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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Ref. No.: CD/CDCRM/111/2019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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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按金率 

查詢： 2211-6901 

 

謹請留意，根據《交易所規則》第 617(d)條及《期貨結算公司規則》第 402 條，期交所及

結算所決定自 2019 年 7 月 2 日（星期二）起，將以下期貨合約的按金水平定為： 

 

  客戶按金 結算所按金 

        

  基本按金 維持按金   

  (港元) (港元) (港元) 

恒生指數 按金 113,449 /每張 90,759 /每張 85,300 /每張 

跨期按金 26,134 /每對 20,907 /每對 19,650 /每對 

跨商品組合 請參看附表 2 

        

小型恒生指數 按金 22,689 /每張 18,151 /每張 17,060 /每張 

跨期按金 5,226 /每對 4,180 /每對 3,930 /每對 

跨商品組合 請參看附表 2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按金 43,424 /每張 34,739 /每張 32,650 /每張 

跨期按金 16,957 /每對 13,565 /每對 12,750 /每對 

跨商品組合 請參看附表 2 

        

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按金 8,684 /每張 6,947 /每張 6,530 /每張 

跨期按金 3,391 /每對 2,712 /每對 2,550 /每對 

跨商品組合 請參看附表 2 



 

 頁 2 

        

恒生國企淨股息累計指數 按金 83,018 /每張 66,414 /每張 62,420 /每張 

跨期按金 32,385 /每對 25,908 /每對 24,350 /每對 

跨商品組合 請參看附表 2 

        

恒生國企總股息累計指數 按金 86,223 /每張 68,978 /每張 64,830 /每張 

跨期按金 33,635 /每對 26,908 /每對 25,290 /每對 

        

恒指淨股息累計指數  按金 318,082 /每張 254,465 /每張 239,160 /每張 

跨期按金 73,163 /每對 58,530 /每對 55,010 /每對 

跨商品組合 請參看附表 2 

        

恒指總股息累計指數 按金 323,535 /每張 258,828 /每張 243,260 /每張 

跨期按金 74,413 /每對 59,530 /每對 55,950 /每對 

        

中華交易服務中國 120 指

數 

按金 22,490 /每張 17,992 /每張 16,910 /每張 

跨期按金 6,756 /每對 5,404 /每對 5,080 /每對 

        

恒生國企股息點指數 按金 2,154 /每張 1,723 /每張 1,620 /每張 

跨期按金 2,593 /每對 2,074 /每對 1,950 /每對 

        

恒指股息點指數 按金 5,266 /每張 4,212 /每張 3,960 /每張 

跨期按金 6,330 /每對 5,064 /每對 4,760 /每對 

        

中華交易服務博彩業指數 按金 23,580 /每張 18,864 /每張 17,730 /每張 

跨期按金 7,075 /每對 5,660 /每對 5,320 /每對 

        

恒生資訊科技器材指數 按金 10,626 /每張 8,500 /每張 7,990 /每張 

跨期按金 3,192 /每對 2,553 /每對 2,400 /每對 

        

恒生中國內地銀行指數 按金 10,108 /每張 8,086 /每張 7,600 /每張 

跨期按金 3,032 /每對 2,425 /每對 2,280 /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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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中國內地醫療保健指數 按金 17,343 /每張 13,874 /每張 13,040 /每張 

跨期按金 5,213 /每對 4,170 /每對 3,920 /每對 

        

恒生中國內地石油及天然氣

指數 

按金 5,692 /每張 4,553 /每張 4,280 /每張 

跨期按金 1,715 /每對 1,372 /每對 1,290 /每對 

        

恒生中國內地地產指數 按金 28,435 /每張 22,748 /每張 21,380 /每張 

跨期按金 8,538 /每對 6,830 /每對 6,420 /每對 

        

恒生軟件服務指數 按金 25,841 /每張 20,672 /每張 19,430 /每張 

跨期按金 7,753 /每對 6,202 /每對 5,830 /每對 

        

