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数据业务进展及 
最新推广计划 

市场科 市场数据部 
数据授权及推广 

1 

2016年12月 



2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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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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港交所市场数据简介 

港交所市场数据业务在内地的发展 

证券巿场数据 – 港股通市场数据安排及最新推广计划 

衍生品巿场数据 – 近期新衍生产品项目及相关行情费用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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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集团 

香港联合交易所   
(联交所) 

香港期货交易所  
 (期交所) 

香港交易所            
资讯服务有限公司 

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港交所市场数据部简介 

 港交所集团全资附属成员机构 
 负责代理联交所和期交所的市场数据业务 
 向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提供相关实时、延时及历史数据 
 以牌照规管形式授权其他机构使用市场数据 
 负责集团其下数据产品和优惠政策的推广 
 LME独立代理所属市场数据业务，牌照规管与港交所分开 

市场数据部主要业务概要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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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市场数据分类 

证券巿场数据 

衍生品巿场 
数据 

发行人公告 

历史数据产品 

证券巿场数据 

衍生品巿场数据 

发行人公告 

历史数据产品 

信息商牌照 
 直接接驳 
 间接接驳 

内部使用者 
牌照  

机构 / 个人用户 (散户) 

内部用户 

• 必须持有港交所数据信息商牌照，才可向机构和散户转发数据 

• 信息商可选择直接或间接接驳以获取数据 

• 间接接驳信息商必须从直接接驳信息商收取数据 

*不可向第三方转发 

机构 / 个人用户 (散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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巿场数据内容 
交易产品 

证券巿场数据 
 证券    
 房地产投资信讬基金 
 债务证券 
 交易所买卖基金 
 单位信讬/互惠基金 
 股票挂钩票据 
 衍生权证 
 牛熊证 
 
衍生品巿场数据 
 股票期货及期权 
 股票指数期货及期权  
 利率期货 
 定息产品期货  
 商品期货 
 货币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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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行情 

十档行情 (L2)  
 

证券巿场数据专线: 
标准证券数据 (OMD-SS)及 
卓越证券数据 (OMD-SP) 

 
衍生品巿场数据专线: 

标准衍生品数据 (OMD-DS)及 
卓越衍生品数据 (OMD-DP) 

 

全盘行情 
 

证券巿场数据专线:  
全盘证券数据(OMD-SF) 

 
衍生品巿场数据专线:  

全盘衍生品数据(OMD-DF) 
 

信息商可提供的服务 

 一档行情 (L1) 
 十档行情 (L2) 
 十档行情及其以外的买卖

盘总数目及总需求 (L2+1) 
 全盘行情 

 一档行情 (L1) 
 十档行情 (L2) 
 基本报价服务 

(B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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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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在中国内地建立的基础设施 — 内地市场数据枢纽 (MMDH)于2014年3月推出 
 MMDH提供的数据传送专线产品包括OMD标准证券数据(OMD-SS)及指数专线(OMD-Index)，及一

项额外免费服务 – 碎股买卖盘传送专线 
 更具成本效益的直连解决方案 
 高恢复性 
 全套香港交易所数据 
 更低时延 

 
 
 
 国际以太网专线

(IEPL) 

内地信息商 

   上海 

香港 设在上海的 
内地市场数据枢纽 

单播传送 

地址 内地市场资料枢纽 

主网站 上海市浦东新区                   
外高桥保税区华京路 

后备网站 上海市杨浦区隆昌路 

OMD巿场数据平台延伸至中国内地 

已有 9 家信息商直连内地市场数据枢纽 (MMDH)  
7 

直连 MMDH 的内地信息商 

1 阿斯达克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 上海大智慧 

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4 上海益盟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5 上海恒生聚源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6 新浪香港有限公司 

7 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8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9 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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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行情信息商数目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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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海外 内地 

截至 2016年12月7日 

 至沪港通和深港通推出，内地实时行情信息商数目已达 57 家  
 共有 52 家内地信息商提供实时港股行情，12家提供实时衍生品行情 
 现正处理 3 单实时牌照申请，其中 2 单申请为内地券商，服务预计在年底前上线 
 另共有 18 家内地延时行情信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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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实时行情信息商概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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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家内地券商在沪港通推出后签约成为实时行情信息商 
 申请实时行情信息商牌照一般需要3-4周审批时间授权上线 

