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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式交易所買賣基金（ETF）追蹤不同地域、不同行業的定制指數。隨著投資者
對這種ETF的認識增加，加上受科技創新帶動，主題式ETF投資在香港顯著增長。
透過在香港上市的主題式ETF，投資者可以緊貼全球趨勢，並捕捉各種投資主題的
獨特機會。

香港上市的主題式ETF
股票代號

貨幣

產品名稱

基準

2812 | 9812

港元 | 美元

三星中證中國龍網ETF

3072 | 9072
3186 | 83186 |
9186
3193

港元 | 美元
日興資產管理環球互聯網ETF
港元 | 人民幣 |
中金金瑞CSI中國互聯網指數ETF
美元
港元
南方東英銀華中證 5G 通信主題ETF

2814 | 9814

港元 | 美元

三星 NYSE FANG+ ETF

NYSE FANG+ 指數

2832 | 82832

互聯網及通信
中證全球中國互聯網指數
iEdge-Factset 全球互聯網指數
中證海外中國互聯網指數
中證 5G 通信主題指數

科技創新
港元 | 人民幣

博時科創50指數ETF

上證科創板 50 成份指數

3032

港元

恒生科技指數ETF

恒生科技指數

3033

港元

南方東英恒生科技指數ETF

恒生科技指數

3058

港元

Global X 中國創新者主動型ETF

-

3067 | 9067

港元 | 美元

iShares 安碩恒生科技ETF

恒生科技指數（淨總回報）

3088 | 9088

港元 | 美元

華夏恒生科技指數ETF

恒生科技指數

3109
3151 | 83151 |
9151
3173 | 9173

港元
南方東英科創板50指數ETF
港元 | 人民幣 |
Premia 中國科創 50 ETF
美元
Premia 中證財新中國新經濟ETF
港元 | 美元

上證科創板 50 成份指數

3181 | 9181

港元 | 美元

Premia 亞洲創新科技ETF

Premia FactSet 亞洲創新科技指數

2806 | 9806

港元 | 美元

Global X中國消費龍頭品牌指數ETF

3124
3167 | 83167 |
9167
3176

Global X 中國電子商務及物流ETF
港元
|
|
港元 人民幣
工銀南方東英標普中國新經濟行業ETF
美元
港元
恒生中國新經濟指數ETF

2845 | 9845

港元 | 美元

Global X 中國電動車及電池ETF

Solactive 中國電動車及電池指數

3162

港元

南方東英全球智能駕駛指數ETF

Solactive 全球智能駕駛指數

上證科創板 50 成份指數
中證財新新經濟動能指數

電子商務
Solactive 中國消費品牌指數（淨總回報）
FactSet中國電子商務及物流指數（淨總回報）
標普新中國行業指數
恒生中國新經濟指數

運輸

1

股票代號

貨幣

產品名稱

基準
(ESG)
環境、社會和管治
及潔淨能源

2809 | 9809
3031 | 83031 |
9031
3108 | 83108

Global X中國潔淨能源ETF
港元 | 美元
|
|
港元 人民幣
海通 MSCI 中國 A 股 ESG ETF
美元
港元 | 人民幣 嘉實中證滬深300 ESG 領先指數ETF

Solactive 中國清潔能源指數（淨總回報）

3134

港元

中證光伏產業指數

南方東英華泰柏瑞中證太陽能產業ETF

MSCI中國A股ESG通用指數
中證嘉實滬深300 ESG 領先指數

雲計算、機械人及人工智能
2807 | 9807

港元 | 美元

Global X 中國機械人及人工智能ETF

2826 | 9826

港元 | 美元

Global X 中國雲端運算ETF

FactSet 中國機械人及人工智能指數（淨總回
報）
Solactive中國雲端運算指數（淨總回報）

3023

港元

平安納斯達克人工智能及機械人ETF

納斯達克 CTA 人工智能及機械人指數

3194

港元

南方東英全球雲計算科技指數ETF

Solactive全球雲計算科技指數

2820 | 9820

港元 | 美元

Global X 中國生物科技ETF

Solactive中國生物科技指數（淨總回報）

3069 | 9069

港元 | 美元

華夏恒生香港生物科技指數ETF

恒生香港上市生物科技指數

3174

港元

南方東英中國醫療健康革新指數ETF

Solactive中國醫療健康革新指數

3091 | 9091

港元 | 美元

日興資產管理電子遊戲主動型ETF

-

3117

港元

Global X 中國遊戲及娛樂ETF

FactSet中國遊戲及娛樂指數（淨總回報）

生物科技及醫療衛生

電子遊戲及娛樂

半導體
港元

Global X 亞洲半導體ETF

FactSet亞洲半導體指數（淨總回報）

3132

港元

三星彭博環球半導體ETF

彭博環球半導體20大指數

3191 | 9191

港元 | 美元

Global X 中國半導體ETF

FactSet 中國半導體指數（淨總回報）

3119

房地產
3121

港元

華夏MSCI 亞太區房地產ETF

MSCI AC 亞太地區房地產指數

3187 | 9187

港元 | 美元

三星亞太高息房地產信託(新西蘭除外)ETF

標普高收益亞太地區（新西蘭除外）房地產
投資信託精選指數

詳情請參閱香港交易所ETP市場數據網頁或與我們 ETFs@hkex.com.hk 聯繫。

免責聲明
本文檔所載資料僅供一般信息性參考，並不構成提出要約、招攬、邀請或建議以購買或出售任何證券或其他產品，亦不構成提出任何投資建議或任何形式的服務。
本文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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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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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檔概無任何部分或條款可視為對任何該等實體帶來任何責任。任何在聯交所執行的證券，其有關交易、結算和交收的權利與義務將完全取決於聯交所及相關結
算所的適用規則以及香港的適用法律、規則及規例。
儘管本文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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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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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檔所載資料乃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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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文檔概不構成任何法律意見。該等實體對使用或依賴本文檔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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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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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hkex.com.hk (t) +852 2522 1122 I (f) +852 2295 3106 hkexgroup.com I hkex.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