恒指波幅指數 按金 26,467 /每張 21,173 /每張 19,900 /每張 

跨期按金 7,940 /每對 6,352 /每對 5,970 /每對 

        

IBOVESPA 按金 33,649 /每張 26,919 /每張 25,300 /每張 

跨期按金 10,094 /每對 8,075 /每對 7,590 /每對 

        

FTSE/JSE Top40 指數 按金 35,231 /每張 28,184 /每張 26,490 /每張 

跨期按金 10,573 /每對 8,458 /每對 7,950 /每對 

        

MICEX 指數 按金 33,329 /每張 26,663 /每張 25,060 /每張 

跨期按金 10,001 /每對 8,000 /每對 7,520 /每對 

        

一個月港元利率 按金 4,934 /每張 3,947 /每張 3,710 /每張 

跨期按金 請參看附表 1 

        

三個月港元利率 按金 3,285 /每張 2,628 /每張 2,470 /每張 

跨期按金 請參看附表 1 

        

iShares 安碩富時 A50 中

國指數 ETF 

按金 5,453 /每張 4,362 /每張 4,100 /每張 

跨期按金 1,635 /每對 1,308 /每對 1,230 /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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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聲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按金 5,625 /每張 4,500 /每張 4,230 /每張 

跨期按金 1,689 /每對 1,351 /每對 1,270 /每對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2,247 /每張 1,797 /每張 1,690 /每張 

跨期按金 674 /每對 539 /每對 507 /每對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1,888 /每張 1,510 /每張 1,420 /每張 

跨期按金 566 /每對 452 /每對 426 /每對 

        

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 按金 6,104 /每張 4,883 /每張 4,590 /每張 

跨期按金 1,835 /每對 1,468 /每對 1,380 /每對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490 /每張 392 /每張 369 /每張 

跨期按金 147 /每對 117 /每對 111 /每對 

        

華夏滬深 300 指數 ETF 按金 6,769 /每張 5,415 /每張 5,090 /每張 

跨期按金 2,034 /每對 1,627 /每對 1,530 /每對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219 /每張 175 /每張 165 /每張 

跨期按金 66 /每對 52 /每對 50 /每對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410 /每張 328 /每張 309 /每張 

跨期按金 123 /每對 98 /每對 93 /每對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按金 473 /每張 378 /每張 356 /每張 

跨期按金 142 /每對 113 /每對 107 /每對 

        

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按金 1,016 /每張 812 /每張 764 /每張 

跨期按金 305 /每對 244 /每對 230 /每對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438 /每張 350 /每張 330 /每張 

跨期按金 131 /每對 104 /每對 99 /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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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478 /每張 382 /每張 360 /每張 

跨期按金 143 /每對 114 /每對 108 /每對 

        

中國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223 /每張 178 /每張 168 /每張 

跨期按金 67 /每對 53 /每對 51 /每對 

        

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按金 916 /每張 732 /每張 689 /每張 

跨期按金 275 /每對 220 /每對 207 /每對 

        

中國廣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1,502 /每張 1,201 /每張 1,130 /每張 

跨期按金 450 /每對 360 /每對 339 /每對 

        

中海油田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5,891 /每張 4,712 /每張 4,430 /每張 

跨期按金 1,768 /每對 1,414 /每對 1,330 /每對 

        

中國移動有限公司 按金 2,367 /每張 1,893 /每張 1,780 /每張 

跨期按金 710 /每對 568 /每對 534 /每對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

份有限公司 

按金 1,139 /每張 911 /每張 857 /每張 

跨期按金 343 /每對 274 /每對 258 /每對 

        

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748 /每張 598 /每張 563 /每張 

跨期按金 224 /每對 179 /每對 169 /每對 

        

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 按金 2,593 /每張 2,074 /每張 1,950 /每張 

跨期按金 778 /每對 622 /每對 585 /每對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1,582 /每張 1,265 /每張 1,190 /每張 

