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生指數(恒指)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恒生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恒生指數 (由恒生指數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放的股份價格
指數) *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50 港元*

合約月份

短期期貨：現月、下三個月及之後的三個季月(季月指3月、6
月、9月及12月)
長期期貨：短期期貨訂明的合約月份之後的三個 6 月及 12 月
合約月份以及再之後的三個 12 月合約月份

最低波幅

一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在結算所登記，以完整指數點計算的恒生指數期貨合約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恒生指數期貨、恒生指數
期權、恒生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小型恒生指數期貨、
小型恒生指數期權、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指
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及每周恒生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
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合共對沖值10,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
並且在任何情況下，小型恒生指數期貨或小型恒生指數期權所
有合約月份持倉對沖值都不能超過合共2,000張的長倉或短
倉。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
0.2，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指數期
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指數
(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
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指數期貨的立約成
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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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恒生指數期貨、恒生指數期
權、恒生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小
型恒生指數期權、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指數
(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及每周恒生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
約周份(如適用)持倉合共對沖值10,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並
且在任何情況下，小型恒生指數期貨或小型恒生指數期權所有
合約月份持倉對沖值都不能超過合共2,000張的長倉或短倉。就
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0.2，每
張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指數期權合
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指數(總
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
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
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賬戶而言為
500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500張未平倉合約

開市前議價時段
（香港時間）

上午八時四十五分至上午九時十五分及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正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午市）
下午五時十五分至凌晨三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聖誕前夕、新年前夕及農曆新年前夕均不設午市或收市後交易
時段。該三天的早市交易時間為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下午十二時
三十分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不設收市後交易時段

最後交易日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及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正（午市）
若最後交易日為聖誕前夕、新年前夕或農曆新年前夕，當天不
設午市或收市後交易時段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電子交易系統)

最後結算日

最後交易日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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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方式

以現金結算合約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倒數第二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恒生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算所釐定，並採用恒生指
數(由恒生指數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放)在最後交易日當天
下列時間所報指數點的平均數為依歸，下調至最接近的整數指
數點*：(i)聯交所持續交易時段開始後的五(5)分鐘起直至持續
交易時段完結前的五(5)分鐘止期間每隔五(5)分鐘所報的指數
點，與(ii)聯交所收市時。在個別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
權根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10.00 港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定的收費率
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 與恒生指數期權合約相同
** 恒生指數期貨合約及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合約可以互相對銷。根據結算所規則，這
兩類交易所合約的長短倉將自動對銷(就公司賬戶及莊家賬戶而言)或可進行平倉
(就客戶賬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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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恒生指數(恒指)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恒生指數 (由恒生指數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放的股份價
格指數) *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10 港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兩個季月(季月指3月、6月、9月及12月)

最低價格波幅

一個指數點

最高價格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在結算所登記，以完整指數點計算的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合約
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小型恒生指數期貨、恒
生指數期貨、恒生指數期權、恒生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
、
小型恒生指數期權、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
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及每周恒生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
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合共對沖值 10,000 張長倉或短倉
為限，並且在任何情況下，小型恒生指數期貨或小型恒生指
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持倉對沖值都不能超過合共 2,000 張的
長倉或短倉。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合約的倉
位對沖值為 0.2，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
為恒生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
(ii)每張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指數
(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
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小型恒生指數期貨、恒生
指數期貨、恒生指數期權、恒生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
小型恒生指數期權、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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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及每周恒生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
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合共對沖值10,000張長倉或短倉
為限，並且在任何情況下，小型恒生指數期貨或小型恒生指
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持倉對沖值都不能超過合共2,000張的
長倉或短倉。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合約的倉
位對沖值為0.2，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
為恒生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
(ii)每張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指數
(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
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賬戶而言
為2,500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2,500張未平倉合約

開市前議價時段
(香港時間)

上午八時四十五分至上午九時十五分及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正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午市）
下午五時十五分至凌晨三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聖誕前夕、新年前夕及農曆新年前夕均不設午市或收市後交
易時段。該三天的早市交易時間為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下午十
二時三十分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不設收市後交易時段

最後交易日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及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正（午市）
若最後交易日為聖誕前夕、新年前夕或農曆新年前夕，當天
不設午市或收市後交易時段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電子交易系統)

最後結算日

最後交易日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結算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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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倒數第二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算所釐定，並採用
恒生指數(由恒生指數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放)在最後交
易日當天下列時間所報指數點的平均數為依歸，下調至最接
近的整數指數點*：(i)聯交所持續交易時段開始後的五(5)分
鐘起直至持續交易時段完結前的五(5)分鐘止期間每隔五(5)
分鐘所報的指數點，與及(ii)聯交所收市時。在個別情況下，
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
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期交所費用

3.50 港元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定的收費
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

與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合約相同

** 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合約與恒生指數期貨合約可以互相對銷。根據結算所規則，這
兩類交易所合約的長短倉將自動對銷(就公司賬戶及莊家賬戶而言)或可進行平倉
(就客戶賬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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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恒生國企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由恒生指數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放
的股份價格指數) *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50 港元*

合約月份

短期期貨：現月、下三個月及之後的三個季月(季月指3月、6
月、9月及12月)
長期期貨：短期期貨訂明的合約月份之後的三個6月及12月合
約月份以及再之後的三個12月合約月份

最低價格波幅

一個指數點

最高價格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在結算所登記，以完整指數點計算的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
合約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期貨、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期權（實物
交收）、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中
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及每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期權 所有合約月份 及合約周份 (如適用 )持倉合共對沖值
12,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並且在任何情況下，小型恒生中
國企業指數期貨或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
持倉對沖值都不能超過合共 2,400 張的長倉或短倉。就此而
言，(i)每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
0.2，每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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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及(ii)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
及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
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比率
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
貨、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期權（實物
交收）、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中
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及每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期權 所有合約月份 及合約周份 (如適用 )持倉合共對沖值
12,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並且在任何情況下，小型恒生中
國企業指數期貨或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
持倉對沖值都不能超過合共 2,400 張的長倉或短倉。就此而
言，(i)每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
0.2，每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
一；及 (ii)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
及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
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比率
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賬戶而言
為500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500張未平倉合約

開市前議價時段
（香港時間）

上午八時四十五分至上午九時十五分及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正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午市）
下午五時十五分至凌晨三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聖誕前夕、新年前夕及農曆新年前夕均不設午市或收市後交
易時段。該三天的早市交易時間為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下午十
二時三十分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不設收市後交易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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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交易日的
交易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及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正（午市）

（香港時間）
若最後交易日為聖誕前夕、新年前夕或農曆新年前夕，當天
不設午市或收市後交易時段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電子交易系統)

最後結算日

最後交易日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港元)結算合約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倒數第二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算所釐定，並
採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由恒生指數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
放)在最後交易日當天下列時間所報指數點的平均數為依
歸，下調至最接近的整數指數點*：(i)聯交所持續交易時段開
始後的五(5)分鐘起直至持續交易時段完結前的五(5)分鐘止
期間每隔五(5)分鐘所報的指數點，與(ii)聯交所收市時。在個
別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
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3.50 港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定的收費
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

與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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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恒生國企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合約* ：
相關指數／指數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由恒生指數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
放的股份價格指數)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10 港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兩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9 月及
12 月)

最低價格波幅

一個指數點

最高價格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在結算所登記，以完整指數點計算的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
數期貨合約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
數期貨、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期
權（實物交收）、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
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及每周恒生
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
合共對沖值 12,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並且在任何情況
下，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
權所有合約月份持倉對沖值都不能超過合共 2,400 張的長
倉或短倉。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
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 0.2，每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
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中
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ii)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
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
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
適時公佈；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期貨、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
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期權
（實物交收）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及每周恒生中國
企業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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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沖值 12,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並且在任何情況下，小
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或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
所有合約月份持倉對沖值都不能大於合共 2,400 張的長倉
或短倉。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合
約的倉位對沖值為 0.2，每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
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中相
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ii)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
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
中國企業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
時公佈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賬戶而
言為 2,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2,500 張未平倉合約

