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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費用 
 

說明                                                                金額¹ 
                                                                          

結算費(期貨)、行使費及分配費(期權) 

 

股票產品 

香港股票期貨 每張2.00元 

美國股票期貨 每張1.30美元 

  日本股票期貨 每張1.30美元 

  韓國股票期貨 每張1.30美元 

  台灣股票期貨 每張1.30美元 

  美國股票期貨期權 每張0.25美元 

  日本股票期貨期權 每張0.25美元 

  韓國股票期貨期權 每張0.45美元 

  台灣股票期貨期權 

 

每張0.45美元 

股票指數產品  

  恒指期貨 每張10.00元 

  恒指期權 每張10.00元 

  恒指期貨期權 每張10.00元 

  恒生國企指數期貨期權 每張3.50元 

  小型恒指期貨 每張3.50元 

  小型恒指期權 每張2.00元 

  恒生國企指數期貨 每張3.50元 

  恒生國企指數期權 每張3.50元 

  小型恒生國企指數期貨 每張2.00元 

  小型恒生國企指數期權 每張1.00元 

  一周恒指期權 每張10.00元 

  一周恒生國企指數期權 每張3.50元 

  恒生中國H股金融行業指數期貨 每張5.00元 

  恒指股息點指數期貨  每張3.00元 

  恒生國企股息點指數期貨 每張1.50元 

恒指波幅指數期貨 每張10.00元 

中華交易服務中國120指數期貨 每張10.00元 

恒生中國内地銀行指數期貨 每張2.00元 

MSCI亞洲除日本淨總回報指數期貨 每張0.50美元 

MSCI 澳洲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0.6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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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I 中國 A50 互聯互通(美元)指數期貨 毎張1.00美元 

MSCI 中國(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1.00美元 

MSCI 中國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0.60美元 

MSCI 新興市場(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0.60美元 

MSCI新興市場亞洲(中國除外)淨總回報(美元)指數

期貨 

每張0.60美元 

MSCI新興市場亞洲(韓國除外)淨總回報(美元)指數

期貨 

每張0.60美元 

MSCI 新興市場亞洲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0.60美元 

MSCI 新興市場歐非中東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0.60美元 

MSCI新興市場(中國除外)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0.60美元 

MSCI新興市場(韓國除外)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0.60美元 

MSCI 新興市場拉丁美洲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0.60美元 

MSCI 新興市場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0.60美元 

MSCI 香港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0.60美元 

MSCI 印度(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1.00美元 

MSCI 印度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0.60美元 

MSCI 印尼(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1.00美元 

MSCI 印尼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0.60美元 

MSCI 日本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0.60美元 

MSCI 馬來西亞(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1.00美元 

MSCI 馬來西亞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0.60美元 

MSCI 紐西蘭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0.60美元 

MSCI 太平洋(日本除外)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0.60美元 

MSCI 太平洋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0.60美元 

MSCI 菲律賓(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1.00美元 

MSCI 菲律賓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0.60美元 

MSCI 新加坡自由(新加坡元)指數期貨 每張1.40新加坡元 

MSCI 新加坡自由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0.60美元 

MSCI 新加坡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0.60美元 

MSCI 台灣(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1.00美元 

MSCI 台灣(美元)指數期權 每張1.00美元 

MSCI 台灣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0.60美元 

MSCI 台灣 25/50(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1.00美元 

MSCI 台灣 25/50 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0.60美元 

MSCI 泰國(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1.00美元 

MSCI 泰國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0.60美元 

MSCI 越南(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1.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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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I 越南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每張0.60美元 

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每張30.00元 

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每張30.00元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每張10.00元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每張10.00元 

恒生科技指數期貨 每張2.50元 

恒生科技指數期權 每張2.50元 

恒生科技指數期貨期權 每張2.50元 

  

利率產品  

  外匯基金債券期貨 每張8.00元 

  港元利率期貨 每張5.00元 

  五年期中國財政部國債期貨 每張人民幣5.00元 

  

金屬產品  

人民幣(香港)黃金期貨 每張人民幣12.00元 

人民幣(香港)白銀期貨 每張人民幣12.00元 

人民幣(香港)倫敦鋁期貨小型合約 每張人民幣1.20元 

人民幣(香港)倫敦鋅期貨小型合約 每張人民幣1.20元 

人民幣(香港)倫敦銅期貨小型合約 每張人民幣1.20元 

人民幣(香港)倫敦鎳期貨小型合約 每張人民幣1.20元 

人民幣(香港)倫敦錫期貨小型合約 每張人民幣1.20元 

人民幣(香港)倫敦鉛期貨小型合約 每張人民幣1.20元 

美元黃金期貨 每張2.00美元 

美元白銀期貨 每張2.00美元 

美元倫敦鋁期貨小型合約 每張0.20美元 

美元倫敦鋅期貨小型合約 每張0.20美元 

美元倫敦銅期貨小型合約 每張0.20美元 

美元倫敦鎳期貨小型合約 每張0.20美元 

美元倫敦錫期貨小型合約 每張0.20美元 

美元倫敦鉛期貨小型合約 每張0.20美元 

TSI CFR 中國鐵礦石 62% 鐵粉期貨 每張1.00美元 

  

貨幣產品  

澳元兌人民幣(香港)期貨 每張人民幣5.00元 

歐元兌人民幣(香港)期貨 每張人民幣5.00元 

印度盧比兌人民幣(香港)期貨 每張人民幣2.50元 

日圓兌人民幣(香港)期貨 每張人民幣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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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人民幣(香港)期貨 每張人民幣8.00元 

小型美元兌人民幣(香港)期貨 每張人民幣1.60元 

人民幣(香港)兌美元期貨 每張0.60美元 

印度盧比兌美元期貨 每張0.60美元 

美元兌人民幣(香港)期權 

 

每張人民幣8.00元 

 

 與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相關的費用 

透過中央網關連接器使用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

系統網上服務的連接費 

以每個連接計每月2,600元 

透過中央網關連接器連接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

系統應用程式界面的分判牌照費 

以每個連接計每月2,600元 

連接至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的測試系統 每日(或不足一日)100元 

首5個營業日不收連接費用 

於期貨結算所正常工作時間以外進行登入測試

或交易測試 

每日(或不足一日)1,000元 

(不論測試結果) 

程式界面認證 每次認證 2,000 元 

(不論認證結果) 

代參與者處理 每次交易 50 元 

(每日最低費用 500 元) 

複印報表 每頁5元 

(最高收費為每份報表 

或每隻磁碟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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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有關的費用 

複印報告 每頁5元 

(最高收費為每份報告 

或每隻磁碟1,000元) 

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智能卡讀卡器 每個300元 

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智能卡 每張250元 

 

                                                                          

¹ 除另有註明外，本附錄所列之金額均以港元計算。 

 

附註: 除本文指明的費用外，期貨結算所保留向結算所參與者收取因向其提供服務及

設施而引致的任何墊支及實報實銷開支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