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 港 期貨 交易 所有 限公 司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HONG KONG FUTURES EXCHANGE LIMITED 
(A wholly-owned subsidiary of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通告  CIRCULAR 

 
 

 

事項: 推出新行業指數期貨 

查詢: 葉先生   2211-6150 / 陳先生   2211-6139 

 

交易所宣佈將於 2016 年 5 月 9 日推出 7 隻新行業指數期貨，包括： 

 

1. 中華交易服務博彩業指數期貨 (“博彩業期貨”) 

2. 恒生中國內地石油及天然氣指數期貨 (“內油期貨”) 

3. 恒生中國內地銀行指數期貨  (“內銀期貨”) 

4. 恒生中國內地醫療保健指數期貨 (“藥業期貨”) 

5. 恒生中國內地地產指數期貨 (“內房期貨”) 

6. 恒生資訊科技器材指數期貨 (“IT 器材期貨”) 

7. 恒生軟件服務指數期貨 (“軟件期貨”) 

 

行業指數期貨是低成本及高資本效益的交易產品，讓投資者捕捉個別行業的交易機會及更有效管理

其投資風險。投資者能靈活分配投資於各行業及執行長短倉策略，例如：股票指數期貨對行業期貨，

較佳表現的行業期貨對較差表現的行業期貨及行業期貨對個別股票期貨。 

 

7 隻行業指數的挑選是根據以下準則：1)指數成份股具備高市值及高成交量；或 2)行業指數的波幅

較高及其成份股與恒生中國企業指數（即Ｈ股指數）的重疊較小。 

 

行業指數是按期貨交易需要而設計。指數成份股由相關行業挑選，包含該行業內不超過 10 間的主要

及領導公司。成份股將按流通量篩選，而每隻股票於 6 個月內的成交量不能少於 2 千萬。成份股佔

指數比重不多於 15%以避免過度集中，如指數內的成份股少於 8 隻，成份股佔指數比重將不多於

25%。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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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行業指數及其成份股佔指數比重詳情可參閱附件一。而指數水平及其成份股的更新，可瀏覽恒

生指數有限公司（http://www.hsi.com.hk）及中華交易服務有限公司（http://www.cesc.com）網

站。 

 

 

合約細則 

 

新行業指數期貨主要合約細則如下： 

 

1. 相關指數及HKATS代碼請參考下列名單： 

 

期貨合約全名 相關指數 HKATS 代

碼 

中華交易服務博彩業指數期貨合約 中華交易服務博彩業指數 GTI 

恒生中國內地石油及天然氣指數期貨合約 恒生中國內地石油及天然氣指數  MOI 

恒生中國內地銀行指數期貨合約 恒生中國內地銀行指數 MBI 

恒生中國內地醫療保健指數期貨合約 恒生中國內地醫療保健指數 MCI 

恒生中國內地地產指數期貨合約 恒生中國內地地產指數 MPI 

恒生資訊科技器材指數期貨合約 恒生資訊科技器材指數 ITI 

恒生軟件服務指數期貨合約 恒生軟件服務指數 SSI 

 

2. 合約乘數: 每 1 指數點 50 港元 

 

3. 最低價格波幅: 0.5 個指數點 (或 25 港元) 

 

4.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兩個季月 

 

5. 持倉限額: 恒生中國內地醫療保健指數期貨合約、恒生中國內地地產指數期貨合約、恒生資訊科

技器材指數期貨合約、恒生軟件服務指數期貨合約及中華交易服務博彩業指數期貨合約分別為

所有合約月份淨額合共 5,000 張 ；而恒生中國內地石油及天然氣指數期貨合約及恒生中國內地

銀行指數期貨合約分別為所有合約月份淨額合共 15,000 張 

 

http://www.hsi.com.hk/
http://www.ces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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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額未平倉合約: 任何一個合約月份， 未平倉合約達 500 張便須呈報 

 

7. 最後交易日: 該月最後第二個營業日 

 

8. 最後結算日: 最後交易日之後的第一個營業日 

 

