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货（香港及海外）及期权（香港）优惠 

佣金划一半价 

由 2017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期间，所有客户买卖指定期货（香

港及海外）及期权（香港）*佣金划一半价。 

 

 

如需更多关于此推广详情或开设期货户口，请联络您的客户经理或致电 

+852 2268 0392 联络金英期货（香港）有限公司查询。 

 

下载 KE Future 手机程式平台 

 

 

 

 

 

 

 

*请参照以下例表有关指定香港期货及期权及海外期货之详情。 

立即开戶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ke-trade-pro-hk/id1065763670?mt=8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hk.com.ayers.kimeng.trade&hl=en
http://www.kimeng.com.hk/sc/customer_services/opening_account_tnc


香港及海外期货优惠列表 

海外期货合约佣金优惠   正常佣金 

  
网上交易即市/ 

过夜佣金（单边） 

电话交易即市/  

过夜佣金（单边） 
  
网上交易即市/  

过夜佣金（单边） 

电话交易即市/  

过夜佣金（单边） 

国际指数期货 

标准普尔 500 
美金 10 / 美金 15 /  

  
美金 20 /  美金 30 /  

美金 10 美金 15 美金 20 美金 30 

小型标准 

普尔 500 

美金 5 / 美金 12.5 /  
  
美金 10 /  美金 25 /  

美金 5 美金 12.5 美金 10 美金 25 

小型纳斯达克

100 指数 

美金 5 / 美金 10 /  
  
美金 10 /  美金 20 /  

美金 5 美金 10 美金 10 美金 20 

小型道琼斯指数

（$5） 

美金 5 / 美金 12.5 /  
  
美金 10 /  美金 25 /  

美金 5 美金 12.5  美金 10 美金 25 

新加坡台湾指数 
美金 5 / 美金 12.5 /  

  
美金 10 /  美金 25 /  

美金 5 美金 12.5  美金 10 美金 25 

新加坡中国 A50

指数 

美金 5 / 美金 12.5 /  
  
美金 10 /  美金 25 /  

美金 5 美金 12.5  美金 10 美金 25 

新加坡印度指数 
美金 5 / 美金 10 /  

  
美金 10 /  美金 20 /  

美金 5 美金 10 美金 10 美金 20 

MSCI 新加坡指

数 

新加坡元 7.5 / 新加坡元 15 /  
  
新加坡元 15 / 新加坡元 30 / 

新加坡元 7.5 新加坡元 15 新加坡元 15 新加坡元 30 

新加坡日经平均

指数 225 

美金 5 /  美金 12.5 /  
  
美金 10 /  美金 25 /  

美金 5 美金 12.5  美金 10 美金 25 

外汇期货合约 

澳元 
美金 5 /  美金 12.5 /  

  
美金 10 /  美金 25 /  

美金 5 美金 12.5  美金 10 美金 25 

英镑 
美金 5 /  美金 12.5 /  

  
美金 10 /  美金 25 /  

美金 5 美金 12.5  美金 10 美金 25 



海外期货合约佣金优惠   正常佣金 

  
网上交易即市/  

过夜佣金（单边） 

电话交易即市/  

过夜佣金（单边） 
  
网上交易即市/  

过夜佣金（单边） 

电话交易即市/  

过夜佣金（单边） 

外汇期货合约 

欧元 
美金 5 /  美金 12.5 /  

  
美金 10 /  美金 25 /  

美金 5 美金 12.5  美金 10 美金 25 

瑞士法郎 
美金 5 /  美金 12.5 /  

  
美金 10 /  美金 25 /  

美金 5 美金 12.5  美金 10 美金 25 

日元 
美金 5 /  美金 12.5 /  

  
美金 10 /  美金 25 /  

美金 5 美金 12.5  美金 10 美金 25 

新西兰元 
美金 5 /  美金 12.5 /  

  
美金 10 /  美金 25 /  

美金 5 美金 12.5  美金 10 美金 25 

金属及能源期货合约 

期金 
美金 10 /  美金 15 /  

  
美金 20 /  美金 30 /  

美金 10 美金 15 美金 20 美金 30 

期银 
美金 10 /  美金 15 /  

  
美金 20 /  美金 30 /  

美金 10 美金 15 美金 20 美金 30 

期铜 
美金 10 /  美金 15 /  

  
美金 20 /  美金 30 /  

美金 10 美金 15 美金 20 美金 30 

铂金 
美金 10 /  美金 15 /  

  
美金 20 /  美金 30 /  

美金 10 美金 15 美金 20 美金 30 

期钯 
美金 10 /  美金 15 /  

  
美金 20 /  美金 30 /  

美金 10 美金 15 美金 20 美金 30 

原油 
美金 10 /  美金 15 /  

  
美金 20 /  美金 30 /  

美金 10 美金 15 美金 20 美金 30 

小型纽约 

期油 

美金 5 /  美金 12.5 /  
  
美金 10 /  美金 25 /  

美金 5 美金 12.5  美金 10 美金 25 

利率期货 

美国国库 

债券期货 

美金 5 /  美金 12.5 /  
  
美金 10 /  美金 25 /  

美金 5 美金 12.5  美金 10 美金 25 

2 年美国国库票

据期货 

美金 5 /  美金 12.5 /  
  
美金 10 /  美金 25 /  

美金 5 美金 12.5  美金 10 美金 25 

5 年美国国库票

据期货 

美金 5 /  美金 12.5 /  
  
美金 10 /  美金 25 /  

美金 5 美金 12.5  美金 10 美金 25 

10 年美国国库

票据期货 

美金 5 /  美金 12.5 /  
  
美金 10 /  美金 25 /  

美金 5 美金 12.5  美金 10 美金 25 



 

