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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迷你富時中國50指數期貨簡介： 
把握香港市場機會的靈活工具

2015年10月12日，芝商所將推出E迷你富時中國50指數期貨交
易。富時中國50指數(FTSE China 50 Index)衡量在香港上市的中
國公司的業績。該指數收錄50隻流動性最強、規模最大的股票，
並修改市值權重，以確保股票具有廣泛的代表性。 

該指數期貨將在芝商所掛牌，並在芝商所集團的電子交易平台
CME Globex上買賣，幾乎可在全球進行全天候的交易，世界各地
的投資者均可把握這個投資機會。該指數期貨將與芝商所集團的其
他全球指數期貨一起交易，包括E迷你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E迷
你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期貨、日經指數期貨、E迷你標準普爾Nifty
指數期貨、iBovespa指數期貨及其他全球基準指數期貨。頭寸在
芝商所集團的清算所進行清算，為市場參與者提供資本效率和運
營效率。 

合約採用全球指數期貨交易者都熟悉的季度指數期貨形式。最終結
算日期為3月、6月、9月和12月每個季度合約月份的第三個週五。
合約將按照富時中國50指數的官方收盤指數價值結算，指數價值
根據成份股的港元收盤價計算。 

合約提供2美元的乘數。截至撰文日期，每份合約的價值大約為
35,000美元。其他合約特性見本文末尾的規格表。

與中國股市基準指數之比較
所有中國股票指數並非遵循相同的規則。富時中國50指數由在香港上
市的股票組成。具體而言，該指數收錄的成份股為H股、紅籌股和民企
股。參與這個股票市場基本沒有限制。國際投資者與中國的合格境內
機構投資者(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一樣在香港進
行交易。股票在香港以港元(HKD)報價和買賣。

該指數與富時中國A-50指數(FTSE China A-50 Index)互為補充，但
又與之有明顯區別，後者衡量中國上海和深圳A股市場的業績。這
個市場的參與者有別於其他市場，包括中國境內投資者，以及中國
合格境外機構資者(QFII)計劃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
計劃界定的非中國投資者。A股以人民幣(CNY)報價和買賣。

香港上市的中國股票

H股：

在香港掛牌交易的中國(PRC)公司的普通股。這些公司另外可
能還有普通股在中國A股市場上市。同一公司的A股和H股之
間有區別。

紅籌股和民企股：

在香港掛牌交易的中國境外公司的普通股。這些公司50%或以
上的營收或資產來自中國。紅籌股至少有30%由中國大陸國有
企業擁有，而民企股由中國大陸個人控股。

http://www.cmegroup.com/cn-t/


相關性矩陣
滬深300指數 富時中國50指數 富時中國A-50

指數
滬深300指數 1
富時中國50指數 0.613 1

富時中國A-50指數 0.944 0.622 1

恆生中國企業
指數

恆生指數 富時中國50
指數

恆生中國企業指數 1
恆生指數 0.937 1
富時中國50指數 0.985 0.959 1

統計數據概要
富時中國50指數 恆生中國企業指數 恆生指數 滬深300指數 富時中國A50指數

年化總回報率*
…1年 -8.68% -8.31% -9.60% 46.17% 40.64%
…2年 4.36% 3.32% 1.53% 23.18% 21.19%

…3年 6.66% 5.64% 7.35% 17.81% 15.53%
歷史波幅 23.5% 24.5% 18.4% 25.8% 26.7%

峰度 2.42 2.39 3.25 4.85 4.97
偏度 .03 .08 -.25 -.67 -.39
1天最小價格變動 -6.61% -6.52% -6.02% -9.15% -9.74%

1天最大價格變動 7.35% 7.82% 5.52% 6.50% 6.83%

指數成份股比較
共同成份股 按數目 按權重

富時中國50指數
恆生中國企業指數

50隻股票中的34隻
50隻股票中的34隻

大約62%
大約95%

富時中國50指數
恆生指數

50隻股票中的19隻
50隻股票中的19隻

大約72%
大約51%

富時中國50指數*
富時中國A-50指數*

50隻股票中的27隻
50隻股票中的27隻

大約56%
大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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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先天差別，同一公司的A股和H股價格運動方向或許不同，這
取決於兩個市場不同的行情和驅動因素。從不同指數的相關性表可
以看出，這兩個市場之間確實有區別。A股市場的基準指數（滬深
300指數、富時中國A-50指數）之間的相關性為0.944，但他們各自
與富時中國50指數之間的相關性僅為大約0.62。

