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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式交易所买卖基金（ETF）追踪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定制指数。随着投资者
对这种ETF的认识增加，加上受科技创新带动，主题式ETF投资在香港显著增长。
透过在香港上市的主题式ETF，投资者可以紧贴全球趋势，并捕捉各种投资主题的
独特机会。

香港上市的主题式ETF

股票代号 货币 产品名称 基准

生物科技及医疗卫生

2820 | 9820 港元 | 美元 Global X 中国生物科技ETF Solactive中国生物科技指数（净总回报）

3069 | 9069 港元 | 美元 华夏恒生香港生物科技指数ETF 恒生香港上市生物科技指数

3174 港元 南方东英中国医疗健康革新指数ETF Solactive中国医疗健康革新指数

云计算、机械人及人工智能

2807 | 9807 港元 | 美元 Global X 中国机械人及人工智能ETF
FactSet 中国机械人及人工智能指数（净总回
报）

2826 | 9826 港元 | 美元 Global X 中国云端运算ETF Solactive中国云端运算指数（净总回报）

3023 港元 平安纳斯达克人工智能及机械人ETF 纳斯达克 CTA 人工智能及机械人指数

3194 港元 南方东英全球云计算科技指数ETF Solactive全球云计算科技指数

消费 / 电子商务

2806 | 9806 港元 | 美元 Global X中国消费龙头品牌指数ETF Solactive 中国消费品牌指数（净总回报）

3030 港元 惠理 EMQQ 新兴市场网络与电商 ETF -

3124 港元 Global X 中国电子商务及物流ETF FactSet中国电子商务及物流指数（净总回报）

3167 | 83167 | 

9167
港元 | 人民币 |美元 工银南方东英标普中国新经济行业ETF 标普新中国行业指数

3176 港元 恒生中国新经济指数ETF 恒生中国新经济指数

3182 港元
标智纳斯达克中国新经济公司海外50指
数基金标智ETF

纳斯达克中国新经济公司海外50指数

3189 | 83189 港元 易方达（香港）中证白酒指数ETF 中证白酒指数

电子游戏及娱乐

3091 | 9091 港元 | 美元 日兴资产管理电子游戏主动型ETF -

3117 港元 Global X 中国游戏及娱乐ETF FactSet中国游戏及娱乐指数（净总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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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号 货币 产品名称 基准

环境、社会和管治 (ESG) 及洁净能源

2809 | 9809 港元 | 美元 Global X中国洁净能源ETF Solactive 中国清洁能源指数（净总回报）

3029 港元 Global X 恒生 ESG ETF 恒指ESG增强指数

3031 | 83031 | 

9031
港元 | 人民币 |美元 海通 MSCI 中国 A 股 ESG ETF MSCI中国A股ESG通用指数

3038 | 83038 港元 | 人民币 恒生A股通低碳指数ETF 恒生A股通低碳精选指数

3039 港元 易方达（香港）恒指ESG增强指数ETF 恒指ESG增强指数

3059 | 83059 港元 | 人民币
Global X彭博MSCI亚洲（日本除外）绿
色债券ETF

彭博MSCI亚洲（日本除外）美元绿色债券指
数

3060 | 83060 | 

9060
港元 | 人民币 |美元 中金碳期货ETF ICE EUA碳期货指数（额外回报）

3108 | 83108 港元 | 人民币 嘉实中证沪深300 ESG 领先指数ETF 中证嘉实沪深300 ESG 领先指数

3129 | 83129 港元 | 人民币 中银香港大湾区气候转型 ETF
标普中银香港中国香港大湾区净零2050气候
转型指数

3134 港元 南方东英华泰柏瑞中证太阳能产业ETF 中证光伏产业指数

3136 港元 恒指ESG增强精选指数ETF 恒指ESG增强精选指数

3403 | 83403 | 

9403
港元 | 人民币 |美元 华夏恒指 ESG ETF 恒指ESG增强指数

互联网及通信

2812 | 9812 港元 | 美元 三星中证中国龙网ETF 中证全球中国互联网指数

3072 | 9072 港元 | 美元 日兴资产管理环球互联网ETF iEdge-Factset 全球互联网指数

3186 | 83186 | 

9186
港元 | 人民币 |美元 中金金瑞CSI中国互联网指数ETF 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指数

