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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香港）倫敦金屬
期貨小型合約：
鋁 /鋅 /銅 /鉛 /鎳 /錫

2019年7月

基本金屬對亞洲具戰略意義

亞洲消耗的工業用金屬 1佔全球使用量幾近一半，在定價上舉足輕重。中國鋁、鋅、銅、鉛、鎳及錫的進出
口買賣價一般以倫敦金屬交易所 (LME)的鋁、鋅、銅、鉛、鎳及錫價格為基準。由於這六種金屬在獨特性、
使用及供求因素方面各有特色，香港交易所的人民幣（香港）倫敦金屬期貨小型合約可以滿足基本金屬消費
者、生產商和投資者的不同需求，特別是在亞洲工作時段需要買賣期貨合約的客戶。

香港交易所推出倫敦鋁 /鋅 /銅 /鉛 /鎳 /錫期貨小型合約的原因

人民幣（香港）倫敦鋁 /鋅 /銅 /鉛 /鎳 /錫期貨小型合約是香港首批以人民幣交易的商品合約。合約的設計
旨在幫助中國現貨商管理其以人民幣定價的商品合約的風險、幫助持有人民幣的交易商減少保證金融資需
要，以及協助建立亞洲時區內的金屬人民幣定價機制。此外，合約可為市場參與者提供與其他商品交易所
套利的機會。

人民幣（香港）倫敦鋁 /鋅 /銅 /鉛 /鎳 /錫期貨小型合約於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期交所）買賣，並透過香
港期貨結算有限公司（期貨結算公司）結算。期交所及期貨結算公司均為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
易所）的全資附屬公司。香港交易所的目標是與LME共同發展香港商品市場。LME是全球有色金屬期貨交易
的中心，其金屬交易經驗、商品交易會員網絡以及在金屬現貨市場的聲譽，皆有助香港推出相關合約。

重點

• 拓展香港交易所的基本金屬期貨品種
• 環球交易時段
• 提供跨市場及跨產品的套利機會
• 減少因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波動所引致的價格風險

交易和結算

香港交易所的人民幣（香港）倫敦鋁 /鋅 /銅 /鉛 /鎳 /錫期貨小型合約於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期交所）的
電子平台買賣，並透過香港期貨結算有限公司（期貨結算公司）結算。合約的最終結算價是以全球有色金屬
期貨交易中心LME的正式結算價格為基準。期交所、期貨結算公司及LME均為香港交易所的全資附屬公司。

1 路透社，截至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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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商品平台：跨境聯通

全球互聯互通 與中國相關

現有平台
期交所 + 
期貨結算公司

國際監管+
風險管理

國際市場參與者

香港商品平台

提升市場聯通

增加流通量
內地市場參與者

可處理
人民幣交易

亞洲時區

人民幣（香港）倫敦鋁 /鋅 /銅 /鉛 /鎳 /錫期貨小型合約人民幣換算

人民幣（香港）倫敦鋁/鋅/銅/鉛/鎳/錫期貨小型合約的最終結算價是以LME釐定並公布的鋁期貨合約、鋅期貨
合約、銅期貨合約、鉛期貨合約、鎳期貨合約、錫期貨合約正式結算價為基準，並按香港財資市場公會在最後
交易日上午11時30分左右（香港時間）公布的美元兌人民幣（香港）即期匯率換算為人民幣等價金額。

有關美元兌即期匯率的進一步詳情，可參閱 www.tma.org.hk/b5_market_info.as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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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細則