持牌内地实时行情信息商概要 

共57家内地信息商提供实时行情 

截至 2016年12月7日 

9 

信息业务 
33 

电视媒体 
1 

内地券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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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实时牌照信息商名单总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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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4 北京向上融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 资识署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6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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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经社控股有限公司 

10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2 中国金融在线有限公司 

13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5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 通联数据股份公司 

18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21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 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2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7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8 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 湖南福米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1 艾扬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32 金贝塔网络金融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33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4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6 盘溪资产管理(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8 上海傲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39 上海益盟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40 上海恒生聚源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41 上海澎博财经信息有限公司 

42 上海乾隆高科技有限公司 

43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44 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 深圳国泰安教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6 新浪香港有限公司 

47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8 雪球(北京)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49 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50 北京淘金者科技有限公司 

51 香港捷利资讯有限公司 

52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53 优品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54 上海文华财经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55 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6 郑州易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7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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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信息商牌照种类 

信息商牌照 内部使用者牌照 

直接/间接接收市场数据并向第三方转发 市场数据作内部使用，不能对外发放 

转发费 

用户费： 
 按终端数量收费  
 提供内地折扣优惠 (L1及L2 串流行情) 

 
用量费： 
 快照服务－按次收费 
 按使用分钟收费 
 按人天收费服务：L2串流行情 
 
包月服务 (只限内地券商)： 
 港股通南向交易标的股票5档行情 

 
一次性六个月固定用户费： 
 六个月不限制L2串流行情内地用户数量 

 固定费用 
(按季收费) 

 浮动费用 
(按月收费) 

 允许发放市场数据给第三方 
 按数据传送专线产品收费 

信息商牌照收费模式 

端口费  所有直连的信息商均需按连接线路数量收费 
 可经由香港机房或MMDH直连数据 

用户费 
或 

用量费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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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股通 沪股通 

~8811 
(主板:~267, 中小企业板:~411, 创业板:~203) 

~人民币16万亿 (71%) 
~人民币2,120亿 (66%) 

568 
(单一版块) 

人民币22.7万亿 (82%) 
人民币1,370亿 (66%) 

合资格 
股票 

数目 
 

市值 
平均每日成交额 

取消 
人民币130亿 

无 
人民币130亿 

总额度 
每日额度 

额度 

投资者 资格 无 创业板的参与初期仅限于 
机构专业投资者３ 

北
向
交
易 

深圳港股通  上海港股通 

合资格 
股票 

额度 

投资者 

南
向
交
易 取消 

人民币105亿 

无 

人民币105亿 

人民币50万 人民币50万 

314 
(恒指综合大型股, 中型股指数成份股,  

不在指数的A+H股) 

港币21.0万亿 (83%) 

港币380亿 (85%) 

~4172 

(恒指综合大型股, 中型股, 小型股指数成份股, 
不在指数的A+H股) 

~港币22万亿 (87%) 

~港币410亿 (91%) 

沪港通及深港通主要特点 

1. 深股通: 市值最少达人民币60亿的深证成份指数及深证中小创新指数成份股,及有H股同时在联交所上市的深圳A股(被实施风险警示或退市整理的股票除外)，具体投资标的届时公布。 
2. 深圳港股通: 恒生综合大型股、中型股指数成份股、市值最少达港币50亿的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成份股, 及有A股同时在上交所或深交所上市的联交所H股，具体投资标的届时公布。 
3. 待解决相关监管事项后，其他投资者可以通过深股通买卖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估算的数据截至2016年10月底 

数目 
 

市值 
平均每日成交额 

总额度 
每日额度 

资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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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行情服务种类 

数据内容 沪港通行情互换计划 L1 服务 L2 服务 基本报价服务 (BMP) 五档包月服务 

免费 
 

*只提供给沪深两所
交易会员及其客户 

每个客户  
$120港币 / 月 

每个客户  
$200港币 / 月 
每天$3.5港币 
(按人天收费) 

每月 $8万港币 
 

*无需用户登陆 
*无客户数量限制 
 

 

