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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數據 發行人公告

標準證券數據 卓越證券數據 全盤證券數據 標準衍生產品數據 卓越衍生產品數據 全盤衍生產品數據 輕裝版衍生產品數

據

1 易高科技有限公司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232 0300

傳真: (852) 2232 0299

www.2gotrade.com   

enquiry@2gotrade.com

2 阿斯達克網絡資訊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直接接駁(兩條

生產專線)

電話: (852) 2186 8268

傳真: (852) 2186 8286

www.aastocks.com

info@aastocks.com

3 ABN AMRO Clearing Hong Kong Limited 經HSN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653 0790

www.abnamroclearing.com

paul.pealling@hk.abnamroclearing.com

4 ACTIV Financial Systems, Inc.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1) 3 4589 2902 

www.activfinancial.com

sales.asia@activfinancial.com

5 AIMPACT Limited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877 8977

傳真: (852) 2877 6718

www.aimpact.com

info@aimpact.com

6 Aizawa Securities Co., Ltd.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1) 3 3272 3737

傳真: (81) 3 3272 3246

www.aizawa.co.jp

Kazumi_tsukada@aizawa.co.jp

7 螞蟻財富（上海）金融資訊服務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不適用

8 富國證券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不適用

9 深圳奧統平技術有限公司 經HSN

直接接駁

電話: (86)755 8653 8396

www.atplatform.com

pre-sales@atplatform.cn

10 Augmented Systems Limited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525 0096

www.aslbros.com

info@aslbros.com

11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3988 2388

12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不適用

13 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162 2095

www.hk.bankcomm.com                                         

it@bankcomm.com.hk

14 Barchart.com, Inc. 間接接駁 電話: (1) 312 566 9235

www.barchartmarketdata.com 

solutions@barchart.com

15 巴克萊亞洲有限公司 經SDNet/2 和HSN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SDNet/2 和HSN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SDNet/2 

和HSN

直接接駁

電話: 2903 2000

傳真: 2903 2999

http://barclays.com 

marketdatavm@barclays.com 

16 霸財智贏資訊網絡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不適用

17 北京百度網訊科技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電話: (86) 10 5800 3568

傳真: (86) 10 5992 0061

www.baidu.com 

sunbochao@baidu.com 

18 北京和豐永訊金融資訊服務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不適用

19 北京優虎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6) 010-56813666

www.itiger.com

datanotice@itiger.com

20 彭博資訊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直接接駁(兩條

生產專線)

電話: (852) 2977 6000

傳真: (852) 2977 6001

www.bloomberg.com

feedback@bloomberg.com

21 青石國際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電話: (86) 755 2690 5881

傳真: (852) 2285 9307

www.bluestonehk.com 

customerservice@bluestonehk.com

22 中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718 9180

傳真: (852) 2185 7171

www.bocionline.com

sericce@bocigroup.com

23 交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710 3328

www.bocomgroup.com

enquiry@bocomgroup.com

24 博易技術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www.byjd.hk

公司名稱 市場數據供應商合約

證券市場 衍生市場

實時行情發佈資訊供應商名單

項目

              IIS 標題 - 發行人公告(標題)

              *說明：OMD 數據專線默認為雙活連線

              OMD-D DP - 卓越衍生產品數據*

              OMD-D DF - 全盤衍生產品數據*

              IIS - 發行人公告

              OMD-C SF - 全盤證券數據*

              OMD Index - 指數數據

              OMD-D DS - 標準衍生產品數據*

              OAPI 接駁 – OMnet 應用程式介面 (OAPI)

              OMD-C SS - 標準證券數據*

              OMD-C SP - 卓越證券數據*

              SDNet/2 – 綜合網絡

              HSN – 香港交易所服務網絡

              MMDH – 內地市場數據樞紐

備註:      DC – 直接接駁

              DC (DL) – 直接接駁 (兩條生產專線)

              IDC – 間接接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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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數據 發行人公告

標準證券數據 卓越證券數據 全盤證券數據 標準衍生產品數據 卓越衍生產品數據 全盤衍生產品數據 輕裝版衍生產品數

據

公司名稱 市場數據供應商合約

證券市場 衍生市場

實時行情發佈資訊供應商名單

項目

25 耀才期貨及商品有限公司 經SDNet/2 和HSN

直接接駁
經SDNet/2 和HSN

直接接駁
經SDNet/2 

和HSN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537 1371

http://www.bsgroup.com.hk

broker@bsgroup.com

26 耀才證券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537 1371

傳真: (852) 2525 8618

www.bsgroup.com.hk

broker@bsgroup.com.hk

27 東信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866 8888

www.bfs.com.hk

info@bfs.com.hk

28 財新數據科技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電話: (86) 10-85905262

dataplus@ccxe.com.cn

29 建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www.ccbintl.com.hk

30 中視電視資訊傳播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電話:(86) 10 6850 7141

wangyong@cctvzsgj.com

31 時富證券有限公司 經HSN 

直接接駁
經SDNet/2 和HSN

直接接駁

經SDNet/2 

和HSN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663 8888

傳真: (852) 2820 0900

www.cashon-line.com

hotline@cashon-line.com

32 中原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資訊供應商牌照將於2021年3月23日終止)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不適用

33 東航國際金融(香港)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8198 9900

www.cescapital.com

xgkf@kiiik.com

34 銀河-聯昌證券（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1-800-538 9889 / (65) 6538 9889