開市前議價時段
(香港時間)

上午八時四十五分至上午九時十五分及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正

交易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午市）
下午五時十五分至凌晨三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聖誕前夕、新年前夕及農曆新年前夕均不設午市或收市後
交易時段。該三天的早市交易時間為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下
午十二時三十分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不設收市後交易時段

最後交易日的
交易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及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正（午市）
若最後交易日為聖誕前夕、新年前夕或農曆新年前夕，當
天不設午市或收市後交易時段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統)

最後結算日

最後交易日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港元)結算合約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倒數第二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算所
釐定，並採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由恒生指數有限公司編
纂、計算及發放)在最後交易日當天下列時間所報指數點
的平均數為依歸，下調至最接近的整數指數點：(i)聯交所
持續交易時段開始後的五(5)分鐘起直至持續交易時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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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前的五(5)分鐘止期間每隔五(5)分鐘所報的指數點，與(ii)
聯交所收市時。在個別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
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交易所費用

2.00 港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定的收
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

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合約與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合約是可以互相對銷。
根據結算所規則，這兩類交易所合約的長短倉將自動對銷(就公司賬戶及莊家賬戶
而言)或可進行平倉(就客戶賬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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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中國 H 股金融行業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恒生中國 H 股金融行業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恒生中國 H 股金融行業指數 (由恒生指數有限公司編纂、計算
及發放的股份價格指數)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50 港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兩個季月(季月指3月、6月、9月及12月)

最低價格波幅

一個指數點

最高價格波幅

無

立約成價

在結算所登記，以完整指數點計算的恒生中國 H 股金融行業
指數期貨合約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以恒生中國H股金融行業指數期貨所有合約月份持倉合共對
沖值10,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為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500張未平倉合約

交易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及
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十五分(香港時間) (2012 年3 月5 日
前)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十五分(香港時間) (2012年3月5日或之後)
聖誕前夕、新年前夕及農曆新年前夕均不設午市交易時段。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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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正(香港時間) (2012 年3 月5 日前)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正(香港時間) (2012 年3 月5 日或之後)
若最後交易日為聖誕前夕、新年前夕或農曆新年前夕，當天不
設午市交易時段。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電子交易系統)

最後結算日

最後交易日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結算合約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倒數第二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恒生中國 H 股金融行業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算所釐
定，並採用恒生中國 H 股金融行業指數(由恒生指數有限公司
編纂、計算及發放)在最後交易日當天下列時間所報指數點的
平均數為依歸，下調至最接近的整數指數點*：(i)聯交所持續
交易時段開始後的五(5)分鐘起直至持續交易時段完結前的五
(5)分鐘止期間每隔五(5)分鐘所報的指數點，與(ii)聯交所收市
時。在個別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據買賣股票指數
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5.00 港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定的收費率
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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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指股息點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述合約細則適用於恒指股息點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恒指股息點指數期貨 (由恒生指數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
放的股息指數)

合約乘數

每指數點港幣50元

合約月份

最近三個的十二月合約。行政總裁與證監會會商後可隨時增
設其認為適合可供交易的合約月份。

最低價格波幅

0.01 指數點

最高波幅

無

立約成價

在結算所登記，指數點(準確至2個小數位)計算的恒指股息
點指數期貨合約的價格

立約價值

立約成價乘以合約乘數

持倉限額

無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本身賬戶為1,0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1,000 張未平倉合約

開市前議價時段

無

交易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及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午市）(香港時間)
聖誕前夕、新年前夕及農曆新年前夕均不設午市交易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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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該三天的早市交易時間為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下午十二
時三十分。
最後交易日的交易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及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午市）(香港時間)
聖誕前夕、新年前夕及農曆新年前夕均不設午市交易時
段。該最後交易日的早市交易時間為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下
午十二時三十分。

交易方法

本交易所的自動電子交易系統(HKATS電子交易系統)

最後結算日

最後交易日之後的第二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金結算合約

最後交易日

合約月份的倒數第三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恒指股息點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算所釐定，並採
用恒生股息點指數(由恒生指數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放)
在最後交易日之後的交易日當天所報的指數為依歸，以四捨
五入法準確至2個小數位。在個別情況下，本交易所行政總
裁有權根據買賣股票指數期貨合約規例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易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交易所費用
以上金額不時可予更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根據「條例」不時規定的收費
率或金額繳付。

佣金

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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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港元

恒生國企股息點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述合約細則適用於恒生國企股息點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恒生國企股息點指數期貨(由恒生指數有限公司編纂、計算
及發放的股息指數)

合約乘數

每指數點港幣50元

合約月份

最近三個的十二月合約。行政總裁與證監會會商後可隨時增
設其認為適合可供交易的合約月份。

最低價格波幅

0.01 指數點

最高波幅

無

立約成價

在結算所登記，指數點(準確至2個小數位)計算的恒生國企
股息點指數期貨合約的價格

立約價值

立約成價乘以合約乘數

持倉限額

無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本身賬戶為1,0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1,000 張未平合約

開市前議價時段

無

交易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及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午市）(香港時間)
聖誕前夕、新年前夕及農曆新年前夕均不設午市交易時段。
該三天的早市交易時間為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下午十二時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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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
最後交易日的交易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及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午市）(香港時間)
若最後交易日為聖誕前夕、新年前夕或農曆新年前夕，當天
不設午市交易時段。該最後交易日的早市交易時間為上午九
時十五分至下午十二時三十分。

交易方法

本交易所的自動電子交易系統(HKATS電子交易系統)

最後結算日

最後交易日之後的第二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金結算合約

最後交易日

合約月份的倒數第三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恒生國企股息點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算所釐
定，並採用恒生國企股息點指數(由恒生指數有限公司編
纂、計算及發放)在最後交易日之後的交易日當天所報的指
數為依歸，以四捨五入法準確至2個小數位。在個別情況下，
本交易所行政總裁有權根據買賣股票指數期貨合約規例釐
定最後結算價

交易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交易所費用
以上金額不時可予更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根據「條例」不時規定的收費
率或金額繳付。

佣金

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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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港元

恒指波幅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恒指波幅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數／指數

恒指波幅指數（由恒生指數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放的波
幅指數）

合約乘數

每個指數點5,000港元

合約月份

即月、之後的兩個曆月

最低波幅

0.05個指數點

最高波幅

無

立約成價

在結算所登記，以0.05指數點計算的恒指波幅指數期貨合約
的價格

立約價值

立約成價乘以合約乘數

持倉限額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易所參與者就其本身賬戶而言
為10,000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10,000張未平倉合約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易所參與者就其本身賬戶而言
為1,000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1,000張未平倉合約

開市前議價時段

無

交易時間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及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午市）(香港時間)
聖誕前夕、新年前夕及農曆新年前夕均不設午市交易時段。
該三天的早市交易時間為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下午十二時三
十分。

最後交易日的交易時間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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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正（午市）（香港時間）
若最後交易日為聖誕前夕、新年前夕或農曆新年前夕，當天
不設午市交易時段。
交易方法

本交易所的自動電子交易系統（HKATS電子交易系統）

最後結算日

合約月份最後交易日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金（港元）結算差價合約

最後交易日

緊隨合約月份後的曆月的倒數第二個交易日之前30曆日。若
當日並非交易日，則最後交易日為緊貼該日之前的一個交易
日

最後結算價格

恒指波幅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算所釐定，並採用
恒指波幅指數（由恒生指數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放）在
(i)最後交易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後至下午四時正每隔一(1)分
鐘；或(ii)若最後交易日為聖誕前夕、新年前夕或農曆新年
前夕，最後交易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至正午十二時正每隔一
(1)分鐘所報指數點的平均數為依歸，下調至最接近的小數
位後兩(2)位指數點。在個別情況下，本交易所行政總裁有
權根據買賣股票指數期貨合約規例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易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10.00港元

