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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期貨於1982年在美國國內期貨交易所推出，自此之後成長至
今，現況可說是繼利率之後在期貨交易界當中最重要的產品類。

實際上股指期貨合約的這個概念在1982年之前已進行了許多年
的討論和分析，但由於多個監管與智慧財產權問題使該概念止
步不前。 這些問題到了1982年時得以解決，隨後芝加哥商品交
易所（CME）便推出基於標普500指數（S&P 500）的期貨，
以及許多其它股指合約。 

於1982年初為股指期貨交易而建立的基本模型被美國和全球各
地的許多其它交易所所採納。 CME現在因此擁有一系列豐富的
股指期貨，同樣可供機構和散戶交易者進行交易。

股指期貨原理
這個討論絕大部分集中於數個具備共同設計特性並且極其成功
的股指期貨合約， 也就是CME集團交易所自1997年開始提供
的“E-迷你”股指期貨產品系列。  

這些合約專在電子交易平臺（如CME Globex®系統）上進行交
易，並且基於特定指數設計出比原本“標準規模”的股指期貨來
說規較更小的合約。 

原先於1982年推出的標普500指數期貨合約的計算方程為指數
值乘以500美元。 從早期至今，股指在數值上總的來說均有所
增長。 因此交易所提供的合約感覺上價值較高。 正因如此，
合約於1997年進行“分割”，將合約乘數減半，由之前的500美
元乘以指數改為250美元。 

不過，合約價值相對于許多其它現有的期貨合約來說還是較
高。 交易所因此自1997年開始便提供另一“E-迷你”標普500合
約，其價值為50美元乘以指數，並且單以電子方式交易，而不
在交易場以公開競 價方式交易。 E-迷你的這項設計產品被廣
泛接受，並且迅速增長成為如今最受歡迎的股指期貨系列。

Major E-mini Equity Futures ADV

宛如其它股指期貨合約，E-迷你股指期貨的價值取值於特定合
約乘數乘以現貨指數值。 此些合約要求按照所述值以現金結
算，一般是在3月、6月、9月和12月的合約月份（“3月份每季
週期”）進行結算。 這些合約自周日夜間開始，在周日期間全
天幾乎24小時在電子交易平臺上進行交易。

本冊附件1提供四種最受歡迎的E-迷你股指期貨合約規格。  

合約價值與報價
股指期貨以標的指數或現貨指數價值報價，報價單位為指數
點。 本冊附件2提供E-迷你標普500指數期貨合約的報價。 而
貨幣價值為合約乘數與所報指數值的函數。

Futures  Contract Value =  
Contract Multiplier x Quoted Price

例如，2013年6月份E-迷你標普500指數期貨合約於2013年4月
23日以1,573.60個指數點結算。 一份合約的貨幣價值計算可為
78,680美元。  

Futures  Contract Value = $50 x 1,573.60=$78,680

股指期貨按規定的最小價格變動單位或“波動點”價值來報價。 
E-迷你標普500指數期貨合約的最小容許價格波幅等於0.25個
指數點。 如以下所示，這等於12.50美元/波動點。  

Value of One Tick  
= Contract Multiplier x Minimum Fluctuation 
= $50 x 0.25 index points = $12.50

如下方附件3所示，之前提到的四種廣受歡迎的股指期貨最小
變動價位可以進行取值和定義。  

現金結算機制
股指期貨並不需要交割與股指相關的實際股票。 由於一個股指
可能由數百個或者甚至數千個成分股構成，執行交割流程會相
當麻煩。  

運籌方面的難度在於有必要正確參考每個發行股票在股指當中
的權重來對其交割進行加權，因此非常複雜。 不過業內引入現
金結算機制，從而解決了此問題。 

現金結算實際上相當簡單。 在建立多頭或空頭頭寸後，市場參
與者和平日一樣“按市值計算”（MTM）， 即每天以現金形式付
出或收取任何損失或利潤。 最終結算日之後，頭寸到期平倉，
以標的指數或工具的現貨價值進行結算。 

美國股指期貨一般採用以合約月份第三個週五的“特別開盤價”
（SOQ）來進行調整的最終結算價。 特別開盤價旨在讓套利者
能輸入開盤市價單（MOO），以最終結算價所要反映的同樣價
格進行現貨頭寸平倉，從而促進套利活動。 上午結算或特別開
盤價程式於20世紀80年代末確立，目的在於避免讓股票、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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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權及股指期貨在合約月份第3個週五當天同一時間結束交易。
這情況稱之為“三巫時刻”（triple witching hour）。

股指期貨定價
股指期貨是不能夠期望以與相關股指準確保持一致的價位來進
行交易。 期貨與現貨價值之間的差額一般稱作基差。 股指期
貨基差報價一般為期貨價格減去現貨指數價值。

Basis = Futures Price – Spot Index Value

例如，2013年6月份E-迷你標普500指數期貨價格為1,573.60
，2013年4月23日的現貨指數值為1,578.78。 因此，基差報價
為-5.18指數點（= 1,573.60 – 1,578.78）。 

Basis = 1,573.60 – 1,578.78 = -5.18

基差一般反映“持有成本”因素，也就是買入並持有指數股票直
至期貨合約到期時間所需的成本。 成本包括融資成本（前提是
投資者為使用杠杆的股票買方），以及直至期貨到期日期為止
預期產生的股息派息。 因此，期貨價格的計算如下所示。

Futures Price =  Spot Index Value + Finance Charges – 
Dividends

公允價值
現貨指數值與理論期貨價格之間的差距或差額通常被稱作公平
價值。 這是期貨價格預期應進行交易的價位，但是並不一定是
相對於現貨指數值進行交易的價位。 

Fair Value = Finance Charges – Dividends

股指期貨合約的公平價值一般預期為正數，即期貨價格大
於現貨價格。 這歸因於短期利率（如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
率，LIBOR）體現的融資費用通常會高於股息收益。 

負利差在短期利率大於股息收益之時比較普遍。 只要考慮到這
意味著要付出比與一籃子股票相關的股息派息更多的費用來融資
買入並持有指數所代表的一籃子股票，那麼這就可以理解了。

Positive and Negative Carry

在負利差較為普遍時期，股指期貨定價在延至將來的接連延期
月份當中往往會越升越高；而基差（報價形式為期貨價減去現
貨價）的報價為正數。

Short-Term Rates & Dividend Y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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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利差稱在短期利率低於股息收益的情形下會較為普遍。 在這
些情形下，指數所代表的一籃子股票派息或股息提供比短期利
率更高的回報。 因此投資者買入或持有股票可獲得正數回報。