傳真: (65) 6323 1176

www.cimbinvest.com

clientservices.sg@cimb.com

35 長江證券期貨(香港)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823 0388

www.cjsc.com.hk

futuresbrokerage@cjsc.com.hk

36 長江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6) 4008 888 999

傳真: (86) 27 8548 1882

www.cjsc.com

wangcheng@cjsc.com

37 Charles Schwab & Co., Inc.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1) 800 135 4000

傳真: (1) 512 682 7776

www.schwab.com

MDContractNotifications@schwab.com

38 昌利證券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4266349

www.cheongleesec.com.hk

omd@cheongleesec.com.hk

39 致富期貨商品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500 9228

www.chiefgroup.com.hk

info@chiefgroup.com.hk

40 致富證券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500 9228

www.chiefgroup.com.hk

info@chiefgroup.com.hk

41 中信銀行（國際）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287 6767

傳真: (852) 3603 4000

http://www.cncbinternational.com/home/en/index.jsp

investmentservice_wmcf@cncbinternational.com

42 華龍證券有限責任公司 間接接駁 電話: (86) 093 195 368

傳真: (86) 0931 481 2681

www.hlzq.com

chenjf@hlzqgs.com

43 中國經濟資訊社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電話: (86) 010 88053388

http://ceis.xinhua08.com/

ceis@xinhua.org

44 中金三甲證券有限公司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242 8888

www.cfkab.com

info@cfkab.com

45 中國銀河國際期貨(香港)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不適用

46 中國銀河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6) 95551

傳真: (86) 10-66368352

www.chinastock.com

webmaster@chinastock.com.cn 

47 華彩證券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158 3063

services@chinaglorysecurities.com

48 興證國際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509 5938

www.xyzq.com.hk

cs@xyzq.com.hk

49 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872 2000

傳真: (852) 2872 2100

www.cicc.com.cn

info@cicc.com.cn

50 中國中投證券有限責任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86) 0755 95532

傳真: (86) 0755 8202 6517

http://www.china-invs.cn

duwei@china-invs.cn

51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不適用

P.2

http://www.ccbintl.com.hk/


更新日期:   28/2/2021

 

指數數據 發行人公告

標準證券數據 卓越證券數據 全盤證券數據 標準衍生產品數據 卓越衍生產品數據 全盤衍生產品數據 輕裝版衍生產品數

據

公司名稱 市場數據供應商合約

證券市場 衍生市場

實時行情發佈資訊供應商名單

項目

52 招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www.newone.com.cn

53 招商期貨(香港)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189 6368

www.cmschina.com.hk

online@cmschina.com.hk

54 招商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189 6368

www.newone.com.hk

online@cmschina.com.hk

55 中信建投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經MMDH

直接接駁

電話: (86) 10 851 30280

傳真: (86) 10 851 30541

www.csc108.com

liuyajing@csc.com.cn

56 中國通海金融財經媒體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847 2222

www.tonghaisec.com

ctscs@tonghaifinancial.com

57 中國通海證券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847 2222

www.tonghaisec.com

ctscs@tonghaifinancial.com

58 中國新永安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4008418508

www.yafco.com.hk

cxyhkit@yafco.com

59 集友銀行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843 0111

www.chiyubank.com

chiyu@chiyubank.com

60 創興商品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768 9988

www.chcf.com.hk

61 周生生期貨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581 7338

www.338.net

cs.trade@338.net

62 恒豐期貨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不適用

63 信達國際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235 7789

http://www.cinda.com.hk

cs@cinda.com.hk

64 順安證券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112 8686

www.cissecurities.com

cis.info@cissecurities.com

65 Citadel Securities (Hong Kong ) Ltd.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667 5500

傳真: (852) 3667 5511

http://www.citadelgroup.com

66 中信期貨國際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286 3280

傳真: (852) 2286 3232

www.citicsf.com.hk

cs@citicsf.com.hk

67 中信證券經紀(香港)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237 6899

傳真: (852) 2845 0151

www.citics.com.hk

info@citics.com.hk

68 中信証券期貨(香港)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不適用

69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Asia Ltd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www.citigroup.com

exchangemanagement@citi.com

70 招商國際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不適用

71 招銀國際金融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3761 8888

傳真: (852) 3900 0800

http://www.cmbi.com.hk

it@cmbi.com.hk

72 民銀國際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728 8000

cs@cmbccap.com

73 Colt Technology Services Limited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電話: (44) 2079471370

www.colt.net/capitalmarketsnew/

capitalmarkets@colt.net

74 Computer Voice Systems, Inc 間接接駁 電話: (1) 312 980 8210

www.quicksuitetrading.com

support@quicksuitetrading.com

75 Core Pacific - Yamaichi International (H.K.) 

Limited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166 3888

傳真: (852) 2918 0409

http://www.cpy.com.hk                                  

info@cpy.com.hk

76 CQG, Inc.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051 8122

www.cqg.com

tellmemore@cqg.com

77 Credit Suisse Securities (Hong Kong) Ltd.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65) 6212 2058

傳真: (65) 6303 1830

www.credit-suisse.com

alex.longman@credit-suisse.com

78 CSC Futures (HK) Limited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530 9966

傳真: (852) 2104 6006

www.e-capital.com.hk

hk_compliance@e-capita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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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數據 發行人公告