以上金額不時可予更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例」不時規定的收費
率或金額繳付。

佣金

商議

註：

恒 指 波 幅 指 數 （「 指 數 」） 是 由 恒 生 指 數 有 限 公 司 （ 恒 生 指 數 公 司 ）
公 佈 。 恒 生 指 數 公 司 與 S t a n d a r d & P o o r ’s F i n a n c i a l S e r v i c e s L L C
（「 S & P 」） 已 就 維 持 及 計 算 指 數 達 成 協 議 。「 S t a n d a rd & P o o r ’s 」 及
「 S & P 」屬 S & P 的 商 標 而 恒 生 指 數 公 司 已 獲 授 予 許 可 使 用。
「 VIX®」
屬 C h i c a g o B o a r d O p t i o n s E x c h a n g e , I n c o r p o r a t e d （「 C B O E 」） 的
商 標， S & P 已 獲 C B O E 准 許 並 已 向 恒 生 指 數 公 司 授 予 許 可 把 該 商 標
用 於 與 指 數 有 關 的 用 途 。 S &P 及 CBOE 並 不 擁 有 、 贊 助 、 認 可 或 推
廣 指 數， S & P 及 C B O E 亦 無 就 投 資 基 於 指 數 的 產 品 或 依 賴 指 數 作 任
何 其 他 用 途 是 否 明 智 作 出 任 何 聲 明 。 S &P、 CBOE 及 恒 生 指 數 公 司
均無須就指數或其任何數值的任何錯誤或遺漏負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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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交易服務中國120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中華交易服務中國120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中華交易服務中國 120 指數 (由中華證券交易
服務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放的股份價格指
數)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50 港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兩個季月 (季月指 3 月、
6 月、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5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無

立約成價

在結算所登記的中華交易服務中國 120 指數
期貨合約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
份淨持倉 30,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淨持倉 30,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
基準計算。為釐定是否達到訂明上限，長倉合
約獲分配正數 1 及短倉合約則獲分配負數 1，
不論何日到期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
其本身賬戶而言為1,500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1,500張未
平倉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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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及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午市）（香港
時間）
聖誕前夕、新年前夕及農曆新年前夕均不設午
市。該三天的早市交易時間為上午九時十五分
至下午十二時三十分。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
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正（早市）及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三時正（午市）
（香港時間）
若最後交易日為聖誕前夕、新年前夕或農曆新
年前夕，當天不設午市。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 (HKATS 電子
交易系統)

最後結算日

最後交易日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港元)結算合約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倒數第二個交易日
若當天為中國內地公眾假期，最後交易日將為
緊貼該日的前一個交易日，同日也是中國內地
的營業日

最後結算價格

中華交易服務中國 120 指數期貨最後結算價
格由結算所釐定，並採用中華證券交易服務有
限公司在最後交易日下午一時正至三時正之
間每隔五(5)分鐘所擷取再編纂、計算及發布的
中華交易服務中國 120 指數點的平均數，以四
捨五入法準確至 1 個小數位
在個別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據買
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10.00 港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 」
不時規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22

恒生中國內地銀行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恒生中國內地銀行指數期貨合約是受買賣股票指數期貨規例規管的股票指數期貨合約。
本合約細則英文本中大寫而無另行界定的詞彙與買賣股票指數期貨規例中所述相同。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股票指數期貨合約——恒生中國內地銀行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恒生中國內地銀行指數（由恒生指數有限公司
編纂、計算及發放的股份價格指數）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50 港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兩個季月（季月指 3 月、
6 月、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5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在結算所登記的股票指數期貨合約——恒生
中國內地銀行指數期貨合約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
份淨持倉 15,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淨持倉 15,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
基準計算。為釐定是否達到訂明上限，長倉合
約獲分配正數 1 及短倉合約則獲分配負數 1，
不論何日到期。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
其本身而言為500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500張未平
倉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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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午市）
聖誕前夕、新年前夕及農曆新年前夕均不設午
市。該三天的早市交易時間為上午九時十五分
至下午十二時三十分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正（午市）
若最後交易日為聖誕前夕、新年前夕或農曆新
年前夕，當天不設午市。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
交易系統）

最後結算日

最後交易日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結算合約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倒數第二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恒生中國內地銀行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
格由結算所釐定，並採用恒生中國內地銀行指
數期貨（由恒生指數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
放）在最後交易日當天下列時間所報指數點的
平均數為依歸，以四捨五入法上調至最接近的
一個小數位：(i)聯交所持續交易時段開始後的
五(5)分鐘起直至持續交易時段完結前的五(5)
分鐘止期間每隔五(5)分鐘所報的指數點，與
(ii)聯交所收市時。在個別情況下，本交易所行
政總裁有權根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
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2.00 港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 」
不時規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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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I亞洲除日本淨總回報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MSCI亞洲除日本淨總回報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亞洲除日本淨總回報指數（由 MSCI 有限
公司編纂、計算及發布的美元總回報淨額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100 美元

合約月份

最近的五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亞洲除日本淨總回報指數期貨合約在結算
所登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
長短倉淨額 110,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110,000
張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
準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
日，長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
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
本身而言為500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500張未平倉
合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
交易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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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
易系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非交易日，則為前
一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亞洲除日本淨總回報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
算價格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第三個星期
五的 MSCI 亞洲除日本淨總回報指數的官方收報
指數價值，若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
則四捨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如第三
個小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調至最接
近的兩個小數位；或若 MSCI Limited 宣布存在與
MSCI 亞洲除日本淨總回報指數有關的意外市場
關 閉 事 件 ， 則 取 合 約月 份 第 三 個 星 期 五 之後
MSCI Limited 發布的 MSCI 亞洲除日本淨總回報
指 數 的 最 終 意 外 市 場 關 閉 指 數 (Unexpected
Market Closure Index)水平。
儘管有前述規定，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
裁有權根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
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交易所費用

0.50 美元

以上金額可不時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
規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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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I 澳洲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澳洲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澳洲淨總回報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
計算及發布的美元總回報淨額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1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澳洲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結算所
登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21,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21,000 張
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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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2 時 12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非交易日，則為前一
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澳洲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
價格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
的 MSCI 澳洲淨總回報指數的官方收報指數價值，
若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
上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如第三個小數位的數
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
位；若 MSCI 有限公司公布有與 MSCI 澳洲淨總回
報指數相關的非預期的市場關閉事件，則為 MSCI
有 限 公司 在合 約 月份的 第 三個 星期 五 後公布 的
MSCI 澳洲淨總回報指數最終非預期市場關閉指數
水平。
儘管如此，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
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交易所費用

0.60 美元

以上金額可不時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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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I中國A50互聯互通（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中國 A50 互聯互通（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中國 A50 互聯互通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
編纂、計算及發布的離岸人民幣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25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2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中國 A50 互聯互通（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
結算所登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28,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28,000 張
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開市前議價時段
（香港時間）

上午 8 時 45 分至上午 9 時正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4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5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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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3 時正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當天非交易日或當天
為中國內地公眾假期，最後交易日將為緊貼該日的
前一個交易日，同日也是中國內地的營業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中國 A50 互聯互通（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
後結算價格由結算所釐定，並採用 MSCI 中國 A50
互聯互通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
布）在最後交易日當天下列時間所報指數點的平均
數為依歸，若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
則四捨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如第三個
小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
兩個小數位：(i)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
持續交易時段完結前最後兩(2)小時內每隔十五(15)
秒所報的指數點，與(ii)收報指數價值
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據買賣股票
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1.00 美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30