每月  
$12.5万港币 

 
*无客户数量限制 

内地优惠： 
个人用户 - 每月 $80港币 
机构用户 - 每月 $120港币 

一次性六个月$600万港币 (不限用户数) 
产品范围 港股通标的 全市场 全市场 全市场 港股通标的 

上日收市 Y Y Y Y Y 

当日最高价及最低价 Y Y Y Y Y 
最佳买卖价及买卖盘数目 Y Y Y Y 

按盘价及/或最后成交价 Y Y Y Y Y 

成交股数/金额 Y Y Y Y Y 

5档行情 Y 

10档行情 
十个最佳买价及卖价各自涉及
的买卖盘数目及总需求 

  Y 

每宗交易纪录 
最新执行的交易资料 

Y 
 

经纪队列 
首40名轮候经纪资料 

Y 
 

参考平衡价格;参考平衡成交量 Y 

沪深两所行情安排 

L1:  五档行情 
L2:  十档行情 

港交所行情安排 

L1:  一档行情 
L2:  十档行情 

特设专属5档服务给内地券商 
• 配合内地投资者的交易习惯 
• 固定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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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信息商订购行情服务 

 21 家上交所/深交所的会员劵商向港交所以定额
收费购买港股通标的五档行情，免费提供给交易
客户 

 3 家上交所/深交所的会员劵商通过上交所云平
台提供十档行情给交易客户 

 通过20个网页 / 手机端提供所有股票的免费快照
模式按盘价 / 最新成交价 

 免费即时交易新闻及信息 

门户网站及 
手机端 

 向所有参与港股通的上交所 / 深交所会员劵商的
交易客户提供港股通股票免费一档行情 

港股通劵商 
交易平台 

港股通劵商 
产品平台 

信息商服务 

 
港股行情
普及化 

 
 
 
 

券商一般
交易客户 

 
 
 
 
 

活跃 
投资者 

相关推广计划 

基本报价服务 
(BMP) 

发行人公告 
推广计划 

交易所行情 
互换计划 

五档包月服务 
计划 

按人天收费服务 

终端服务 

港股于内地的 
覆盖情况 

广大内地投资者 

96 家券商  
100% 港股通成交量 

21家券商 
超过60%  

港股通成交量 

47家信息商 
约 25% 

港股通成交量 

3 家券商 

多种行情服务平台促进港股通交易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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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报价服务 
(BMP) 

发行人公告
推广计划 

(IIS) 

针对内地地区港交所行情普及化的推广计划 

基本报价服务 (BMP) 
 客户免费手动查看港股实时行情 (最新成交价， 没有买卖盘) 
 无需用户登陆 
 每月$80,000港币 
 已有20家内地信息商申请服务 (包括2家券商) 

 
更多详情: 
http://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chi/prod/dataprod/bmpservic
e/bmpservice_c.htm  

发行人公告专线推广计划 (IIS) 
 發佈上市公司交易資訊及公告的专线 
 无需用户登陆 
 间连港交所发行人公告专线可获豁免每季$45,000港币的数据牌 
 已有9家内地信息商提供服务 

 
更多详情: 
http://www.hkex.com.hk/eng/prod/dataprod/Documents/15-02-
13%20Client%20Notice%20on%20Stock%20Connect%20and%20IIS_consolid
ated.pdf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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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BMP服务的内地信息商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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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4 北京向上融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6 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7 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8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 湖南福米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 金贝塔网络金融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1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2 上海益盟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13 新浪香港有限公司 

14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 雪球(北京)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6 北京淘金者科技有限公司 

17 香港捷利资讯有限公司 

18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19 优品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20 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公司英文名称排序)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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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内地券商的港股行情推广计划 

内地券商 

港股通行情 
互换计划 五档包月服务 

五档包月服务计划 

合资格参与沪港通的内地券商： 
 港股通南向交易标的5档行情 
 无客户数量限制 
 只有信息商才能对外发放港股行情，有意參與包月服務方案的內地券商必須先申請

信息商牌照 

特别优惠：每月港币12.5万元  (原价 每月港币25万元) 
预早申请优惠：于深港通推出后3个月内签约包月服务可豁免转发费 

范围和数据 

2015年3月1日 至 2017年12月31日 

费用 

期限 

现时已有21家内地券商参加计划 

更多详情: 
http://www.hkex.com.hk/eng/pr
od/dataprod/Documents/15-02-
13%20Client%20Notice%20on%
20Stock%20Connect%20and%20
IIS_consolidated.pdf 

