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KEX INFORMATION SERVICES LIMITED 
(A wholly-owned member of the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Group) 
 

 

4 March 2016 By Email 
Our Ref: MDD/16/962 
 
To:  All Partner Information Vendors (“Partner IVs”) 
 
Dear Sirs, 
 
Launch of new Sector Index Futures and Updates on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rivatives Market 
Data Distribution Partnership Programme 
 
This refers to the Client Notice dated 29 January 2016 (Our Ref: MDD/16/769) 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rivatives Market Data Distribution Partnership Programme (“Partnership Programme”).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HKEX will launch the following new Sector Index Futures on 9 May 2016: 

 CES Gaming Top 10 Index Futures  
 Hang Seng Mainland Oil & Gas Index Futures  
 Hang Seng Mainland Banks Index Futures  
 Hang Seng Mainland Healthcare Index Futures  
 Hang Seng Mainland Properties Index Futures  
 Hang Seng IT Hardware Index Futures  
 Hang Seng Software & Service Index Futures 

As Partner IVs of the Partnership Programme, plesae be reminded to add the above new Section 
Index Futures on your key service platforms on the first day of trading.  Please also complete and 
return the enclosed Checklist on or before 15 April 2016 for our record.  
 
To promote publicity of the the new Sector Index Futures, we will also issue a client notice to inform all 
clients that the market data of the new new Sector Index Futures are available on your key service platforms 
on the first day of trading.  

Partner IVs are encouraged to also disseminate the underlying indices of these new Sector Index Futures on 
your  key service platofrms.  The CES Gaming Top 10 Index, the underlying index of CES Gaming Top 10 
Index Futures, is availbale in OMD Index Feed and is free for redistribution; and if your company is licensed 
with Hang Seng Indexes Company Limited (HSI) for redistributing HSI indices, you are also encouraged to 
carry the underlying indices as well. 

Should there be any questions, please send email to MarketData@hkex.com.hk. 
 
 
Yours sincerely, 
 
 
Winnie Sin 
Senior Vice President  
Data Licensing and Marketing, Market Data 
Markets Division 
 
Encl – Partnership Programme Checklist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http://www.hkex.com.hk/eng/prod/dataprod/Documents/16-01-29%20Client%20notice%20on%20partnership%20Programme.pdf
mailto:MarketData@hkex.com.hk


 
 
 
 
 

2016 年 3 月 4 日 以电邮发送 

参考编号： MDD/16/962 

 

致: 所有合作伙伴信息供应商 

 

敬启者： 

 

新行业股票指数期货推广及衍生产品市场数据合作伙伴计划更新 

 

继 2016 年 2 月 29 日发出关于衍生市场数据发布伙伴计划(“合作伙伴计划”)的公告  (参考编号 : 

MDD/16/769) ，请留意香港交易所（港交所）将于 2016 年 5 月 9 日推出的以下新行业股票指数期货： 

 

 中華交易服務博彩業指數期貨  （博彩業期貨）   

 恒生中國內地石油及天然氣指數期貨（內油期貨）   

 恒生中國內地銀行指數期貨（內銀期貨  

 恒生中國內地醫療保健指數期貨（藥業期貨）  

 恒生中國內地地產指數期貨（內房期貨）  

 恒生資訊科技器材指數期貨（ I T 器材期貨）  

 恒生軟件服務指數期貨（軟件期貨）  

 

作为合作伙伴信息供应商，烦请安排于新行业股票指数期货推出的交易首日起在贵公司的主要服务平台上展示

相关的实时行情，并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或之前填写并交回附件中的审查清单，以便我们作记录。 

 

为进一步推广新行业股票指数期货，我们亦会在新产品的交易首日发出客户公告通知所有客户可在贵公司的主

要服务平台中找到新衍生产品的市场数据。  

 

我们同时鼓励合作伙伴信息供应商于主要服务平台上发放新行业股票指数期货的追踪指数。中華交易服務博彩

業指數是博彩業期貨的追踪指数，并将会在 OMD Index Feed 中的免费可再转发指数。如贵公司持有恒生指

数有限公司 （HSI）的指数数据发布牌照，我们亦鼓励贵公司发放相关产品的追踪指数。 

 

如有任何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MarketData@hkex.com.hk。 

 

此致 

 

 

冼韻妮謹啓 

高级副总裁  

数据授权及推广, 市场数据 

市场科 

 

附件 – 合作伙伴计划审查清单（简体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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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衍生产品巿场数据合作伙伴计划(“合作伙伴计划”)审查清单  
(适用于参与合作伙伴计划的实时持牌资讯供应商) 

 

1. 本审查清单旨在让香港交易所资讯服务有限公司(“HKEX-IS”)评估资讯供应商是否遵守合作伙伴计划下

的 条 款 。 合 作 伙 伴 计 划 详 细 资 料 已 刊 于 香 港 交 易 所 网 站

(http://www.hkex.com.hk/chi/prod/dataprod/dmddpp_c.htm) 以供参考。 

 

2. 资讯供应商必须于2016年5月9日前于主要服务平台显示以下新衍生产品的实时数据方可继续成为合作伴： 

 中华交易服务博彩业指数期货  

 恒生中国内地石油及天然气指数期货 

 恒生中国内地银行指数期货 

 恒生中国内地医疗保健指数期货 

 恒生中国内地地产指数期货 

 恒生资讯科技器材指数期货 

 恒生软件服务指数期货 

 

3. 填妥之审查清单须电邮至MarketData@hkex.com.hk數據授權及推廣组。 

 

第一部份：一般资料 

 

资讯供应商名称(全名):   提交日期:  

联络人: 姓名与职衔:  

电邮与电话:   

 

第二部份：遵守状况 

 

 项目 已完成 (请) 备注 

1.  
资讯供应商已完成上述第二点: 

 L1行情                         L2行情 
 

请附上截图。如

暂时未能提供，

请告知预计完成

日期 

2.  

主要服务平台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终端                移动应用程式               网站 

 

3.  

新衍生产品 资讯商代码 

中华交易服务博彩业指数期货   

恒生中国内地石油及天然气指数期货  

恒生中国内地银行指数期货  

恒生中国内地医疗保健指数期货  

恒生中国内地地产指数期货  

恒生资讯科技器材指数期货  

恒生软件服务指数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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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供应商代表签署: 

姓名(全名)及职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