跨期按金 474 /每對 379 /每對 357 /每對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按金 2,872 /每張 2,297 /每張 2,160 /每張 

跨期按金 861 /每對 688 /每對 648 /每對 



 

 頁 6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2,074 /每張 1,659 /每張 1,560 /每張 

跨期按金 622 /每對 497 /每對 468 /每對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按金 1,102 /每張 881 /每張 829 /每張 

跨期按金 331 /每對 264 /每對 249 /每對 

        

碧桂園控股有限公司 按金 5,173 /每張 4,138 /每張 3,890 /每張 

跨期按金 1,556 /每對 1,244 /每對 1,170 /每對 

        

中國海外發展有限公司 按金 3,710 /每張 2,968 /每張 2,790 /每張 

跨期按金 1,113 /每對 890 /每對 837 /每對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按金 815 /每張 652 /每張 613 /每張 

跨期按金 244 /每對 195 /每對 184 /每對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711 /每張 568 /每張 535 /每張 

跨期按金 214 /每對 171 /每對 161 /每對 

        

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 

按金 2,606 /每張 2,084 /每張 1,960 /每張 

跨期按金 782 /每對 625 /每對 588 /每對 

        

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4,468 /每張 3,574 /每張 3,360 /每張 

跨期按金 1,343 /每對 1,074 /每對 1,010 /每對 

        

CSOP 富時中國 A50 ETF 按金 5,612 /每張 4,489 /每張 4,220 /每張 

跨期按金 1,689 /每對 1,351 /每對 1,270 /每對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538 /每張 430 /每張 405 /每張 

跨期按金 162 /每對 129 /每對 122 /每對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5,918 /每張 4,734 /每張 4,450 /每張 

跨期按金 1,782 /每對 1,425 /每對 1,340 /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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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524 /每張 419 /每張 394 /每張 

跨期按金 158 /每對 126 /每對 119 /每對 

        

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1,742 /每張 1,393 /每張 1,310 /每張 

跨期按金 522 /每對 417 /每對 393 /每對 

        

中國恒大集團 按金 3,923 /每張 3,138 /每張 2,950 /每張 

跨期按金 1,177 /每對 941 /每對 885 /每對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 按金 9,017 /每張 7,213 /每張 6,780 /每張 

跨期按金 2,713 /每對 2,170 /每對 2,040 /每對 

        

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4,468 /每張 3,574 /每張 3,360 /每張 

跨期按金 1,343 /每對 1,074 /每對 1,010 /每對 

        

吉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 按金 8,871 /每張 7,096 /每張 6,670 /每張 

跨期按金 2,673 /每對 2,138 /每對 2,010 /每對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按金 5,546 /每張 4,436 /每張 4,170 /每張 

跨期按金 1,675 /每對 1,340 /每對 1,260 /每對 

        

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6,197 /每張 4,957 /每張 4,660 /每張 

跨期按金 1,862 /每對 1,489 /每對 1,400 /每對 

        

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11,039 /每張 8,831 /每張 8,300 /每張 

跨期按金 3,311 /每對 2,648 /每對 2,490 /每對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上市基金 按金 36,694 /每張 29,355 /每張 27,590 /每張 

跨期按金 11,012 /每對 8,809 /每對 8,280 /每對 

        

電能實業有限公司 按金 1,888 /每張 1,510 /每張 1,420 /每張 

跨期按金 566 /每對 452 /每對 426 /每對 



 

 頁 8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按金 1,981 /每張 1,584 /每張 1,490 /每張 

跨期按金 594 /每對 475 /每對 447 /每對 

        

匯豐控股有限公司 按金 1,729 /每張 1,383 /每張 1,300 /每張 

跨期按金 518 /每對 414 /每對 390 /每對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HKG 合約乘數=1,000) 

按金 1,167 /每張 933 /每張 878 /每張 

跨期按金 351 /每對 280 /每對 264 /每對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HKE 合約乘數=1,100) 

按金 1,284 /每張 1,027 /每張 966 /每張 

跨期按金 385 /每對 308 /每對 290 /每對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HLD 合約乘數=1,000) 

