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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所規則 
 

第 一 章 
 

釋  義 
 
101. 在本規則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指定證券」 指 根據附表十一的賣空規例由本交易所不時指定為適合賣空的自

動對盤股份； 
    
 「特許證券

商」 
指 證券莊家的公司客戶，而證券莊家已就持有的有效證券莊家執

照在交易所註冊該公司客戶成為它的特許證券商，會與它一起
進行莊家活動或會為該特許證券商把一隻或多隻特定證券的莊
家盤輸入系統； 

    
 「交易所買

賣基金」 
指 任何在交易所上市及/或買賣的被動管理及開放式基金、單位信

託或類似的投資安排； 
    
 「莊家專用自

動對盤終端
機」 

指 交易所根據本規則在交易所參與者的註冊營業地址安裝，供下
列一種或多種用途（視屬何種情況而定）的自動對盤及成交系
統終端機（包括莊家終端機及衍生權證終端機）：－ 

    
   (a) 作為證券莊家，該交易所參與者為莊家證券進行莊家

活動； 
     
   (b) 作為結構性產品流通量提供者，該交易所參與者為結

構性產品進行提供流通量活動； 
    
 「莊家專用開

放式網間連接
器」 

指 交易所根據本規則為交易所參與者安裝，供下列一種或多種用
途（視屬何種情況而定）的開放式網間連接器（包括衍生權證
開放式網間連接器）：－ 

    
   (a) 作為證券莊家，該交易所參與者為一隻或多隻莊家證

券進行莊家活動； 
     
   (b) 作為結構性產品流通量提供者，該交易所參與者為結

構性產品進行提供流通量活動； 
    
 「莊家證券」 指 由交易所指定可透過莊家設施進行交易的自動對盤股份，在本

規則附表十四的證券莊家規例中有更具體的說明及包括指定交

易所買賣基金及試驗計劃中的證券； 
    
 「證券莊家」 指 持有由交易所發出的有效執照為一隻或多隻莊家證券進行莊家

活動之交易所參與者，，在本規則附表十四的證券莊家規例中
有更具體的說明及包括試驗計劃莊家或交易所買賣基金莊家； 

    
    

http://www.hkex.com.hk/chi/rulesreg/traderules/sehk/documents/sch-18.pdf
http://www.hkex.com.hk/chi/rulesreg/traderules/sehk/documents/sch-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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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莊家賣
空」 

指 按本規則附表十四證券莊家在以本身帳戶、其任何聯號帳戶或
其任何特許證券商帳戶的名義進行莊家活動時，賣空莊家證券
並可按低於當時最佳沽盤價的價格進行。就證券莊家賣空而
言，任何證券莊家若獲得「條例」的有關豁免，即不一定要符
合附表十一界定「賣空」時所訂的規定； 

    
 

第五章 

交  易 

交易運作規則 

 開巿報價 
  
503. (2) 在持續交易時段作出的開巿報價須依照下列規定進行：－ 
   
  (a) 在當日沒有最先沽盤的情況下，則最先買盤價必須高於或

相等於上日收巿價減二十四個價位（如屬莊家證券，則根
據交易所不時規定的價位數目）； 

    
  (b) 在當日沒有最先買盤的情況下，則最先沽盤價必須低於或

相等於上日收巿價加二十四個價位（如屬莊家證券，則根
據交易所不時規定的價位數目）。 

    
  如有上日收市價，則該最先買盤價或最先沽盤價在任何情況下

應不得偏離上日收市價九倍或以上。 
   
 (3) [已刪除] 
   
 (4) [已刪除] 
   
 (5) [已刪除] 
   
 (6) [已刪除] 
 
506. 關於除開巿報價以外的報價，非自動對盤股份的買盤（眾競價買盤除外）

可在持續交易時段以下列價格提出：－ 
 
 (2) （在第一輪候名單沒有現存買盤的情況下）限價盤的價格介乎低

於當時沽盤價一個價位，與及當時沽盤價、上日收巿價及當日最
低成交價三者中的最低價再低二十四個價位（如屬莊家證券，則
該再低價位為交易所不時規定的價位）之間的價格； 

