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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新華證券(香港)有限公司（下稱新華證券）於2016年10月取得香港證監會2號（期貨合約交易）
及5號(就期貨合約提供意見) 受規管活動之牌照。

新華證券之香港證監會中央編號為BHM536，致力為個人及企業客戶提供專業及優質的服務。

主營業務為商品期貨、金融期貨、期貨投資諮詢業務。

香港期交所及香港期貨結算公司的參與者。



期貨簡介

期貨

商品
期貨

金融
期貨

農產品、金屬、能源等

股指、利率、匯率等

ü 是一種跨越時間的交易方式。

ü 買賣雙方透過簽訂合約，同意按指定的時間、價格與其他交易條件，交
收指定數量的現貨。

ü 衍生工具，按現貨標的物之種類，期貨可分為商品期貨與金融期貨兩大
類。

用途：1.套期保值  2.套利  3.投機

其中套保常被產業機構用來規避價格波動風險，套利、投機皆是一般投資者交易盈利的工具。
          



常見交易品種

銅、鋁、鋅、鎳、錫、
鉛

倫敦金屬交易所

美原油、美燃油、天然
氣、小原油等

紐約商品交易所

玉米、黃豆、豆粕、迷
你道瓊斯、豆油等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恒指、小恒指、美元兌
人民幣等

香港期貨交易所

A50股指期貨等

新加坡交易所

美銅、黃金、白銀等

紐約金屬交易所



恒生指數期貨 HSI 
恒生指數是以加權資本市值法計算，該指數共有50支成份股。該50支成份股分別屬於工商、金融、地
產及公用事業四個分類指數，其總市值占香港聯合交易所所有上市股份總市值約百份之六十。

交易品種 恒生指數期貨

交易單位 每指數點港幣$50

最小變動單位 一個指數點

合約月份

短期期貨:現月、下月及之後兩個季月; 及

遠期期貨:再之後五個12月合約

開市前時段 上午8時45分至上午9時15分及中午12時30分至下午1時正

交易時間 上午:09:15-中午12:00;下午:13:00-16:30;
T+1:17:15-淩晨01:00 (北京時間)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最後第二個交易日

交易代碼 HSI

上市交易所 香港交易所
（1）漲跌停限制請參閱交易所網站連結：https://www.hkex.com.hk/Products/Listed-Derivatives/Equity-Index/Hang-Seng-Index-(HSI)/Hang-Seng-Index-Futures?sc_lang=zh-HK#&product=HSI



交易品種 小型恒生指數期貨

交易單位 每指數點港幣$10

最小變動單位 一個指數點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兩個季月; 

開市前時段 上午8時45分至上午9時15分及中午12時30分至下午1時正

交易時間 上午:09:15-中午12:00;下午:13:00-16:30;
T+1:17:15-淩晨01:00 (北京時間)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最後第二個交易日

交易代碼 MHI

上市交易所 香港交易所
（1）漲跌停限制請參閱交易所網站連結：https://www.hkex.com.hk/Products/Listed-Derivatives/Equity-Index/Hang-Seng-Index-(HSI)/Hang-Seng-Index-Futures?sc_lang=zh-HK#&product=HSI

小型恒生指數期貨 MHI

以恒生指數作為買賣基礎。小型恒指期貨及期權的合約乘數每點為港幣10.00，或是恒指期貨及
期權合約的五分之一。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 HHI 

交易品種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交易單位 每指數點港幣$50

最小變動單位 一個指數點

合約月份 短期期貨:現月、下月及之後兩個季月; 及
遠期期貨:再之後五個12月合約

開市前時段 上午8時45分至上午9時15分及中午12時30分至下午1時正

交易時間 上午:09:15-中午12:00;下午:13:00-16:30;
T+1:17:15-淩晨01:00 (北京時間)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最後第二個交易日

交易代碼 HHI

上市交易所 香港交易所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及期權的相關指數是恒生中國企業指數(國企指數)，反映主要H股的走勢。
Ｈ股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發行人根據中國法律發行的人民幣值股票，除股票面值仍為人民
幣外，H股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認購及買賣均以港元進行。 



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 MCH
以恒生指數作為買賣基礎。小型恒指期貨及期權的合約乘數每點為港幣10.00，或是恒指期 貨及期權合
約的五分之一。

交易品種 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 MCH

交易單位 每指數點港幣$10

最小變動單位 一個指數點

合約月份 現月、下月及之後兩個季月;

行使方式 歐式

行使價

指數點 行使價間距

大於等於20,000 200

大於等於5,000至20,000 100

小於5,000 50

交易時間 上午:09:15-中午12:00;下午:13:00-16:30;
T+1:17:15-淩晨01:00 (北京時間)

合約到期日 該月最後第二個營業日

交易代碼 MCH

上市交易所 香港交易所
（1）漲跌停限制請參閱交易所網站連結：https://www.hkex.com.hk/Products/Listed-Derivatives/Equity-Index/Hang-Seng-Index-(HSI)/Hang-Seng-Index-Futures?sc_lang=zh-HK#&product=HSI



