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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期交所修訂期貨合約按金水平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的全資附屬公司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 
(期交所)宣布於 2016 年 1 月 4 日(星期一)起，調整交易所參與者向客戶收取下列期貨合

約的最低按金。有關調整乃根據結算公司的正常程序及標準按金計算方法而作出，下

表列出新按金水平。 
 
如 欲 查 閱 現 行 的 按 金 水 平 ， 請 瀏 覽 香 港 交 易 所 網 站 內 刊 載 的 按 金 資 料

(http://www.hkex.com.hk/chi/market/rm/rm_dcrm/riskdata/margin_hkcc/fomargin_c.htm)。 
 
期貨合約 按金類別 基本按金 

(港元) 
維持按金 

(港元) 
      
恒生指數 按金 每張  69,100 每張  55,250 

跨期按金 每對  13,850 每對  11,050 
      
小型恒生指數 按金 每張  13,820 每張  11,050 

跨期按金 每對  2,770 每對  2,210 
      
H 股指數 按金 每張  31,100 每張  24,850 

跨期按金 每對  9,350 每對  7,500 
      
小型 H 股指數 按金 每張  6,220 每張  4,970 

跨期按金 每對  1,870 每對  1,500 
      
中華交易服務中國 120 指數 按金 每張  16,620 每張  13,300 

跨期按金 每對  4,990 每對  3,990 
      
恒生國企股息點指數 按金 每張  1,830 每張  1,470 

跨期按金 每對  2,200 每對  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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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指股息點指數 按金 每張  4,360 每張  3,490 
跨期按金 每對  5,240 每對  4,190 

      
恒指波幅指數 按金 每張 27,680 每張 22,140 

跨期按金 每對 8,300 每對 6,650 
      
IBOVESPA  按金 每張 19,450 每張  15,560 

跨期按金 每對  5,840 每對  4,670 
      
S&P BSE Sensex 指數 按金 每張  16,360 每張  13,090 

跨期按金 每對  4,910 每對  3,930 
      
FTSE/JSE Top40 指數 按金 每張  44,470 每張  35,570 

跨期按金 每對  13,350 每對  10,680 
      
MICEX 指數 按金 每張  19,910 每張  15,930 

跨期按金 每對  5,980 每對  4,780 
      
一個月港元利率 按金 每張  388 每張  310 

跨期按金 請參看附表 
      
三個月港元利率 按金 每張  628 每張  503 

跨期按金 請參看附表 
      
iShares 安碩富時 A50 中國指數 ETF 按金 每張  4,240 每張  3,390 

跨期按金 每對  1,280 每對  1,020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12,110 每張  9,690 

跨期按金 每對  3,640 每對  2,910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650 每張  520 

跨期按金 每對  195 每對  156 
      
阿里巴巴影業集團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10,050 每張  8,040 

跨期按金 每對  3,020 每對  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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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滬深 300 指數 ETF 按金 每張  7,910 每張 6,330 
 跨期按金 每對  2,380 每對 1,900 
      
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7,330 每張  5,860 

跨期按金 每對  2,200 每對  1,760 
      
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4,280 每張  3,430 

跨期按金 每對  1,290 每對  1,030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220 每張  176 

跨期按金 每對  66 每對  53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350 每張  280 

跨期按金 每對  105 每對  84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394 每張  316 

跨期按金 每對  119 每對  95 
      
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749 每張  599 

跨期按金 每對  225 每對  180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338 每張  270 

跨期按金 每對  102 每對  81 
      
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805 每張  644 

跨期按金 每對  242 每對  194 
      
中國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3,530 每張  2,830 

跨期按金 每對  1,060 每對  849 
      
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11,280 每張  9,030 

跨期按金 每對  3,390 每對  2,710 
      
中國廣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13,430 每張  10,750 

跨期按金 每對  4,030 每對  3,230 
      
中海油田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8,290 每張  6,630 

跨期按金 每對  2,490 每對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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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宏橋集團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4,590 每張  3,670 

跨期按金 每對  1,380 每對  1,110 
      
中國移動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2,750 每張  2,200 

跨期按金 每對  825 每對  660 
      
中國聯合網絡通信(香港) 
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1,380 每張  1,110 
跨期按金 每對  414 每對  333 

