 /每對  645 /每對 

             

保利置業集團有限公司 

 

 按金  2,620 /每張  2,090 /每張  1,970 /每張 

 跨期按金  786 /每對  627 /每對  591 /每對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按金  5,940 /每張  4,750 /每張  4,750 /每張 

 跨期按金  1,790 /每對  1,430 /每對  1,430 /每對 

             

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

限公司 

 按金  3,910 /每張  3,130 /每張  2,930 /每張 

 跨期按金  1,180 /每對  939 /每對  879 /每對 

             

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 

 按金  6,610 /每張  5,290 /每張  4,960 /每張 

 跨期按金  1,990 /每對  1,590 /每對  1,490 /每對 

             

SOHO 中國有限公司  按金  4,030 /每張  3,220 /每張  3,040 /每張 

 跨期按金  1,210 /每對  966 /每對  912 /每對 

             

融創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按金  7,740 /每張  6,190 /每張  5,850 /每張 

 跨期按金  2,330 /每對  1,860 /每對  1,760 /每對 

             

 太古股份有限公司'A'  按金  2,560 /每張  2,050 /每張  2,050 /每張 

 跨期按金  768 /每對  615 /每對  615 /每對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 (TCH -

合約乘數=1,000) 

 按金  12,130 /每張  9,710 /每張  9,250 /每張 

 跨期按金  3,640 /每對  2,920 /每對  2,780 /每對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 (TCA -

合約乘數=10,000) 

 按金  121,300 /每張  97,100 /每張  92,500 /每張 

 跨期按金  36,400 /每對  29,200 /每對  27,800 /每對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按金  3,880 /每張  3,100 /每張  2,920 /每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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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期按金  1,170 /每對  930 /每對  876 /每對 

          

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4,980 /每張  3,980 /每張  3,790 /每張 

 跨期按金  1,500 /每對  1,200 /每對  1,140 /每對 

             

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 

 按金  3,360 /每張  2,690 /每張  2,550 /每張 

 跨期按金  1,010 /每對  807 /每對  765 /每對 

  

           

     

客戶按金 

 

結算所 

按金 

               

   

基本按金 

(人民幣)  

維持按金 

(人民幣)      

     

(人民幣) 

倫敦鋁期貨小型合約  按金  3,640 /每張  2,910 /每張  2,910 /每張 

 跨期按金  1,100 /每對  873 /每對  873 /每對 

             

倫敦銅期貨小型合約  按金  9,260 /每張  7,410 /每張  7,030 /每張 

 跨期按金  2,780 /每對  2,230 /每對  2,110 /每對 

             

倫敦鎳期貨小型合約  按金  5,060 /每張  4,050 /每張  3,980 /每張 

 跨期按金  1,520 /每對  1,220 /每對  1,200 /每對 

             

倫敦鉛期貨小型合約  按金  4,260 /每張  3,410 /每張  3,210 /每張 

 跨期按金  1,280 /每對  1,030 /每對  963 /每對 

             

倫敦錫期貨小型合約  按金  9,790 /每張  7,830 /每張  7,830 /每張 

 跨期按金  2,940 /每對  2,350 /每對  2,350 /每對 

             

倫敦鋅期貨小型合約  按金  4,680 /每張  3,740 /每張  3,560 /每張 

 跨期按金  1,410 /每對  1,130 /每對  1,070 /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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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人民幣(香港)期貨  按金  12,950 /每張  10,360 /每張  9,920 /每張 

 跨期按金  7,770 /每對  6,220 /每對  5,960 /每對 

   

現貨月按金* 

 

2,590 /每張  2,080 /每張  1,990 /每張 

 

*現貨月合約的現貨月按金將於最後結算日前一個營業日之前的最後四個營業日收取。 

 

請注意，以上最低按金率是為貴公司擁有最佳財政狀況的客戶而設，交易所參與者應按照個

別客戶的情況設定其按金要求。 

 

 

香港期貨結算有限公司  

授權簽署人 

吳崇山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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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月港元利率期貨 

跨期按金 

(生效日期: 2016年 4月 1日) 

    

跨期組合 按金類別 
基本按金                            

(港元) 

維持按金                                

(港元) 

第一個月 對 第四個月 

第一個月 對 第五個月 

第一個月 對 第六個月 

客戶按金 每對 1,330 元 每對 1,060 元 

結算所按金 每對 1,000 元 不適用 

第一個月 對 第二個月 

第一個月 對 第三個月 

客戶按金 每對 1,200 元 每對 960 元 

結算所按金 每對 906 元 不適用 

第二個月 對 第四個月 

第二個月 對 第五個月 

第二個月 對 第六個月 

第三個月 對 第四個月 

第三個月 對 第五個月 

第三個月 對 第六個月 

客戶按金 每對 668 元 每對 534 元 

結算所按金 每對 504 元 不適用 

第二個月 對 第三個月 

客戶按金 每對 545 元 每對 436 元 

結算所按金 每對 410 元 不適用 

第四個月 對 第五個月 

第四個月 對 第六個月 

第五個月 對 第六個月 

客戶按金 每對 351 元 每對 281 元 

結算所按金 每對 271 元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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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港元利率期貨 

跨期按金 

(生效日期: 2016年 4月 1日) 

  
 

 

跨期組合 按金類別 
基本按金                            

(港元) 

維持按金                                

(港元) 

第一個月 對 第六個月 

第一個月 對 第七個月 

第一個月 對 第八個月 

第一個月 對 第九個月 

第一個月 對 第十個月 

第二個月 對 第六個月 

第二個月 對 第七個月 

第二個月 對 第八個月 

第二個月 對 第九個月 

第二個月 對 第十個月 

客戶按金 每對 3,440 元 每對 2,760 元 

結算所按金 每對 2,640 元 不適用 

第三個月 對 第六個月 

第三個月 對 第七個月 

第三個月 對 第八個月 

第三個月 對 第九個月 

第三個月 對 第十個月 

第四個月 對 第六個月 

第四個月 對 第七個月 

第四個月 對 第八個月 

第四個月 對 第九個月 

第四個月 對 第十個月 

第五個月 對 第六個月 

第五個月 對 第七個月 

第五個月 對 第八個月 

第五個月 對 第九個月 

第五個月 對 第十個月 

客戶按金 每對 3,440 元 每對 2,760 元 

結算所按金 每對 2,640 元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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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個月 對 第七個月 

第六個月 對 第八個月 

第六個月 對 第九個月 

第六個月 對 第十個月 

第七個月 對 第八個月 

第七個月 對 第九個月 

第七個月 對 第十個月 

 

 

第八個月 對 第九個月 

第八個月 對 第十個月 

第九個月 對 第十個月 

客戶按金 每對 3,440 元 每對 2,760 元 

結算所按金 每對 2,640 元 不適用 

第一個月 對 第三個月 

第一個月 對 第四個月 

第一個月 對 第五個月 

第二個月 對 第三個月 

第二個月 對 第四個月 

第二個月 對 第五個月 

客戶按金 每對 3,220 元 每對 2,580 元 

結算所按金 每對 2,430 元 不適用 

第三個月 對 第四個月 

第三個月 對 第五個月 

第四個月 對 第五個月 

客戶按金 每對 2,630 元 每對 2,100 元 

結算所按金 每對 1,980 元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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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月 對 第二個月 

客戶按金 每對 2,090 元 每對 1,670 元 

結算所按金 每對 1,580 元 不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