3193 港元 南方东英银华中证 5G 通信主题ETF 中证 5G 通信主题指数

房地产

3121 港元 华夏MSCI 亚太区房地产ETF MSCI AC 亚太地区房地产指数

3187 | 9187 港元 | 美元
三星亚太高息房地产信托(新西兰除
外)ETF

标普高收益亚太地区（新西兰除外）房地产
投资信托精选指数

半导体

3076 港元
富邦ICE FactSet台湾核心半导体指数
ETF

ICE FactSet台湾核心半导体指数

3119 港元 Global X 亚洲半导体ETF FactSet亚洲半导体指数（净总回报）

3132 港元 三星彭博环球半导体ETF 彭博环球半导体20大指数

3191 | 9191 港元 | 美元 Global X 中国半导体ETF FactSet 中国半导体指数（净总回报）

科技创新

2814 | 9814 港元 | 美元 三星 NYSE FANG+ ETF NYSE FANG+ 指数

2832 | 82832 港元 | 人民币 博时科创50指数ETF 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指数

2837 港元 Global X 恒生科技ETF 恒生科技指数

3006 港元 Global X 元宇宙主题主动型 ETF -

3032 港元 恒生科技指数ETF 恒生科技指数

3033 港元 南方东英恒生科技指数ETF 恒生科技指数

3034 港元 南方东英元宇宙概念ET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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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文文件所载数据仅供一般信息性参考，并不构成提出要约、招揽、邀请或建议以购买或出售任何证券或其他产品，亦不构成提出任何投资建议或任何形式的服务。

本文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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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统称「该等实体」，各称「实体」）或其任何联属公司又或此等公司所营运的任何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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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档概无任何部分或条款可视为对任何该等实体带来任何责任。任何在联交所执行的证券，其有关交易、结算和交收的权利与义务将完全取决于联交所及相关结

算所的适用规则以及香港的适用法律、规则及规例。

尽管本文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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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等实体概不就有关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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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数据出现错漏或其他不准确又或由此引起后果，该等实体及其营运的公司概不负责或承担任何责任。本文文件所载数据乃按「现况」及「现有」的

基础提供，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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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文档概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该等实体对使用或依赖本文文

件所提供的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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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请参阅香港交易所ETP市场数据网页或与我们 ETFs@hkex.com.hk 联系。

股票代号 货币 产品名称 基准

科技创新(续)

3051 港元 Global X亚洲创新者主动型ETF -

3056 港元 潘渡创新主题ETF -

3058 港元 Global X 中国创新者主动型ETF -

3067 | 9067 港元 | 美元 iShares 安硕恒生科技ETF 恒生科技指数（净总回报）

3088 | 9088 港元 | 美元 华夏恒生科技指数ETF 恒生科技指数

3109 港元 南方东英科创板50指数ETF 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指数

3112 港元 潘渡区块链主题ETF -

3151 | 83151 | 

9151
港元 | 人民币 |美元 Premia 中国科创 50 ETF 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指数

3171 港元 三星区块链技术 ETF -

3172 港元 三星亚太元宇宙概念（新西兰除外）ETF -

3173 | 9173 港元 | 美元 Premia 中证财新中国新经济ETF 中证财新新经济动能指数

3181 | 9181 港元 | 美元 Premia 亚洲创新科技ETF Premia FactSet 亚洲创新科技指数

3185 港元 Global X 金融科技 ETF Indxx全球金融科技主题指数（净总回报）

运输

2845 | 9845 港元 | 美元 Global X 中国电动车及电池ETF Solactive 中国电动车及电池指数

2849 港元 Global X 自动驾驶及电动车 ETF Solactive自动驾驶及电动车指数（净总回报）

3139 港元 Global X 电动车及电池主动型 ETF -

3162 港元 南方东英全球智能驾驶指数ETF Solactive 全球智能驾驶指数

虚拟资产

3066 港元 南方东英比特币期货ETF -

3068 港元 南方东英以太币期货ETF -

3135 港元 三星比特币期货主动型ETF -

https://www.hkex.com.hk/Market-Data/Securities-Prices/Exchange-Traded-Products?sc_lang=zh-HK
mailto:ETFs@hkex.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