内地用户专属 
信息商应具备相应技术控制，以确保只有在内地才能使用有关服务 

免费提供一档实时行情给 
所有内地券商的交易客户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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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家券商申请成为港交所实时牌照信息商，其中21家提供五档包月服务 

内地券商 五档包月服务 十档折扣优惠计划 

1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中 

2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3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4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6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7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8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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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1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16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17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1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19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20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内地券商实时牌照名单 (以公司英文名称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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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券商 五档包月服务 十档折扣优惠计划 

21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22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23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   

24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25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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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投资者使用港股L2服务状况 

19 

  

 

1. 延续中国内地地区折扣优惠计划  

2. 优化批量折扣计划 

3. 按人天收费服务 

4. 一次性的六个月L2行情固定用户费 

优化批量折
扣计划 

继续扩展
L2用户数
和覆盖率 

部署深港通
开通 

2014年10月至2015年3月 

L2行情免费试用计划： 用户总数达60万 

2015年7月 

L2用户总数接近3万 

 

2016年7月 

自沪港通开始，L2用户总数升幅达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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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档港股行情服务在内地的推广计划 

批量折扣推广
计划 

中国内地地区
折扣优惠计划  

用户种类 用户费 

个人投资者 优惠价：每月$80港币 (一档及十档服务同价) 
 
*香港及其他海外地区 
L1 (一档)：每月120港币 
L2 (十档)：每月200港币 

机构客户 优惠价：每月$120港币 (一档及十档服务同价) 
 
*香港及其他海外地区 
L1 (一档)：每月$120港币 
L2 (十档)：每月$200港币 

中国内地地区折扣优惠计划  (现有47家内地信息商参加) 

批量折扣推广计划 
用户数量 折扣率 用户费 (港币) 

>100,000 66.7% $27 

50,001 – 100,000 60% $32 

10,001 – 50,000 50% $40 

5,001 – 10,000 10% $72 

1 - 5,000 - $80 

更多详情: 
http://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chi/prod/dataprod/la
/mktprog/chnprog/mkt_chn_dis_pgm_c.htm 

内地用户专属 
信息商应具备相应技术控制，以确保只有在内地才能使用有关服务 

20 

(现有47家内地信息商参加) 

2016年8月26日 推出日期 

至 2017年12月31日 期限 

更多详情: 
http://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chi/prod/dataprod/E
nhancedVolumeDiscountScheme_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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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档包月服务与十档服务折扣优惠的收费比较 

  
包月服务 (五档港股通标的行情) 

只限内地券商申请 
L2服务 (十档全市场行情) 

不限制用户数 按用户数收费 六个月不限制用户数 

转发费 豁免* $51,000港币 起/季度 $51,000港币 起/季度 

用户费 $12.5万 港币/月 

$80 港币/月/个人用户 
$120 港币/月/机构用户 

 + 
批量折扣推广计划 

 
(最低用户费$6,000港币/月)  

$6百万 港币 
 

可利用计划举办实盘/模拟大赛及 
进行大规模推广活动 

 
已有2家内地信息商 

申请六个月固定用户费计划 
 富途证券 - 10月11日上线 
 东方财富 - 11月18日上线 

 

*豁免仅适用于深港通推出后3个月内签约包月服务计划的内地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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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用户专属 
信息商应具备相应技术控制，以确保只有在内地才能使用有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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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用户专属 
信息商应具备相应技术控制，以确保只有在内地才能使用有关服务 

22 

更多详情: 
http://www.hkex.com.hk/eng/prod/dataprod/Documents/15-02-
13%20Client%20Notice%20on%20Stock%20Connect%20and%20IIS_consolidated.pdf 

其他十档港股行情服务在内地的推广计划 

按人天收费服务 

向第三方服务客户提供十档行情 

特别优惠：每天港币3.5元 

最低用户费：每月每个第三方服务客户2000连
接天数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港交所近期的新衍生产品及项目 