MSCI中國（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中國（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中國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
發布的美元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50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02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中國（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結算所登記 的
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35,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35,000 張
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 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4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5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SIF-S-31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4 時 30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倒數第二個交易日，前提是該日是指數
所有成份股都可供買賣的一般營業日。若當日並非
一般營業日，則以該日的前一個同屬一般營業日的
交易日作為最後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中國（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
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最後交易日的 MSCI
中國指數的官方收報指數價值，若第三個小數位的
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兩
個小數位，如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
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若干情況下，本
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
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1.00 美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32

MSCI 中國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中國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中國淨總回報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
計算及發布的美元總回報淨額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5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0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中國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結算
所登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53,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53,000 張
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釐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則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SIF-S-33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非交易日，則為前一
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中國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
算價格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
五的 MSCI 中國淨總回報指數的官方收報指數價
值，若第四個小數位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
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三個小數位，如第四個小數位
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三個小
數位；若 MSCI 有限公司宣布有與 MSCI 中國淨總
回 報 指數 相關 的 非預期 的 市場 關閉 事 件，則 為
MSCI 有限公司在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後公布
的 MSCI 中國淨總回報指數最終非預期市場關閉指
數水平
儘管如此，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
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0.60 美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34

MSCI新興市場(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新興市場 (美元) 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新興市場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計
算及發布的美元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5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新興市場(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結算所登記
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110,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110,000
張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SIF-S-35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非交易日，則為前一
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新興市場(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
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的
MSCI 新興市場指數的官方收報指數價值，若第三
個小數位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上調至
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如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 若
MSCI 有限公司公布有與 MSCI 新興市場指數相關
的非預期的市場關閉事件，則為 MSCI 有限公司在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後公布的 MSCI 新興市場
指數最終非預期市場關閉指數水平。
儘管如此，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
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交易所費用

0.60 美元

以上金額可不時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36

MSCI 新興市場亞洲(中國除外)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新興市場亞洲(中國除外)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
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新興市場亞洲(中國除外)淨總回報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布的美元總回報淨
額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2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新興市場(中國除外)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
貨合約在結算所登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37,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37,000
張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賬戶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
SIF-S-37

易時段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
系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非交易日，則為前一
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新興市場亞洲(中國除外)淨總回報(美元)指
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
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的 MSCI 新興市場亞洲(中國
除外)淨總回報指數的官方收報指數價值，若第三
個小數位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上調至
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如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若
MSCI 有限公司公布有與 MSCI 新興市場亞洲 (中
國除外)淨總回報指數相關的非預期的市場關閉事
件，則為 MSCI 有限公司在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
五後公布的 MSCI 新興市場亞洲(中國除外)淨總回
報指數最終非預期市場關閉指數水平。
儘管如此，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
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0.60 美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38

MSCI新興市場亞洲(韓國除外)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新興市場亞洲(韓國除外)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新興市場亞洲(韓國除外)淨總回報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布的美元總回報淨
額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2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新興市場亞洲(韓國除外)淨總回報(美元)指數
期貨合約在結算所登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90,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90,000 張
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賬戶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SIF-S-39

時段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非交易日，則為前一
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新興市場亞洲(韓國除外)淨總回報(美元) 指
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
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的 MSCI 新興市場亞洲(韓國
除外)淨總回報指數的官方收報指數價值，若第三個
小數位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上調至最
接近的兩個小數位，如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若
MSCI 有限公司公布有與 MSCI 新興市場亞洲(韓國
除外)淨總回報指數相關的非預期的市場關閉事
件，則為 MSCI 有限公司在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
五後公布的 MSCI 新興市場亞洲(韓國除外)淨總回
報指數最終非預期市場關閉指數水平。
儘管如此，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
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0.60 美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40

MSCI 新興市場亞洲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新興市場亞洲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新興市場亞洲淨總回報指數（由 MSCI 有限
公司編纂、計算及發布的美元總回報淨額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10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0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新興市場亞洲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在結算所登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110,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110,000
張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SIF-S-41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非交易日，則為前一
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新興市場亞洲淨總 回報 (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最後結算價格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第三
個星期五的 MSCI 新興市場亞洲淨總回報指數的官
方收報指數價值，若第四個小數位的數字是 5 或大
於 5，則四捨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三個小數位，如
第四個小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調至最
接近的三個小數位；若 MSCI 有限公司公布有與
MSCI 新興市場亞洲淨總回報指數相關的非預期的
市場關閉事件，則為 MSCI 有限公司在合約月份的
第三個星期五後公布的 MSCI 新興市場亞洲淨總回
報指數最終非預期市場關閉指數水平。

儘管如此，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
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交易所費用

0.60 美元

以上金額可不時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42

MSCI 新興市場歐非中東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新興市場歐非中東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新興市場歐非中東淨總回報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布的美元總回報淨額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10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0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新興市場歐非中東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在結算所登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61,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61,000 張
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賬戶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SIF-S-43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非交易日，則為前一
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新興市場歐非中東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
第三個星期五的 MSCI 新興市場歐非中東淨總回報
指數的官方收報指數價值，若第四個小數位的數字
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三個小
數位，如第四個小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
下調至最接近的三個小數位；若 MSCI 有限公司公
布有與 MSCI 新興市場歐非中東淨總回報指數相關
的非預期的市場關閉事件，則為 MSCI 有限公司在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後公布的 MSCI 新興市場
歐非中東淨總回報指數最終非預期市場關閉指數水
平。
儘管如此，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
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0.60 美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44

MSCI 新興市場(中國除外)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新興市場(中國除外)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
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新興市場(中國除外)淨總回報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布的美元總回報淨額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1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新興市場(中國除外)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在結算所登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110,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110,000
張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賬戶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SIF-S-45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首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非交易日，則為前一
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新興市場(中國除外)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
第三個星期五的 MSCI 新興市場(中國除外)淨總回
報指數的官方收報指數價值，若第三個小數位的數
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兩個
小數位，如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
入下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若 MSCI 有限公司
公布有與 MSCI 新興市場(中國除外)淨總回報指數
相關的非預期的市場關閉事件，則為 MSCI 有限公
司在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後公布的 MSCI 新興
市場(中國除外)淨總回報指數最終非預期市場關閉
指數水平。
儘管如此，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
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0.60 美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46

MSCI 新興市場(韓國除外)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新興市場(韓國除外)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
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新興市場(韓國除外)淨總回報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布的美元總回報淨額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1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新興市場(韓國除外)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在結算所登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110,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110,000
張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賬戶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SIF-S-47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非交易日，則為前一
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新興市場(韓國除外)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
第三個星期五的 MSCI 新興市場(韓國除外)淨總回
報指數的官方收報指數價值，若第三個小數位的數
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兩個
小數位，如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
入下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若 MSCI 有限公司
公布有與 MSCI 新興市場(韓國除外)淨總回報指數
相關的非預期的市場關閉事件，則為 MSCI 有限公
司在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後公布的 MSCI 新興
市場(韓國除外)淨總回報指數最終非預期市場關閉
指數水平。
儘管如此，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
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0.60 美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48

MSCI 新興市場拉丁美洲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新興市場拉丁美洲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新興市場拉丁美洲淨總回報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布的美元總回報淨額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10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0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新興市場拉丁美洲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在結算所登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24,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24,000 張
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賬戶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SIF-S-49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非交易日，則為前一
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新興市場拉丁美洲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
第三個星期五的 MSCI 新興市場拉丁美洲淨總回報
指數的官方收報指數價值，若第四個小數位的數字
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三個小
數位，如第四個小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
下調至最接近的三個小數位；若 MSCI 有限公司公
布有與 MSCI 新興市場拉丁美洲淨總回報指數相關
的非預期的市場關閉事件，則為 MSCI 有限公司在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後公布的 MSCI 新興市場
拉丁美洲淨總回報指數最終非預期市場關閉指數水
平。
儘管如此，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
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0.60 美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50