正利差意味著一家派發股息超過短期利率的企業不能將資金用
於獲取更高回報，因此並不為正常情況。 但這也不表示正利差
罕見。在編寫此本文的時間市場正是處於正利差狀態——美聯
儲在2008年末將短期利率放鬆至前所未有的低位。    

當正利差較為普遍時，股指期貨定價在延至將來的接連延期的
月份當中往往會越走越低；而基差（報價形式為期貨價減去現
貨價）的報價為負數。  

基差收斂
無論是正利差還是負利差較為普遍，股指期貨合約的設計保證
期貨價格與現貨指數值之間的基差或差額在期貨合約到期時間
將近時跌至零。 根據直覺判斷，股指期貨在其最終結算日自然
要按現貨指數值來以現金結算。 

S&P 500 Spot vs. Futures

期貨與現貨價值隨著時間走向一致的過程被稱為收斂。 要留意
的是，不管股指價格一般的趨勢是增長還是下跌，基差均逐步
向零值收斂。 

這並不表示基差收斂的進度將會平穩或可加以預測。 實際上，
基差在日常交易日當中可以會有相當大的“振動”， 這些振動當
中有些歸因於股指期貨經常會在現貨股票交易所收市並結算股
票價值之日的交易時間以外的數個分鐘內還在進行交易。 

Mar-13 S&P 500 Basis 
(Futures - Spot)

CME集團每天在NYSE收市後慣例再給多15分鐘提供股指期
貨。 雖然15分鐘並非很長的時段，但始終有可能會有突發消息
推動期貨價格上行或下行變動，從而與標的股票市場的波動相
背離。

因此，CME集團對其國內股指期貨合約在每個曆月最後一天實
行“公允價值結算程式”。 在正常交易日裡，每日結算價值會參
考在該特定日期交易的最後幾分鐘期間可能執行的指示性市場
價格來確定。 

但是公允價值結算程式規定，不管期貨價格與現貨指數值之間
的關係如何，均以其公平價值（FV）結算。 公平價值基於直
至到期日期為止的適用利率以及累計的股息來計算。 

例如，2013年3月28日，調查所得短期利率為0.350%；從2013
年6月期貨結算日期（2013年4月3日）至到期日期（2013年6
月21日）總共有84天；標普500指數的現貨價值為1,562.85；
而直至期貨合約到期日期為止累計的股息預計為7.831個指數
點。 2013年6月期貨合約的公平價值按照比現貨低6.555個指
數點來計算。  

Fair Value =  Finance Charges – Dividends =  

[Rate x (days/360) x Index Value]  

– Dividends 

= [0.350% x (84/360)   x 1,562.85] – 7.831 

= -6.555

這樣，合約結算價格為1,556.30，即1,556.295 (= 1,562.85 – 
6.555)四捨五入至最近的0.10指數點單位。1

1  E-迷你标普500指数期货合约的最小价格波幅或“最小变动价位”为0.25个指数点，而“标准”规模的标普500指数期货合约的波动点则为0.10个指数点。 但
是E-迷你与标准期货均 迷你与标准期货均按照标准规模合约的波动点以最近的0.10个指数点单位进行每日的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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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成本定價的執行
雖然有一定程度的“振動”，流動性較大的股指期貨市場一般能
夠合理地貼緊其公允價值來有效定價。 這是由於許多市場參與
者隨時準備對現貨和期貨市場之間任何明顯的錯誤定價或者異
常定價進行套利所致。 

如果期貨價格上漲至比公平市價高出得多，精明的套利者可能
會採取行動，買入股票組合並賣出股指期貨，從而打算利用該
錯誤定價的機會。 這些套利者可能會買賣股指中所包含的的一
籃子或一組股票。 電子交易系統的設置也提供途徑來買賣特定
股指的所有或將近所有成分股，以作為套利交易的一部分。 

在買入股票並賣出期貨的過程當中，套利者可能拉升股票價格或
壓低期貨價格來重建套利者表面上不會獲利的均衡定價情形。

例如，2013年3月28日，投資者通過結算買入1,562.08現貨指
數值、4月3日結算的標普500股票，承擔0.350%或1.726個指
數點的融資費用，持有股票並獲得相當於7.831個指數點的股
息。 淨成本為1556.30，因此期貨應以該價位定價。

以反映現貨指數值的價位買入股票 (1,562.85)
以0.35%的利率承擔融資費用 (1.276)
收到7.831個指數點的股息 7.831
84天的淨成本 (1,556.30)
預期期貨價格 1,556.30

例如，如果期貨一直以顯著低於其公允價值的價格交易，那麼
投資者有可能賣出股票並買入期貨。 該套利應具有拉升期貨價
格、壓低股票價格來重建均衡定價的效應。

以反映現貨指數值的價位賣出股票 1,562.85
以0.350%的利率投資收益 1.276
放棄7.831個指數點的股息 (7.831)
84天的淨成本 1,556.30
預期期貨價格 1,556.30

實際上投資者還必須要考慮套利成本，即預估交易費用與實
際交易費用之差距（slippage）、傭金、其他費用、買賣價差
等。 期貨因此往往在其理論公允價值上下的範圍內交易。 當
期貨價格跌至該範圍之下，投資者可能會買入期貨並賣出股
票；或者，當期貨價格上漲至該範圍之上，投資者可能會賣出
期貨並買入股票。 

不同股指的範圍可能會有所不同，而預期“套利”標普500期貨的
成本大約會在1.25個指數點左右是個合理的想法。 因此，期貨
在該範圍內可能會有上下行的走向，反映出有買賣委託不斷湧
入市場，但並不會產生套利交易。

股指期貨價差交易
投機者經常利用不同市場之間的價差，進而利用一個市場相對
於另一市場表現的預期差別。 CME集團E-迷你標普特選行業
（Select Sector）股指期貨可以在這一方面為客戶效勞。 2  

S&P 500 Sector Indexes

以下公式可用於此等用途，其中價值1 和價值2分別表示價差交
易對象兩種股指期貨合約的貨幣價值。3

Spread Ratio = Value1  ÷ Value2

例如，2012年7月16日，2012年9月E-迷你標普金融特選行業
（Financial Select Sector）期貨合約報價為146.15，定價為
36,537.50美元（=250美元 x 146.15）。 2012年9月E-迷你標
普工業特選行業（Select Sector Industrial）期貨合約的定價為
34,410.00美元（=100美元 x 344.10）。 