9. 最後結算價: 在最後交易日當天下列時間所報指數點的平均數為依歸，以四捨五入法上調至最接

近的一個小數位：(i)聯交所持續交易時段開始後的五(5)分鐘起直至持續交易時段完結前的五(5)

分鐘止，期間每隔五(5)分鐘所報的指數點，與(ii)聯交所收市時的收市指數點。(即平均 66 個指

數點） 

 

10. 交易所費用: 每張單邊合約 2.00 港元 

 

11. 現金結算費用: 每張單邊合約 2.00 港元 

 

12. 證監會徵費: 每張合約 0.54 港元。 由 2016 年 5 月 9 日起至 2016 年 11 月 8 日止的首 6 個月

證監會徵費將獲豁免。交易所參與者請通知客戶有關證監會徵費豁免的事宜。  

 

詳細的行業指數期貨合約細則載於附件二以供參考。 

 

 

交易規則及程序 

 

有關行業指數期貨的規則修訂將另函通告。 

 

 

指數公司免責聲明 

 

交易所參與者應提醒買賣行業指期貨合約的客戶留意載於附件三及四有關指數公司的免責聲明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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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安排 

 

請注意以下用於行業指數期貨的交易安排： 

i) 2016 年 5 月 6 日的推出前期安排(即開始交易日的前一營業日)： 行業指數期貨合約的交易代

碼將顯示於 HKATS，但不能進行交易。行業指數期貨的按金風險系數檔案、結算及未平倉合約

報告開始產生； 

ii) HKATS 買賣盤張數上限為 1,000 張；  

iii) 根據交易所規則 819B 指數期貨錯價交易價格參數為偏離期貨合約的基準價格 3%； 

iv) 股票指數期貨的大手交易要求適用於行業指數期貨。 

 

 

獎勵計劃 

 

於推出後首 12 月（即 2016 年５月９日至 2017 年５月 8 日）交易所將推出交易費用５0%折扣

（即每張交易合約費用為港幣１元），計劃適用於參與者户口及客戶户口。 

 

 

市場莊家/市場流通量規定 

 

交易所歡迎申請登記成為新行業指數期貨的市場莊家／市場流通量提供者。若市場莊家／市場流通

量提供者就上述新行業指數期貨達到開價責任的要求，行業指數期貨合約每張的交易費用為港幣 0.4

元（即享有 80%折扣）。有與趣的參與者可聯絡羅小姐，電郵: SummerLuo@hkex.com.hk 或顧小

姐，電郵: RinaKu@hkex.com.hk。 

 

 

按金要求 

 

有關結算所對行業指數期貨的客戶按金要求，可參考結算所於交易前發出的相關通告。 

 

 

交易資訊 

 

交易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將盡快公布資訊供應商所提供的新行業指數期貨的訊息代碼。 

mailto:SummerLuo@hkex.com.hk
mailto:RinaKu@hkex.com.hk
http://www.hkex.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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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參與者推廣協助 

 

交易所將提供推廣物品以支持交易所參與者推廣行業指數期貨。有興趣參與推廣的參與者，請聯絡

葉先生，電郵 JustynIp@hkex.com.hk。 

 

 

參與者準備 

 

參與者請通知員工及有興趣的客戶有關上述新行業指數期貨的推出及詳情。參與者應確保後勤系統

就交易上述新行業指數期貨已準備就緒。同時，參與者的員工應清楚理解以上內容，謹慎小心地處

理相關期貨買賣及向客戶提供建議。 

 

 

 

 

 

李剛 

聯席主管 

市場發展科 

 

 

附件 

 

 

 

 

本通告已以英文及另以中文譯本刊發。如本通告中文本的字義或詞義與英文本有所出入，概以英文本為準。 

 

  

mailto:JustynIp@hkex.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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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指數特色及挑選準則 

 