按金 2,886 /每張 2,308 /每張 2,170 /每張 

跨期按金 865 /每對 692 /每對 651 /每對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HLB 合約乘數=1,100) 

按金 3,174 /每張 2,539 /每張 2,387 /每張 

跨期按金 952 /每對 761 /每對 716 /每對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629 /每張 503 /每張 473 /每張 

跨期按金 188 /每對 150 /每對 142 /每對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按金 1,306 /每張 1,044 /每張 982 /每張 

跨期按金 392 /每對 313 /每對 295 /每對 

        

華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17,795 /每張 14,236 /每張 13,380 /每張 

跨期按金 5,346 /每對 4,276 /每對 4,020 /每對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380 /每張 304 /每張 286 /每張 

跨期按金 114 /每對 91 /每對 86 /每對 

        

金山軟件有限公司 按金 3,258 /每張 2,606 /每張 2,450 /每張 

跨期按金 977 /每對 781 /每對 735 /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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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豐有限公司 按金 271 /每張 216 /每張 204 /每張 

跨期按金 82 /每對 65 /每對 62 /每對 

        

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按金 6,423 /每張 5,138 /每張 4,830 /每張 

跨期按金 1,928 /每對 1,542 /每對 1,450 /每對 

        

美團點評 期貨 按金 2,912 /每張 2,329 /每張 2,190 /每張 

跨期按金 873 /每對 698 /每對 657 /每對 

        

小米集團 按金 1,094 /每張 875 /每張 823 /每張 

跨期按金 328 /每對 262 /每對 247 /每對 

        

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3,630 /每張 2,904 /每張 2,730 /每張 

跨期按金 1,089 /每對 871 /每對 819 /每對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按金 1,715 /每張 1,372 /每張 1,290 /每張 

跨期按金 514 /每對 411 /每對 387 /每對 

        

新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4,335 /每張 3,468 /每張 3,260 /每張 

跨期按金 1,300 /每對 1,040 /每對 978 /每對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按金 956 /每張 764 /每張 719 /每張 

跨期按金 287 /每對 229 /每對 216 /每對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

限公司 

按金 3,564 /每張 2,851 /每張 2,680 /每張 

跨期按金 1,069 /每對 855 /每對 804 /每對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

司 

按金 578 /每張 462 /每張 435 /每張 

跨期按金 174 /每對 139 /每對 131 /每對 

        

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 

按金 1,222 /每張 977 /每張 919 /每張 

跨期按金 367 /每對 293 /每對 276 /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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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按金 1,675 /每張 1,340 /每張 1,260 /每張 

跨期按金 502 /每對 401 /每對 378 /每對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按金 8,857 /每張 7,085 /每張 6,660 /每張 

跨期按金 2,660 /每對 2,128 /每對 2,000 /每對 

        

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

公司 

按金 5,586 /每張 4,468 /每張 4,200 /每張 

跨期按金 1,675 /每對 1,340 /每對 1,260 /每對 

        

舜宇光學科技(集團)有限公

司 

按金 13,167 /每張 10,533 /每張 9,900 /每張 

跨期按金 3,950 /每對 3,160 /每對 2,970 /每對 

        

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8,166 /每張 6,532 /每張 6,140 /每張 

跨期按金 2,460 /每對 1,968 /每對 1,850 /每對 

        

融創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按金 9,310 /每張 7,448 /每張 7,000 /每張 

跨期按金 2,793 /每對 2,234 /每對 2,100 /每對 

        

太古股份有限公司 'A' 按金 3,192 /每張 2,553 /每張 2,400 /每張 

跨期按金 957 /每對 765 /每對 720 /每對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 按金 2,819 /每張 2,255 /每張 2,120 /每張 

跨期按金 845 /每對 676 /每對 636 /每對 

        

盈富基金 按金 96,491 /每張 77,192 /每張 72,550 /每張 

跨期按金 28,954 /每對 23,163 /每對 21,770 /每對 

        