12月14日 

加推三只伦敦
金属期货小型
合约 
 伦敦镍期货 
 伦敦锡期货 
 伦敦铅期货 

11月30日 及 
12月7日 

推出34 只新
个股期权类别
及2只个股期
货合约 

12月1日 

推出首批伦敦
金属期货小型
合约 
 伦敦铝期货 
 伦敦锌期货 
 伦敦铜期货 

12月1日 

领航星市场数
据 (OMD)平
台 – 衍生产品

市场 

8月12日 

推出中华120
期货 

9月 

成立中华证券
交易服务有限

公司 

9月17日 

推出人民币货
币期货 

1月 

推出衍生产品
市场数据合作
伙伴计划 

5月9日 

推出7个行业
股票指数期货 

港交所将继续推出新产品以配合投资者需要 

5月30日 

推出新一批人
民币货币期货 

23 

6月23日 

RXY人民币 
货币指数 

9月5日 

小型H股指数
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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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衍生产品种类 

种类 期货 期权 

股市指数 1. 恒生指数期货 Hang Seng Index Futures 
2. H股指数期货 H-shares Index Futures 
3. 小型恒生指数期货 Mini-Hang Seng Index 

Futures 
4. 恒指股息点指数期货 HSI Dividend Point Index 

Futures  
5. 恒指波幅指数期货 HSI Volatility Index 

(VHSI) Futures 
6. 小型H股指数期货 Mini H-shares Index Futures 
7. H股股息点指数期货 H Shares Dividend Point 

Index Futures 
8. 中华交易服务中国120指数期货 CES China 120 

Index Futures  
9. 印度/俄罗斯/南非/巴西指数期货 BRICS Futures 
10.恒生国企股息点指数期货 HSCEI Dividend 

Point Index Futures 
11.行业指数期货 Sector Index Futures 
        

1. 恒生指数期权 Hang Seng Index Options  
2. 小型恒生指数期权 Mini-Hang Seng Index 

Options  
3. 恒生指数自定义条款指数期权Flexible Hang 

Seng Index Options  
4. H股指数期权 H-shares Index Options  
5. H股指数自定义条款指数期权 Flexible H-

shares Index Options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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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期货 期权 

个股 − 所有个股期货及新推出的34只个股期货 
 

− 所有个股期货及新推出的2只个股
期权 

外汇 人民币货币期货: 
- 美元兑人民币（香港）期货 
- 欧元兑人民币（香港）期货 
- 日圆兑人民币（香港）期货 
- 澳元兑人民币（香港）期货 
- 人民币（香港）兑美元期货 

 

亚洲商品期货
合约 

伦敦金属期货小型合约: 
− 伦敦铝期货小型合约  
       London Aluminium Mini Futures 
− 伦敦锌期货小型合约  
       London Zinc Mini Futures 
− 伦敦铜期货小型合约  
       London Copper Mini Futures 
− 伦敦镍期货小型合约 
       London Nickel Mini Futures  
− 伦敦锡期货小型合约 
       London Tin Mini Futures 
− 伦敦铅期货小型合约 
       London Lead Mini Futures 

港交所衍生产品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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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衍生产品市场数据推广计划 

• 豁免转发费、串流数据及BMP的

用户费 

• 服务必须展示港交所人民币货币

期货及中华交易服务指数期货，

或商品期货的实时行情 

• 14家内地信息商，共38家 

亚洲商品和新衍生产品
市场数据推广计划 

•于指定服务展示特定实时衍生产品

数据（包括所有之后推新出的产

品） 

•在港交所专属推广渠道介绍信息商

及其服务 

•共10家合作伙伴信息商 

衍生产品巿场数据         
合作伙伴计划 

2013年9月起 

2016年1月起 

内地信息商 （按英文字母顺序） 

阿斯达克/上海大智慧 上海乾隆 

东航金戎 捷利资讯 

东方财富 腾讯 

富途 文华财经 

同花顺 上海万得 

艾扬软件 郑州易盛 

上海澎博 新浪 (12月上线) 

合作伙伴信息商（按英文字母顺序） 

阿斯达克/上海大智慧 腾讯 

东方财富 文华财经 

同花顺 上海万得 

上海澎博 郑州易盛 

上海乾隆 新浪 (12月加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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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地信息商专属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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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商品期货合约和新衍生产品市场数据推广计划 
重点: 
 推广刚新推出的亚洲商品期货合约及新衍生产品               延长转发费的豁免期限 
 延长推广计划至2017年底                                    豁免串流Level 2数据的用户费(10档市场深度) 
 增加推广地区 