合約 人民幣（香港）倫敦鋁
期貨小型合約

人民幣（香港）倫敦鋅
期貨小型合約

人民幣（香港）倫敦銅
期貨小型合約

人民幣（香港）倫敦鉛
期貨小型合約

人民幣（香港）倫敦鎳
期貨小型合約

人民幣（香港）倫敦錫
期貨小型合約

合約目標 電解鋁（定義按倫敦
金屬交易所規則及
規例界定）

電解鋅（定義按倫敦
金屬交易所規則及
規例界定）

電解銅（定義按倫敦
金屬交易所規則及
規例界定）

標準鉛（定義按倫敦
金屬交易所規則及
規例界定）

原鎳（定義按倫敦金
屬交易所規則及規例
界定）

錫（定義按倫敦金屬
交易所規則及規例
界定）

交易代碼 LRA LRZ LRC LRP LRN LRS

合約單位 5噸 1噸

交易貨幣 人民幣

合約月份 即月及後續11個曆月

最低波幅/
最小變動價位 每噸人民幣5元 每噸人民幣10元 每噸人民幣5元 每噸人民幣10元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9時至下午4時30分（日間交易時段）及下午5時15分至翌日凌晨3時（收市後期貨交易時段）

最後交易日 LME就鋁 /鋅 /銅 /鉛 /鎳 /錫期貨合約釐定的最後交易日（通常為即月第三個星期三的前兩個營業日）。
如該日並非香港營業日，則以緊貼的前一個香港營業日作為最後交易日。

最後交易日
交易時間

上午9時至
下午4時30分
（日間交易時段）及
下午5時15分至
晚上8時（英國夏令
時間收市後
期貨交易時段）
下午5時15分至
晚上9時（非英國夏
令時間收市後期貨交
易時段）

上午9時至
下午4時30分
（日間交易時段）及
下午5時15分至
晚上7時55分
（英國夏令時間
收市後期貨交易
時段）下午5時15分
至晚上8時55分
（非英國夏令時間
收市後期貨交易
時段）

上午9時至
下午4時30分
（日間交易時段）及
下午5時15分至
晚上7時35分
（英國夏令時間
收市後期貨交易
時段）下午5時15分
至晚上8時35分
（非英國夏令時間
收市後期貨交易
時段）

上午9時至
下午4時30分
（日間交易時段）及
下午5時15分至
晚上7時50分
（英國夏令時間
收市後期貨交易時
段）下午5時15分至
晚上8時50分
（非英國夏令時間收
市後期貨交易時段）

上午9時至
下午4時30分
（日間交易時段）及
下午5時15分至
晚上8時05分
（英國夏令時間
收市後期貨交易
時段）下午5時15分
至晚上9時05分
（非英國夏令時間
收市後期貨交易
時段）

上午9時至
下午4時30分
（日間交易時段）及下
午5時15分至晚上7

時45分（英國夏令
時間收市後
期貨交易時段）
下午5時15分至
晚上8時45分
（非英國夏令時間
收市後期貨交易
時段）

最終結算價 由結算所釐定的整數，以LME就鋁 /鋅 /銅 /鉛 /鎳 /錫期貨合約釐定及公布的正式結算價，
按香港財資市場公會在最後交易日上午11時30分左右（香港時間）公布的美元兌人民幣（香港）

即期匯率換算為人民幣等價金額，並按金額第一個小數位四捨五入為整數。

結算方式 現金結算

假期 與香港交易所假期表相同

交易所費用
（每邊每張合約計算） 人民幣3.00元

徵費 每張合約人民幣0.44元*

跨期組合 即月及後續11個曆月的組合

* 每張合約證監會徵費港幣0.54元按交易所釐定的匯率換算的人民幣等價金額。

大手交易

合約 最低合約交易量（合約張數）

人民幣（香港）倫敦鋁 /鋅 /銅 /鉛 /鎳 /錫期貨小型合約 50

附註：香港交易所可不時更改以上數量。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康樂廣場8號交易廣場二期8樓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8/F, Two Exchange Square, 8 Connaught Place, Central, Hong Kong