標準證券數據 卓越證券數據 全盤證券數據 標準衍生產品數據 卓越衍生產品數據 全盤衍生產品數據 輕裝版衍生產品數

據

公司名稱 市場數據供應商合約

證券市場 衍生市場

實時行情發佈資訊供應商名單

項目

79 星火證券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199 0888

www.ep-sec.com

admin@ep-sec.com

80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907 8168

傳真: (852) 2511 2183

www.dahsing.com

stephenwong@dahsing.com

81 Daishin Securities Co., Ltd 間接接駁 電話:82+ 2 769 3333

www.daishin.com

derivatives@daishin.com

82 通聯數據股份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6) 21 6021 6352

www.datayes.com

yunlu.sun@datayes.com

83 DB金融投資株式會社 間接接駁 電話: (82) 2 369 3000

www.db-fi.com

globaldesk@db-fi.com

84 財經智珠網有限公司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389 0032

傳真: (852) 2389 6277

www.dbpower.com.hk

nickyuen@dbpower.com.hk

85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218 8822

www.dbs.com

86 星展唯高達(香港)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902 3888

傳真: (852) 2119 0320

www.dbsvonline.com

info-hk@dbs.com

87 德意志證券亞洲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203 8888

傳真: (852) 2203 7300

88 東莞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www.dgzq.com.cn

89 東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86) 010-6655 5415

傳真: (86) 010-6655 5133

www.dxzq.net

renlq@dxzq.net.cn

90 東亞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608 8181

www.eafutures.com.hk

info@eafutures.com.hk

91 東亞證券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3608 8068

傳真: (852) 3608 6128

www.easecurities.com.hk

info@easecurities.com.hk

92 東方財富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經MMDH

直接接駁 

(兩條生產專線)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MMDH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直接接駁(兩條

生產專線)

電話: (8621) 5450 9988

傳真: (8621) 5450 9988

www.eastmoney.com

shangwu@eastmoney.com

93 易昇證券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500 0600

www.easy913.com

cs@easy913.com

94 eBest Investment & Securities Co, Ltd 間接接駁 不適用

95 電子交易系統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TEL: (852) 29289008

www.ebrokersystems.com

marketing@ebrokernet.com

96 edailyinfo Co., Ltd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2) 2 3772 0323   

傳真: (82) 2 3772 0345

www.edaily.co.kr

mandy@edaily.co.kr

97 深圳市艾德網路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6) 755 2692 4142

www.eddid.cn

aidezixun@ggt158.com

98 英皇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不適用

99 名匯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不適用

100 EQS Asia Limited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893 5622

傳真: (852) 2892 1112

www.asia.eqs.com / www.todayir.com

Asia_info@eqs.com

101 安信期貨(香港)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2213 1888

www.eif.com.hk

cs@eif.com.hk

102 經濟通有限公司 經SDNet/2 和HSN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和HSN

直接接駁

直接接駁(兩條

生產專線)

電話: (852) 2880 8618

傳真: (852) 2562 4600

www.etnet.com.hk

cs@etnet.com.hk

103 有進投資先物株式會社 間接接駁 電話: (82) 2 3771 8722

傳真: (82) 2 3771 8729

http://eng.eugenefutures.com/

backoffice@eugenefutures.com

104 Eugene Investment & Securities Co., Ltd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2)2 368 6000

www.eugenefn.com

kangnam.kim@eugenefn.com

105 Eurolandcom AB 間接接駁 電話:(46) 31-105600

傳真:(46) 31-105601

www.euroland.com

info@euroland.com

106 光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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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光大新鴻基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822 5001

傳真: (852) 3929 6080

www.ebshk.com

cs@ebshk.com

108 恒大期貨(香港)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550 6888

gisf.hk

cs@gisf.hk

109 駿溢環球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852) 2526 0388

www.excalibur.com.hk

cs@excalibur.com.hk

110 FactSet Research Systems Inc.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直接接駁(兩條

生產專線)

電話: (1) 877 322 8738

傳真: (1) 203 810 1001

www.factset.com

support@factset.com

111 奇妙電視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112 0678

www.hkopentv.com

enquiry@hkopentv.com

112 Fidessa Trading UK Limited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500 9500

www.fidessa.com

ap.info@fidessa.com

113 第一上海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5321580

http://www.mystockhk.com

cs@mystockhk.com

114 FIS Global Trading (Suisse) SA 經SDNet/2和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經SDNet/2 

和HSN

直接接駁

電話:(852) 2913 9597 / (852) 2913 9587 

SG_DL_Tcc.asia.epm.hkex@fisglobal.com

Edith.Wong@fisglobal.com

Toto.Lau@fisglobal.com

115 FMR LLC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011) 800-343 3548

116 Forextime Ltd 間接接駁 電話: 0035725 558777

https://www.forextime.com/eu

compliance@forextime.com

117 方德證券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957 6000

www.forthright-sec.com

info@forthright-sec.com

118 方正期貨 (香港) 有限公司
(資訊供應商牌照將於2021年4月30日終止)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798 1599

www.hkfoundersc.com

cs@hkfoundersc.com

119 方正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6) 95571

傳真: (86) 731-85832525

www.foundersc.com

95571@foundersc.com

120 民眾期貨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852) 3513 8000

www.freemansec.com

cs@freemansec.com

121 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842 7575

傳真: (852) 2970 0183

www.fubonbank.com.hk

trade@fubon.hk

122 富昌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不適用

123 富昌證券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不適用

124 富途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直接接駁(兩條

生產專線)

