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產品 

E-迷你股票指數期貨和期權 
 

 
 
 
 
 
 
 
 
 
 
 
 
 
 
 
 
 
 
 
 
 

E-迷你股票指數期貨和 
期貨期權為您提供高 
流動性的電子交易 
工具，讓您根據自己對 
市場的看法採取行動。 

領先的市場基準 

• 獲得全面接觸美國股票（小型、中型和大型）的機會 

• 或透過利用美國和國際指數期貨將您的策略擴展至全球 

 

效率 

• 低成本高效益 
 

• 在我們先進的 CME Globex 電子平台上可從全球各地存取具有高流動性和 

透明度的市場 

• 透過單一交易平台即可廣泛接觸各種指數產品 

• 基於風險的履約保證金與一般交易保證金處理 



充分利用每一市場變動。  

 

 

將您的市場看法變成市場利潤。 

透過利用我們的基準指數期貨和期權合約 

直接持有好倉或短倉頭寸，您可以表達對 

股票市場預期價格變動的看法，並可能 

從中獲利。例如，如果您認為中型美國 

股票市場將反彈，以當日價格買進 E-迷你 

標準普爾中型股 400 期貨將有助您透過 

基礎指數及其成份股的收益增長而受惠。 

我們廣泛的產品系列為您提供機會，表達 

對美國及國際股票市場的小型、中型和 

大型股的看法。 

瞭解波動性、相關性和市場風險敞口。 

市場的波動性以及標準普爾指數、納斯 

達克 100 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等股票 

指數的相對強度／相關性可以提供極為 

吸引的機會。使用股票指數期貨和期貨 

期權的不同組合，您可以對這些機會加以 

利用或將一種基礎指數中所代表的高績效 

行業的收益加入您的組合。 

從未有明确市場方向的价差中獲利。 

價差買賣股票指數期貨可提供從基礎指數 

的價差受益的靈活性，而無需受整體市場 

走向的影響 — 所以無論市場漲跌，均有 

機會獲利。另外，價差可能提供比直接 

頭寸更低風險的組合，較少的履約保證金 

（保證金），而與利用一籃子股票或交易 

所指數基金 ETF 進行類似策略相比，其 

交易成本亦可能較低。 

 
 
 
 
 
 
 

 
 

CME 集團的主要優勢。 

大量基準合約產品系列可供選擇 

• 標準普爾 500 指數 – 追蹤 500 種 

領先的大型美國公司股票 

• 納斯達克 100 指數 – 追蹤納斯 

達克股票市場上前 100 種大型非 

金融股 

流動性 

我們的交易所包括世界領 

先的股票指數期貨和期 

貨期權市場。我們的E-迷 

你標準普爾 500 期貨每日 

合約交易量平均達 230 萬份，是交易最活躍 

的股票指數期貨合約*。幅度極窄的買賣價 

差和活躍的指數市場使您能夠快速買入和 

賣出頭寸。 
 

透明度 

進行E-迷你產品交易的 

每個人（從大型金融 

機構到活躍的個人交易 

者）均存取同一價格， 

所有買入、賣出和執行報告完全匿名。 

效率 

透過股票指數期貨和 

期權，您可以有同等 

機會利用該指數所代表 

的基礎市場，與買賣一 

籃子股票或 ETF 相比， 

買賣次數更少而成本可能更低。期貨無需 

繳納年管理費，只需滿足較低的預付資金 

要求便可操控更大的名義價值 — 提供 

駕馭市場機會的低成本高效益方式。 
 

 
 

安全性 

CME Group 集團透過 

集中式清算、交易對手 

信用擔保和分隔的客戶 

資金提供安全保證。 

•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 追蹤最 

為人注視的 30 種大型美國股 

• 標準普爾中型股 400 指數 – 追蹤 

400 種中型美國公司股 
 

• 標準普爾小型股 600 指數 – 追蹤 

符合既定的財務可行性標準的 

600 種小型美國公司股 

• MSCI EAFE 指數 – 追蹤歐洲、 

澳洲及遠東 20 多個發達市場上 

的 1,100 多種公司股票 
 

• MSCI 新興市場指數 – 追蹤全球 

20 多個新興市場並提供與發達 

市場指數相關性較低的資訊 

 
 
 
 
 
 

* 截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的 2009 年迄今 ADV。 



合約主要內容一覽。  

 

 
E-迷你期貨一覽 

 

 E-迷你標準普爾 500 期貨 E-迷你納斯達克 100 期貨 
E-迷你道瓊斯（5 美元） 
期貨 

E-迷你標準普爾中型股 
400 期貨 

E-迷你標準普爾小型股 
600 期貨 

乘數 50 美元 20 美元 5 美元 100 美元 100 美元 

點子變動 .25 指數點 = 12.50 美元 .25 指數點 = 5.00 美元 1 指數點 = 5.00 美元 .10 指數點 = 10.00 美元 .10 指數點= 10.00 美元 

名義價值例子 1400 x $50 = $70,000 1900 x $20 = $38,000 12750 x $5 = $63,750 820 x $100 = $82,000 385 x $100 = $38,500 

合約月份 五季度月 五季度月 四季度月 五季度月 五季度月 

到期時間/ 

最後交易日 
每季度：合約月份的第 3 個星期五 

交易時間 
CME Globex 
所列全部時間均為芝加哥時間 

星期一 — 星期四：下午 5:00 點 —下午 3:15 和下午 3:30 —下午 4:30 

（每日維修關閉時間：下午 4:30—下午 5:00 點） 
星期日：下午 5:00 點—下午 3:15 

交易代碼 ES NQ YM EMD SMC 

交易所規章 CME CME CBOT CME CME 

 
 