香港期货合约佣金优惠   正常佣金 

  
网上交易  

即市佣金（单边） 

电话交易 即市/ 

过夜佣金（单边） 
  
网上交易 

即市佣金（单边） 

电话交易 即市/ 

过夜佣金（单边） 

香港期货（每张合约单边计） 

恒生指数期货 

（HSI） 

港元 19 / 港元 30 / 
  
港元 38 / 港元 60 / 

港元 34 港元 50 港元 68 港元 100 

Ｈ股指数期货 

（HHI） 

港元 19 / 港元 30 / 
  
港元 38 / 港元 60 / 

港元 34 港元 50 港元 68 港元 100 

小型恒生指数 

期货（MHI） 

港元 5 / 港元 7.5 / 
  
港元 10 / 港元 15 / 

港元 10 港元 10 港元 20 港元 20 

恒生中国内地 

银行指数 

港元 5 / 港元 7.5 / 
  
港元 10 / 港元 15 / 

港元 10 港元 10 港元 20 港元 20 

中华交易服务 

博彩业指数 

港元 5 / 港元 7.5 / 
  
港元 10 / 港元 15 / 

港元 10 港元 10 港元 20 港元 20 

恒生软件服务 

指数 

港元 5 / 港元 7.5 / 
  
港元 10 / 港元 15 / 

港元 10 港元 10 港元 20 港元 20 

恒生中国内地石

油及天然气指数 

港元 5 / 港元 7.5 / 
  
港元 10 / 港元 15 / 

港元 10 港元 10 港元 20 港元 20 

恒生资讯科技 

器材指数 

港元 5 / 港元 7.5 / 
  
港元 10 / 港元 15 / 

港元 10 港元 10 港元 20 港元 20 

恒生中国内地 

地产指数 

港元 5 / 港元 7.5 / 
  
港元 10 / 港元 15 / 

港元 10 港元 10 港元 20 港元 20 

恒生中国内地 

医疗保健指数 

港元 5 / 港元 7.5 / 
  
港元 10 / 港元 15 / 

港元 10 港元 10 港元 20 港元 20 

小型Ｈ股指数 

期货（MCH） 

港元 5 / 港元 7.5 / 
  
港元 10 / 港元 15 / 

港元 10 港元 10 港元 20 港元 20 

恒指股息期货 

（DHS） 

港元 19 / 港元 30 / 
  
港元 38 / 港元 60 / 

港元 34 港元 50 港元 68 港元 100 

恒生国企股息 

期货 （DHH） 

港元 19 / 港元 30 / 
  
港元 38 / 港元 60 / 

港元 34 港元 50 港元 68 港元 100 

恒指波幅指数

（VHS） 

港元 19 / 港元 30 / 
  
港元 38 / 港元 60 / 

港元 34 港元 50 港元 68 港元 100 



香港期货合约佣金优惠   正常佣金 

  
网上交易  

即市佣金（单边） 

电话交易 即市/ 

过夜佣金（单边） 
  
网上交易  

即市佣金（单边） 

电话交易 即市/ 

过夜佣金（单边） 

香港期货（每张合约单边计） 

IBOVESPA 

期货（BOV） 

港元 19 / 港元 30 / 
  
港元 38 / 港元 60 / 

港元 34 港元 50 港元 68 港元 100 

MICEX 指数 

期货（MCX） 

港元 19 / 港元 30 / 
  
港元 38 / 港元 60 / 

港元 34 港元 50 港元 68 港元 100 

Sensex 指数 

期货（BSE） 

港元 19 / 港元 30 / 
  
港元 38 / 港元 60 / 

港元 34 港元 50 港元 68 港元 100 

FTSE/JSE Top40

期货（SAF） 

港元 19 / 港元 30 / 
  
港元 38 / 港元 60 / 

港元 34 港元 50 港元 68 港元 100 

中华 120 指数 

期货（CHH） 

港元 19 / 港元 30 / 
  
港元 38 / 港元 60 / 

港元 34 港元 50 港元 68 港元 100 

**人民币货币 

期货合约（CUS） 

人民币 15 / 人民币 24 / 
  
人民币 30 / 人民币 48 / 

人民币 27.5 人民币 40 人民币 55 人民币 80 

伦敦铝期货 

小型合约 

（LRA） 

人民币 12.5 / 人民币 20 / 

  

人民币 25 / 人民币 40 / 

人民币 20 人民币 30 人民币 40 人民币 60 

伦敦锌期货 

小型合约 

（LRZ） 

人民币 12.5 / 人民币 20 / 

  

