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諮詢問題
請在適當的方格上作出回應。如問卷預設的位置不敷應用，請另頁填寫。
第一節：香港交易所的建議
變更(A)：

將早上持續交易時段提前半小時。證券及股票期貨／期權市場的早上持續
交易時段將於 09:30 開市至 12:00 收市；指數期貨／期權市場將於 09:15
開市至 12:00 收市。

變更(B)：

將下午持續交易時段的開市時間提前：
選擇 1： 所有市場的下午持續交易時段均於 13:00 開市，午休改為 12:00
至 13:00 共 1 小時（即香港市場下午將與內地市場同步開
市）；或
選擇 2： 所有市場的下午持續交易時段均於 13:30 開市，午休改為 12:00
至 13:30 共 1.5 小時（即香港市場下午將較內地市場遲半小時
市）。

1.

閣下／貴公司是否支持變更(A)的建議，即將早上持續交易時段的開市時間提前半
小時？
F 支持，基於下述理由（可選擇多於一項）：
F 有助價格發現
F 加強與內地接軌
F 提升投資者服務
F 增強競爭力
F 其他理由，請說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X 不支持，基於下述理由（可選擇多於一項）：
F X 系統／運作問題
F X 沒有足夠時間於開市前消化市場資訊
F X 需要參與其他業務活動（如開市前簡報會）
F X 提早及延長了工作時間
F X 其他理由，請說明：
_serious time constraint for the pre-market preparation work, especially when
our preparation depends on some other service provider from the securities
marke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交易所有關「建議更改交易時間」的問卷

2.

閣下／貴公司是否支持變更(B)的建議，即提前下午持續交易時段的開市時間？
F 支持，基於下述理由（可選擇多於一項）：
F 有助價格發現
F 加強與內地接軌
F 提升投資者服務
F 增強競爭力
F 其他理由，請說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 X 不支持，基於下述理由（可選擇多於一項）：
F X 系統／運作問題
F X 沒有足夠時間於開市前消化市場資訊
F X 需要參與其他業務活動（如與客戶午膳的會議）
F X 改變了午膳習慣
F X 其他理由，請說明：
_too constraint in man power for some of us have been participating overseas
markets such as Japan & Australia during our HK lunch hou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變更(B)的建議有兩個選擇，閣下較認同哪一個？
F 選擇 1：所有市場的下午持續交易時段均於 13:00 開市，午休改為 12:00
至 13:00 共 1 小時（即香港市場下午將與內地市場同步開市）
F 選擇 2：所有市場的下午持續交易時段均於 13:30 開市，午休改為 12:00
至 13:30 共 1.5 小時（即香港市場下午將較內地市場遲半小時開市）
備註：__Both are not good; I vote for REMAI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代表公司意見的回應人士適用）
如變更(A)及(B)的建議均獲採納，貴公司實施前會否需要進行任何籌備工作？籌備
時間需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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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競價交易時段
競價交易時段方面，除下述與持續交易時段同步提前外，並無其他變動：
•

證券市場及指數期貨／期權市場的早上競價交易時段將分別改為 09:00 至 09:30 及
08:45 至 09:15；及

•

指數期貨／期權市場的午市競價交易時段將改為 12:30 至 13:00（選擇 1）或 13:00
至 13:30（選擇 2）。

5.

如變更(A)獲採納，早上競價交易時段應否維持半小時？如否，請提出閣下／貴公
司的意見，並說明理由。

6.

如變更(B)的選擇 1 或選擇 2 獲採納，下午競價交易時段應否維持半小時？如否，
請提出閣下／貴公司的意見，並說明理由。

第三節：其他事宜
7.

請提出香港交易所應與更改交易時間的建議一併考慮的其他事宜。
Whether a market place is successful or not depends on her efficiency & global
connection & that’s why HK’s stock market turnover is much better than that of
Singapore whose trading hour is much longer than that of HK. Global investors will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HK for her infrastructure rather than the less consideration of
trading hour. Furtherm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maintain the quality service to provide
the pre-market advice and digest & also the post-market transaction processing to our
valuable global investors.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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