指數管理者 恒生指數有限公司 中華證券交易服務有限公司 

相關指數  恒生中國內地石油及天然氣指數  

 恒生中國內地銀行指數 

 恒生中國內地醫療保健指數 

 恒生中國內地地產指數 

 恒生資訊科技器材指數  

 恒生軟件服務指數 

 中華交易服務博彩業指數 

成份股數目 10 

挑選準則  首 10 隻相關行業平均 12 個月市值最大的股票 

 股票過去 6 個月的平均每日成交金額達港幣 2 千萬 

計算方法  成份股經流通市值調整 

 比重上限規則: 

- 若成份股數目為 8 隻至 10 隻，指數內成份股的比重上限設定為 15%； 

- 若成份股數目為 7 隻至 5 隻，指數內成份股的比重上限設定為 25%； 

- 若成份股數目為１隻至４隻，指數內成份股的比重上限將平均分佈 

基值 3000 

指數發佈 每 2 秒 每 5 秒 

貨幣  港元 

 

成份股名稱(2016 年 1 月 29 日) 

 

中華交易服務博彩業指數（成份股及比重只供參考，有待最後公布） 

 

股票代碼 股票名稱 比重* (%) 

0027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16.44 

0200 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9.82 

0326 中國星集團有限公司 0.63 

0880 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 14.64 

1128 永利澳門有限公司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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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 華彩控股有限公司 2.13 

1680 澳門勵駿創建有限公司 2.63 

1928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16.40 

2282 美高梅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14.37 

3918 金界控股有限公司 8.75 

 

恒生中國內地石油及天然氣指數 

 

股票代碼 股票名稱 比重* (%) 

0135 昆侖能源有限公司 14.47 

0386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5.39 

0857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14.58 

0883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15.48 

0934 中石化冠德控股有限公司 6.29 

2236 惠生工程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1.4 

2386 中石化煉化工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14.63 

2883 中海油田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12.33 

3337 安東油田服務集團 1.33 

3899 中集安瑞科控股有限公司 4.09 

 

恒生中國內地銀行指數 

 

股票代碼 股票名稱 比重* (%) 

0939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5.09 

0998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1 

1288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3.58 

1398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4.6 

1988 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57 

3328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28 

3618 重慶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99 

3968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2.38 

3988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4.91 

6818 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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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中國內地醫療保健指數 

 

股票代碼 股票名稱 比重* (%) 

0570 中國中藥有限公司 6.67 

0867 美加醫學科技有限公司 11.29 

1066 山東威高集團醫用高分子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8.53 

1093 石藥集團有限公司 15.42 

1099 國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5.36 

1177 中國生物製藥有限公司 13.55 

1515 鳳凰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3.81 

2186 綠葉製藥集團有限公司 9.7 

2196 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6.82 

2607 上海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8.85 

 

恒生中國內地地產指數 

 

股票代碼 股票名稱 比重* (%) 

0283 高銀地產控股有限公司 4.05 

0683 嘉里建設有限公司 6.27 

0688 中國海外發展有限公司 14.55 

0813 世茂房地產控股有限公司 7.07 

0960 龍湖地產有限公司 7.74 

1109 華潤置地有限公司 14.99 

2007 碧桂園控股有限公司 14.51 

3333 恒大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11.94 

3377 遠洋地產控股有限公司 7.11 

3699 大連萬達商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11.76 

 

恒生資訊科技器材指數 

 

股票代碼 股票名稱 比重* (%) 

0285 比亞迪電子(國際)有限公司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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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3 偉易達集團有限公司 15.61 

0552 中國通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10.61 

0732 信利國際有限公司 4.08 

0763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13.79 

0992 聯想集團有限公司 14.25 

2018 瑞聲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15.32 

2038 富智康集團有限公司 12.76 

2369 酷派集團有限公司 5.6 

2618 TCL 通訊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4.23 

 

恒生軟件服務指數 

 

股票代碼 股票名稱 比重* (%) 

0268 金蝶國際軟件集團有限公司 12.94 

0327 百富環球科技有限公司 14.59 

0400 科通芯城集團 9.21 

0434 博雅互動國際有限公司 3.32 

0700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 17.16 

0777 網龍網絡有限公司 9.26 

1236 國農控股有限公司 7.57 

1980 天鴿互動控股有限公司 6.18 

2280 慧聰網有限公司 4.78 

3888 金山軟件有限公司 14.98 

 