MSCI 新興市場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新興市場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新興市場淨總回報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
編纂、計算及發布的美元總回報淨額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10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0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新興市場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結
算所登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110,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110,000
張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SIF-S-51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非交易日，則為前一
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新興市場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後
結算價格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
期五的 MSCI 新興市場淨總回報指數的官方收報指
數價值，若第四個小數位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
四捨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三個小數位，如第四個小
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三
個小數位；若 MSCI 有限公司公布有與 MSCI 新興
市場淨總回報指數相關的非預期的市場關閉事件，
則為 MSCI 有限公司在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後
公布的 MSCI 新興市場淨總回報指數最終非預期市
場關閉指數水平。
儘管如此，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
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交易所費用

0.60 美元

以上金額可不時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52

MSCI 香港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香港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香港淨總回報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
計算及發布的美元總回報淨額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1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香港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結算所
登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8,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8,000 張
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SIF-S-53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非交易日，則為前一
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香港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
價格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
的 MSCI 香港淨總回報指數的官方收報指數價值，
若第二個小數位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
上調至最接近的一個小數位，如第二個小數位的數
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一個小數
位；若 MSCI 有限公司公布有與 MSCI 香港淨總回
報指數相關的非預期的市場關閉事件，則為 MSCI
有 限 公司 在合 約 月份的 第 三個 星期 五 後公布 的
MSCI 香港淨總回報指數最終非預期市場關閉指數
水平。
儘管如此，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
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交易所費用

0.60 美元

以上金額可不時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54

MSCI 印度(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印度(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印度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
發布的印度盧比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5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2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印度(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結算所登記的價
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15,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15,000 張
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賬戶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SIF-S-55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最後一個星期四。如非交易日或非印度
的營業日，則為緊貼該日的前一個交易日，同日也
是印度的營業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印度(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
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最後交易日的 MSCI 印
度指數的官方收報指數價值，若第三個小數位的數
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兩個
小數位，如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
入下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若干情況下，本交
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
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1.00 美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56

MSCI 印度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印度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印度淨總回報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
計算及發布的美元總回報淨額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10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0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印度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結算所
登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20,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20,000 張
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SIF-S-57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非交易日，則為前一
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印度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
價格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
的 MSCI 印度淨總回報指數的官方收報指數價值，
若第四個小數位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
上調至最接近的三個小數位，如第四個小數位的數
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三個小數
位；若 MSCI 有限公司公布有與 MSCI 印度淨總回
報指數相關的非預期的市場關閉事件，則為 MSCI
有 限 公司 在 合 約 月份的 第 三個 星期 五 後公布 的
MSCI 印度淨總回報指數最終非預期市場關閉指數
水平。
儘管如此，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
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交易所費用

0.60 美元

以上金額可不時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58

MSCI 印尼(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印尼(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印尼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
發布的印尼盾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2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5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印尼(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結算所登記的價
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10,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10,000 張
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SIF-S-59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5 時 30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倒數第二個交易日。若最後交易日為印
尼公眾假期，最後交易日將為緊貼該日的前一個交
易日，同日也是印尼的營業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印尼(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
算所釐定，並採用 MSCI 印尼指數（由 MSCI 有限
公司編纂、計算及發布）在最後交易日當天下列時
間所報指數點的平均數為依歸，若第三個小數位的
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兩
個小數位，如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
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i) 印尼證券交易
所持續交易時段完結前最後三十(30)分鐘內每隔一
(1)分鐘所報的指數點，與(ii)收報指數價值。若干情
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據買賣股票指數期
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交易所費用

1.00 美元

以上金額可不時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60

MSCI 印尼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印尼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印尼淨總回報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
計算及發布的美元總回報淨額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1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印尼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結算所
登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10,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10,000 張
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SIF-S-61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5 時 15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非交易日，則為前一
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印尼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
價格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
的 MSCI 印尼淨總回報指數的官方收報指數價值，
若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
上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如第三個小數位的數
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
位；若 MSCI 有限公司宣布有與 MSCI 印尼淨總回
報指數相關的非預期的市場關閉事件，則為 MSCI
有 限 公司 在 合 約 月份的 第 三個 星期 五 後公布 的
MSCI 印尼淨總回報指數最終非預期市場關閉指數
水平。
儘管如此，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
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交易所費用

0.60 美元

以上金額可不時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62

MSCI 日本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日本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日本淨總回報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
計算及發布的美元總回報淨額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1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日本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結算所
登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58,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58,000 張
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SIF-S-63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2 時正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非交易日，則為前一
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日本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
價格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
的 MSCI 日本淨總回報指數的官方收報指數價值，
若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
上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如第三個小數位的數
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
位；若 MSCI 有限公司公布有與 MSCI 日本淨總回
報指數相關的非預期的市場關閉事件，則為 MSCI
有 限 公司 在 合 約 月份的 第 三個 星期 五 後公布 的
MSCI 日本淨總回報指數最終非預期市場關閉指數
水平。
儘管如此，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
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交易所費用

0.60 美元

以上金額可不時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64

MSCI 馬來西亞(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馬來西亞(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馬來西亞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計
算及發布的馬來西亞元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2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25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馬來西亞(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結算所登記
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11,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11,000 張
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賬戶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SIF-S-65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5 時 15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最後一個交易日。若最後交易日為馬來
西亞公眾假期，最後交易日將為緊貼該日的前一個
交易日，同日也是馬來西亞的營業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馬來西亞(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
由結算所釐定，並採用 MSCI 馬來西亞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布）在最後交易日
當天下列時間所報指數點的平均數為依歸，若第三
個小數位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上調至
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如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i) 馬
來西亞證券交易所持續交易時段完結前最後六十
(60)分鐘內每隔一(1)分鐘所報的指數點，與(ii)收報
指數價值。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
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1.00 美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66

MSCI 馬來西亞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馬來西亞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馬來西亞淨總回報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
編纂、計算及發布的美元總回報淨額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10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0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馬來西亞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結
算所登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5,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5,000 張
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SIF-S-67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5 時正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非交易日，則為前一
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馬來西亞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後
結算價格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
期五的 MSCI 馬來西亞淨總回報指數的官方收報指
數價值，若第四個小數位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
四捨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三個小數位，如第四個小
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三
個小數位；若 MSCI 有限公司公布有與 MSCI 馬來
西亞淨總回報指數相關的非預期的市場關閉事件，
則為 MSCI 有限公司在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後
公布的 MSCI 馬來西亞淨總回報指數最終非預期市
場關閉指數水平。
儘管如此，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
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交易所費用

0.60 美元

以上金額可不時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68

MSCI 紐西蘭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紐西蘭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紐西蘭淨總回報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
纂、計算及發布的美元總回報淨額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10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0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紐西蘭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結算
所登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3,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3,000 張
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賬戶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SIF-S-69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1 時正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非交易日，則為前一
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紐西蘭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
算價格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
五的 MSCI 紐西蘭淨總回報指數的官方收報指數價
值，若第四個小數位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
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三個小數位，如第四個小數位
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三個小
數位；若 MSCI 有限公司公布有與 MSCI 紐西蘭淨
總回報指數相關的非預期的市場關閉事件，則為
MSCI 有限公司在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後公布
的 MSCI 紐西蘭淨總回報指數最終非預期市場關閉
指數水平。
儘管如此，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
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0.60 美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70