中國鐡塔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2,553 /每張 2,042 /每張 1,920 /每張 

跨期按金 766 /每對 612 /每對 576 /每對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按金 1,343 /每張 1,074 /每張 1,010 /每張 

跨期按金 402 /每對 321 /每對 303 /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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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1,596 /每張 1,276 /每張 1,200 /每張 

跨期按金 478 /每對 382 /每對 360 /每對 

        

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按金 649 /每張 519 /每張 488 /每張 

跨期按金 195 /每對 156 /每對 147 /每對 

 

 

 

  客戶按金 結算所按金 

        

  基本按金 維持按金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倫敦鋁期貨小型合約 按金 4,083 /每張 3,266 /每張 3,070 /每張 

跨期按金 1,224 /每對 979 /每對 921 /每對 

        

倫敦銅期貨小型合約 按金 10,360 /每張 8,288 /每張 7,790 /每張 

跨期按金 3,112 /每對 2,489 /每對 2,340 /每對 

        

倫敦鎳期貨小型合約 按金 7,886 /每張 6,308 /每張 5,930 /每張 

跨期按金 2,367 /每對 1,893 /每對 1,780 /每對 

        

倫敦鉛期貨小型合約 按金 5,586 /每張 4,468 /每張 4,200 /每張 

跨期按金 1,675 /每對 1,340 /每對 1,260 /每對 

        

倫敦錫期貨小型合約 按金 7,567 /每張 6,053 /每張 5,690 /每張 

跨期按金 2,274 /每對 1,819 /每對 1,710 /每對 

        

倫敦鋅期貨小型合約 按金 5,692 /每張 4,553 /每張 4,280 /每張 

跨期按金 1,715 /每對 1,372 /每對 1,290 /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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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香港)黃金期貨 按金 15,720 /每張 12,576 /每張 11,820 /每張 

跨期按金 786 /每對 628 /每對 591 /每對 

實物交收合約按

金# 

40,884 /每張 32,707 /每張 30,740 /每張 

跨商品組合 請參看附表 2 

        

澳元兌人民幣(香港)期貨 按金 8,113 /每張 6,490 /每張 6,100 /每張 

跨期按金 1,298 /每對 1,038 /每對 976 /每對 

        

歐元兌人民幣(香港)期貨 按金 8,299 /每張 6,639 /每張 6,240 /每張 

跨期按金 1,162 /每對 929 /每對 874 /每對 

        

日元兌人民幣(香港)期貨 按金 9,522 /每張 7,617 /每張 7,160 /每張 

跨期按金 1,238 /每對 990 /每對 931 /每對 

        

美元兌人民幣(香港)期貨 按金 13,233 /每張 10,586 /每張 9,950 /每張 

跨期按金 5,692 /每對 4,553 /每對 4,280 /每對 

現貨月按金* 2,646 /每張 2,116 /每張 1,990 /每張 

跨商品組合 請參看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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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按金 結算所按金 

        

  基本按金 維持按金   

  (美元) (美元) (美元) 

MSCI亞洲除日本淨總回報指數 

期貨 

按金 2,167 /每張 1,733 /每張 1,630 /每張 

跨期按金 109 /每對 87 /每對 82 /每對 

        

TSI CFR 中國鐵礦石 62% 鐵粉 

期貨月度合約 

按金 1,137 /每張 909 /每張 855 /每張 

跨期按金 501 /每對 400 /每對 377 /每對 

 跨商品組合    請參看附表 2   

        

TSI CFR 中國鐵礦石 62% 鐵粉 

期貨季度合約 

按金 776 /每張 620 /每張 584 /每張 

跨期按金 513 /每對 410 /每對 386 /每對 

 跨商品組合    請參看附表 2   

        

美元黃金 期貨 按金 2,221 /每張 1,776 /每張 1,670 /每張 

跨期按金 111 /每對 88 /每對 84 /每對 

實物交收合約

按金# 

5,971 /每張 4,776 /每張 4,490 /每張 

跨商品組合 請參看附表 2 

        