美元兌人民幣(香港)期貨 CUS 

香港交易所於2012年9月推出美元兌人民幣（香港）期貨，為全球首只人民幣可交收貨幣期貨合約，
其報價、按金計算以及結算交收均以人民幣為單位

交易品種 美元兌人民幣(香港)期貨

報價單位 每美元兌人民幣（如1美元兌人民幣6.2486元）

最低波幅 0.0001元人民幣（小數點後第4個位）

合約月份 即月、下三個曆月及之後的六個季月

合約金額 100,000美元

交易時間 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不設午休) 及
下午5時15分至翌日淩晨1時正 (到期合約月份在最後交易日收市時間為上午11
時)

最後交易日 最後結算日之前兩個營業日

交易代碼 CUS

上市交易所 香港交易所



現金結算人民幣貨幣期貨

交易品種
歐元兌人民幣(香港)

期貨

澳元兌人民幣(香港)

期貨

日圓兌人民幣(香港)
期貨

人民幣(香港)兌美元
期貨

 報價單位 每歐元兌人民幣 每澳元兌人民幣 每100日圓兌人民幣 每人民幣10元兌美元

 合約金額 50,000 歐元 80,000 澳元 6,000,000 日圓 人民幣300,000元

 合約月份  即月、下一個曆月及之後的兩個季月
即月、下三個曆月
及之後的四個季月

最低波幅 人民幣0.0001元（小數點後四位數）
0.0001美元（小數
點後四位數）

交易時間
上午8 時30 分至下午4 時30 分（日間交易時段）及下午5 時15 分至翌日淩晨1 時

正（收市後交易時段）（到期合約月份在最後交易日收市時間為上午11時）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三之前兩個香港營業日

上市交易所 香港交易所



WTI輕質原油期貨期貨 CL

交易品種 美原油

交易單位 1000美式桶

報價單位 美元及美分每桶

最小變動價位 0.01美元/桶

漲跌停板幅度 有漲跌停限制

合約交割月份 1-12月

交易時間 冬令時：北京時間7:00—次日6:00
夏令時：北京時間6:00—次日5:00

上市合約

原油期貨合約上市為期 9 年，依照下列時程表：今年與未來 5 年的連續月份；以及第 
6 年後每年 6 月及 12 月。 其餘月份將在12月合約到期後每年更新，因此，未來9年每
年6月及12月以及第6 年連續月份也將計入其中。
此外，交易可在單筆交易中 2 至 30 個連續月期間相對前一日的結算價平均差價執行。 
這些日曆疊期將在公開喊價交易時間執行。

最後交易日 當前交割月份的交易須在交割月前一個月的25日之前的第3個營業日終止。若該月25日為
非營業日，則交易須在25日前一個營業日之前的第3個營業日終止。

交易代碼 CL

上市交易所 紐約商品交易所

漲跌停限制請參閱交易所網站連結：www.cmegroup.com/rulebook/files/special-price-fluctuation-limits.xlsx

為環球最具流動性和交投最活躍的原油合約，可以提供當今世界石油市場最有效的交易方法



美黃金期貨 GC

交易品種 黃金

交易單位 100盎司

報價單位 美元/盎司及美分/盎司

最小變動單位 0.10美元/盎司

交易時間 冬令時：北京時間7:00—6:00
夏令時：北京時間6:00—5:00

上市合約
交易在本日曆月；未來兩個日曆月；本月開始的 23 個月期間任何 2 月、 
4 月、8 月和 10 月；以及本月開始的 72 個月期間任何 6 月和 12 月
交割。

最後交易日 交割月份的倒數第三個營業日。

交易代碼 GC

上市交易所 紐約金屬交易所

（1）漲跌停限制請參閱交易所網站連結：www.cmegroup.com/rulebook/files/special-price-fluctuation-limits.xlsx

COMEX黃金期貨（交易代碼：GC）代表世界領先的黃金價格基準期貨合約。
黃金期貨的用途眾多：例如分散投資組合、在存在不確定性的時期投資於被廣泛視作避險的資產、對沖
通脹甚至是用作貨幣。



迷你納斯達克100指數 NQ
1.單一交易管理於納斯達克證券市場之100家非金融大盤股公司敞口
2.相對證券或ETF，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減少交易數量

交易品種 迷你納斯達克100指數

合約規模
20 美元 x 納斯達克 100 指數

交易時間 冬令時：北京時間7:00—6:00
夏令時：北京時間6:00—5:00

最小變動單位 完整交易：0.25指數點=5.00美元
跨期價差：0.05指數點=1.00美元

交易時間 冬令時：北京時間7:00—6:00
夏令時：北京時間6:00—5:00

上市合約 以 3 月季度週期的 5 個月（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交易終止 交易最遲可以在該合約月第 3 個週五上午美東時間 9 : 30 執行

交易代碼 NQ

上市交易所 CME



免責聲明

本資料中所含資訊僅供參考，並非為了提供建議，且不應被解釋為建議, 也不構成認購
或購買任何期貨或其他產品的要約。本資料並未考慮到您的目標、財務狀況或需要。
若您根據本資料採取行動前，應當獲得適當的專業建議。

本資料中所含資訊均如實提供，不含任何類型的擔保，無論是明示或暗示。本司對任
何錯誤或遺漏概不承擔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