基於香港市場的指數之間的相關係數明顯更高。事實上，富時中國
50指數、恆生中國企業指數(HSCEI)和恆生指數之間的相關性全都
等於或高於0.937。

由於恆生中國企業指數和富時中國50指數衡量的股票大體類似，因
此兩種指數之間呈現很高的相關性，市場參與者不必感到意外。事
實上，下表顯示兩種指數收錄的成份股的類似程度。截至2015年9
月1日，恆生中國企業指數和富時中國50指數之間有34種共同的成
份股，分別大約佔兩種指數的95%和62%。

類似分析顯示，富時中國50指數和恆生指數之間共同的成份股也很多。富時中國50指數中的一些非H股成份也是恆生指數的股份。

歷史相關性基於2011年8月31日至2015年8月31日的數據。
來源：芝商所集團

* 總回報率根據截至2015年8月31日的本地貨幣計算。歷史波幅、峰度、偏度、1天最大和最小價格變動根據2011年8月31日至2015年8月31日的日常價格回報計算。

* 請注意，富時中國50指數和富時中國A50指數中收錄的相同公司的股票分別是H股和A股。這些是不同類別的股票。

 數據截至2015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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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這些指數的四年日常回報率的多重回歸分析顯示出很強的統計
關係。基於回歸分析1，

富時中國50指數 = 0.68恆生中國企業指數 + 0.38恆生指數 + 餘值
 (.01) (.02) 

回歸分析的R2值超過0.98。標準差估算是較小的數量級之一。這
說明富時中國50指數與其他兩個香港和中國基準指數的關係相當
穩定。

相比之下，富時中國50指數和富時中國A-50指數之間的共同成份
股數量和權重與富時中國50指數和恆生中國企業指數之間類似。
不過，兩者之間的相關性遠遠更低。這可以證明A股和H股市場的
步調或許完全不同。

該統計概要表比較五種基準指數之間的表現。請注意，A股市場的
尾端風險遠高於香港市場（峰度更高、一天最大下行幅度更大）。
這些尾端風險往往是下行風險（更傾向於負偏度）。 

在美國交易時段買賣 富時中國50指數期貨
在香港交易時段，有很多交叉對沖工具可資使用。例如，標的現金
市場開放交易，基於上述兩種其他基準指數的香港指數期貨亦是如
此。需要指出的是：

• 香港和美國的估值時間可能不同：兩個市場的結算週期不同。因
此，即使香港和美國市場之間存在價差，香港和美國的每日結算
之間也會有很大的時間差。即使市場風平浪靜，並且產品估值暫
時保持不變，芝商所E迷你富時50指數期貨的結算週期也可能會
滯後一個營業日；

• 暫時的市場事件可能導致市場之間的估值出現差異，即使參照的
標的證券很相似也不例外；

• 市場假日的差別也可能造成進一步的錯位。當然，這些錯位屬於
臨時性質。當兩個市場再次同時開市時，估值會自動調整。

在美國交易時段，產品還會有停業時間。富時中國50指數股票型
基金在美國股票市場進行交易（代碼：FXI）。截至撰文日期，該
指數股票型基金的市值為大約54.1億美元，30天平均成交量大約
為3.20億美元。因此，期貨和指數股票型基金市場之間在非香港交
易時段可能存在共生關係。 

與香港和美國工具的交叉交易相比， 買賣美國指數股票型基金和E
迷你富時中國50指數期貨確實可以簡化估值時間問題：

• 指數股票型基金和E迷你富時中國50指數期貨均在美國收盤時按
市值計價。因此，估值往往較為一致；

• 但是，如果指數股票型基金和期貨之間有保證金要求，在進行不
同指數期貨的價差交易時，保證金淨額可能更低，即便在不同的
司法轄區進行交易也不例外。

總而言之，富時中國50指數目前管理的資產大約為70億美元2。E
迷你富時中國50指數期貨可為該市場細分執行有意義的風險管理
功能和價格發現功能。

展望未來，在投資於A股市場還是香港市場方面，國際投資者的立
場或許在一段時間內仍存分歧。有些機構投資者採用更為寬泛的
全球股票基準指數，這些指數也會收錄入市規則更為嚴格的A股市
場。其他機構投資者堅持投資於更為開放的市場。隨著分歧的繼
續，富時中國50指數仍然是銜接兩種理念的橋樑。 

1  數據時間為2011年8月31日至2015年8月31日。回歸分析的常數項非常接近零，不
具統計學意義。回歸分析結果不包含常數項。

2 數據截至2015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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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和掉期交易並不適合所有投資者，並且有虧損風險。期貨和掉期是槓桿投資，由於只需要達到合約價值的一定百分比便可進行交易，因此虧損數額可能超過最初為期貨和掉期頭寸存入的數額。因此，交易者只應使用其能
夠承受損失風險，而不致影響生活方式的資金進行投資。由於無法保證每筆交易均可獲利，因此只應將此類資金的一部分投資於任何一筆交易。