   
 (4) （在兩方的第一輪候名單均沒有現存買賣盤的情況下）限價盤的

價格高於或等於最後沽盤價、上日收巿價及當日最低成交價三者
中的最低價再低二十四個價位（如屬莊家證券，則該再低價位為
交易所不時規定的價位）的價格。倘若沒有上日收巿價及當日最
低成交價，限價盤的價格可高於或等於或低於最後沽盤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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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A. 關於除開巿報價以外的報價，自動對盤股份的買盤（眾競價買盤除外）可

在持續交易時段以下列價格提出：－ 
   
 (2) （在第一輪候名單沒有現存買盤的情況下）- 
    
  (a) 限價盤的價格介乎當時沽盤價，與及當時沽盤價、上日收

巿價及當日最低成交價三者中的最低價再低二十四個價位
（如屬莊家證券，則該再低價位為交易所不時規定的價
位）之間的價格； 

    
  (b) 增強限價盤的價格介乎高於當時沽盤價四個價位，與及當

時沽盤價、上日收市價及當日最低成交價三者中的最低價
再低二十四個價位（如屬莊家證券，則該再低價位為交易
所不時規定的價位）之間的價格；及 

   
 (4) （在兩方的第一輪候名單均沒有現存買賣盤的情況下）限價盤或

增強限價盤的價格高於或等於最後沽盤價、上日收巿價及當日最
低成交價三者中的最低價再低二十四個價位（如屬莊家證券，則
該再低價位為交易所不時規定的價位）的價格。倘若沒有上日收
巿價及當日最低成交價，限價盤或增強限價盤的價格可高於或等
於或低於最後沽盤價。 

   
507. 關於除開巿報價以外的報價，非自動對盤股份的沽盤（眾競價沽盤除外）

可在持續交易時段以下列價格提出：－ 
  
 (2) （在第一輪候名單沒有現存沽盤的情況下）限價盤的價格介乎高

於當時買盤價一個價位，與及當時買盤價、上日收巿價及當日最
高成交價三者中的最高價再高二十四個價位（如屬莊家證券，則
該再高價位為交易所不時規定的價位）之間的價格； 

   
 (4) （在兩方的第一輪候名單均沒有現存買賣盤的情況下）限價盤的

價格低於或等於最後買盤價、上日收巿價及當日最高成交價三者
中的最高價再高二十四個價位（如屬莊家證券，則該再高價位為
交易所不時規定的價位）的價格。倘若沒有上日收巿價及當日最
高成交價，限價盤的價格可低於或等於或高於最後買盤價。 

 
507A. 關於除開巿價以外的報價，自動對盤股份的沽盤（眾競價沽盤除外）可在

持續交易時段以下列價格提出﹕－ 
  
 (2) （在第一輪候名單沒有現存沽盤的情況下）- 
    
  (a) 限價盤的價格介乎當時買盤價，與及當時買盤價、上日收

巿價及當日最高成交價三者中的最高價再高二十四個價位
（如屬莊家證券，則該再高價位為交易所不時規定的價
位）之間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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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增強限價盤的價格介乎低於當時買盤價四個價位，與及當
時買盤價、上日收市價及當日最高成交價三者中的最高價
再高二十四個價位（如屬莊家證券，則該再高價位為交易
所不時規定的價位）之間的價格；及 

   
 (4) （在兩方的第一輪候名單均沒有現存買賣盤的情況下）限價盤或

增強限價盤的價格低於或等於最後買盤價、上日收巿價及當日最
高成交價三者中最高價再高二十四個價位（如屬莊家證券，則該
再高價位為交易所不時規定的價位）的價格。倘若沒有上日收巿
價及當日最高成交價，限價盤或增強限價盤的價格可低於或等於
或高於最後買盤價。 