2  CME集团E-迷你标普特选行业股指期货（特选行业期货）于2011年3月推出。 9种不同期货合约的标的的指数代表标普500指数（S&P 500）中的子组
合。 具体来说，这些指数分别为经济体系中的非必需消费品（IXY），消费必需品（IXR）、能源（IXE）、金融（IXM）、健康护理（IXV）、工业
（IXI）、原材料（IXB）、科技（IXT）和公用事业（ICU）行业。 （标普500指数中的信息技术与电信行业加在一起构成科技行业指数）。相关的期货
合约按100美元x指数所得数值来以现金结算；金融行业指数合约（按250美元x指数来交割）除外。 

3 CME参考现货指数值，而非期货报价来确定股指期货合约的货币价值。 该惯例旨在将持有成本的考虑从计算当中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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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 Industrial Spread Ratio

以下價差比率的計算為1.062。 這表明投資者可用21張工業指
數期貨合約來平衡20張金融指數期貨。  

Spread Ratio = ValueFinancials ÷ ValueIndustrials 

= $36,537.50 ÷ $34,410.00  
= 1.062 or 20 financials per 21 industrials

因此，如果投資者認為金融行業在2012年中期表現會超過市場
中工業行業，那麼投資者可能會買入20張金融特選行業期貨並
買入21張工業特選行業期貨合約。 或者投資者會選擇以類似比
率（如1：1或10:11等）來交易價差。  

如果金融行業預期表現要超 → 買入20張金融行業期貨並
過 工業行業 賣 出21張工業行業期貨

“價差比率”為表示建立市場間價差的合適方式。此外，價差比率
也為一種在隨著時間跟蹤價差表現的方便途徑。由於這些比率
為動態資料，投資者在下單交易時必須要瞭解最新價差比率。  

任何股指期貨合約均可以採用該等衡量價差的同樣技巧。 雖然
是在建議以投機方式來利用價差，CME在下文還會進一步考慮
將價差在投資組合管理的應用。  

使用股指期貨進行風險管理
雖然國內股市在過去十年當中波動非常大，但是普遍看來市場
並未產生多大的正收益率。 這對控制波動性在可接受水準的同
時產生可觀回報的股票資產經理構成了嚴峻的挑戰。   

Standard & Poor’s 500

[chart goes here]因此，我們對幾種較受歡迎的股指期貨應用策

略展開研究，包括（1）貝塔值調整(beta adjustment)；（2）
期權策略(option strategies)；（3）現金“證券化”(cash 
“equitization”)；（4）多頭/空頭策略(long/short strategies)；
（5）策略性輪換（tactical rotation）；（6）有條件的再平衡
（conditional rebalancing）；（7）可轉移阿爾法（portable 
alpha）策略。  

度量風險
有這樣一句俗語：“你無法管理你無法度量的事物（You can’t 
manage what you can’t measure）”。 在股票市場上，投資者
一般參照其投資組合的貝塔值（β）來度量風險。 但是為了瞭
解β值以及可以如何使用此值，必須要檢討現代金融理論的基
礎——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  

CAPM是瞭解股票價值如何波動或者對驅動市場的各種經濟力
量如何反應的一種方式。 此模型指出與任何特定股票相關的總
風險可分為系統性風險與非系統性風險。  

Total Risk = Systematic Risks + Unsystematic Risks

系統性風險為總體經濟狀況中所反映之“市場風險”的參照物，且
其在一定程度上對所有股票產生影響。 例如，所有股票在一定程
度上均受美聯儲貨幣政策、總體經濟強弱或稅收政策等影響 。

非系統性風險或“公司特有的風險”代表僅僅影響特定股票的因
素。 例如，一家可能會創造一種獨特的新產品或者其管理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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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採用一種新政策或新方向，而該新產品、新政策或新方向
會影響該公司，但不會影響其它公司。  

系統性與非系統性風險如何影響企業價格行為可通過統計回歸
分析來加以研究。 因此，投資者可以根據市場大體上的價格波
動（ R市場）來回歸分析主題股的收益率（R股票）。  

RStock= α + β (RMarket ) ) + ε 

R市場一般定義為與宏觀股指（如標普500指數）相關的收益
率。 阿爾法值（α）或者回歸分析的截取代表與市場無關的股票
平均收益率。 最後我們獲得一個誤差項（Є）。 但是回歸分析
最重要的結果還有斜率項或貝塔值（β）；以及R平方（R2）。  

β值度量個股與市場之間預期的相對波動。 該資料在所有股票
趨於同漲同跌的當兒通常為正數。 β總體上有向1.0移動的趨勢
或者與市場緊密相關，不過可能會大於1.0，也可能會小於1.0。  

例如，如果β=1.1，當市場回升10%，股票就可能有望回升11%
；或者如果市場下跌10%，股票則下跌11%。 β值超過1.0的股
票比市場要更加敏感，因此被視為“進攻型”股票。  

例如，如果β=0.9%，對於回升10%的市場，股票則有望回升
9%；或者如果市場下跌10%，股票則下跌9%。 β值低於1.0的
股票沒有市場一般那麼敏感，因此被視為“保守型”股票。  

如果 β > 1.0 → 進攻型股票

如果 β < 1.0 → 保守型股票

R2度量採用市場收益率來說明股票收益率的可靠性。 R2將在0
和1.0之間變化。  

例如，如果R2=1.0，那麼100%的股票收益率可以參考市場收
益率來加以解釋。 這表示兩者完全相關，這樣投資者可使用跟
蹤市場的衍生工具來執行完全對沖。  

例如，如果R2=0，這就表明兩者完全沒有相關性，並且不能使
用跟蹤市場的衍生品來對沖。  

如果R2 = 1.0 → 完全相關

如果R2 = 0 → 沒有相關性

“平均水準的”股票可能是R2≈0.30，而這表示其波動當中可能有
30%能用系統因素來加以說明，並且可進行對沖。 因此，剩餘
70%的非系統性風險不可用範圍較大的股指期貨來對沖。4  

例如，回歸分析蘋果公司（AAPL）與標普500指數在從2011年
4月至2013年3月兩年期間的周收益率所得出的結果為β=0.9259
和 R2=0.2664。 這表明AAPL為一家相對保守的公司，且與標
普500指數的相關性不足以有效使用股指期貨進行對沖。 

AAPL v. S&P 500 Weekly Returns 
(Apr-11 - Mar-13)

舉例，通用電氣（GE）為進攻型股票，β=1.1834。 GE以
R2=0.7325表現出與標普500指數之間具有適當的高度相關
性。 不過，此等相關性未必足以能夠進行對沖會計處理。  

GE v. S&P 500 Weekly Returns 
(Apr-11 - Mar-13)