E-迷你期貨期權一覽 
 

 E-迷你標準普爾 500 期權 E-迷你納斯達克 100 期權 
E-迷你道瓊斯（5 美元） 
期權 

E-迷你標準普爾中型股 
400 期權 

E-迷你標準普爾小型股 
600 期權 

合約單位 基礎指數之最近季度 E-迷你期貨合約 

點子變動 整點： 整點： 1.00 = 5.00 美元 0.05 = 5.00 美元 0.10 = 10.00 美元 

0.25 = 12.50 美元 0.25 = 5.00 美元 
美元（溢價 > 5.00） 美元（溢價 > 3.00） 

半個點子： 半個點子： 
0.05 = 2.50 美元 0.05 = 1.00 美元 
（溢價 ≤ 5.00） （溢價 ≤ 3.00） 

執行方式 季度/系列： 
美國方式 
月末，每週： 
歐洲方式 

 

 
美國方式 

合約月份 季度／序列： 四個季度，兩個序列 三個連續月份（兩個 四個季度，兩個序列 四個季度，兩個序列 

五個季度；三個序列 序列，一個季度）加上 

月末： 接下來四個季度合約 
六個月 

每週： 
兩個星期 

到期時間 季度／序列：  
 
 

季度／序列：合約月份的第 3 個星期五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份的第 3 個 
星期五 

每週： 
合約月份的第  1  個和 
第 2 個星期五 

月末： 
最後一個營業日 

交易時間 
CME GLOBEX 
所列全部時間均為芝加哥時間 

星期一—星期四：下午 5:00 —下午 3:15 和下午 3:30 —下午 4:30 

（每日維修關閉時間：下午 4:30 —下午 5:00 點） 
星期日：下午 5:00 點 —下午 3:15 

交易代碼 季度/序列：ES 

月末：EW 

第 1  週：EW1 

第 2 週：EW2 

NQ OYMC（看漲） 
OYMP（看跌） 

EMD SMC 

交易所規章 CME CME CBOT CME CME 



 

高流動性電子合約。 

透過   E-迷你期權、E-迷你標準普爾中型股 

400 和 E-迷你標準普爾小型股 600 期貨之 

免費即時報價檢視這些市場上的行動和 

深度資訊。 

 

 
有關詳細資訊，請造訪網站 

www.cmegroup.com/eminioptions。 
 
 
 
 
 
 
 
 

有關波動性、相關性、績效和持股類別分佈 
的每月更新資訊。 

充分利用市場波動性和指數合約、市場價格 

表現與行業業績之間的相關性。月度圖表是 

為您確定交易機會而專門設計的。 

 

要檢視這些月度圖表，請造訪網站： 

www.cmegroup.com/equities。 
 
 
 
 
 
 
 
 
 
 
 

有關我們的 E-迷你股票指數期貨和期權的更多資訊，請造訪網站 

www.cmegroup.com/equities。 
 
 

CME 集團總部  CME 集團地區辦公室  
 
20 South Wacker Drive 

 
info@cmegroup.com 紐約 休士頓 華盛頓特區 

Chicago, Illinois 60606 800 331 3332 212 299 2000 713 658 9292 202 638 3838 

cmegroup.com 312 930 1000 
倫敦 新加坡 東京 

  +44 20 7796 7100 +65 6593 5555 +81 3 5403 4828 

  聖保羅   
  +55 11 2565 5999   

 

期貨交易具有損失風險，未必適合所有投資者。期貨是一種槓杠性投資，由於僅具有合約價值一個百分比的資金就可進行交易，損失有可能會超過期貨頭寸的保證金，因此，投資者投入的資金應不超過其風險承受能力，損失後不會影響其生活 
方式。而對於任何一筆交易，都應只投入該類資金的一部分，因為不能期望每筆交易都能有收益。 

文中所有提到期權的地方均是指期貨期權。 

CME Group 是 CME Group，Inc. 的商標。地球標誌、CME、E-迷你、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和 Globex 是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Inc. 的注冊商標。CBOT 和 Chicago Board of Trade 是芝加哥期貨交易所 (Board of Trade of the 

City of Chicago，Inc.) 的商標。NYMEX 是紐約商業交易所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Inc.) 的商標。所有其他商標均為各自所有者的產權。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是 Dow Jones & Company，Inc. 的服務標誌。MSCI® 和 EAFE® 是 MSCI 的商標，依照許可使用。NASDAQ-100® 是納斯達克股票市場的注冊商標，依照許可使用。S&P 500®、S&P 

MidCap 400™ 和 S&P SmallCap 600™ 是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Inc. 的注冊商標，已透過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Inc. 許可使用。所有其他商標均為各自所有者的產權。 

文中的資訊由 CME 集團為一般用途而編寫。CME 集團對於任何錯誤與遺漏概不承擔責任。此外，本手冊中的所有範例均為假設情況，僅用於解釋目的，不應被視為投資建議或實際的市場經驗結果。文中所涉及的規則和細則均應以CME、CBOT 

和 NYMEX 的正式規則為準，所有合約細則均應參照當前的規則。 

©2009 年 CME 集團版權所有。保留所有權利。 EQ240_TC/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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