 
 停牌證券的買賣 
  
539. 除按本規則所訂明外，在任何情況下，交易所參與者均不得買賣停牌證

券。不遵守此規則的交易所參與者須接受董事會給予的紀律處分，但以下
的停牌證券買賣則不視作違反本規則：－ 

   
 (3) 凡適用的莊家證券被停止買賣，而證券莊家以本身帳戶、其任何

聯號帳戶或其任何特許證券商帳戶的名義進行﹕－  
   
  (a) 借入該適用的莊家證券；或 
   
  (b) 按莊家證券發行人所規定的增發條款發出增發該適用的莊

家證券的指示 
   
  其目的是完成在該莊家證券停牌前已達成的證券莊家賣空成交；

及 
   
 賣空 
  
563D. (1) 除證券莊家進行證券莊家賣空、結構性產品流通量提供者進行

結構性產品流通量提供者賣空、指定指數套戥賣空參與者進行
指定指數套戥賣空、指定股票期貨對沖賣空參與者進行股票期
貨對沖賣空、結構性產品對沖參與者進行結構性產品對沖賣空
及莊家或期權對沖參與者進行期權對沖賣空外，賣空只限於指
定證券於持續交易時段在本交易所達成的交易。參與賣空的交
易所參與者在任何時候均必須遵守不時修訂的「條例」及由本
交易所不時批准有關本規則附表十一中的賣空規例。 

   
 (2) 證券莊家賣空只限於證券莊家以本身帳戶、其任何聯號帳戶或

其任何特許證券商帳戶的名義於持續交易時段在本交易所達成
的莊家證券交易。參與證券莊家賣空的證券莊家在任何時候均
必須遵守不時修訂的「條例」及由本交易所不時批准有關本規
則附表十四中的證券莊家賣空規例。 

   
563E. (1) 本條規則中「賣空」應具有本規則附表十一所述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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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交易所保留以下的絕對酌情權：－ 
   
  (b) (i) （就賣空及證券莊家賣空而言）對某一指定證

券或莊家證券可賣空的數量訂出限額； 
    
  (c) 對交易所參與者以其本身帳戶或為其客戶可持有的某

一指定證券的數量訂出賣空空倉限額；證券莊家賣空
方面，對證券莊家以本身帳戶或其任何聯號帳戶或其
任何特許證券商帳戶可持有某一莊家證券之數量訂出
賣空空倉限額；結構性產品流通量提供者賣空方面，
對結構性產品流通量提供者以發行人的帳戶或其任何
聯號的帳戶可持有的結構性產品的數量訂出賣空空倉
限額；指定指數套戥賣空方面，對指定指數套戥賣空
參與者以其本身帳戶或為其客戶可持有的某一指定指
數（定義見附表十五）或盈富基金的個別正股的數量
訂出賣空空倉限額；而股票期貨對沖賣空方面，則對
指定股票期貨對沖賣空參與者可為其客戶持有在期交
所交易的股票期貨合約之個別正股的數量訂出賣空空
倉限額；結構性產品對沖賣空方面，對結構性產品對
沖參與者以發行人的帳戶或其任何聯號的帳戶可持有
的單一股票衍生權證或單一股票牛熊證的正股的數量
訂出賣空空倉限額；期權對沖賣空方面，對莊家以本
身帳戶或聯號帳戶或期權對沖參與者以莊家的帳戶或
莊家的聯號的帳戶可持有的期權合約的正股的數量訂
出賣空空倉限額； 

    
  (d) (ii) 要求證券莊家暫時或永久停止對多隻或某一莊

家證券之證券莊家賣空活動； 
    
  (e) (ii) 要求證券莊家以本身帳戶或其任何聯號帳戶或

其任何特許證券商帳戶持有的任何或所有、多
隻或某一莊家證券的賣空空倉平倉； 

    
   (iv) [已刪除] 
    
  (g) (ii) 要求證券莊家向本交易所披露證券莊家以本身

帳戶或其任何聯號帳戶或其任何特許證券商帳
戶所持某一特定莊家證券之賣空空倉數量； 

    
579. [已刪除] 
  
580. [已刪除] 
  
