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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於 2018 年 2 月 7 日 (編號：MO/DT/026/18) 及 2018 年 4 月 17 日(編號： MO/DT/075/18)。
隨著市場對三隻股票指數期權包括恒生指數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及小型恒生指數期權於
2018 年 5 月 14 日被納入到收市後交易(T+1)時段後反應正面，香港期貨交易所欣然宣布小型恒生
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將被納入及推行以下措施去維持 T+1 時段的市場質素。

1. 將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納入 T+1 時段
為了更完善 T+1 時段可供交易的產品，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將於 2018 年 12 月 3 日2 (星期
一) 被納入 T+1 時段 。

證監會已批准相關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及香港期貨結算有限公司規例及程序的修改。有關詳情
將適時另行通告宣布。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被納入 T+1 時段的安排撮要已載於附件 1 以供交
易所參與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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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18 年 12 月 3 日起，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的 T+1 時段為下午 5 時 15 分至凌晨 1 時。

2

通知有關員工及客戶
參與者應通知其員工和所有客戶有關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將被納入 T+1 時段的詳情及附帶的
風險，並確保交易系統及辧公室後勤系統已就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被納入 T+1 時段準備就緒。
同時，交易所參與者的員工應清楚理解以上內容，謹慎小心地處理相關 T+1 時段的股票指數期權及
/或期貨買賣及向客戶提供建議。

2. 取消 T+1 時段的一般莊家數目上限
為鼓勵市場流通性及容許更多莊家參與 T+1 時段的股票期權， 5 名一般莊家參與 T+1 時段的數目
上限將會取消並將即時生效。

3. 合資格莊家的額外獎勵
符合獎勵等級１作價買賣要求並同時達到指定準則的 T+1 時段一般莊家將可享有額外最多 50 個程
式界面分判牌照月費豁免。額外獎勵的資料及其指定準則已載於附件 2 以供參考。額外獎勵將於
2018 年 11 月 1 日生效直至 2019 年 12 月 31 日。

有興趣的交易所參與者如希望了解更多有關申請成為 T+1 時段的一般莊家及合資格莊家的額外獎勵
可聯絡黃小姐 ( EmilyHuang@hkex.com.hk ) 或關先生（CharlesKwan@hkex.com.hk）。

市場科
衍生產品交易
主管
何耀昌 謹啟
本通告已以英文及另以中文譯文刋發。如本通告中文本的字義或詞義與英文本有所出入，概以英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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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將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納入 T+1 時段的安排

將股票指數期權納入 T+1 時段在產品、交易、結算及風險管理四方面的建議運作安排如下：

a)

產品
適用於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

b) 交易
i.

交易時間
股票指數期權的 T+1 時段將於正常交易時段收市後 45 分鐘開市，即下午 5 時 15 分。於
T+1 時段執行的交易將登記為下一日的交易。 T+1 時段將於下曆日凌晨 1 時結束。

ii.

假期安排
倘當日為香港公眾假期或香港交易所旗下證券市場半日市的日子或美國及倫敦於當日同為
銀行假期，則不設 T+1 時段。

iii. 颱風或黑色暴雨期間的安排
應用於 T+1 時段股票指數期貨的颱風或黑色暴雨期間的安排將同時適用於新納入 T+1 時段
的股票指數期權。

iv. 買賣盤類別
所有「當日有效盤」、「直至到期盤」及「特定日期盤」均預設為只於 T 時段生效，未配
對的買賣盤會轉至下一個 T 時段，直至全部配對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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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收市後交易時段的交易所參與者及其客戶在輸入「當日有效盤」、「直至到期盤」及
「特定日期盤」時，須就於 T 時段及 T+1 時段均適用的買賣盤選擇「T+1」的選項。未配
對而標有「T+1」的買賣盤會由 T+1 時段結束後轉回 T 時段，直至全部配對為止。
至於須即時執行（否則全告取消）的「全額或取消盤」及「成交及取消盤」，「T+1」 買
賣盤選項並不適用，可以略去。

v.