電話: (852) 2523 3588

www.futu5.com

omd@futu5.com

125 富元證券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523 8221

www.fuyuanhk.com   

enquiry@fuyuanhk.com

126 結好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970 8000

www.getnicefg.com.hk

info@getnice.com.hk

127 廣發期貨 (香港) 有限公司 經SDNet/2 和HSN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719 1150

www.gfgroup.com.hk

gff@gfgroup.com.hk

128 Global eSolutions (HK) Limited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3412 3636

www.ges.com.hk

mkt@ges.com.hk

129 寶新證券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不適用

130 廣發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6) 020-87555888 95575 \ 95575

傳真: (86) 020-87553600

www.gf.com.cn

95575@gf.com.cn

131 廣發証券(香港)經紀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7191288

www.gfgroup.com.hk

seccs@gfgroup.com.hk

132 港匯金融(香港)有限公司 經HSN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5808 0324 (ext 2202)

http://www.ghfinancials.com

enquiries@ghfinancia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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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金橋香港証券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電話: (86) 0755 8696 1988

http://www.gbhk.com.hk/

134 聚合金融服務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3719 9733

http://www.gwtrade.hk

cs@gwtrade.hk

135 大唐資本期貨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3891 9888

www.grandch.com

cs@grandch.com

136 國都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3418 0188 

www.guodu.com.hk

guoduhk@guodu.com.hk

137 國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電話:(86) 95570

www.glsc.com.cn

service@glsc.com.cn

138 國信證券有限責任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不適用

139 國信證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899 8397 

www.guosen.com.hk

4000895536@guosen.com.hk

140  國泰君安期貨(香港)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不適用

141 國泰君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6) 21 3867 6666

傳真: (86) 21 3867 0666

www.gtja.com

webmaster@gtja.com

142 國元期貨(香港)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769 6828

www.gyzq.com.hk

cs@gyzq.com.hk

143 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583 3388

傳真: (852) 2530 1689

www.htisec.com

csdept@htisec.com

144 海通期貨香港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3896 5688

haitong@htfutures.com.hk

145 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傳真: (86) 21 6341 0456

http://www.htsec.com/htsec/Site/htsec/CN

web@htsec.com

146 Hana Financial Investment Co., Ltd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2) 2-785-7111

傳真:  (82) 2-782-9598

www.hanaw.com

global@hanafn.com

147 恆生銀行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198 1111

傳真: Not Available

www.hangseng.com

148 亨達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526 1085

internet@hantec.hk

www.hantec.hk

149 Hanwha Investment & Securities Co., Ltd 間接接駁 電話: (82) 2 3772 7185

https://hanwhawm.com

noblerain72@hanwha.com

150 聯合證券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3103 8388

www.headandshoulders.com.hk

cs@headandshoulders.com.hk

151 Hee Solutions Limited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852)3622 1787

傳真:(852)3622 1488

www.hee.com.hk

info@hee.com.hk

152 香江證券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直接接駁(兩條

生產專線)

電話: (852)  3972 0700

www.heungkongfinancial.com

hksinfo@heungkongfinancial.com

153 Hi Investment & Futures Corporation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2) 2-788-7035

傳真: (82) 2-788-7080

www.hifutures.co.kr

fxdesk@hifutures.co.kr

154 Hi Investment & Securities Co.,Ltd.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2) 2-6111-3200

https://www.hi-ib.com

hif1601@hi-ib.com

155 橫華國際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534 9112

https://www.henghua.hk/

nhhk_it@nawaa.com

156 浙江核新同花順網絡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6)571-5676 8888

傳真: (86)571-8891 1818

www.10JQKA.com.cn

zhuzhifeng@myhexin.com

157 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電話: (852)2239 8899

www.viu.tv

enquiry@viu.tv

158 弘業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不適用

159 信報財經新聞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856 7567

傳真: (852) 2856 7691

www.ejfq.com

enquiry@ejfq.com

160 香港國際期貨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853 8000

www.hnahki.com

hkics@hna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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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滙豐金融期貨(香港)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不適用

162 華金期貨（國際）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不適用

163 華融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不適用

164 華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6)25-95597

傳真: (86)25-95597

www.htsc.com.cn

95597@mail.htsc.com.cn

165 湖南福米資訊科技有限責任公司 間接接駁 電話: (86) 731 8557 3929

www.webull.com

business@webull.com

166 恆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經MMDH

直接接駁 

(兩條生產專線) 

間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MMDH

直接接駁 

(兩條生產專線
) 

間接接駁

電話:(86) 571-26695555-7

傳真:(86) 571-28828888

http://www.hundsun.com

service.hq@hundsun.com

167 一通投資者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521 2548

www.i-access.com

info@i-access.com

168 i-CABLE Network Operations Ltd.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112 8888