581. [已刪除] 
  
  
  

http://www.hkex.com.hk/rule/exrule/sch-0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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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莊家 
  
582. 以證券莊家身份進行交易的交易所參與者，任何時候均須遵守本規則及附表

十四規例所界定之有關證券莊家的規例及本交易所不時批准之有關規則。 
  
583. 儘管有規則第 582 條的規定，下列規則並不適用於以證券莊家身份進行交易

的交易所參與者：－ 
 
規則第 513 條 
規則第 514 至 516 條 
規則第 517(2)至 517(5)條 
規則第 520 至 521 條 
規則第 526(1)至 526(3)條 
規則第 527 條 
規則第 576 條 

  
 莊家證券 
588. 本交易所經諮詢證監會可不時指定任何證券為莊家證券或撤除任何指定莊家

證券。 
 

第十一章 
 

交易及投資者賠償徵費 
 
1113. 儘管有規則第 1103 條的規定，有關交易所參與者在莊家證券以證券莊家身

份所達成交易的交易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率為 0%。 
  
1113A. [已刪除] 
  

附表十一 
 

賣空規例 (「規例」) 
 

(1) 本規例適用於除證券莊家賣空、結構性產品流通量提供者賣空、指定指數套
戥賣空、股票期貨對沖賣空、結構性產品對沖賣空及期權對沖賣空以外的證
券賣空活動。 

  
 在本規例中「賣空」：－ 
 
 (a) 除(b)段另有規定外，指為某賣方或為某人的利益或代該人而售賣

證券（在本定義中稱為「有關證券」），而就有關證券而言，該賣
方或該人憑藉以下事實而擁有一項即時可行使而不附有條件的權
利，以將有關證券轉歸於其購買人名下：－ 

  
(15) 賣空指定證券不可以低於當時最好沽盤價進行，如該指定證券屬於經證監會

批准豁免遵守此規例的莊家證券，本規例則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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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交易所可不時將屬於或因其它情況被包括在下列一項或多項類別範圍內的自
動對盤股份選作指定證券：－ 

  
 (g) 董事會經與證監會諮詢後通過的交易所買賣基金； 
   
 (i) 在交易所上市不多過六十個交易日，並公眾人士持股量的市值在

交易所上市當日開始的二十個連續交易日不少於一百億港元及在
該段時間內的總成交量不低於二億港元的股份； 

   
 (j) 所有在交易所買賣以單一股票為本的結構性產品之相關股票；及 
   
 (k) 董事會經證監會諮詢後通過的適用莊家證券（以上(g) 及(h)所述以

外的證券類別）。 
 

 
附表十四 

證券莊家規例（下稱「本規例」） 
前言 
 
(1)  在本規例中：－ 
   
  「闊差價」就莊家證券而言，指在持續交易時段內，在交易所不時規定的一段期

間內持續地出現之下列情況： 

(i) 買賣差價大於交易所不時規定的限額； 

(ii) 只有單邊報價；或 

(iii) 買盤及沽盤輪候隊伍均沒有報價。 

 
申請證券莊家執照 
 
(2)  交易所參與者可向交易所申請允許其為某一隻特定莊家證券進行莊家活動，並須

按照申請表格所載指示填妥指定的申請表格交回交易所。 
   
(3)  在發出證券莊家執照前，交易所須要求交易所參與者申請人證明並在交易所信納

的情況下，證明申請人有適合的資格，足以為其所申請的莊家證券進行莊家活動
（將考慮交易所認為適用的事項，包括交易所參與者的財務狀況、交易記錄、職
員、電腦設備、內部保安程序及風險管理政策及程序）。 

   
(4)  交易所對接納或拒絕證券莊家申請的決定應為最終及具決定性的決定。 
   
(5)  交易所將會就每一莊家證券發出的每一證券莊家執照以書面通知申請證券莊家執

照的交易所參與者。 
 
申請為特許證券商註冊 
   
(5A) (c) 證券莊家可就它當時持有的證券莊家執照所涉及的任何莊家證券，為其一間或多

間特許證券商申請註冊，惟每隻指定莊家證券不可有多過一間特許證券商的註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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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c) 證券莊家須確保其每名特許證券商時刻履行規例第(5B)(a)條所載列的條款。要是