      
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864 每張  691 

跨期按金 每對  260 每對  208 
      
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 
(交易代號 CKH：合約乘數 = 500) 

按金 每張  3,300 每張  2,640 
跨期按金 每對  990 每對  792 

      
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 
(交易代號 CKG：合約乘數 = 904) 

按金 每張  5,963 每張  4,771 
跨期按金 每對  1,789 每對  1,431 

      
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 
(交易代號 CKK：合約乘數 = 1,236) 

按金 每張  8,158 每張  6,527 
跨期按金 每對  2,447 每對  1,958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2,260 每張  1,810 
 跨期按金 每對  678 每對  543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2,040 每張  1,630 
 跨期按金 每對  612 每對  489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678 每張  542 

跨期按金 每對  204 每對  163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1,030 每張  823 

跨期按金 每對  309 每對  247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1,060 每張  846 

跨期按金 每對  318 每對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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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1,080 每張  864 
跨期按金 每對  324 每對  260 

      
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7,930 每張  6,350 

跨期按金 每對  2,380 每對  1,910 
      
CSOP 富時中國 A50 ETF 按金 每張  5,250 每張  4,200 

跨期按金 每對  1,580 每對  1,260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12,350 每張  9,880 

跨期按金 每對  3,710 每對  2,970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15,880 每張  12,700 

跨期按金 每對  4,770 每對  3,810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586 每張  469 

跨期按金 每對  176 每對  141 
      
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19,910 每張  15,930 

跨期按金 每對  5,980 每對  4,780 
      
華南城控股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1,650 每張  1,320 

跨期按金 每對  495 每對  396 
      
神州數碼控股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4,330 每張  3,470 

跨期按金 每對  1,300 每對  1,050 
      
思捷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104 每張  83 

跨期按金 每對  32 每對  25 
      
恒大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34,400 每張  27,520 

跨期按金 每對  10,320 每對  8,260 
      
富智康集團有限公司 
(交易代號 FIH：合約乘數 = 1,000) 

按金 每張  412 每張  330 
跨期按金 每對  124 每對  99 

      
富智康集團有限公司 
(交易代號 FIA：合約乘數 = 1,033) 

按金 每張  426 每張  341 
跨期按金 每對  128 每對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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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星國際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15,650 每張  12,520 

跨期按金 每對  4,700 每對  3,760 
      
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6,080 每張  4,870 

跨期按金 每對  1,830 每對  1,470 
      
國美電器控股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8,180 每張  6,540 

跨期按金 每對  2,460 每對  1,970 
      
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11,840 每張  9,480 

跨期按金 每對  3,560 每對  2,850 
      
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15,140 每張  12,110 

跨期按金 每對  4,550 每對  3,640 
      
電能實業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2,200 每張  1,760 

跨期按金 每對  660 每對  528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1,320 每張  1,060 

跨期按金 每對  396 每對  318 
      
匯豐控股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1,550 每張  1,240 

跨期按金 每對  465 每對  372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交易代號 HKG：合約乘數 = 1,000) 

按金 每張  937 每張  750 
跨期按金 每對  282 每對  225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交易代號 HKH：合約乘數 = 1,100) 

按金 每張  1,031 每張  825 
跨期按金 每對  310 每對  247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交易代號 HLD：合約乘數 = 1,000) 

按金 每張  3,020 每張  2,410 
跨期按金 每對  906 每對  723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交易代號 HLE：合約乘數 = 1,100) 

按金 每張  3,322 每張  2,651 
跨期按金 每對  997 每對  795 

      
  



 
 

- 7 -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1,430 每張  1,150 
跨期按金 每對  429 每對  345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915 每張  732 

跨期按金 每對  275 每對  220 
      
華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18,810 每張  15,050 

跨期按金 每對  5,650 每對  4,520 
      
中國輝山乳業控股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9,210 每張  7,360 

跨期按金 每對  2,770 每對  2,210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302 每張  241 

跨期按金 每對  91 每對  73 
      
金山軟件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9,930 每張  7,950 

跨期按金 每對  2,980 每對  2,390 
      
利豐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915 每張  732 

跨期按金 每對  275 每對  220 
      
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5,070 每張  4,060 

跨期按金 每對  1,530 每對  1,220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1,180 每張  942 