4  对冲投资（hedged investment）与对冲工具（hedging instrument）之间需要建立较高程度的相关性，从而可以进行所谓的“对冲会计”处理。 《财务
会计准则申明》（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第133条“衍生金融工具与对冲活动的会计处理（“Accounting for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Hedging Activities”（FAS 133））大体上提供美国衍生工具的会计和申报准则。 该声明允许投资者在特定条件下采用衍生品合约的抵
销收益（损失）来撮合或同时确认对冲投资损失（收益）。 特别是有必要证明对冲对于解决专门确定的风险有可能“极为有效”。 进行该等证明的一种
方法是通过统计分析。  “80/125”规则指出，衍生品的实际收益和损失应在对冲项目收益/损失的80%至125%之间。 这可解释为要求R2=0.80或更高才
可进行对冲会计处理。因此，R2相对于指数可能在0.30至0.50之间的一般股票可能不可以进行对冲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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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埃克森美孚（XOM），標普500指數當中另一權重極
高的股票。 XOM的β=0.9897，被視為略顯保守的投資。 其
R2=0.7390較高，但並不至於要對沖會計處理。 

XOM v. S&P 500 Weekly Returns 
(Apr-11 - Mar-13)

交易者經常將歷史或原始或基本貝塔值與所謂調整貝塔值區
別。 歷史或“原始”β值根據上述歷史資料來計算。 調整β值則為
在假設β值隨著時間將移向1.0的前提下對股票未來β值的預估。 
調整β值的計算如下所示：5

Adjusted β = (0.67 ∙Raw β) + (0.33 ∙1)

因此，蘋果公司0.9259的原始β值可調整為0.9504.  

Adjusted AAPL β = (0.67 ∙0.9259) + (0.33 ∙1)  = 0.9504

同樣，通用電氣1.1834的原始β值可調整為1.1229.  

Adjusted GE β = (0.67 ∙1.1834) + (0.33 ∙1) = 1.1229

有時，公司會基於股票所屬特定經濟部門而得到進一步完善。 
同樣，等式右側的數值“1”可換成與股票所屬市場行業（如金
融、科技、耐用消費品等）相關的貝塔值。  

股票組合假設 
（2013年3月29日）

行情代碼 股數 價格 價值 調整 
貝塔值

XOM 90.11美元 50,000 4,505,500.00美元 .993
AAPL 442.66美元 18,000 7,967,880.00美元 .95
GE 23.12美元 175,000 4,046,000.00美元 1.123
CVX 118.82美元 40,000 4,752,800.00美元 1.085
IBM 213.30美元 12,000 2,559,600.00美元 .926
MSFT 28.61美元 100,000 2,860,500.00美元 .912
JPM 47.46美元 75,000 3,559,500.00美元 1.299
PG 77.06美元 56,000 4,315,360.00美元 .638
JNJ 81.53美元 60,000 4,891,800.00美元 .656
T 36.69美元 50,000 1,834,500.00美元 .75
WFC 36.99美元 75,000 2,774,250.00美元 1.168
PFE 28.86美元 98,000 2,828,280.00美元 .794
KO 40.44美元 46,000 1,860,240.00美元 .702
BRK/B 104.20美元 34,000 3,542,800.00美元 .875
BAC 12.18美元 100,000 1,218,000.00美元 1.555
C 44.24美元 100,000 4,424,000.00美元 1.765
SLB 74.89美元 26,000 1,947,140.00美元 1.371
ORCL 32.33美元 73,000 2,360,090.00美元 1.117
INTC 21.84美元 107,000 2,336,345.00美元 1.013
COP 60.10美元 29,000 1,742,900.00美元 .971
PM 92.71美元 32,000 2,966,720.00美元 .765
CSCO 20.90美元 107,000 2,235,765.00美元 .986
WMT 74.83美元 38,000 2,843,540.00美元 .585
VZ 49.15美元 54,000 2,654,100.00美元 .705
MRK 44.20美元 61,000 2,696,200.00美元 .792
HPQ 23.84美元 45,000 1,072,800.00美元 1.212
QCOM 66.94美元 31,000 2,075,140.00美元 1.051
GS 147.15美元 10,000 1,471,500.00美元 1.244
DIS 56.80美元 37,000 2,101,600.00美元 1.127
OXY 78.37美元 16,000 1,253,920.00美元 1.361
MCD 99.69美元 21,000 2,093,490.00美元 .65
UTX 93.43美元 18,000 1,681,740.00美元 1.12
ABT 35.32美元 30,000 1,059,600.00美元 .684
UPS 85.90美元 19,000 1,632,100.00美元 .888
CMCSA 41.98美元 54,000 2,266,920.00美元 1.072
MMM 106.31美元 14,000 1,488,340.00美元 .984
CAT 86.97美元 12,000 1,043,640.00美元 1.321
HD 69.78美元 32,000 2,232,960.00美元 .959

投資組合 100,010,954美元 .988

5  彭博报价系统通常显示调整β值。 原始贝塔值给予过去两年的收益率来计算，而调整β值则由文中公式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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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投資的力量
任何特定股票只有一小部分風險可追溯為系統性風險，而伴隨
風險中有較大一部分本質上屬於非系統性風險。 同樣，股指期
貨對於個股來說大體上只能算蹩腳的對沖工具。   

不過，資本性資產定價模型（CAPM）強調分散投資的力量。 
投資者建立股票投資組合，而不是將其投資局限在一檔股票
上，從而可有效將大多數非系統性風險從投資組合中排除或分
散出去。 學術文獻指出投資者僅僅只需8個個別股票即可建立
一個“有效分散的”投資組合。  

整體的投資組合在所受公司特定風險的影響不大的情況下反映
市場波動。 只要觀察那些單單影響特定公司的非系統性因素均
被預期為相互獨立的因素，這一點就比較好理解了。  

舉例，參考表中假設的一個股票組合。 該組合採用標普500指
數中權重最高的一些股票來建立。 投資組合截至2013年3月29
日的總市值為100,010,954美元。   

投資組合的原始β值（=0.982）基於對2011年4月至2013年3月
期間兩年周收益率的回歸分析。 這表示調整β值=0.988。 這些
資料表明，該投資組合稍微保守，成績一般會弱於市場。 最後
要注意的是其R2=0.9737，這表明其波動的97.37%歸因於系統
市場因素。  

複製核心持股或貝塔表現
一般習慣是以特定股指為標準量度、或“基準指數
（benchmark）”或“魔鬼指數（bogey）”，來量度股票資產經
理的表現。 標普500指數是最為廣泛應用的美國股票市場業績
參照的基準指數。 估計有6萬億美元的股票投資以標普500指數
的表現作為基準或參考，或者以其它方式來與標普500指數表
現掛鉤。