 

 

*成份股比重會於半年檢討中重設上限。於檢討前，成份股的比重可能會因應其股價變動而超越比重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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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華交易服務博彩業指數期貨合約是受買賣股票指數期貨規例規管的股票指數期貨合約。本

合約細則英文本中大寫而無另行界定的詞彙與買賣股票指數期貨規例中所述相同。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股票指數期貨合約——中華交易服務博彩業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中華交易服務博彩業指數（由中華證券交易服務有限

公司編纂、計算及發放的股份價格指數）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50 港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兩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5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在結算所登記的股票指數期貨合約——中華交易服

務博彩業指數期貨合約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淨持

倉 5,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及 

中華交易服務博彩業指數期貨 

的 

合約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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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淨持倉 5,000 張長倉或

短倉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計

算。為釐定是否達到訂明上限，長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 及短倉合約則獲分配負數 1，不論何日到期。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而言為500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500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十五分（午市） 

 

聖誕前夕、新年前夕及農曆新年前夕均不設午市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正（午市） 

 

若最後交易日為聖誕前夕、新年前夕或農曆新年前

夕，當天不設午市。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最後交易日之後的第一個營業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結算合約 

 

最後交易日 緊接合約月份最後營業日之前一個營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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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結算價格 中華交易服務博彩業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

算所釐定，並採用中華交易服務博彩業指數期貨（由

中華證券交易服務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放）在最

後交易日當天下列時間所報指數點的平均數為依歸，

以四捨五入法上調至最接近的一個小數位：(i)聯交所

持續交易時段開始後的五(5)分鐘起直至持續交易時

段完結前的五(5)分鐘止期間每隔五(5)分鐘所報的指

數點，與(ii)聯交所收市時。在個別情況下，本交易

所行政總裁有權根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

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2.00 港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 」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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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中國內地石油及天然氣指數期貨合約是受買賣股票指數期貨規例規管的股票指數期貨合

約。本合約細則英文本中大寫而無另行界定的詞彙與買賣股票指數期貨規例中所述相同。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股票指數期貨合約——恒生中國內地石油及天然氣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恒生中國內地石油及天然氣指數（由恒生指數有限公

司編纂、計算及發放的股份價格指數）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50 港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兩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5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在結算所登記的股票指數期貨合約——恒生中國內

地石油及天然氣指數期貨合約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淨持

倉 15,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淨持倉 15,000 張長倉

恒生中國內地石油及天然氣指數期貨 

的 

合約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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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短倉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計

算。為釐定是否達到訂明上限，長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 及短倉合約則獲分配負數 1，不論何日到期。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而言為500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500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十五分（午市） 

 

聖誕前夕、新年前夕及農曆新年前夕均不設午市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正（午市） 

 

若最後交易日為聖誕前夕、新年前夕或農曆新年前

夕，當天不設午市。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最後交易日之後的第一個營業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結算合約 

 

最後交易日 緊接合約月份最後營業日之前一個營業日 

 

最後結算價格 恒生中國內地石油及天然氣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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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由結算所釐定，並採用恒生中國內地石油及天然氣

指數期貨（由恒生指數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放）

在最後交易日當天下列時間所報指數點的平均數為依

歸，以四捨五入法上調至最接近的一個小數位：(i)聯

交所持續交易時段開始後的五(5)分鐘起直至持續交

易時段完結前的五(5)分鐘止期間每隔五(5)分鐘所報

的指數點，與(ii)聯交所收市時。在個別情況下，本

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

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2.00 港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 」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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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中國內地銀行指數期貨合約是受買賣股票指數期貨規例規管的股票指數期貨合約。本合

約細則英文本中大寫而無另行界定的詞彙與買賣股票指數期貨規例中所述相同。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股票指數期貨合約——恒生中國內地銀行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恒生中國內地銀行指數（由恒生指數有限公司編纂、