info@hkex.com.hk

(t) +852 2522 1122  I  (f) +852 2295 3106

hkexgroup.com  I  hkex.com.hk

資訊供應商代碼（於2019年5月31日）

人民幣（香港）
倫敦鋁期貨小型
合約

人民幣（香港）
倫敦鋅期貨小型
合約

人民幣（香港）
倫敦銅期貨小型
合約

人民幣（香港）
倫敦鉛期貨小型
合約

人民幣（香港）
倫敦鎳期貨小型
合約

人民幣（香港）
倫敦錫期貨小型
合約

阿斯達克網絡信息
有限公司 221380 221385 221390 221405 221410 221400

彭博資訊 RALA Comdty RVWA Comdty RUCA Comdty RVCA Comdty RPLA Comdty RFLA Comdty

CQG, Inc. LRA LRZ LRC LRP LRN LRS

財經智珠網有限公司 LRA LRZ LRC LRP LRN LRS

東方財富信息股份
有限公司 LRA LRZ LRC LRP LRN LRS

ICE Data Connectivity & 
Feeds, Inc. Fn:LRA\MYYDD Fn:LRZ\MYYDD Fn:LRC\MYYDD Fn:LRP\MYYDD

Fn:LRN\

MYYDD
Fn:LRS\MYYDD

匯港資訊有限公司 LRA LRZ LRC LRP LRN LRS

聯盛亞富資訊科技
有限公司 870801 870802 870803 870806 870804 870805

報價王科技國際
有限公司 P11210 P11214 P11212 P11220 P11216 P11218

路孚特有限公司 0#HHRA: 0#HLRZ: 0#HLRC: 0#HLRP: 0#HLRN: 0#HLRS:

上海澎博財經資訊
有限公司 LRA+Month LRZ+Month LRC+Month LRP+Month LRN+Month LRS+Month 

上海乾隆高科技有限公司 269 269 269 269 269 269

SIX Financial 
Information Ltd LRAmy LRZmy LRCmy LRPmy LRNmy LRSmy

電資訊國際有限公司 LRAmy LRZmy LRCmy

捷利資訊有限公司 ZAFC, ZAmyy ZZFC, ZZmyy ZCFC, ZCmyy ZPFC, ZPmyy ZNFC, ZNmyy ZSFC, ZSmyy

上海文華財經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LRA LRZ LRC LRP LRN LRS

萬得信息技術股份
有限公司 LRAF.HK LRZF.HK LRCF.HK LRPF.HK LRNF.HK LRSF.HK

鄭州易盛信息技術
有限公司 LRA LRZ LRC LRP LRN LRS

免責聲明

本文件所載資料僅供一般信息性參考，並不構成提出要約、招攬或建議以購買或出售任何證券、期貨合約或其他產品，亦不構成提出
任何投資建議或任何形式的服務。本文件僅擬向專業投資者分派並僅供其使用。本文件並非針對亦不擬分派給任何其法律或法規不容
許的司法權區或國家的人士或實體又或供其使用，也非針對亦不擬分派給任何會令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及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期交所）（統稱「該等實體」，各稱「實體」）或其任何聯屬公司又或此等公司所
營運的任何公司須受該司法權區或國家任何註冊規定所規管的人士或實體又或供其使用。

本文件概無任何章節或條款可視為對任何該等實體帶來任何責任。任何在聯交所或期交所執行的證券或期貨合約，其有關交易、結算
和交收的權利與責任將完全取決於聯交所和期交所的適用規則以及香港的適用法律、規則及規例。儘管本文件所載資料均取自認為是
可靠的來源或按當中內容編備而成，該等實體概不就有關資料或數據就任何特定用途而言的準確性、有效性、時效性或完備性作任何
保證。若資料出現錯漏或其他不準確又或由此引起後果，該等實體及其營運的公司概不負責或承擔任何責任。本文件所載資料乃按
「現況」及「現有」的基礎提供，資料內容可能被修訂或更改。有關資料不能取代根據閣下具體情況而提供的專業意見，而本文件概不
構成任何法律意見。該等實體對使用或依賴本文件所提供的資料而直接或間接產生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概不負責或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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