資產經理經常以基準指數（如標普500指數）的表現來定“核心“
持股的管理決定。 資產經理可能之後會改變投資組合的特徵以
獲得超出指數所反映的核心“貝塔”收益率的增強收益率。 那些
增強收益率有時稱作“阿爾法”收益率。 追求增強收益率的策略
一般稱作“增強型指數化（enhanced indexing）”策略。  

Portfolio v. S&P 500 Wkly Returns 
(Apr-11 - Mar-13)

由於股票資產經理有可能直接採用基準來操作指數股指期貨，
因此股指期貨可用作複製基準指數的表現，或者管理與分散度
高的股票組合有關的系統性風險。 

Portfolio v. S&P 500

股指衍生品必須提供“有效”或“真實”的貝塔值來用作有效的風險
管理工具。 毫無疑問，貝塔值在合約具備以下兩種重要屬性時
才會有效：（1）跟蹤誤差低；以及（2）交易成本低。 這一主
題在本文討論中將會反復提及。  

貝塔值調整策略
股票資產經理經常調整投資組合貝塔值以反映未來市場預期，
進而尋求阿爾法值。 因此資產經理在預期熊市的前提下可能會
降低投資組合貝塔值；或者在預期牛市的前提下會提高投資組
合貝塔值。  

之前提到的策略符合教課文本有關“對沖”的定義，即在預期不
利市況的情況下採用衍生品來降低風險的策略。 雖然後個策略
可能不符合教課文本裡的對沖定義（採用貝塔值作為量度標準
來接受另外的風險，進而追求阿爾法值），但同樣合乎邏輯。  

基金投資政策讓投資組合經理在一定範圍內調整投資組合貝塔
值，該範圍以與基準指數絕對相關的貝塔值為中心。 例如，投
資者也許會保持β=1.0，但是還會允許在0.80至1.20的範圍內調
整貝塔值，以追求阿爾法值。   

業內人士可能會確定合適的“對沖比率”（HR），或者所需股指期
貨數量，以有效達到貝塔值所量度的目標風險，請看以下公式：   

HR = (βtarget – βcurrent )  x   ( ValuePortfolio 

ValueFutur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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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β目標為投資組合的目標貝塔值；β目前為投資組合目前的
貝塔值；價值投資組合為股票投資組合的貨幣價值；價值期貨
為用來執行對沖交易股指期貨合約的名義貨幣價值。

舉例，假設投資組合（假定為1000,010,954美元）經理認為市
場高估，並且在近期可能會下跌。 因此，投資者可採取行動
將貝塔值從目前的0.988降至0.900。 2013年6月份E-迷你標普
500指數期貨在2013年3月29日的報價為1,562.70. 這表示1份
期貨合約的價值為78,135美元（50美元 x 1,562.70）。 因此，
投資者可賣出113份E-迷你標普500指數期貨，實際將投資組合
貝塔值從0.988降至0.80。  

HR = (0.900 – 0.988)   x   ( $100,010,954 

$78,135 )  
= -113  

舉例，假設股票經理認為市場可能會上升，想要擴大投資組合
貝塔值至1.10。 要作到這點需要買入143份期貨。       

HR = (1.100 – 0.988)   x   ( $100,010,954 

$78,135  ) 
= 143

  

股指期貨可用於在不影響投資組合核心持股的情況下調整有整
有效的投資組合貝塔值。 當然，此過程在投資者確定期貨的跟
蹤誤差與交易成本均較低時的有效貝塔才最為有效。  

賣出113份期貨 → 將貝塔值從0.988降至0.900

買入143份期貨 → 將貝塔值從0.988升至1.100

期權策略
除了提供股指期貨以外，CME還提供可行權買賣各種股指期貨
合約的期權。 期權為股票資產經理的風險管理策略增添多一重
要且靈活的應用工具。   

除了使用期貨來降低風險外，投資者還可通過提高創收的可能
性以及建立下限價值來有效重建股票投資組合。 這種種可能性
均可通過使用股指期貨期權來實現。  

賣出受保護看漲期權——假設資產經理持有股票組合，並且認
為市場在可預期的未來將保持中性持股狀態。 在這情形下，
資產經理希望實施“賣出受保護看漲期權”的策略，此策略根據
股票組合來賣出看漲期權。 行使期權賣出期貨的潛在義務基
本上被多頭持股所抵消，所以說看漲期權出售者或賣方“得到
保護”。  

如果市場保持在當前水準，空頭看漲期權將通過時間價值衰減
的過程來為資產經理提供收益。 這在股票價值保持不動的情形
下也能增加投資組合收益率。   

如果市場下跌， 空頭看漲期權變為價外狀態，該期權在看漲期
權買方持有至到期日自動棄權。 因此，看漲期權賣方或者出售
者保持原來的期權價格或期權費，並將其計作收入。   

Covered Call Writing

但是如果市場上漲，看漲期權處於價內狀態， 看漲期權買方將
行權，迫使看漲期權賣方以行使價或行權價賣出期貨，即使以
較高價位交易。 不過行權所產生的損失將會被股票組合價值的
上漲抵消。 因此，受保護看漲期權賣出者在股票價值上漲的情
況下鎖定最高收益。  

賣出看漲期權 →  在中性市場裡以上行可能性有限的
風險來增加收入

鎖定下限——資產經理可買入看跌期權，以作賣出受保護看漲
期權策略的替代方案。 該策略的實際結果是為股票投資組合建
立“收益下限”。 看跌期權買方實際上是為投資組合價值買入“價
格保險”。 但此等保險以期權費作為成本。  

如果價格下跌，看跌期權便為價內狀態。 然而，看跌期權產生
的利潤被股票組合價值下跌損失所抵消。 因此，看跌期權鎖定
了收益下限。

如果市場迅猛上行，看跌期權買方則從股票組合上行的價值受
益。 但是由於已支付期權費，該利潤還要減去期權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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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ying Put Protection 

最後，如果市場基本上保持中性，投資組合的價值將保持不
變。 儘管如此，看跌期權買方將看跌期權的原始價值棄權，從
而減少股票組合的價值。  

買入看跌期權 →  在熊市中鎖定“收益下限”， 
但上漲收益受限制

對沖替代方案——期權增加股票資產經理能夠運用的風險管理
或對沖替代方案範圍。 但是這些工具應加以審慎使用，並與資
產經理有關未來市場的預期方向保持一致。   

Hedging Alternatives

顯而易見，空頭期貨頭寸在強勁熊市環境下對資產經理最為有
利。 賣出受保護看漲期權策略比較適合運用於中性環境中。 
最後，儘管牛市最佳策略無疑為保持無對沖狀態，買入看跌期
權在這類情形下當屬最有吸引力的對沖策略。  