推广期 由 2014年6月 到 2017年12月 

推广地区 中国内地、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印度 

基本要求 
数据服务必须展示以下至少两类产品的实时行情： 
港交所人民币期货及中华交易服务指数期货及在2015年11月30日后推出的股
票期权及股票期货，或商品期货（伦敦金属期货小型合约) 

优惠 

豁免费用  
要求:  
 用户需来自推广地区 

豁免费用 
要求:  
 基本报价服务网页需提供推广地区的语言版本 

转发费 
及 

用户费 

串流  
Level 1,2 
行情 

基本报价
服务  
(BM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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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新增推广计划 
- 衍生产品巿场数据合作伙伴计划 

目的: 
 推广港交所的衍生产品：包括个股期货合约、人民币期货合约、伦敦金属期货小型合约、所有行业指

数期货、新一批人民币货币期货及未来上线的更多衍生产品 
 鼓励内地信息商利用现行市场数据推广计划的费用减免，在主要行情服务上发放衍生产品的实时行情 

内容 

指定服务展示以下衍生产品的实时行情： 
 所有个股期货合约 
 所有人民币期货合约 
 所有行业指数期货合约 
 所有的伦敦金属期货小型合约 

于指定新衍生产品推出首日起在指定服务展示其产品类别中所有合约的实时行情 

信息商承诺 

通过港交所的专属推广渠道，信息商名单及介绍将显示于以下的宣传材料，包括： 
 合作伙伴计划新闻稿 
 衍生产品网站专页 
 衍生产品宣传小册子 
 市场数据网站专页 
 推广活动 
 客户通告 

信息商专享 
推广支持 

*以网站为主要服务平台的信息商可在网站上发布所有衍生产品的 L1 串流行情， 
使用者不需要注册/登陆，但仅限内地客户浏览（以IP地址限制）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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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信息商专属推广支持－ 港交所网站主页宣传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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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信息商专属推广支持－ 港交所网站主页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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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信息商专属推广支持 － 合作伙伴计划专页 
－ 合作伙伴计划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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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信息商专属推广支持 - 港交所官方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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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证券时报、中国证券网、新浪、银河证券网、明報、香港投資日報、大公报、星岛日报、AAStocks、经
济通、Mondovisione 等等 

合作伙伴信息商专属推广支持 - 港交所官方新闻稿 
- 新闻稿得到内地跟香港的传媒广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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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D 免费试用计划 (实时卓越/全盘数据) - 内部使用者牌照 
  鼓励机构用户以直连方式体验更快和更丰富的数据及试用历史全盘信息 

 推广OMD实时数据传送专线产品及历史全盘数据 
 适用于过去12个月没有申请过直连OMD数据专线的新公司客户 

证券市场数据： 卓越证券数据(OMD SP)及全盘证券数据(OMD SF) 
衍生品市场数据： 卓越衍生品数据(OMD DP)及全盘衍生品数据(OMD DF) 

免费试用数据
专线 

3个月 免费试用期 

豁免 高达 OMD SF的 $64,800港币 及 OMD DF 的 $24,750港币 内部使用者牌
照收费 

豁免 高达 OMD SF的 $ $136,500港币 及 OMD DF 的 $ 48,600港币 端口费 

豁免 用户费/ 
非展示收费 

豁免 (每一条数据传送专线$10,000) 一次性接驳费 

订购HSN/ HSTN的机构客户可选用3个月的合同 (标准合同为24个月) 

港交所服务网络
(HSN) /  

托管服务测试纲
络(HSTN)订购 

2015年11月1日 至 2017年年底 试用计划期限 

内部使用 – 需签订内部使用者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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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D 免费试用计划 (历史全盘数据) 

历史全盘数据: 
 证券市场 
 衍生产品市场 

免费试用产品 

3个月 免费试用期 

豁免 高达证券市场的 $15,000港币及 衍生产品市场的 $9,000港币 订购费用 

2015年11月1日 至 2017年年底 试用计划期限 

 只供内部使用 
 适用于过去12个月没有订购希望免费试用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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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与我们联系： 
MarketData@hkex.com.h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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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行情资讯: 
http://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chi/prod/dataprod/dataprod_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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