MSCI 太平洋(日本除外)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太平洋(日本除外)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太平洋(日本除外)淨總回報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布的美元總回報淨額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1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太平洋(日本除外)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
約在結算所登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17,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17,000 張
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賬戶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SIF-S-71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非交易日，則為前一
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太平洋(日本除外)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
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第
三個星期五的 MSCI 太平洋(日本除外)淨總回報指
數的官方收報指數價值，若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
位，如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
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若 MSCI 有限公司公布
有與 MSCI 太平洋(日本除外)淨總回報指數相關的
非預期的市場關閉事件，則為 MSCI 有限公司在合
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後公布的 MSCI 太平洋(日
本除外)淨總回報指數最終非預期市場關閉指數水
平。
儘管如此，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
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0.60 美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72

MSCI 太平洋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太平洋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太平洋淨總回報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
纂、計算及發布的美元總回報淨額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1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太平洋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結算
所登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78,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78,000 張
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賬戶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SIF-S-73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非交易日，則為前一
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太平洋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
算價格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
五的 MSCI 太平洋淨總回報指數的官方收報指數價
值，若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
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如第三個小數位
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
數位；若 MSCI 有限公司公布有與 MSCI 太平洋淨
總回報指數相關的非預期的市場關閉事件，則為
MSCI 有限公司在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後公布
的 MSCI 太平洋淨總回報指數最終非預期市場關閉
指數水平。
儘管如此，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
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0.60 美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74

MSCI 菲律賓(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菲律賓(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菲律賓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計算
及發布的菲律賓披索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1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菲律賓(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結算所登記的
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10,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10,000 張
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賬戶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4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5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SIF-S-75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3 時 45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倒數第二個交易日。若最後交易日為菲
律賓公眾假期，最後交易日將為緊貼該日的前一個
交易日，同日也是菲律賓的營業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菲律賓(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
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最後交易日的 MSCI
菲律賓指數的官方收報指數價值，若第三個小數位
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
兩個小數位，如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
捨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若干情況下，
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
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1.00 美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76

MSCI 菲律賓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菲律賓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菲律賓淨總回報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
纂、計算及發布的美元總回報淨額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5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0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菲律賓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結算
所登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3,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3,000 張
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SIF-S-77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3 時 30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非交易日，則為前一
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菲律賓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
算價格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
五的 MSCI 菲律賓淨總回報指數的官方收報指數價
值，若第四個小數位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
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三個小數位，如第四個小數位
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三個小
數位；若 MSCI 有限公司公布有與 MSCI 菲律賓淨
總回報指數相關的非預期的市場關閉事件，則為
MSCI 有限公司在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後公布
的 MSCI 菲律賓淨總回報指數最終非預期市場關閉
指數水平。
儘管如此，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
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交易所費用

0.60 美元

以上金額可不時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78

MSCI 新加坡自由(新加坡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新加坡自由(新加坡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新加坡自由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計算
及發布的新加坡元指數）

交易貨幣

新加坡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100 新加坡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05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新加坡自由(新加坡元)指數期貨合約在結算所登
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
淨額 25,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25,000 張合約
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計
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倉合約
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
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時
段
SIF-S-79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5 時 20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首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新加坡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倒數第二個交易日。若當天為新加坡公眾假
期，最後交易日將為緊貼該日的前一個交易日，同日也
是新加坡的營業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新加坡自由(新加坡元)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
格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最後交易日的 MSCI
新加坡自由指數的官方收報指數價值，若第三個小數位
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兩個
小數位，如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
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
總裁有權根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
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1.40 新加坡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定的
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80

MSCI 新加坡自由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新加坡自由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新加坡自由淨總回報指數（由 MSCI 有限公
司編纂、計算及發布的美元總回報淨額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5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0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新加坡自由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
結算所登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20,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20,000 張
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賬戶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SIF-S-81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非交易日，則為前一
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新加坡自由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
後結算價格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第三個
星期五的 MSCI 新加坡自由淨總回報指數的官方收
報指數價值，若第四個小數位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
則四捨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三個小數位，如第四個
小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
三個小數位；若 MSCI 有限公司公布有與 MSCI 新
加坡自由淨總回報指數相關的非預期的市場關閉事
件，則為 MSCI 有限公司在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
五後公布的 MSCI 新加坡自由淨總回報指數最終非
預期市場關閉指數水平。
儘管如此，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
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0.60 美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82

MSCI 新加坡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新加坡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新加坡淨總回報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
纂、計算及發布的美元總回報淨額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5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新加坡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結算
所登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20,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20,000 張
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SIF-S-83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非交易日，則為前一
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新加坡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
算價格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
五的 MSCI 新加坡淨總回報指數的官方收報指數價
值，若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
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如第三個小數位
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
數位；若 MSCI 有限公司公布有與 MSCI 新加坡淨
總回報指數相關的非預期的市場關閉事件，則為
MSCI 有限公司在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後公布
的 MSCI 新加坡淨總回報指數最終非預期市場關閉
指數水平。
儘管如此，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
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交易所費用

0.60 美元

以上金額可不時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84

MSCI 台灣(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台灣(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台灣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
發布的新台幣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10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台灣(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結算所登記的價
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 MSCI 台灣
（美元）指數期貨及 MSCI 台灣 （美元）指數期權
所有合約月份持倉合共對沖值 20,000 張長倉或短
倉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以 MSCI 台灣（美元）指數期貨及
MSCI 台灣 （美元）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持倉合
共對沖值 20,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開市前議價時段
（香港時間）

上午 8 時 30 分至上午 8 時 45 分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8 時 45 分至下午 1 時 45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2 時 30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SIF-S-85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8 時 45 分至下午 1 時 45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倒數第二個交易日。若最後交易日為台
灣公眾假期，最後交易日將為緊貼該日的前一個交
易日，同日也是台灣的營業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台灣(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
算所釐定，並採用 MSCI 台灣指數（由 MSCI 有限
公司編纂、計算及發布）在最後交易日當天下列時
間所報指數點的平均數為依歸，若第三個小數位的
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兩
個小數位，如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
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i) 台灣證券交易
所持續交易時段完結前最後二十五(25)分鐘內每隔
一(1)分鐘所報的指數點，與(ii)收報指數價值。若干
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據買賣股票指數
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交易所費用

1.00 美元

以上金額可不時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86

MSCI 台灣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台灣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台灣淨總回報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
計算及發布的美元總回報淨額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10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0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台灣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結算所
登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20,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20,000 張
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開市前議價時段
（香港時間）

上午 8 時 30 分至上午 8 時 45 分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8 時 45 分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SIF-S-87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8 時 45 分至下午 1 時 30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非交易日，則為前一
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台灣淨總 回報 (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
價格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
的 MSCI 台灣淨總回報指數的官方收報指數價值，
若第四個小數位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
上調至最接近的三個小數位，如第四個小數位的數
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三個小數
位；若 MSCI 有限公司公布有與 MSCI 台灣淨總回
報指數相關的非預期的市場關閉事件，則為 MSCI
有 限 公司 在 合 約 月份的 第 三個 星期 五 後公布 的
MSCI 台灣淨總回報指數最終非預期市場關閉指數
水平。
儘管如此，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
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交易所費用

0.60 美元

以上金額可不時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88

MSCI 台灣 25/50(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台灣 25/50(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台灣 25/50 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計算
及發布的新台幣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5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台灣 25/50(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結算所登記的
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
倉淨額 13,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13,000 張合
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計
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倉合
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
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

開市前議價時段
（香港時間）

上午 8 時 30 分至上午 8 時 45 分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8 時 45 分至下午 1 時 45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2 時 30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SIF-S-89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8 時 45 分至下午 1 時 45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倒數第二個交易日。若當天為台灣公眾假
期，最後交易日將為緊貼該日的前一個交易日，同日
也是台灣的營業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台灣 25/50(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
結算所釐定，並採用 MSCI 台灣 25/50 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布）在最後交易日當天下列
時間所報指數點的平均數為依歸，若第三個小數位的
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兩個
小數位，如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
下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i) 台灣證券交易所持續
交易時段完結前最後二十五(25)分鐘內每隔一(1)分鐘
所報的指數點，與(ii)收報指數價值。若干情況下，本
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
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1.00 美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定
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90