熊市 → 賣出期貨

中性市場 → 賣出看漲期權

牛市 → 買入看跌期權

換而言之，資產經理理應根據市場變化的預測來調整策略，以
達到最佳結果。 作為期貨對沖策略的補充，期權的靈活性使精
明的資產經理更加遊刃有餘。   

現金證券化
被動型指數投資策略在過去20年裡廣受歡迎。 從被動指數共
同基金持有的管理資產（AUM）規模以及不同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包括標普“SPY”股票指數）以及其它旨在複製標普
500指數表現的基金所取得的成功可以見證這一點。  

共同基金一般為投資者提供每天增加或取出資金的機會。 因
此，股票投資經理經常需要臨時配置資金應付資金增減。 該經
理可試圖按照基準指數所表示的比例來買入或賣出股票。 但是
執行滑差（execution skid）或預估交易費用與實際交易費用之
間的差距（slippage）可能會讓基金表現差於基準指數。  

這些投資經理也可利用股指期貨作為臨時替代品來應付資金增
減， 即有效買入期貨來配置新增資本；賣出期貨來保護資本的
取出。 該等“現金證券化”策略使股票資產經理有時間在保持與
基準指數之間同步的當兒管理股票市場上的委託輸入。

有些資產經理可能會利用期貨作為投資構成指數實際股票的長
期替代品，這樣與期貨相關的杠杆釋放資本可用於贖回或分配
活動。  

買入期貨 → 配置新增資本

賣出期貨 → 保護資本的取出或分配

按照反復提及的主題，是否能夠成功執行現金證券化策略取決於
期貨能夠有效實現貝塔值的程度，即低跟蹤誤差和低交易成本。

多頭-空頭策略
股票市場上有許多要涉及到將多頭和空頭頭寸組合起來以產生
阿爾法回報的策略。  

最常見的一種多頭/空頭策略被簡稱為“130/30策略”。6股票投資
經理先開始區分預期要產生優異回報的股票和預期產生不到平
均回報的股票。  

6  130/30策略可能演变自常用的“配对交易（pairs trading）”方法。 此等方法要求投资者提出所选公司对，通常是相同或类似行业部门的公司， 例如2家
高科技计算机公司、2家能源公司、2家汽车公司等配对公司。 投资者进一步根据基本面或技术分析来为个别公司对找出表现较强和表现较弱的公司，
然后买入每对当中表现较强的公司，并卖出每对当中表现较弱的公司。 投资者通过以多对股票执行该策略来获得具有吸引力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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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經理便可根據某些選擇標準將標普500指數所有成分股由
最優至最劣排列並分配等級，從而將優股與劣股區分開。 經理
使用基金130%的管理資產買入優股，其中通過做空/賣出價值
為管理資產30%的劣股來融資買入額外的30%多頭頭寸。7

基金目標經常呈現為要超越標普500指數的表現，基金核心持
股因此可能會模擬標普500指數的持股情況。 這也就是說，投
資者可能將100%的管理資產模擬基準指數買賣股票或衍生品。 
投資者經常會買賣股指期貨以獲得核心持股或貝塔值回報。  

以期货进行130/30策略

使用股指期貨建立的核心持股貝塔值投資讓基金經理靈活管理
現金，包括能夠快速並有效支配新增資金或現金取出。 但該策
略只在期貨提供有效貝塔值時才有效。  

買入並持有期貨 →  通過靈活的現金管理來複製核心持
股或貝塔值投資組合表現

行業轉換策略
股權資產經理一般將其資產支配到股市不同行業及不同個股
上。 在許多情況中，投資組合的組成與基準指數或參考指數的
組成將保持一致。 該策略確保投資組合的表現在一般情況下能
與基準指數表現不相上下。    

舉例，標普500指數是美國股票資產經理參照最廣泛使用的基準
指數。 指數由以下所示10個指定行業當中抽取的股票所構成。  

然而，資產經理可能之後在這些不同行業當中重新支配或轉換
投資組合的部分股票，以得到更好的價值。 E-迷你標普特選行
業股指期貨為“重疊”策略提供依據，該策略可有效在不會影響

多头
名义价值为管理资产100%

的标普500指数期货

多头
优股，占AUM的30%

空头
劣股，占AUM的30%

標的現貨股票組合的情況下支配資產，將資產從一行業換至另
一行業。 這策略較為簡單，即在預期股票牛市的情況下從低貝
塔值行業換到高貝塔值行業； 或在預期股票熊市的情況下從高
貝塔值行業換到低貝塔值行業。  

雖然所有標普行業指數與標的標普500指數呈正相關，但是通
過對行業指數收益率以及標普500指數收益率的統計回歸分析
所得到的貝塔值（β）和測定係數（R2）卻大相徑庭。

特選行業表現 vs 標普500指數表現 
（基於2011年4月29日至2013年4月26日的周數據）

指數 代碼 貝塔值（β） R2
非必需消費品類 IXY 1.039 .911
消費必需品類 IXR .526 .664
能源類  IXE 1.354 .857
金融類 IXM 1.298 .895
健康護理類 IXV .734 .81
工業類 IXI 1.156 .943
原材料類 IXB 1.258 .834
科技類 IXT 1.002 .878
公用事業類 IXU .442 .424

來源：彭博

舉例，公用事業指數為0.442的保守型貝塔值，以及0.424的弱
相關性。 而能源與金融指數分別為1.354和1.298的強進攻型貝
塔值。 R2=0.943的工業類與標普500指數的相關性最高。  

截至2013年初，經濟似乎逐漸顯露出復蘇跡象，而股票市場反
彈已達有史以來的新高。 因此，市場中的金融行業已從2007年
至2008年發生的次貸危機時所陷入的低位反彈。 如果資產經理
預期該趨勢會持續，他也許會考慮將投資組合裡的工業股換為
金融股。  

此舉只要平倉工業類股票並買入金融類股票即可達到。 或者投
資者可利用特選行業期貨來以類似方式重建投資組合。 特別是
投資者可賣出E-迷你特選工業行業指數期貨並買入E-迷你特選
金融行業指數期貨來交易價差。 實際上，該策略和之前討論過
的價差交易策略相似，只不過此策略裡價差運用於風險管理或
投資策略，而不是用作單純的投機策略。  

為了進行市場間的價差交易，必須要得出所謂的“價差比率”。 
我們進一步採用價差交易示例當中的詳細內容進行討論。   

舉例，2012年7月16日，2012年9月金融/工業類股票價差比率
計算結果為1.062，這表明投資者可能會以21份工業指數期貨
或以類似的比例來抵消20份金融指數期貨。   