短暫停牌機制 (THM)
當短暫停牌機制參考合約 (即月期貨) 的現存買盤價達短暫停牌機制參考價以上的短暫停牌
機制百分比時 (T+1 時段即月期貨的價格上限) 或現存賣盤價達短暫停牌機制參考價以下短
暫停牌機制百分比時 (T+1 時段即月期貨的價格下限)，相對應短暫停牌機制交易所合約(股
票指數期權)的合約狀態將會變為 HALT 。當有關狀態出現時，該短暫停牌機制交易所合約
(股票指數期權)於剩餘 T+1 時段的交易亦會暫停。股票指數期權合約的交易將於下一個 T
時段恢復。

例如，當即月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期貨現存買盤價達其 T+1 時段的價格上限，所有小型恒生
中國企業期權(包括所有行使價及到期日) 將短暫停牌。如即月恒生中國企業期貨符合相同情
況，恒生中國企業期權將會短暫停牌。
當短暫停牌時，所有已短暫停牌的短暫停牌機制交易所合約的買賣盤將會保留但不會配對。
交易所參與者可更改及取消買賣盤。短暫停牌時買賣盤只可作以下的更改:
1. 改變 Cust 及/或 Info 的資訊;
2. 改變有效時限;
3. 減少數量
每個短暫停牌機制交易所合約相對應的短暫停牌機制參考合約, 短暫停牌機制參考價及短暫
停牌機制百分比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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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停牌機制交易所

短暫停牌機制參考合約

短暫停牌機制參考價

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

即月小型恒生中國企業

參照價格限制向上/向

數期權

指數期貨

下機制3 的參考價

合約

短暫停牌機制
百分比
5%

vi. 處理錯價交易
現行錯價交易規則將適用於 T+1 時段。

vii. 自選組合
自選組合將適用於 T+1 時段。

c)

結算
股票指數期權的 T+1 時段截止時間為下曆日凌晨 1 時 45 分。結算服務於短暫停牌機制生效時
將如常繼續。結算所參與者請留意，於 T+1 時段執行之交易，相關的交易後活動可於(i) T+1 時
段截止時間前; 及/或 (ii) 由下一個營業日早上 7 時 30 分起至系統輸入截止時間，即下午 6 時 45
分前進行。如結算所參與者擬將上一個 T+1 時段執行的交易納入強制即日變價調整及按金之計
算，則結算所參與者應該於相關產品開市前 30 分鐘完成交易後活動。

d) 風險管理
以下的風險管理安排應用於現時 T+1 時段的股票指數期貨及期權將同時適用於新納入 T+1 時段
的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
i.

於 T+1 時段內，每小時監察結算所參與者按其資本額釐定的持倉限額 (CBPL)4 ；及

ii.

於下一個 T 時段開市後進行強制變價調整及按金追收(須於中午 12 時或之前支付)。

3

價格限制向上/向下機制的參考價可參照 HKATS 操作手冊 的附件 6。 (只供英文版)

4

於正常的情況下，監察 CBPL 的風險系數檔案 (RPF) 將會每小時發布。如欲下載及了解有關詳情請參考「收
市後交易時段內監察持倉限額的風險系數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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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合資格莊家的額外獎勵及其準則

A. 準則
T+1 時段的一般莊家需要於當月符合以下準則才可享有 B 部分中的額外獎勵:
-

達到獎勵等級１的作價買賣要求; 及

-

指定合約月份的最大買賣盤差價在不少於７０%的交易時間內達到下表要求

產品
恒生指數期權及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
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及
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

合約月份
即月至第四個曆月

即月及第二個曆月

期權金

最大的買賣盤差價

1 – 750 點

最大（10 點，買價的 5%）

> 750 點

38 點

1 – 750 點

最大（10 點，買價的 5%）

> 750 點

38 點

B. 額外獎勵
該產品 T+1 時段的一般莊家如符合 A 部分的準則可獲得下表列出的程式界面分判牌照月費豁免作為
額外的獎勵。
產品
恒生指數期權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
小型恒生指數期權
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

額外獎勵
每個產品最多 22 個程式界面
（即每月 57,200 元或等值金額）
每個產品最多 3 個程式界面
（即每月 7,800 元或等值金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