跨期按金 每對  354 每對  283 

      
新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14,640 每張  11,720 

跨期按金 每對  4,400 每對  3,520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487 每張  390 

跨期按金 每對  147 每對  117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代號 PAI：合約乘數 = 500) 

按金 每張  1,390 每張  1,120 
跨期按金 每對  417 每對  336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代號 PAA：合約乘數 = 1,000) 

按金 每張  2,780 每張  2,240 
跨期按金 每對  834 每對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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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1,130 每張  900 
 跨期按金 每對  339 每對  270 
      
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2,760 每張  2,210 

跨期按金 每對 828 每對  663 
         
保利置業集團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2,720 每張  2,180 

跨期按金 每對  816 每對  654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5,990 每張  4,800 

跨期按金 每對  1,800 每對  1,440 
      
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4,470 每張  3,580 

跨期按金 每對  1,350 每對  1,080 
      
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8,610 每張  6,890 

跨期按金 每對  2,590 每對  2,070 
      
SOHO 中國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3,320 每張  2,660 

跨期按金 每對  996 每對  798 
      
融創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6,630 每張  5,300 

跨期按金 每對  1,990 每對  1,590 
      
太古股份有限公司“A” 按金 每張  2,700 每張  2,160 

跨期按金 每對  810 每對  648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95,130 每張  76,100 

跨期按金 每對  28,540 每對  22,830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2,860 每張  2,290 

跨期按金 每對  858 每對  687 
      
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3,610 每張  2,890 

跨期按金 每對  1,090 每對  867 
      
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每張  2,170 每張  1,730 

跨期按金 每對  651 每對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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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合約 按金類別 基本按金 

(人民幣) 
維持按金 
(人民幣) 

      
倫敦鋁期貨小型合約 按金 每張  3,780 每張  3,020 

跨期按金 每對  1,140 每對  906 
      
倫敦銅期貨小型合約 按金 每張  8,260 每張  6,610 

跨期按金 每對  2,480 每對  1,990 
      
倫敦鉛期貨小型合約 按金 每張  4,360 每張  3,490 
 跨期按金 每對  1,310 每對  1,050 
      
倫敦鎳期貨小型合約 按金 每張  5,080 每張  4,070 

跨期按金 每對  1,530 每對  1,230 
      
倫敦錫期貨小型合約 按金 每張  8,380 每張  6,700 

跨期按金 每對  2,520 每對  2,010 
      
倫敦鋅期貨小型合約 按金 每張  4,430 每張  3,540 
 跨期按金 每對  1,330 每對  1,070 
      
人民幣貨幣期貨 
(美元兌人民幣(香港)#) 

按金 每張  12,510 每張  10,010 
跨期按金 每對  7,510 每對  6,010 

 現貨月按金* 每張 2,510 每張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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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民幣(香港)指在香港買賣的人民幣 
 
期交所強調，以上按金是最低按金水平，交易所參與者應評估個別客戶的財政狀況，

訂定實際收取的按金。 
 

* * * 
 
 
如有查詢，請與企業傳訊部黃秀清(2840 3856) 或錢杰(2840 3973)聯絡。 
 
2015 年 12 月 29 日 



 

 

 
三個月港元利率期貨 

跨期按金 
 

跨期組合 基本按金 
(港元) 

維持按金 
(港元) 

第一個月 對 第二個月 
第一個月 對 第三個月 
第二個月 對 第三個月 

每對 1,250 每對 1,000 

第一個月 對 第四個月 
第一個月 對 第五個月 
第二個月 對 第四個月 
第二個月 對 第五個月 
第三個月 對 第四個月 
第三個月 對 第五個月 

每對 1,250 每對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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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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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對 1,250 每對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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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對 1,250 每對 1,000 

第四個月 對 第五個月 每對 1,190 每對 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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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對 191 每對 153 

  



 

 

 
一個月港元利率期貨 

跨期按金 
 

跨期組合 基本按金 
(港元) 

維持按金 
(港元) 

 
第一個月 對 第三個月 
第二個月 對 第三個月 

 

每對 643 每對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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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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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對 626 每對 501 

 
第一個月 對 第二個月 

 
每對 455 每對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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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對 117 每對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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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對 117 每對 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