本報告所載資訊和材料不得視為在任何司法轄區買賣金融工具、提供財務建議、建立交易平台、吸納或接收存款，或提供任何其它金融產品或金融服務的要約或邀請。本報告所載資訊僅供參考，無意提供建議，亦不得解釋為
建議。本報告未考慮您的目標、財務狀況或需求。在根據本報告採取行動或依賴本報告之前，您應當徵詢適當的專業意見。

本報告所載資料按原樣提供，不做任何明示或暗示之保證。芝商所對任何錯誤或遺漏概不負責。

CME Group和「芝商所」是CME Group Inc.的商標。Globex標誌、E-mini、E-micro、Globex、CME和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是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Inc.（「CME」）的商標，Chicago Board of Trade是
Board of Trade of the City of Chicago, Inc.（「CBOT」）的商標。ClearPort和NYMEX是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Inc.（「NYMEX」）的商標。未經相關材料的擁有人書面允許，不得修改、複製、在可檢索的系統中儲
存、傳送、拷貝、分發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此類材料。

Russell 1000®是Frank Russell Company的商標，經許可使用。

富時100指數、富時100美國指數 富時中國50指數、富時歐洲已開發市場指數和富時新興市場指數（「指數」）中的所有權利歸FTSE International Limited（「富時」）所有。「FTSE®」是倫敦證券交易所旗下公司的商標，
由富時許可使用。E迷你富時100指數期貨、E迷你美元計價富時100指數期貨、E迷你富時中國50指數期貨、E迷你富時歐洲已開發市場指數期貨和E迷你富時新興市場指數期貨（「產品」）由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Inc.（「芝商所」）獨家開發。指數由富時或其代理商計算。富時及其許可人與產品沒有關聯，不就產品提供保薦、諮詢、建議、背書或推廣服務，且不因(a)使用、依賴指數或指數中的任何錯誤，或(b)產品的投資或運營對任
何人士承擔任何責任。富時不就產品的業績或指數是否適合芝商所賦予之用途提供任何主張、預測、保證或聲明。

CME、CBOT和NYMEX在新加坡分別註冊為「Recognized Market Operator(市場運營商)」，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獲得「Automated Trading Services (自動化交易服務)商」授權。此外，本報告所載資訊並非提供日本《金融
工具交易法》（1948年法律彙編第25號，經修訂）界定之任何外國金融工具市場或外國金融工具市場交易清算服務的直接入口。CME Europe Limited未獲得在亞洲任何司法轄區（包括香港、新加坡或日本）提供任何金融服
務的註冊或許可，亦未聲明提供此類金融服務。芝商所旗下任何實體均未獲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台灣提供任何金融服務的註冊或許可，亦未聲明提供此類金融服務。本手冊在韓國和澳洲僅向《金融投資服務和資本市場法》
第9(5)條和相關規則以及《2001年公司法》和相關規則界定的「專業投資者」分發，其發行應做相應限制。

©2015年芝商所版權所有。保留所有權利。

E迷你富時中國50指數期貨

產品代碼
CME Globex：FT5
清算所：FT5
BTIC：FTC

合約規模 2美元 x 富時中國50指數

最小價格變動 
（變動價位）

買賣斷：5個指數點 = 10.00美元
日曆價差：1個指數點 = 2.00美元
BTIC：1個指數點 = 2.00美元

交易時段* CME Globex：週一至週五：上一日下午5:00至次
日下午4:00；下午3:15至3:30交易暫停

合約月份 五個季度月份（3月季度週期—3月、6月、9
月、12月）

最後交易日期
可在每個月第三個週五香港聯合交易所（港交
所）收盤之前進行交易：中部標準時間凌晨3:00
，夏令時凌晨2:00。

最終結算 根據富時中國50指數的官方收盤指數價值以現金
結算。

交互保證金和資本效率
在運營和資本效率方面，芝商所的所有股指期貨交易都有獨到的
優勢。 

• 所有保證金抵押品都存入芝商所的統一清算所。在每個交易日結
束時，只有一項追加保證金要求，不必多次匯付保證金，以滿足
不同的要求。這可以顯著簡化運營手續，使保證金資本產生規模
效益。 

• 在產品推出時，保證金演示計算顯示，與在芝商所交易的日經
指數期貨相比， E迷你富時中國50指數期貨的保證金或許要低
35%。3 隨著市場發展，或許可以與其他產品交互提供保證金。

3 符合交互保證金條件的產品的保證金要求和保證金優惠可能會有變動，如有改動，
恕不事先通知。請瀏覽www.cmegroup.com瞭解有關保證金要求的最新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