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HONG KONG FUTURES EXCHANGE LIMITED 
(A wholly-owned subsidiary of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通告  CIRCULAR 

 
 

事項： 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及期權優惠計劃升級- 更新 

查詢： - 陳先生（電話: 2211-6139   電郵: wallacechan@hkex.com.hk） 

- 盧小姐（電話: 2211-6137   電郵: floralo@hkex.com.hk） 

 

參見於 2020 年 11 月 7 日發佈關於推出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及期權的公告 (參考編號： 

MKD/EQD/34/20)，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易所”)宣佈以下更新： 

 

1. 延長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及期權的全市場交易費用折扣優惠有效期 

 

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及期權的全市場 50%交易費用折扣優惠有效期將延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1 。詳情參見以下交易費用表格： 

 

合約 

直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日間交易時段） 

從 2022 年 1 月 3 日 

(日間交易時段) 或以後開始 

公司及客戶賬戶 
流通量提供者 

 
公司及客戶賬戶 流通量提供者 

恒生科技指數期貨 2.5 港元 1.0 港元 5.0 港元 
待計劃完結後將作

檢討及另行通告 

恒生科技指數期權 2.5 港元 1.0 港元 5.0 港元 
待計劃完結後將作

檢討及另行通告 

 

2. 推出 2021 年下半年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及期權活躍交易者優惠計劃 

 

                                                      
1
 現時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及期權費用折扣有效期分別至2021年5月21日及2021年7月16日的日間交易時段。 

 
編號 

Ref. No.: MKS/EQD/26/21 

 日期 
Date: 17/05/2021 

 

mailto:wallacechan@hkex.com.hk
mailto:floralo@hkex.com.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Services/Circulars-and-Notices/Participant-and-Members-Circulars/HKFE/2020/MKS_EQD_34_20_c.pdf


 

 2 

現有的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及期權活躍交易者優惠計劃將於 2021 年 5 月 21 日結束。交易所

將於 2021 年 5 月 24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間推出新階段的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及期權

活躍交易者優惠計劃。為避免引起疑問，現有的活躍交易者須重新申請。 

 

若申請者希望能於首天參與優惠計劃(即 2021 年 5 月 24 日)，須於 2021 年 5 月 20 日上午

或之前提交申請表格。 

 

3. 推出 2021 年下半年恒生科技指數期權流通量提供者計劃 

 

現有的恒生科技指數期權流通量提供者計劃將於 2021 年 7 月 16 日結束。交易所將於 2021

年 7月 19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期間推出新階段的恒生科技指數期權流通量提供者計劃。

為避免引起疑問，現有的流通量提供者須重新申請。 

 

若申請者希望能於首天參與恒生科技指數期權流通量提供者計劃(即 2021 年７月１９日)，

須於 2021 年６月３０日或之前提交申請表格。 

 

 

有關的活躍交易者及通量提供者計劃詳情請參見附件一及附件二。 有興趣申請者可聯絡黃

小姐 (EmilyHuang@hkex.com.hk) ，David Lutz 先生 (Davidlutz@hkex.com.hk)或張小姐

(TracyYTZhang@hkex.com.hk) 取得申請詳情。 

 

 

 

蕭沛聰 

證券產品發展部主管 

市場科 

mailto:EmilyHuang@hkex.com.hk
file:///C:/Users/WallaceChan/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INetCache/Content.Outlook/S9NNKRF2/Davidlutz@hkex.com.hk
mailto:TracyYTZhang@hkex.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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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及期權活躍交易者計劃 

 

 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及期權活躍交易者優惠計劃(“活躍交易者優惠計劃”) 

計劃時段 由 2021 年 5 月 24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1 日（計劃結束後再作檢討） 

合資格人士 交易所參與者或其直接客戶  

限額 不設限額 

責任 每名活躍交易者每月累計結算的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及期權合約須達 500張(“最

低結算成交量額度”)，才合資格獲得有關獎勵。 

 

活躍交易者計劃不計算大手交易（即透過 HKATS系統的大手交易功能匯報的

交易）。 

 

若有活躍交易者連續兩個月未有達到每月最低結算成交量額度，期交所有權

終止其活躍交易者資格。 

 

獎勵 若活躍交易者達最低結算成交量額度，每張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及期權合約可

獲交易費用折扣至每張 1.75 港元* (即標準交易費的 35%) 。 

 