計算及發放的股份價格指數）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50 港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兩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5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在結算所登記的股票指數期貨合約——恒生中國內

地銀行指數期貨合約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淨持

倉 15,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淨持倉 15,000 張長倉

或短倉為限 

恒生中國內地銀行指數期貨 

的 

合約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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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計

算。為釐定是否達到訂明上限，長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 及短倉合約則獲分配負數 1，不論何日到期。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而言為500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500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十五分（午市） 

 

聖誕前夕、新年前夕及農曆新年前夕均不設午市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正（午市） 

 

若最後交易日為聖誕前夕、新年前夕或農曆新年前

夕，當天不設午市。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最後交易日之後的第一個營業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結算合約 

 

最後交易日 緊接合約月份最後營業日之前一個營業日 

 

最後結算價格 恒生中國內地銀行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算

所釐定，並採用恒生中國內地銀行指數期貨（由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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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放）在最後交易日當天

下列時間所報指數點的平均數為依歸，以四捨五入法

上調至最接近的一個小數位：(i)聯交所持續交易時段

開始後的五(5)分鐘起直至持續交易時段完結前的五

(5)分鐘止期間每隔五(5)分鐘所報的指數點，與(ii)聯

交所收市時。在個別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

根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2.00 港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 」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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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中國內地醫療保健指數期貨合約是受買賣股票指數期貨規例規管的股票指數期貨合約。

本合約細則英文本中大寫而無另行界定的詞彙與買賣股票指數期貨規例中所述相同。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股票指數期貨合約——恒生中國內地醫療保健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恒生中國內地醫療保健指數（由恒生指數有限公司編

纂、計算及發放的股份價格指數）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50 港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兩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5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在結算所登記的股票指數期貨合約——恒生中國內

地醫療保健指數期貨合約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淨持

倉 5,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淨持倉 5,000 張長倉或

恒生中國內地醫療保健指數期貨 

的 

合約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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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倉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計

算。為釐定是否達到訂明上限，長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 及短倉合約則獲分配負數 1，不論何日到期。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而言為500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500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十五分（午市） 

 

聖誕前夕、新年前夕及農曆新年前夕均不設午市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正（午市） 

 

若最後交易日為聖誕前夕、新年前夕或農曆新年前

夕，當天不設午市。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最後交易日之後的第一個營業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結算合約 

 

最後交易日 緊接合約月份最後營業日之前一個營業日 

 

最後結算價格 恒生中國內地醫療保健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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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所釐定，並採用恒生中國內地醫療保健指數期貨

（由恒生指數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放）在最後交

易日當天下列時間所報指數點的平均數為依歸，以四

捨五入法上調至最接近的一個小數位：(i)聯交所持續

交易時段開始後的五(5)分鐘起直至持續交易時段完

結前的五(5)分鐘止期間每隔五(5)分鐘所報的指數

點，與(ii)聯交所收市時。在個別情況下，本交易所

行政總裁有權根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

後結算價。 

 

交易費（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2.00 港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 」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22 

 

 

 

 

 

 

 

恒生中國內地地產指數期貨合約是受買賣股票指數期貨規例規管的股票指數期貨合約。本合

約細則英文本中大寫而無另行界定的詞彙與買賣股票指數期貨規例中所述相同。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股票指數期貨合約——恒生中國內地地產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恒生中國內地地產指數（由恒生指數有限公司編纂、

計算及發放的股份價格指數）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50 港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兩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5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在結算所登記的股票指數期貨合約——恒生中國內

地地產指數期貨合約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淨持

倉 5,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淨持倉 5,000 張長倉或

恒生中國內地地產指數期貨 

的 

合約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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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倉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計

算。為釐定是否達到訂明上限，長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 及短倉合約則獲分配負數 1，不論何日到期。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而言為500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500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十五分（午市） 

 

聖誕前夕、新年前夕及農曆新年前夕均不設午市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正（午市） 

 

若最後交易日為聖誕前夕、新年前夕或農曆新年前

夕，當天不設午市。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最後交易日之後的第一個營業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結算合約 