MSCI 台灣 25/50 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台灣 25/50 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台灣 25/50 淨總回報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
纂、計算及發布的美元總回報淨額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1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9 月
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台灣 25/50 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結算所
登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
淨額 29,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29,000 張合約
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計
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倉合約
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
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

開市前議價時段
（香港時間）

上午 8 時 30 分至上午 8 時 45 分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8 時 45 分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SIF-S-91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時段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8 時 45 分至下午 1 時 30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非交易日，則為前一個交
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台灣 25/50 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
價格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的
MSCI 台灣 25/50 淨總回報指數的官方收報指數價值，若
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上調至
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如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
四捨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若 MSCI 有限公
司宣布有與 MSCI 台灣 25/50 淨總回報指數相關的非預期
的市場關閉事件，則為 MSCI 有限公司在合約月份的第
三個星期五後公布的 MSCI 台灣 25/50 淨總回報指數最終
非預期市場關閉指數水平。
儘管如此，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據買
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0.60 美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定的
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92

MSCI 泰國(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泰國(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泰國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
發布的泰銖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2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25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泰國(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結算所登記的價
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28,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28,000 張
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賬戶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SIF-S-93

時段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15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倒數第二個交易日。若最後交易日為泰
國公眾假期，最後交易日將為緊貼該日的前一個交
易日，同日也是泰國的營業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泰國(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
算所釐定，並採用 MSCI 泰國指數（由 MSCI 有限
公司編纂、計算及發布）在最後交易日當天下列時
間所報指數點的平均數為依歸，若第三個小數位的
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兩
個小數位，如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
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i) 泰國證券交易
所持續交易時段完結前最後十五(15)分鐘內每隔一
(1)分鐘所報的指數點，與(ii)收報指數價值。若干情
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據買賣股票指數期
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若干情況下，本交易
所行政總裁有權根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
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1.00 美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94

MSCI 泰國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泰國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泰國淨總回報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
計算及發布的美元總回報淨額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1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0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泰國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結算所
登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24,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24,000 張
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SIF-S-95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正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非交易日，則為前一
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泰國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
價格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
的 MSCI 泰國淨總回報指數的官方收報指數價值，
若第四個小數位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
上調至最接近的三個小數位，如第四個小數位的數
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三個小數
位；若 MSCI 有限公司公布有與 MSCI 泰國淨總回
報指數相關的非預期的市場關閉事件，則為 MSCI
有 限 公司 在 合 約 月份的 第 三個 星期 五 後公布 的
MSCI 泰國淨總回報指數最終非預期市場關閉指數
水平。
儘管如此，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
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交易所費用

0.60 美元

以上金額可不時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96

MSCI越南(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越南(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越南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
發布的越南盾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2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越南(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結算所登記的價
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5,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5,000 張
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賬戶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4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5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SIF-S-97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4 時 15 分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倒數第二個交易日。若最後交易日為越
南公眾假期，最後交易日將為緊貼該日的前一個交
易日，同日也是越南的營業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越南(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
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最後交易日的 MSCI 越
南指數的官方收報指數價值，若第三個小數位的數
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兩個
小數位，如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
入下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若干情況下，本交
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
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1.00 美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98

MSCI 越南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 MSCI 越南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MSCI 越南淨總回報指數（由 MSCI 有限公司編纂、
計算及發布的美元總回報淨額指數）

交易貨幣

美元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50 美元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四個季月（季月指 3 月、6 月、
9 月及 12 月）

最低波幅

0.001 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MSCI 越南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在結算所
登記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
短倉淨額 3,000 張合約為限；及
每名客戶而言，所有合約月份長短倉淨額 3,000 張
合約為限。
為免生疑問，所有合約月份訂明的上限按淨額基準
計算。為確定是否達到規定上限，不論到期日，長
倉合約獲分配正數 1，短倉合約獲分配負數 1。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
而言為 500 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 500 張未平倉合
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 30 分（日間交易時段）
下午 7 時 15 分至凌晨 3 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或新年前夕不設收市後交易
時段
SIF-S-99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4 時正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

最後結算日

釐定最後結算價格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美元）結算合約差價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如非交易日，則為前一
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MSCI 越南淨總回報(美元)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
價格由結算所釐定，將為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
的 MSCI 越南淨總回報指數的官方收報指數價值，
若第四個小數位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
上調至最接近的三個小數位，如第四個小數位的數
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三個小數
位；若 MSCI 有限公司公布有與 MSCI 越南淨總回
報指數相關的非預期的市場關閉事件，則為 MSCI
有 限 公司 在 合 約 月份的 第 三個 星期 五 後公布 的
MSCI 越南淨總回報指數最終非預期市場關閉指數
水平。
儘管如此，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
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交易所費用

0.60 美元

以上金額可不時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
定的收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SIF-S-100

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由恒生指數有限公司編纂、計
算及發放的總股息累計指數)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50 港元

合約月份

短期期貨：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兩個季月(季月指3月、6
月、9月及12月)
長期期貨：短期期貨訂明的合約月份之後的兩個 12 月

最低波幅

0.1 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在結算所登記，按指數點(準確至一個小數位)計算的恒生
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恒生指數(總股息累
計指數)期貨、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指數
期貨、恒生指數期權、恒生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
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及每周恒生指數期
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合共對沖值
10,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並且在任何情況下，小型恒生
指數期貨或小型恒生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持倉對沖值
都不能超過合共2,000張的長倉或短倉。就此而言，(i)每張
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0.2，每張小型恒
生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指數期權合約中
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指數(總

SIF-S-101

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
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指數期貨的
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
指數)期貨、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指數期
貨、恒生指數期權、恒生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小
型恒生指數期貨、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及每周恒生指數期權
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合共對沖值10,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並且在任何情況下，小型恒生指數期
貨或小型恒生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持倉對沖值都不能
超過合共2,000張的長倉或短倉。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
生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0.2，每張小型恒生指數
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
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指數(總股息累
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指數期貨的立約成
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賬戶而
言為500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500張未平倉合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午市）
下午五時十五分至凌晨三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聖誕前夕、新年前夕及農曆新年前夕均不設午市或收市後
交易時段。該三天的早市交易時間為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下
午十二時三十分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不設收市後交易時段

最後交易日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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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及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正（午市）
若最後交易日為聖誕前夕、新年前夕或農曆新年前夕，當
天不設午市或收市後交易時段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統)

最後結算日

最後交易日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結算合約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倒數第二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算
所釐定，並採用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由恒生指數有
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放)在最後交易日當天下列時間所
報指數點的平均數為依歸，若第二個小數位的數字是 5 或
大於 5，則四捨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一個小數位，如第二
個小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一個
小數位：(i)聯交所持續交易時段開始後的五(5)分鐘起直至
持續交易時段完結前的五(5)分鐘止期間每隔五(5)分鐘所
報的指數點，與(ii)聯交所收市時。在個別情況下，本交
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
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30.00 港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定的收
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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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由恒生指數有限公司編纂、計
算及發放的淨股息累計指數)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50 港元

合約月份

短期期貨：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兩個季月(季月指3月、6
月、9月及12月)
長期期貨：短期期貨訂明的合約月份之後的兩個 12 月