人民幣(香港)兌美元 期貨 按金 900 /每張 720 /每張 677 /每張 

跨期按金 262 /每對 209 /每對 197 /每對 

跨商品組合 請參看附表 2 
 

 

 

#實物交收合約按金將於最後交易日前的第三個營業日之營業時間結束後開始收取，直到最後交易日後的第一個營業日終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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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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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以上最低按金率是為貴公司擁有最佳財政狀況的客戶而設，交易所參與者應按照個

別客戶的情況設定其按金要求。 

 

 

香港期貨結算有限公司  

 

 

 

授權簽署人 

薛家傑 謹啟



 

 

附表 1 

 

一個月港元利率期貨 

跨期按金 

(生效日期: 2019年 7月 2日) 

 

跨期組合 按金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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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按金 每對 2,633 元 每對 2,106 

結算所按金 每對 1,980 元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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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按金 每對 2,633 元 每對 2,106 

結算所按金 每對 1,980 元 不適用 

第二個月 對 第三個月 

客戶按金 每對 1,489元 每對 1,191元 

結算所按金 每對 1,120元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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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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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按金 每對 1,489元 每對 1,191元 

結算所按金 每對 1,120元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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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按金 每對 1,489元 每對 1,191元 

結算所按金 每對 1,120元 不適用 



 

附表 1 

 

三個月港元利率期貨 

跨期按金 

(生效日期: 2019年 7月 2日) 

 

跨期組合 按金類別 
基本按金                            

(港元) 

維持按金                                

(港元) 

第一個月 對 第五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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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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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按金 每對 3,059 元 每對 2,447 元 

結算所按金 每對 2,300 元 不適用 

第一個月 對 第三個月 

第一個月 對 第四個月 

第二個月 對 第三個月 

第二個月 對 第四個月 

客戶按金 每對 2,606 元 每對 2,084 元 

結算所按金 每對 1,960 元 不適用 

第三個月 對 第五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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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月 對 第五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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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按金 每對 2,540 元 每對 2,032 元 

結算所按金 每對 1,910 元 不適用 



 

第三個月 對 第四個月 

客戶按金 每對 1,768 元 每對 1,414 元 

結算所按金 每對 1,330 元 不適用 

第一個月 對 第二個月 

客戶按金 每對 1,423 元 每對 1,138 元 

結算所按金 每對 1,070 元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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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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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按金 每對 1,020元 每對 816 元 

結算所按金 每對 767 元 不適用 



 

附表 2 

跨商品組合對沖值比率及組合折抵率 

(生效日期: 2019年 7月 2日) 

 

優先權 產品組合 組合對沖值比率 ∆ 組合折抵率 

1 

 

恒指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對 

恒生指數產品 

 

1 比 3 87% 

2 

恒生國企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對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產品 

1 比 2 86% 

3 

恒生指數產品 

對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產品 

1 vs 3
 79% 

 

 

產品組合 組合對沖值比率 ∆ 組合折抵率 

美元兌人民幣(香港)期貨及期權 

對 

人民幣(香港)兌美元期貨 

1 比 -2 81% 

美元黃金期貨 

對 

人民幣 (香港) 黃金期貨 

1 比 1 66% 

TSI CFR 中國鐵礦石 62%鐵粉期貨月度合約 

對 

TSI CFR 中國鐵礦石 62%鐵粉期貨季度合約 

1 比 2 63% 

 

∆  帶有正(負)號之比率是指兩種產品之對沖值須為相反(相同)方向方可組成跨商品組合。  
 
備註:  

就組合對沖值比率之變更，如有需要，請於系統及營運程序上作出必要安排，特別是對於客戶按金對銷戶口的持倉管理及

按金對銷。 

http://www.hkex.com.hk/chi/market/partcir/hkcc/2016/Documents/ICS%20Circular%2013%20July%202016_chi%20v2.0.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