 

最後交易日 緊接合約月份最後營業日之前一個營業日 

 

最後結算價格 恒生中國內地地產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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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釐定，並採用恒生中國內地地產指數期貨（由恒生

指數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放）在最後交易日當天

下列時間所報指數點的平均數為依歸，以四捨五入法

上調至最接近的一個小數位：(i)聯交所持續交易時段

開始後的五(5)分鐘起直至持續交易時段完結前的五

(5)分鐘止期間每隔五(5)分鐘所報的指數點，與(ii)聯

交所收市時。在個別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

根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2.00 港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 」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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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資訊科技器材指數期貨合約是受買賣股票指數期貨規例規管的股票指數期貨合約。本合

約細則英文本中大寫而無另行界定的詞彙與買賣股票指數期貨規例中所述相同。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股票指數期貨合約——恒生資訊科技器材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恒生資訊科技器材指數（由恒生指數有限公司編纂、

計算及發放的股份價格指數）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50 港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兩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5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在結算所登記的股票指數期貨合約——恒生資訊科

技器材指數期貨合約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淨持

倉 5,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淨持倉 5,000 張長倉或

恒生資訊科技器材指數期貨 

的 

合約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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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倉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計

算。為釐定是否達到訂明上限，長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 及短倉合約則獲分配負數 1，不論何日到期。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而言為500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500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十五分（午市） 

 

聖誕前夕、新年前夕及農曆新年前夕均不設午市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正（午市） 

 

若最後交易日為聖誕前夕、新年前夕或農曆新年前

夕，當天不設午市。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最後交易日之後的第一個營業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結算合約 

 

最後交易日 緊接合約月份最後營業日之前一個營業日 

 

最後結算價格 恒生資訊科技器材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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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釐定，並採用恒生資訊科技器材指數期貨（由恒生

指數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放）在最後交易日當天

下列時間所報指數點的平均數為依歸，以四捨五入法

上調至最接近的一個小數位：(i)聯交所持續交易時段

開始後的五(5)分鐘起直至持續交易時段完結前的五

(5)分鐘止期間每隔五(5)分鐘所報的指數點，與(ii)聯

交所收市時。在個別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

根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2.00 港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 」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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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軟件服務指數期貨合約是受買賣股票指數期貨規例規管的股票指數期貨合約。本合約細

則英文本中大寫而無另行界定的詞彙與買賣股票指數期貨規例中所述相同。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股票指數期貨合約——恒生軟件服務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恒生軟件服務指數（由恒生指數有限公司編纂、計算

及發放的股份價格指數）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50 港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兩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5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在結算所登記的股票指數期貨合約——恒生軟件服

務指數期貨合約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淨持

倉 5,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及 

 

恒生軟件服務指數期貨 

的 

合約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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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淨持倉 5,000 張長倉或

短倉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計

算。為釐定是否達到訂明上限，長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 及短倉合約則獲分配負數 1，不論何日到期。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而言為500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500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十五分（午市） 

 

聖誕前夕、新年前夕及農曆新年前夕均不設午市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正（午市） 

 

若最後交易日為聖誕前夕、新年前夕或農曆新年前

夕，當天不設午市。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最後交易日之後的第一個營業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結算合約 

 

最後交易日 緊接合約月份最後營業日之前一個營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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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結算價格 恒生軟件服務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算所釐

定，並採用恒生軟件服務指數期貨（由恒生指數有限

公司編纂、計算及發放）在最後交易日當天下列時間

所報指數點的平均數為依歸，以四捨五入法上調至最

接近的一個小數位：(i)聯交所持續交易時段開始後的

五(5)分鐘起直至持續交易時段完結前的五(5)分鐘止

期間每隔五(5)分鐘所報的指數點，與(ii)聯交所收市

時。在個別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據買賣

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2.00 港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 」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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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恒生指數有限公司免責聲明 

 