傳真: (852) 2112 8877

http://istock.i-cable.com

editor@i-cable.com

169 工銀亞洲証券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189 5588

傳真: (852) 2758 1340

www.icbcasia.com

enquiry@icbcasia.com

170 工銀國際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不適用

171 ICE Data Connectivity & Feeds, Inc.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962 8100

www.theice.com/market-data/connectivity-and-feeds

Sales-ICEDataServices-

APACEnquiries@TheIce.com

172 iFAST Financial Pte. Ltd.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65) 6557 2853 / (65) 6557 2000

www.ifastfinancial.com 

https://secure.ifastnetwork.com/ifastverve/home/index

.tpl   

https://secure.fundsupermart.com/main/home/index.s

vdo

https://secure.ifastgp.com/igp/home/index.svdo

clienthelp@fundsupermart.com

ifastadmin@ifastfinancial.com

173 Imagine Software, Inc.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1) 646 827 4415

傳真: (1) 212 317 7601

www.derivatives.com

sales@imagine-sw.com

174 興業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電話: (86) 0591 38281836

www.xyzq.com.cn

zzg@xyzq.com.cn

175 匯港資訊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589 9552

傳真: (852) 2975 8099

www.infocastFN.com

helpdesk@infocast.com.hk

176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49) 69 26095 760

www.vwd.com

service@vwd.com

177 極訊亞太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585 0600

傳真: (852) 2585 0688

www.instinet.com

julie.chew@instinet.com

178 盈透證券有限公司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156 7907

www.interactivebrokers.com

sales@interactivebrokers.com.hk

179 Interactive Investor Services Limited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44) 161819 6467

傳真: (44) 113346 2512

www.tdwaterhouse.co.uk

customer_services@tdwh.co.uk

180 IRESS Data Pty Ltd. 經HSN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61) 3 9018 5800; (65) 6709 8336

https://www.iress.com/

https://www.quanthouse.com/

enquiries@iress.com.au

sales@quanthouse.com

181 J.P. Morgan Broking (Hong Kong) Ltd. 經SDNet/2 和HSN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SDNet/2 和HSN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SDNet/2 和HSN

直接接駁

經SDNet/2 

和HSN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800 1427

傳真: (852) 2877 2189

ibtech_trading_technology_

operate_hk@jpmorgan.com

182 佳兆業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852) 3965 7228

www.kaisafin.com

mail@kaisafin.com

183 嘉信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852) 2815 8373

www.kaisergroup.com.hk

dealing@kaisergroup.com.hk

184 高信商品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28779266

www.ktg.com.hk

enquiry@ktg.com.hk

185 KB Securities Co., Ltd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2) 2 6114 1500

www.kbsec.com

global@kbfg.com

186 Kenanga Futures Sdn. Bhd.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603) 2172 3800 

www.kenangafutures.com.my

futures@kenanga.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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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Kenanga Investment Bank Berhad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1800) 88 2274 

www.kentrade.com.my                                 

kentrade@kenanga.com.my

188 凱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878 5555

傳真: (852) 2878 6800

www.kgieworld.com

info@kgia.com

189 KGI Securities (Singapore) Pte. Ltd.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65) 6202 1862

kgieworld.sg

ps.sg@kgi.com

190 金英期貨 (香港) 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268 0660

www.kimeng.com.hk

cs@kimeng.com.hk

191 滙富金融服務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不適用

192 金利豐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不適用

193 Kiwoom Securities Co., Ltd.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2)2-3787 5236

傳真: (82)2-3787 5136

www.kiwoom.com

ir@kiwoom.com

194 Korea Investment and Securities Co., Ltd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不適用

195 Korea Securities Computer Corporation 間接接駁 電話: (82) 2 767 8585

傳真: (82) 2 767 8666

http://english.koscom.co.kr

globaldata@koscom.co.kr
196 教保證券株式會社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2) 2 3771 9714

傳真:(82) 2 3771 9257

http://www.iprovest.com

inblueye@iprovest.com

197 Lim & Tan Securities Pte Ltd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65) 6799 8188

傳真: (65) 6538 7730

www.limtan.com.sg

online@limtan.com.sg

198 上海利莫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電話: (852)23219997

https://www.huanshoulv.com/

brian@livermoreinc.com

199 Liquidnet Asia Ltd.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3798 6888

傳真: (852) 3798 6988

www.liquidnet.com

asiasales@liquidnet.com

200 Long Bridge Technology HK Limited 間接接駁 電話: 400-071-2688

www.longbridge.sg

service@longbridge.global

201 朗潤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資訊供應商牌照將於2021年4月13日終止)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885 2968

www.maike.com.hk

dealing@maike.com.hk

202 六福期貨(香港)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852) 2980 0908

www.lff.com.hk

cs@lff.com.hk

203 Market Data Limited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不適用

204 茂宸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不適用

205 Maybank Kim Eng Securities Pte Ltd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65) 6231 6688

傳真: (65) 6532 5408

www.kimeng.com

helpdesk@kimeng.com

206 峰滙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192 1110

www.mafgl.com

cs@mafgl.com

207 Maystreet Inc.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1)  212 600 1639

www.maystreet.com

sales@maystreet.com

208 天滙財經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直接接駁(兩條

生產專線)

電話: (852) 2584 3820 

傳真: (852) 2584 3801

cs@megahubhk.com

www.megahubhk.com

209 Meritz Securities Co.,Ltd 間接接駁 電話: (82) 2 6098 6693

global@meritz.co.kr

www.imeritz.co.kr

210 美林(亞太)有限公司 經SDNet/2 和HSN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經SDNet/2 