最低波幅

0.1 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在結算所登記，按指數點(準確至一個小數位)計算的恒生
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恒生指數(淨股息累
計指數)期貨、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指數
期貨、恒生指數期權、恒生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
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及每周恒生指數期
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合共對沖值
10,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並且在任何情況下，小型恒生
指數期貨或小型恒生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持倉對沖值
都不能超過合共2,000張的長倉或短倉。就此而言，(i)每張
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0.2，每張小型恒
生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指數期權合約中
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指數(總
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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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指數期貨的
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
指數)期貨、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指數期
貨、恒生指數期權、恒生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小
型恒生指數期貨、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及每周恒生指數期權
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合共對沖值10,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並且在任何情況下，小型恒生指數期
貨或小型恒生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持倉對沖值都不能
超過合共2,000張的長倉或短倉。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
生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0.2，每張小型恒生指數
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
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指數(總股息累
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指數期貨的立約成
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賬戶而
言為500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500張未平倉合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午市）
下午五時十五分至凌晨三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聖誕前夕、新年前夕及農曆新年前夕均不設午市或收市後
交易時段。該三天的早市交易時間為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下
午十二時三十分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不設收市後交易時段

最後交易日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及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正（午市）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統)

若最後交易日為聖誕前夕、新年前夕或農曆新年前夕，當
天不設午市或收市後交易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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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結算日

最後交易日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結算合約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倒數第二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算
所釐定，並採用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由恒生指數有
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放)在最後交易日當天下列時間所
報指數點的平均數為依歸，若第二個小數位的數字是 5 或
大於 5，則四捨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一個小數位，如第二
個小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調至最接近的一個
小數位：(i)聯交所持續交易時段開始後的五(5)分鐘起直至
持續交易時段完結前的五(5)分鐘止期間每隔五(5)分鐘所
報的指數點，與(ii)聯交所收市時。在個別情況下，本交
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
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30.00 港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定的收
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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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由恒生指數有限公司
編纂、計算及發放的總股息累計指數)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50 港元

合約月份

短期期貨：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兩個季月(季月指3月、6
月、9月及12月)
長期期貨：短期期貨訂明的合約月份之後的兩個 12 月

最低波幅

0.01 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在結算所登記，按指數點(準確至 2 個小數位)計算的恒生
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
數)期貨、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小型恒生中國企
業指數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及每周恒
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
倉合共對沖值12,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並且在任何情況
下，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或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期權所有合約月份持倉對沖值都不能超過合共2,400張的
長倉或短倉。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
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0.2，每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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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
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中國
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中國企業
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
照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
易所適時公佈；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
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
期貨、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
數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
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及每周恒生
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
合共對沖值12,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並且在任何情況
下，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或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期權所有合約月份持倉對沖值都不能超過合共2,400張的
長倉或短倉。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
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0.2，每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
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中國
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中國企業
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
照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
易所適時公佈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賬戶而
言為500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500張未平倉合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午市）
下午五時十五分至凌晨三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聖誕前夕、新年前夕及農曆新年前夕均不設午市或收市後
交易時段。該三天的早市交易時間為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下
午十二時三十分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不設收市後交易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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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交易日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及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正（午市）
若最後交易日為聖誕前夕、新年前夕或農曆新年前夕，當
天不設午市或收市後交易時段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統)

最後結算日

最後交易日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結算合約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倒數第二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
格由結算所釐定，並採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
指數)(由恒生指數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放)在最後交易
日當天下列時間所報指數點的平均數為依歸，若第三個小
數位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兩
個小數位，如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
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i)聯交所持續交易時段開始後
的五(5)分鐘起直至持續交易時段完結前的五(5)分鐘止期
間每隔五(5)分鐘所報的指數點，與(ii)聯交所收市時。在
個別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據買賣股票指數期
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10.00 港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定的收
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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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由恒生指數有限公司
編纂、計算及發放的淨股息累計指數)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50 港元

合約月份

短期期貨：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兩個季月(季月指3月、6
月、9月及12月)
長期期貨：短期期貨訂明的合約月份之後的兩個 12 月

最低波幅

0.01 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在結算所登記，按指數點(準確至 2 個小數位)計算的恒生
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
數)期貨、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小型恒生中國企
業指數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及每周恒
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
倉合共對沖值12,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並且在任何情況
下，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或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期權所有合約月份持倉對沖值都不能超過合共2,400張的
長倉或短倉。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
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0.2，每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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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
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中國
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中國企業
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
照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
易所適時公佈；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
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
期貨、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
數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
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及每周恒生
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
合共對沖值12,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並且在任何情況
下，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或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期權所有合約月份持倉對沖值都不能超過合共2,400張的
長倉或短倉。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
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0.2，每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
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中國
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中國企業
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
照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
易所適時公佈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賬戶而
言為500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500張未平倉合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午市）
下午五時十五分至凌晨三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聖誕前夕、新年前夕及農曆新年前夕均不設午市或收市後
交易時段。該三天的早市交易時間為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下
午十二時三十分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不設收市後交易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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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交易日的
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及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正（午市）
若最後交易日為聖誕前夕、新年前夕或農曆新年前夕，當
天不設午市或收市後交易時段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 電子交易系統)

最後結算日

最後交易日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結算合約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倒數第二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
格由結算所釐定，並採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
指數)(由恒生指數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放)在最後交易
日當天下列時間所報指數點的平均數為依歸，若第三個小
數位的數字是 5 或大於 5，則四捨五入上調至最接近的兩
個小數位，如第三個小數位的數字小於 5，則四捨五入下
調至最接近的兩個小數位：(i)聯交所持續交易時段開始後
的五(5)分鐘起直至持續交易時段完結前的五(5)分鐘止期
間每隔五(5)分鐘所報的指數點，與(ii)聯交所收市時。在
個別情況下，本交易所行政總裁有權根據買賣股票指數期
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10.00 港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定的收
費率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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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科技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合約:
相關指數／指數

恒生科技指數 (由恒生指數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放的股份
價格指數) *

合約乘數

每個指數點 50 港元*

合約月份

短期期貨：現月、下三個月及之後的三個季月(季月指3月、6
月、9月及12月)
長期期貨：短期期貨訂明的合約月份之後的三個6月及12月合
約月份

最低波幅

一個指數點

最高波幅

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立約成價

在結算所登記，以完整指數點計算的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合約的
價格

立約價值

立約成價乘以合約乘數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恒生科技指數期貨、恒生
科技指數期權及恒生科技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所有合約月
份持倉合共對沖值21,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恒生科技指數期貨、恒生科
技指數期權及恒生科技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所有合約月份
持倉合共對沖值21,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

大額未平倉合約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賬戶而言為
500張未平倉合約；及
於任何一個合約月份，每名客戶為500張未平倉合約

開市前議價時段
（香港時間）

上午八時四十五分至上午九時十五分及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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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午市）
下午五時十五分至凌晨三時正（收市後交易時段）
聖誕前夕、新年前夕及農曆新年前夕均不設午市或收市後交易
時段。該三天的早市交易時間為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下午十二時
三十分
在英國及美國銀行假期不設收市後交易時段

最後交易日的交易
時間
（香港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正（早市）及
下午一時正至下午四時正（午市）
若最後交易日為聖誕前夕、新年前夕或農曆新年前夕，當天不
設午市或收市後交易時段

交易方法

本交易所的自動電子交易系統(HKATS電子交易系統)

最後結算日

最後交易日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結算方式

以現金結算合約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倒數第二個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格

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格由結算所釐定，並採用恒
生科技指數(由恒生指數有限公司編纂、計算及發放)在最後交
易日當天下列時間所報指數點的平均數為依歸，下調至最接近
的整數指數點*：(i)聯交所持續交易時段開始後的五(5)分鐘起
直至持續交易時段完結前的五(5)分鐘止期間每隔五(5)分鐘所
報的指數點，與(ii)聯交所收市時。在個別情況下，本交易所行
政總裁有權根據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合約規例釐定最後結算價

交易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期交所費用

5.00 港元

以上金額不時可予更改
徵費
(每張合約單邊計算)

證監會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須按「條例」不時規定的收費率
或金額繳付

佣金

商議

*

與恒生科技指數期權合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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