恒生指數有限公司 (Hang Seng Indexes Company Limited) (“HSIL”) 現時公布、編纂及計算一系

列的股票指數及可能不時應恒生資訊服務有限公司 (Hang Seng Data Services Limited) (“HSDS”) 

公布、編纂及計算其他股票指數 (統稱 “恒生 股票指數”)。各恒生股票指數的商標、名稱及編纂及

計算程序均屬 HSDS 獨家及全權擁有。HSIL 經已許可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  (Hong Kong 

Futures Exchange Limited) (“交易所”) 使用恒生股票指數作推出、推廣及買賣以任何恒生股票指

數為根據的期貨合約（統稱“期貨合約”）及有關用途但不能用作其他用途。HSIL 有權隨時及無須

作出通知更改及修改編纂及計算任何恒生股票指數的程序及依據及任何有關的程式、成份股及因素。

交易所亦有權隨時要求任何期貨合約以一隻或多隻替代指數交易及結算。交易所、HSDS 及 HSIL 均

未有向任何交易所會員或任何第三者保證、表示或擔保所有或任何恒生股票指數、其編纂及計算或

任何有關資料的準確性及完整性，亦未有就所有或任何恒生股票指數作出任何其他性質的保證、表

示或擔保，任何人士亦不能暗示或視該等保證、表示或擔保已獲作出。交易所、HSDS 及 HSIL 均不

會及無須就使用所有或任何恒生股票指數作有關所有或任何期貨合約的交易或其他用途、或 HSIL 編

纂及計算所有或任何恒生股票指數時出現的任何錯漏、錯誤、阻延、中斷、暫停、改變或失敗(包括

但不限於因疏忽引致的）、或交易所會員或任何第三者可能因期貨合約的交易直接或間接引致的任

何經濟或其他損失負責。任何交易所會員或第三者均不能就本聲明內所指的任何事項引起或有關的

問題向交易所及／或 HSDS 及／或 HSIL 提出要求、訴訟或法律程序。任何交易所會員或第三者作

出期貨合約交易時均完全明瞭本聲明並不能對交易所，HSDS 及／或 HSIL 有任何依賴。為免生疑問，

本免責聲明並不會於任何交易所會員或第三者與 HSIL 及／HSDS 之間構成任何合約或準合約關係，

而亦不應視作已構成該等合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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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中華證券交易服務有限公司免責聲明 

 

中華證劵交易服務有限公司（“中華交易服務公司”）是商標 “中華交易服務”、中華交易服務中

國 120 指數、中華交易服務中國 A80 指數及中華交易服務博彩業指數 （“中華交易服務指數”）

的擁有人。中華交易服務公司授予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易所”)許可使用中華交易服務指數

以發行及買賣期貨合約（“期貨合約”）及期權合約（“期權合約”）。對於中華交易服務指數的

準確性或完整性或該指數的編制或計算或任何有關該指數的信息，交易所及中華交易服務公司並不

對任何交易所參與者或任何第三方作出任何形式的明示或暗示的保證或申述或擔保。此外，對於與

期貨合約或期權合約相關或有關聯而使用中華交易服務指數或與該使用有關的交易，或對任何中華

交易服務公司有關中華交易服務指數的編制或計算的不準確、遺漏、失誤、錯誤、延誤、中斷、暫

停、改變、失敗或事故（包括但不限於因疏忽引致的）或任何經濟損失或任何交易所參與者或任何

第三方因買賣期貨合約或期權合約所直接或間接蒙受的損失，交易所或中華交易服務公司並不接受

或承擔任何責任或法律責任。對於本免責聲明中所述有關或所産生的事項，任何交易所參與者或任

何第三方不得對交易所及/或中華交易服務公司提出任何申索、法律行動或法律訴訟。任何買賣期貨

合約或期權合約的交易所參與者或任何第三方完全明白此免責聲明，並且絕對不能對交易所及/或中

華交易服務公司有任何依賴。爲免生疑問，交易所或中華交易服務公司並沒有在本免責聲明中與任

何交易所參與者或任何第三方建立任何合約或準合約關係，亦不應視作已建立此等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