和HSN

直接接駁

電話: (81) 3 6225 8915

傳真: (852) 2161 7065

dg.Market_Data_Ops_APAC@baml.com

dg.APAC_HFT_TI@baml.com

211 Mirae Asset Daewoo Co., Ltd.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2) 2 768 2000

傳真: (82) 2 768 2729

http://www.miraeassetdaewoo.com

dwfno@miraeasset.com

212 三菱ＵＦＪ証券株式會社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1) 3 3533 9091

https://www.sc.mufg.jp

213 Monex Inc.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1) 3 5644 1771

http://www.monex.co.jp/

feedback@monex.co.jp

214 摩根士丹利亞洲有限公司 經SDNet/2 和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經SDNet/2 

和HSN

直接接駁

不適用

215 Morgan Stanley Hong Kong Securities Limited 間接接駁 電話: 2848 5200

傳真: 2239 7805

http://www.morganstanl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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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Morningstar Real-Time Data Ltd.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直接接駁(兩條

生產專線)

US Sales : (1) 866 603 4581

Worldwide Sales: (44) 20 3194 1332

http://corporate.morningstar.com/US/asp/subject.asp

x?xmlfile=6642.xml

realtimesales@morningstar.com

217 聯盛亞富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直接接駁 

(IIS 標題)

電話: (852) 2329 2188

www.afe-solutions.com

contact@afe-solutions.com

218 內藤証券株式會社 間接接駁 電話: (81) 6 6229 6509

傳真: (81) 6 6229 6688

http://www.naito-sec.co.jp

aizawa@naito-sec.co.jp

219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TEL: (852) 2622 2633

www.ncb.com.hk

nanyang@ncb.com.hk

220 Nasdaq, Inc. 直接接駁(兩條

生產專線)

電話: (1) 301-928 8288

傳真: (1) 301-978 8430

indexes.nasdaqomx.com

indexes@nasdaqomx.com

221 灝天環球投資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420 1008

www.gloryskygroup.com

enquiry@gloryskygroup.com

222 Nikkei Inc. 間接接駁 電話: (81) 3 3270 0251

www.nikkei.com

223 NH Futures Co., Ltd 間接接駁 電話: (82) 2-3774-0333

http://www.futures.co.kr

etd@futures.co.kr

224 華橋証券私人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65) 6535 2882

傳真: (65) 6538 9115

http://www1.iocbc.com/index.html

cs@ocbcsec.com

225 華橋永亨銀行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852 5111

傳真: (852) 2541 0036

www.whbhk.com

whbpmd@whbhk.com

226 海悅證券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760 2500

www.oceanjoy.hk

enquiry@oceanjoy.hk

227 岡地(香港) 有限公司
(資訊供應商牌照將於2021年4月18日終止)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852) 2868 0968

http://www.okachi.hk/en/home.html

globalfutures@okachi.com.hk

228 東網（香港）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600 5577

傳真: (852) 3600 5500

www.on.cc 

enquiry@on.cc

229 一中證券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188 2299

www.oc2299.hk

settlement@oc2299.hk

230 Orient Futures International (Singapore) Pte. Ltd. 間接接駁 電話: (65) 6955 7500                                                

www.orientfutures.com.sg

support@orientfutures.com.sg

231 東方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電話: (86) 95360                                                       

傳真: (21) 6332 7888

www.dfzq.com.cn

callcenter@orientsec.com.cn

232 東方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3519 1188                                                  

www.dfzq.com.hk

it@dfzq.com.hk

233 電訊盈科媒體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不適用

234 Peak Folio HK Limited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直接接駁(兩條

生產專線)

電話: (86) 18600951687

http://toutiao.com

fengxiangyue@bytedance.com

235 輝立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277 6555

cs@phillip.com.hk

236 Phillip Securities Pte Ltd.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不適用

237 英明證券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541 1833

www.phoenixcap.com

csphoenix@phoenixcap.com

238 平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6) 400 881 6168

傳真: (86) 755 8243 3794

http://stock.pingan.com

kfzx@pingan.com.cn

239 梧桐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不適用

240 梧桐證券有限公司
(資訊供應商牌照將於2021年5月31日終止)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不適用

241 寳生證券及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160 8160

www.posangonline.com

psf_cs@bochk.com

242 乾立亨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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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乾立亨證券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不適用

244 信誠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143 3999

www.pru.hk

samng@pru.com.hk

245 Quick Corp.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1) 3 6733 0919

http://corporate.quick.co.jp/en/

246 快思達財經資訊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3547 0286

www.quicksdaq.com

cs@quicksdaq.com

247 樂天証劵株式會社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1) 3 6406 2641

傳真: (81) 3 6406 2606

www.rakuten-sec.co.jp

foreignequity@rakuten-sec.co.jp

248 滙信財經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7668 0000

傳真: (852) 2790 8228

www.realink.com.hk

cs@realink.com.hk

249 滙信理財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不適用

250 路孚特有限公司 經SDNet/2 和HSN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和HSN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和HSN

直接接駁

直接接駁(兩條

生產專線)