*註 

 於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及期權的全市場交易費用折扣50%的優惠期內，活躍

交易者的每張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及期權交易費用為 2.5 港元。在達到每月

的最低結算成交量額度後，活躍交易者將獲取每張 0.75 港元的回贈。 

 於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及期權的全市場交易費用折扣 50%的優惠期結束後，

活躍交易者的每張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及期權交易費用 5.0 港元。在達到每

月的最低結算成交量額度後，活躍交易者將獲取 3.25 港元的回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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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恒生科技指數期權流通量提供者計劃 

 

 恒生科技指數期權流通量提供者  

計劃時段 由 2021 年 7 月 19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計劃結束後再作檢討） 

合資格參與者 交易所參與者或交易所參與者的直接客戶 

名額 不設限額 

責任  流通量提供者需於日間交易時段內 65%的交易時間為不少於 50 個期權系

列提供雙邊連續的買賣報價（於下列表一的期權系列選擇名單中選取）； 

 最大買賣差價：參閱下列表二； 

 最低張數: ５張 

獎勵: 

 

交易費折扣  若滿足全部責任要求，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及期權交易費為每張 1.0 港元

（即標準交易費的 80%折扣）；或 

 若交易時間內責任要求達 50%或以上但少於 65%，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及

期權交易費為每張 1.75 港元（即標準交易費的 65%折扣）；或 

 若交易時間內責任要求少於 50%，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及期權交易費為每

張 2.50 港元（即標準交易費的 50%折扣）。 

 

程式介面分判

牌照費 

滿足責任要求的流通量提供者可獲得每月豁免每月最高 15,600 港元的六個程

式介面分判牌照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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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期權系列選擇名單 

合約月份 期權系列 
可供選擇的系列數目 

認購 認沽 

即月 最接近的價外期權 15 15 

 最接近的價內期權 2 2 

下一個曆月 最接近的價外期權 15 15 

 最接近的價內期權 2 2 

第一個季月 最接近的價外期權 10 10 

 最接近的價內期權 2 2 

第二個季月 最接近的價外期權 10 10 

 最接近的價內期權 2 2 

總計 116 

 

 

表二: 最大買賣盤差價 

合約月份 期權金 最大買賣差價 

即月及下一個曆月 1-750 點 30 點或買價的 10%，以高者為準 

多於 750 點 75 點 

第一及第二個季月 1-750 點 40 點或買價的 20%，以高者為準 

多於 750 點 15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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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恒生指數有限公司免責聲明 

恒生指數有限公司 (Hang Seng Indexes Company Limited) (“HSIL”) 現時公布、編纂及計算一系 列的股票指數

及可能不時應恒生資訊服務有限公司 (Hang Seng Data Services Limited) (“HSDS”) 公布、編纂及計算其他股

票指數 (統稱 “恒生 股票指數”)。各恒生股票指數的商標、名稱及編纂及 計算程序均屬 HSDS 獨家及全權擁有。

HSIL 經已許可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 (Hong Kong Futures Exchange Limited) (“交易所”) 使用恒生股票指數

作推出、推廣及買賣以任何恒生股票指 數為根據的期貨合約（統稱“期貨合約”）及有關用途但不能用作其他用

途。HSIL 有權隨時及無須 作出通知更改及修改編纂及計算任何恒生股票指數的程序及依據及任何有關的程式、

成份股及因素。 交易所亦有權隨時要求任何期貨合約以一隻或多隻替代指數交易及結算。交易所、HSDS 及 

HSIL 均 未有向任何交易所會員或任何第三者保證、表示或擔保所有或任何恒生股票指數、其編纂及計算或 任

何有關資料的準確性及完整性，亦未有就所有或任何恒生股票指數作出任何其他性質的保證、表 示或擔保，

任何人士亦不能暗示或視該等保證、表示或擔保已獲作出。交易所、HSDS 及 HSIL 均不 會及無須就使用所有

或任何恒生股票指數作有關所有或任何期貨合約的交易或其他用途、或 HSIL 編 纂及計算所有或任何恒生股票

指數時出現的任何錯漏、錯誤、阻延、中斷、暫停、改變或失敗(包括 但不限於因疏忽引致的）、或交易所會員

或任何第三者可能因期貨合約的交易直接或間接引致的任 何經濟或其他損失負責。任何交易所會員或第三者

均不能就本聲明內所指的任何事項引起或有關的 問題向交易所及／或 HSDS 及／或 HSIL 提出要求、訴訟或法

律程序。任何交易所會員或第三者作 出期貨合約交易時均完全明瞭本聲明並不能對交易所，HSDS 及／或 

HSIL 有任何依賴。為免生疑問， 本免責聲明並不會於任何交易所會員或第三者與 HSIL 及／HSDS 之間構成

任何合約或準合約關係， 而亦不應視作已構成該等合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