7  130/30的比例并无任何特别神奇之处。 该策略有时采用140/40的比例，有时则是120/20的比例，或者其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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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100,010,954美元投資組合的投資經理想要“加重”金融股票
5%，同樣“減重”工業股票5%。 這等於買入137份金融行業期貨
[= (5% x $100,010,954) ÷ $36,537.50]，以及賣出145份工業行
業期貨（=1.062 x 137）。  

買入137份金融行業期   
貨並賣出145份工業行 → 實際加重5%的金融股票並減 
業期貨  重5%的工業股票

資產經理借此可快速並有效地將投資從一經濟行業換至另一行
業，同時保持核心持股不受影響。 同樣，投資者可使用股指期
貨將投資從一個國家的股市換至另一國家。  

舉例，投資者可賣出CME E-迷你標普500指數期貨並買入CME 
E-迷你標普印度漂亮指數期貨來將投資從美國換到印度股市。  

有條件再平衡
傳統的養老金管理策略要求投資者在不同資產類別，如股票、
債券及“另類”投資（房地產、大宗商品等）之中支配資金。 典
型的組合大約有60%為股票；30%為債券，還有10%為另類投
資。 組合可根據投資者收益率目標、風險容忍度、投資期限和
其它因素來確定。  

在確定資金配置比例後， 投資者經常會保持活躍基金經理的服
務以管理部分投資組合，如股票、債券等。 投資者因此可能
會繼續使用投資經理服務，希望按照基準指數（如股票市場裡
的標普500指數，或債券市場裡的巴克萊資本美國債券綜合指
數）所量度的任何特定資產類別的貝塔回報以外，產生額外收
益（“阿爾法”）。

但是投資組合必然會按市場變化而波動。 舉例，如果股票急劇
上升（或下跌），投資組合可能會在股票市場裡加重（減重）
；而在債券方面變得減重（加重）。 因此，投資組合經理可能
會迫使將資金重新支配，從一資產類別換至另一資產類別，以
使投資組合重新達到平衡。  

有時，資產經理採用E-迷你標普500指數期貨期權來為投資組
合“有條件的再平衡”作好準備。 特別是投資者可能會以期權勒
式組合（option strangle）的形式賣出看漲期權和看跌期權，
即賣出價外看漲期權和賣出價外看跌期權。  

一旦股票回升超過看漲期權的行使價時可能會被行權，進而產
生空頭期貨頭寸。 如果市場繼續上漲，空頭期貨合約將被有效
用於抵消投資組合中股票部分的擴展；如果市場轉身下行，該
合約則將被用作對沖手段。  

賣出價外看漲期權與看     → 重新平衡頭寸，在熊市中建 
跌期權（賣出勒式組合） 立多頭期貨頭寸，在牛市中 
    建立空頭期貨頭寸

如果股市下跌低於看跌期權行使價，同樣可被行權，進而產生多
頭期貨頭寸。 該多頭期貨頭寸用作進一步買入股票的替代品。

可轉移阿爾法值
“可轉移阿爾法值”投資策略在過去十年中已經非常受歡迎。 該
方法採用阿爾法值和貝塔值部分來區分投資組合總收益。 收
益中的貝塔值部分與一般市場基準指數（如標普500指數）掛
鉤。 額外回報則是將投資者資產投入另外一種更大膽的交易策
略所產生，該策略旨在獲得高於基本或基準指數“貝塔值”收益
的超額回報。  

市場為何會接納可轉移阿爾法值計畫？ 試想許多養老金經理所
實行的傳統或典型資產支配方法。 此過程一般涉及將投資者資
產中特定的一部分支配成各種資產類別，往往要通過聘用外部
資產經理來促成。 例如，相當常見的支配比例是將投資者大約
60%的資產投入股票，30%在債券，剩餘的10%則在另類投資
（如房地產、大宗商品或其它項目）。  

Typical Exposure of S&P 500  
Defined Benefit Pension Fund

Source: Credit Suisse Asset Mgt, “Alpha Management  
Revolution or Evolution, A Portable Alpha Primer,”

雖然這種方法比較普遍，但是可能無法產生高出基準指數收益
的超額收益。 特別是很少有資產經理在扣除管理費後還能夠不
斷跑贏市場。 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資產經理鐵定大受歡迎，所導
致高額管理費可能又會降低投資業績。  

可轉移阿爾法值策略經專門設計，旨在希望能獲得超出適用基
準指數（或貝塔值）回報的（阿爾法值）回報。 因此，可轉移
阿爾法值策略有兩個組成部分：阿爾法值和貝塔值。 

貝塔值一般使用衍生品（如期貨或場外掉期），以較被動方式
買入並持有的策略來創建。 在實行可轉移阿爾法值計畫的前
提下，股指期貨經證明對實現貝塔回報來說是一特別有用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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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期貨採用杠杆進行交易，從而釋放相當大的資金來用於實
行阿爾法值生成策略。 如同我們反復提到的，期貨必須提供有
效的貝塔值來供其所用，更多細節見下述討論。  

買入並持有期貨 →  通過靈活的現金管理來複製核 
心持股或貝塔值投資組合表現

將投資者資本的一部分用於主動交易策略，可產生超出現行短
期利率（一般按倫敦銀行同業拆息LIBOR利率）的阿爾法值回
報。 常見的阿爾法值生產策略包括試圖將資本從較低吸引力
投資轉到較高吸引力投資上的策略性資產支配或“ 重疊”計畫；
試圖產生具有吸引力的絕對回報的計畫（如對沖基金、商品基
金、房地產投資工具）；以及特定資產類別中或資產類別特定
行業中的傳統主動管理策略。 最近數年來對沖基金行業的增長
大部分均可歸因於對阿爾法值的追求。

可转移阿尔法值策略

當然，更加主動生成阿爾法值的策略往往需要用到更多交易技
巧。 雖然有可能產生具有吸引力的回報，但是也可能需要付出
較高的管理費。 不過要找到這樣一種既具有吸引力的阿爾法
值，又不同於構成核心持股貝塔回報的基準類別的投資策略比
較難。  

同樣，可轉移阿爾法策略主要並最為明顯的風險為阿爾法策略
的表現有可能跑不贏LIBOR。  

阿尔法值
通过主动交易生成大于

LIBOR的回报

阿尔法值
通过主动交易生成大于

LIBOR的回报

贝塔值
通过被动持有标普500
期货或其它衍生品来捕
捉核心持股或贝塔回报

Size of Hedge Fund Industry

Source: Hedge Fund Research

儘管如此，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這股“尋求阿爾法（超額回報）”
的勢頭在未來還會繼續不會衰減。 當投資者看到養老金資金巨
大的缺口，或者是看到養老金資產與其期貨負債現值之間的差
額時，這一點就很明朗了。 截至2011年結束時，構成標普500
指數的公司面臨的公司養老金缺口達到3550億美元。