電話: (852) 3009 5616

http://thomsonreuters.com

251 RHB Investment Bank Berhad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603) 2113 8118

傳真: (603) 9280 8961

www.rhbtradesmart.com

support@rhbgroup.com

252 富利證券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852) 3643 0371

kenneth.cheung@mtfg.com.hk

253 富明證券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802 6188

傳真: (852) 2566 3328

www.rbsec.com.hk

info@rbsec.com.hk

254 日發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852) 3900 1718

www.rffg.com.hk

cs@rffg.com.hk

255 鼎展證券及期貨有限公司 經HSN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852) 3678 2920

www.safegoldsf.com

cs@safegoldsf.com

256 Samsung Futures Inc. 間接接駁 電話: (82) 2 3707 3699

傳真: (82) 2 3707 3683

www.ssfutures.com

Jaehong7.lee@samsung.com

257 新富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852) 2853 2127

www.sanfull.com

enquiry@sanfull.com

258 Saxo Bank A/S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45 39 77 40 00

傳真: 45 39 77 42 00

www.saxobank.com

exchanges@saxobank.com

259 株式會社SBI証券 間接接駁 不適用

260 法國興業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不適用

261 上商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290 3860

www.shacomfutures.com.hk

contact@shacomfutures.com

262  上海傲度金融資訊服務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不適用

263 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2207 2388

傳真: 2526 4906

264 上海直達軟件有限公司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TEL: (86) 021-26067414

www.shanghaizhida.com

f6@shzdsoft.com

265 益盟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6) 21 6195 8888

www.emoney.cn

266 上海蔓盈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不適用

267 上海澎博財經資訊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電話: (86) 21 2033 9000

傳真: (86) 21 2033 9009

www.pobo.net.cn

support@pobo.net.cn

268 上海乾隆高科技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6) 21 5836 9258

傳真: (86) 21 6887 7876

www.qianlong.com.cn

zhanghong@myql.com.cn

269 深圳希施瑪數據科技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電話: (86) 755 2665 2155

http://www.gtadata.cn/

exchange@gtafe.com

270 深圳市財富趨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6) 138 8602 4526

www.tdx.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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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深圳格隆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6) 0755 86332133

www.gelonghui.com

service@gelonghui.com

272 深圳荷馬投資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電話: (86) 010-56140426

www.homaer.com

service@homaer.com

273 申萬宏源期貨(香港)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852) 2250 8298

www.swhyhk.com

customer.service@swhyhk.com

274 申萬宏源證券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電話: (86) 4008000562

傳真:  (86) 10 8808 5159

http://www.swhysc.com

4008000562@swhysc.com

275 Shinhan Investment Corp.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2) 2-3772 3837

傳真: (82) 2-3772 4577

www.goodi.com

jycho@goodi.com

276 新浪香港有限公司 經MMDH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MMDH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155 8860

傳真: (852) 2295 3630

www.sina.com.hk 

annielee@staff.sina.com

277 國金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852） 2581 2882

www.hksinolink.com.hk

client@hksinolink.com.hk

278 國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經MMDH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6) 4006-600109

傳真: (86) 021-50463677

www.gjzq.com.cn

wanglixiong@gjzq.com.cn

279 永豐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電話: (886) 2 2381 1799

傳真: (886) 2 2381 1900

www.spf.com.tw 

Info.nfc@sinopac.com

280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電話: (886) 2 6630 8899

service.sec@sinopac.com

http://www.sinotrade.com.tw/

281 永豐金證券(亞洲)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586 8288

cs.asia@sinopac.com

www.sinopacasia.com

282 中順證券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101 0504

sinorichhk.com

cs@sinorichhk.com

283 SIX Financial Information Ltd.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65) 6338 3808

傳真: (65) 6338 8380

www.six-financial-information.com

sales.sg@six-financial-information.com

284 雪球(北京)技術開發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6) 10 5973 3402

傳真: (86) 10 5973 3404

www.xueqiu.com

snowball@snowballfinance.com

285 SoFi Securities (Hong Kong) Limited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693 8888

www.8securities.com

Hello@8securities.com

286 東吳證券國際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不適用

287 南華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111 2222

www.sctrade.com

hotline@sctrade.com

288 西證(香港)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238 9378

www.swsc.hk

swsc-cs@swsc.hk

289 上證所資訊網路有限公司 經MMDH

直接接駁 

(兩條生產專線)

經MMDH

直接接駁(兩條
生產專線)

電話: (86) 021-6880 1544

傳真: (86) 021-6879 2027

http://www.sseinfo.com

xuanzhang@sse.com.cn

290 山證國際期貨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501 1039

http://www.ssif.com.hk

cs@ssif.com.hk

291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傳真: (65) 6747 7000 

www.standardchartered.com.sg

292 常滙商品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509 4384

www.stockwellonline.com

bennylo@stockwellonline.com

293 摩石證券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3575 8870

www.studiumsec.com

info@studiumsec.com

294 新鴻基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822 5001

http://www.shkf.com/

cs@shkf.com

295 新鴻基投資服務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822 5001

http://www.shkf.com/

cs@shkf.com

296 匯心金融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188 1679

www.synerwealth.com.hk

info@synerwealth.com.hk

297 嘉實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86)2 2910 8899

傳真: (886)2 2910 5858

www.sysjust.com.tw

joselin@moneyd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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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86) 2 7720 1888

傳真: (886) 2 8798 7069 

www.systex.com.tw

sandracheng@systex.com.tw

299 大豐銀行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3) 797 0701

傳真: (853) 797 0749

www.taifungbank.com

tfbtrea@taifungbank.com

300 北京淘金者科技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6) 10 8209 7591

傳真: (86) 10 8209 7591

www.niuguwang.com

info@niuguwang.com

301 電訊濎滙證券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852) 81181133

www.81181133.com

info@81181133.com

302 電訊數碼資訊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7777 7777

傳真: (852) 2401 3333

www.telecomdigital.cc

kit@telecomdigital.cc

303 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3) 2855 7068

傳真: (853) 2852 0701

www.tdm.com.mo

it@tdm.com.mo

304 電資訊國際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直接接駁 

(IIS 標題)