任何其特許證券商不再遵從任何規例第(5B)(a)條的條款，證券莊家須立即以書面
通知本交易所，而交易所會自特許證券商登記名冊上刪除該特許證券商的名稱及
證券莊家的相關資料。 

   
 (d) 當察覺下列任何情況時，證券莊家須立即以書面通知交易所：－ 
    
  (i) 任何在申請時或不時提交給交易所有關其任何特許證券商資料有變更； 
    
  (ii) 其任何特許證券商違反所屬規管當局的任何規則或規管要求； 
    
  (iii) 任何所屬規管當局對其任何特許證券商作出紀律行動；或 
    
  (iv) 任何它的特許證券商所屬規管當局或任何其它團體或監管機構對其任何特

許證券商訂定的限制。 
    
 (e) 如證券莊家欲在特許證券商登記名冊上刪除其任何特許證券商名稱，證券莊家須

在 30 日（或交易所容許的較短時間）前，以書面通知交易所。在上述通知期屆
滿時，交易所會撤銷該特許證券商的註冊，並自特許證券商登記名冊上刪除該特
許證券商的名稱及證券莊家的相關資料。 

   
 (g) 交易所有絕對酌情決定權隨時保留或撤回批准，或隨時撤銷或暫停特許證券商的

註冊，而毋須就其行動作出任何解釋。交易所的決定會是最終及具決定性的決
定。 

   
 (h) 證券莊家須就任何相關的莊家活動調查或研訊促致其每名特許證券商提供資料

（包括但不限於交易所可不時要求提供的帳戶資料及報告，以及任何其他文件）
給證券莊家。 

   
 (i) 當證券莊家執照有效期屆滿或被撤銷時，亦會撤銷證券莊家的每名特許證券商的

註冊，並自特許證券商登記名冊上刪除該特許證券商及相關證券莊家的名稱及地
址。 

 
證券莊家執照的形式及期限 
 
(7)  證券莊家執照須註明其開始生效的交易日、其獲授的期限及莊家證券。除交易所

另有規定外，每張執照的獲授期限最少為一年，而交易所可酌情決定續期。 
 
證券莊家的權利及義務 
 
(8)  證券莊家應為它當時持有的證券莊家執照所涉之莊家證券，以本身帳戶、其任何

聯號帳戶或其任何特許證券商帳戶的名義，將莊家盤輸入系統。莊家盤只可在持
續交易時段內輸入系統。 

   
(9)  在規例第（10）條的規限下，各證券莊家（視屬何種情況而定）在它當時持有的

莊家執照所涉之莊家證券出現闊差價後，有責任： 

(i) 將不少於交易所不時指定的最低數量的兩邊莊家盤，以不超出最大買賣盤差
價輸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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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該等莊家盤必須在出現闊差價後在交易所不時指定的期限內輸入系統；及 