Pension Funding Gap vs. S&P 500 

Source: Standard & Po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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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有效的貝塔值
本討論中反復提及到股指期貨必須呈現有效的貝塔值，即低跟
蹤誤差與低交易成本，從而可有效滿足之前所述目的。  

低跟蹤誤差表示期貨合約持續並且準確反映其“公允價值”。 這
體現在期貨結算價格與公允價值之間的日末（EOD）錯誤定價
或偏差，其中公允價值為經融資成本和預期股息調整後的現貨
指數值的反映。  

CME集團採用月末公允價值（FV）結算程式。 這表示在每個
曆月的最後一日，CME集團許多國內股指期貨的期貨結算價格
以參考其公允價值來確定。  

交易所在經紀自營商中就適用利率和預期股息流量現值展開調
查，然後計算出期貨合約公允價值。 因此，CME集團的這些
股指期貨均不得不在每個曆月或會計期間結束時反映出公允價
值。 自1998年確立這種操作慣例以來，該慣例可以說在很大程
度上促使可移動阿爾法值基金業務的增長。  

Average End-of-Day Mispricing 
(3 Months ending Mar-13)

Source: GS Futures Focus Monthly

度量跟蹤誤差更進一步的工具則是查一查移倉情況或者當前與
遠期期貨合約月份普遍價格之間的差額。 可轉移阿爾法經理通
常以被動買入持有的方式來使用股指期貨， 因此建立多頭頭
寸，並且與其AUM保持一定比例。 他們會將頭寸向前推展，即
賣出近期到期的合約來買入遠期合約，每季進行一次。  

根據有關日末錯誤定價物件和每季移倉（quarterly roll）所固有
錯誤定價情況的獨立研究，CME集團產品相對其它交易所所供
的股指期貨來說極具競爭力。  

Calendar Spread Mispricing 
(3 Months ending Mar-13)

Source: GS Futures Focus Monthly

交易股指期貨的交易成本可能由各種成分構成，包括經紀傭金
和交易費。 但是交易成本中最大的一部分是交易摩擦（trading 
friction），又名執行滑差（execution skid）或預估交易費用與
實際交易費用之差距（slippage），即市場流動性不足以按照
公平價格執行商業性交易的風險。 

流動性可用許多方法來度量，但是兩種最常見也是最實用的方
法就是監控買賣價差寬度以及市場深度。  

買賣價差寬度簡單說來就是指任何特定期間買入與賣出價之間
的平均差額。 這些資料可能會按照所述數量的委託規模，例
如，一筆50手，100手的委託等。 流動性與波動性之間緊密相
關。  

VIX或標普500波動率指數是普遍採用的一種波動性度量標準。 
在2008年末和2009年初達到所謂次貸危機高峰時，買賣價差寬
度變大，當時的VIX增長至60%。 自那時以來，市場寬度下跌
至少有的水準，E-迷你標普500指數期貨500手的委託報價只有
1個最低價格波幅（12.50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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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ni S&P 500 Market Width 
Lead Month on CME Globex RTH

市場深度為中央限價委託記錄（CLOB）中待執行委託
（resting order）數量的參考。 CME Globex®電子交易平臺通
常按最佳買賣價差（最優價）來發佈有關市場深度的資訊，同
時也按次優、第三優、第四優和第五優買賣價來發佈資訊。 可
用市場深度度量的流動性自最近金融危機以來已大大提高。  

E-Mini S&P 500 Market Depth 
Lead Month on CME Globex RTH

結論
CME集團致力於在動態經濟環境中為股票資產經理尋找有效並
且實用的風險管理方案。 雖然最近的金融危機令整個投資界隨
之顫抖，不過值得注意的是，CME集團交易所交易的期貨和期
貨期權在整個艱難的時刻當中均表現甚佳。 我們的產品為解決
風險管理問題提供深度流動性、無可比擬的金融誠信以及創新
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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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常見股指期貨合約規格

E-迷你標普500指數 E-迷你納斯達克100
指數

E-迷你中盤股400 
指數

E-迷你（5美元）道鐘 
斯工業平均指數

合約乘數 50美元x 
標普500指數

20美元x 
納斯達克100指數

100美元x 
 標普中盤股400指數 

5美元x道鐘斯工業平均
指數

最小價格波幅（最低波
動點）

0.25個指數點（12.50
美元）

0.50個指數點（10.00
美元）

0.10個指數點（10.00
美元）

1.00個指數點（5.00美
元）

價格限制 價格以7%、13%、20%的波動為限制

合約月份 3月份每季週期頭5個月 3月份每季週期頭4個月

交易時間 週一至週四下午5：00（前日）至下午4：15，下午3：15至下午3：30暫停交易

交易終止時間 當月第三個週五上午8：30

現金結算 Vs. 按照特別開盤價（SOQ）

頭寸限制或責任 100,000份E-迷你 
標普指數合約

50,000份E-迷你納斯
達克指數合約

25,000份E-迷你 
中型股指數合約

100,000份E-迷你 
道鐘斯工業平均指數合約

代碼 ES NQ EMD 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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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E-迷你標普500指數期貨報價 
（截至2013年4月23日）

月份 開盤價 最高價 最低價 結算價 變動幅度 成交量 未平倉量

2013年6月 1,557.25 1,527.00 1,548.75 1,573.60 +17.70 2,108,113 2,984,052

2013年9月 1,550.25 1,570.50 1,543.00 1,567.60 +17.80 14,452 41,661

2013年12月 1,549.25 1,563.50 1,536.50A 1,561.10 +17.80 60 2,438

2014年3月 1,532.50 1,555.00B 1,530.25A 1,554.90 +17.80 10 27

2014年6月 1,544.25B 1,529.25A 1,547.90 +17.80 1

 合計 2,122,635 3,02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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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常見股指期貨定價 
（截至2013年4月23日）

合約乘數 2013年6月
合約 合約價值 最小波動點（指

數點）
最小波動點價值 
（美元）

標準標普500指數 250美元 x 1,573.60 393,400美
元 .10 25.00美元

E-迷你標普500指數 50美元 x 1,573.60 78,680美元 .25 12.50美元

E-迷你納斯達克100指數 20美元 x 2,823.00 56,460美元 .50 10.00美元

E-迷你標普中盤股指數 100美元 x 1,133.80 113,380美元 .10 10.00美元

E-迷你（5美元）道鐘斯工
業平均指數 5美元 x 14,644 73,220美元 1.00 5.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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