電話: (852) 2504 6888

傳真: (852) 2856 0878

www.tq.net 

support@hk.tq.net

305 TeleTrader Software GmbH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43) 1 533 16560

www.teletrader.com

office@teletrader.com

306 捷利港信(香港)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852) 6424 5220

www.tsci.com.cn

master@tsci.com.cn

307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335 2288

傳真: (852) 2358 2650

www.tvb.com

news@tvb.com.hk

308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 經SDNet/2 

和MMDH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和MMDH

直接接駁

直接接駁(兩條

生產專線)

電話: (86) 55 86013388

傳真: (86) 55 86013399

www.qq.com/www.tencent.com

veralv@tencent.com

309 天風國際證券與期貨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3187 8700

www.guoking.com.hk

service@guokinghk.com

310 天風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6) 95391

http://www.tfzq.com

fintech@tfzq.com

311 滙澤證券有限公司 經HSN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869 8870

www.tgshk.com

contact@tgshk.com

312 核聚證券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3653 8888

www.tcsec.com

finance.hk@tcsec.com

313 The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經SDNet/2 和HSN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和HSN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不適用

314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822 1111

www.hsbc.com.hk

315 Ticker Asia Limited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603 6512

傳真: (852) 2603 7638

www.ticker.com.hk

support@ticker.com.hk

316 虎燁科技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6) 021 63888086

www.tigerobo.com

contact@tigerobo.com

317 通源數據 (杭州) 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6) 0571-86555523

www.linksoft.cn

allen.xu@linksoft.cn

318 TTHK LLC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251 1754

www.tradingtechnologies.com

successapac@tradingtechnologies.com

319 UBS AG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971 8888

傳真: (852) 2971 8333

www.ubs.com

info@ubs.com

320 大華繼顯私人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65) 6536 9338

www.utrade.com.sg

contact@utrade.com.sg

321 大華繼顯(香港)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136 1818

http://www.utrade.com.hk

client-services@uobkayhian.com.hk

322 美建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545 3298

http://www.upbest.com

louis@upbest.com

323 盈立證券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6) 185 6623 1010

http://youxin.com

luoyi01@youx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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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華盛資本証券有限公司 經HSN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500 0333

http://www.valuable.com.hk/

gary@valuable.com.hk

325 Vantage Global Prime Pty Limited 間接接駁 電話: 02 8999 2044

http://vantagefx.com

support@vantage.com

326 滙盈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913 6332

http://www.vcgroup.com.hk/

info@vcgroup.com.hk

327 Vela Trading Systems LLC 間接接駁 電話: (1) 646 713 2773

www.tradevela.com

sales@tradevela.com

328 和昇金融服務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3619 1159

http://veritasfinance.com.hk/

csvip@veritasfinance.com.hk

329 Virtu ITG Holdings LLC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marketdata@virtu.com

330 上海文華財經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6) 021-31263366

傳真: (86) 021-68400864

www.wenhua.com.cn

vicky.gao@wenhua.com.cn

331 萬得信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經MMDH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6) 21-20700800

www.wind.com.cn

GR.RC@wind.com.cn

332 永豐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303 8690

www.wfgold.com

victorchan@wfgold.com

333 華德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3166 8018

www.wondint.com

info@wondint.com

334 室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電話: (886) 2 2518 0938

www.yesgold.com

andy@yesgold.info

335 紫杉樹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917 6000

www.yewtree.hk

336 益高證券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544 1055

www.yicko.com

yicko@netvigator.com

337 Yonhap Infomax Co., Ltd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2) 2 398 5233

www.einfomax.com

Info10@yna.co.kr

hyjeong@yna.co.kr

338 有魚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843 1422

www.youyu.cn

service@yff.com

339 元大期貨 (香港) 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2293 9688

www.yuantafutures.com.hk

Customerservice.brk@yuanta.com

340 元大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52) 3555 7878

www.yuanta.com.hk

HK.Services.brk@yuanta.com

341 Yuanta Securities Korea Co., Ltd 間接接駁 電話: (82) 1566 2600

傳真: (82) 2 3770 2785

www.myasset.com

kyunghoon.kang@yuantakorea.com

342 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電話: (886) 2 2717 6000

www.yuantafutures.com.tw

futures@yuanta.com

343 越秀証券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9259888

www.yxsh.hk

info@yxsh.hk

344 鄭州易盛資訊技術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經HSN

直接接駁
電話: (86) 371 6561 1820

傳真: (86) 371 6561 1885

www.esunny.com.cn

Sales@esunny.cc

345 深圳智通財經信息科技服務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電話:  (86) 755-22184510

www.zhitongcaijing.com

ericwang@zhitongcaijing.com

346 中輝國際期貨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間接接駁 不適用

347 中融平和證券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2822 8338

www.pt123.com

info@pt123.com

348 中泰國際期貨有限公司 經SDNet/2

直接接駁
經SDNet/2

直接接駁
電話: (852) 3979 2888

www.ztsc.com.hk

cs@ztsc.com.hk

349 中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間接接駁 電話: (86) 95538

傳真: (531) 6888 9186

www.zts.com.cn

liuzhi@zt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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