(iii) 必須在交易所不時指定的最短期限內維持該等莊家盤。 
   
(10)  若指定時段內闊差價出現的次數不少於交易所不時訂明的最低數目，證券莊家須

按照上述規例第（9）條的規定，就交易所不時訂明的時限及最低回應比率對闊
差價作出回應。 

   
(13)  各證券莊家（視屬何種情況而定）可為它當時持有的證券莊家執照所涉之莊家證

券，以本身帳戶、其任何聯號帳戶或其任何特許證券商帳戶的名義，把莊家盤輸
入系統及達成交易，以改善流通量及收窄差價。 

   
(13A)  證券莊家應只為本身帳戶、其任何聯號帳戶或其任何特許證券商帳戶，而非為任

何第三者的利益，把莊家盤輸入系統。不論是以本身帳戶、其任何聯號帳戶或其
任何特許證券商帳戶的名義，證券莊家均須為輸入系統的莊家盤負上責任。 

   
附有特許證券商的證券莊家之權利及義務 
   
(14A)  已在某一莊家證券為特許證券商註冊的證券莊家只可與其特許證券商為該特定證

券進行莊家活動，並根據本規例第(14B)條把莊家盤輸入系統。 
   
(14B)  儘管本文中另有規定，已在某一莊家證券為特許證券商註冊的證券莊家，只應就

該特定證券替該特許證券商輸入莊家盤，又須為每一間其特許證券商開設獨立帳
戶。 

   
(14C)  證券莊家須確保其每名特許證券商不能獲得及操作莊家終端機。證券莊家須有適

當的制度及程序，足以監控本身及其特許證券商的風險管理。 
   
(14D)  證券莊家須為其每名特許證券商的行為或不作出某行為，以及沒有履行、違犯或

不遵守本規則及規例負上責任。 
   
(14E)  證券莊家須按交易所不時訂明的方式，替其特許證券商把莊家盤輸入系統及達成

交易，以及跟他或它一進行莊家活動。 
   
(14F)  證券莊家須確保其每名特許證券商時刻履行交易所不時通過並載列於規例第(9)、

(10)及(12)條的證券莊家義務及載列於本規例之附錄的證券莊家的責任。證券莊
家須就其任何特許證券商沒有履行那些責任通知交易所。 

   
莊家專用開放式網間連接器及莊家專用自動對盤終端機 
 
(16)  證券莊家必須確保只有交易所參與者或其授權人士、（視屬何種情況而定）才可接

觸及操作莊家專用自動對盤終端機。 
   
暫停、撤銷及交回執照 
 
(18)  交易所可按其認為合適的一段期間暫停任何莊家責任：－ 

 
(i) 倘交易所認為所發證券莊家執照所涉及的莊家證券的市場未能維持良好秩序； 



 

10 

 
(ii) 倘交易所認為所發證券莊家執照所涉及的莊家證券或其成份股之有關交易運作

未能維持良好秩序； 
 
(iii) [已刪除] 
 
(iv) 倘所發證券莊家執照所涉及的莊家證券暫停買賣； 
 
(v) [已刪除] 
 
(vi) 倘交易所決定一個速動市場已出現；或 
 
(vii) 倘交易所認為恰當的情況。 

 
 
(19)  交易所可隨時全權決定撤銷任何證券莊家執照（如適用）而毋須給予任何理由或

通知。在不影響此一般性的撤銷權力下，證券莊家執照在下列情況下將被撤銷：

   
  (ii)  倘交易所認為證券莊家曾經或試圖操縱或干擾一隻或多隻莊家證券的市場或

濫用其證券莊家權利；或 

   
(20)  交易所參與者可隨時通過向交易所發出 30 日（或交易所許可的較短期間）的書

面通知，並交回其任何莊家證券的證券莊家執照。 
   
(21)  交易所可全權決定拒絕任何曾交回證券莊家執照、未能將其證券莊家執照續期或

其證券莊家執照曾遭撤銷的交易所參與者重新申請證券莊家執照。 
 
證券莊家賣空 
 
(22)  即使本規則已另有規定，證券莊家或證券莊家為其特許證券商在進行證券莊家賣

空時必須遵守本規例及在任何時候都遵守條例。 
   
(23)  莊家證券的證券莊家賣空交易只能在系統內自動配對達成。 
 
 

附表十四的附錄 
證券莊家的責任（「莊家責任」） 

 
2.  交易所有絕對酌情權不時對不同的莊家證券訂明不同的莊家責任。有關的不同莊

家責任將通知交易所參與者。除非另外對交易所參與者作出通知，交易所對每隻
莊家證券所訂明的莊家責任將於下列範圍內： 

 
7.  若證券莊家連續兩個月未能在當中每一個月內根據附表十四就所涉莊家證券達到

闊差價最低回應比率，而該兩個月內每月的闊差價出現次數不少於交易所不時訂
明的最少數目，交易所有絕對酌情權把其有關的莊家證券的證券莊家執照撤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