人民币 25 / 人民币 40 / 

人民币 20 人民币 30 人民币 40 人民币 60 

伦敦铜期货 

小型合约 

（LRC） 

人民币 19 / 人民币 30 / 

  

人民币 38 / 人民币 60 / 

人民币 34 人民币 50 人民币 68 人民币 100 

伦敦镍期货 

小型合约（LRN） 

人民币 19 / 人民币 30 / 
  
人民币 38 / 人民币 60 / 

人民币 34 人民币 50 人民币 68 人民币 100 

伦敦锡期货 

小型合约（LRS） 

人民币 19 / 人民币 30 / 
  
人民币 38 / 人民币 60 / 

人民币 34 人民币 50 人民币 68 人民币 100 

伦敦铅期货 

小型合约（LRP） 

人民币 19 / 人民币 30 / 
  
人民币 38 / 人民币 60 / 

人民币 34 人民币 50 人民币 68 人民币 100 

 



香港期权优惠列表 

香港指数期权交易佣金优惠 
 

正常佣金 

产品 

（每张合约单边计） 
电话交易佣金 网上交易佣金 

 

电话交易佣金 网上交易佣金 

恒生指数期权 

0.5%  票面价值 0.5%  票面价值 

 

1% 票面价值 1%  票面价值 

（最低:50港元及

最高:100 港元） 

（最低:38港元及

最高:68 港元） 

 

（最低:50港元及

最高:100 港元） 

（最低:38 港元

及最高:68 港元） 

小型恒生指数期权 10 港元（固定的） 7.5港元（固定的） 

 

20 港元（固定的） 15 港元（固定的） 

Ｈ股指数期权 

0.5%  票面价值 0.5%  票面价值 

 

1%  票面价值 1%  票面价值 

（最低:50港元及

最高:100 港元） 

（最低:38港元及

最高:68 港元） 

 

（最低:50港元及

最高:100 港元） 

（最低:38 港元

及最高:68 港元） 

小型Ｈ股指数期权 10 港元（固定的） 7.5港元（固定的） 

 

20 港元（固定的） 15 港元（固定的） 

 

期货（香港及海外）及期权（香港）优惠条款及细则 （「条款及细则」） 

1. 金英期货（香港）有限公司（「金英」） 的期货（香港及海外）及期权（香港）

优惠（「此推广活动」）由 2017 年 6 月 1 日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期间（「推广期」） 

举行（包括首尾两天），并只限买卖香港及海外期货优惠列表及香港期权优惠

列表内指定的期货及期权。 

2. 此推广活动适用于在推广期内递交申请参与此推广活动之现有客户及于推广

期内开设期货户口之新客户。客户需细阅条款及细则及风险披露声明。 

3. 获成功审批后，合资格之客户可于推广期内享此推广活动之优惠。 

4. 合资格之客户需进行合适性评估以参与此推广活动。 

5. 此推广活动不可与其他香港及海外期货及期权优惠同时使用，至另行通知。 

6. 此推广活动不适用于已收到保证金追收通知之金英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孖

展户口的客户。 

7. 此推广活动不适用于金英证券（香港）有限公司之全职及合约员工以及其直

系家属。 

8. 参与此推广活动之客户须: 

（a） 同意及了解条款及细则及相关风险披露声明，并同意接受相关条款及细则

约束; 

（b） 同意金英有权决定任何有关此推广活动之事宜，包括参与此推广活动客户

资格等之最终决定权; 



（c） 同意所有申请均须经金英信用评估和批准。 

9. 金英有绝对权利审批及拒绝客户申请此推广活动，而无需向客户提供任何理

由。 

10. 客户需负责承担所有参加此推广活动之其他收费，例如相关交易征费等。 

11. 金英有权保留随时暂停、更改或终止此推广活动及更改其条款及细则的权

利。 

12. 在作出投资决定前，投资者应仔细考虑投资产品/服务是否适合其财务状况、

投资目标和经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其他有关情况。假如投资者有不明白之处，

应寻求独立的专业意见。 

13. 此推广内所有脚注均为条款及细则的一部分。 

 

风险披露声明: 

 

期权持有人注意事项 

某些期权可能只可在其届满日行使（欧式行使）而其他期权可能在届满前随时行

使（美式行使）。客户明白有些期权在行使时需要交付及收取商品而其他期权则

需要以现金支付。 

期权是递耗资产，期权持有人可能会损失购买期权所支付的所有本金。客户确认，

作为期权持有人，要实现利润将必须行使期权或将市场上长期未平仓合约平仓。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市场缺乏流动性而难以进行期权交易。客户确认金英并无责

任在未有客户的指示下行使有值期权或向客户发出期权届满日的事先通知。 

 

期权卖主注意事项 

作为期权卖主，客户可能须要随时支付额外保证金。客户确认作为期权卖主有别

于期权持有人，客户可能须为以商品价格升跌为基准的无限损失而负责，而客户

的收益将以期权金为限。 

此外，美式买入（卖出）期权的卖主可能在届满前随时须要交付（支付）期权协

定价格乘以商品数目的总值的商品。客户承认此责任可能会与在出售期权时所收

到的期权金完全不相称并只获短时间通知。 

 

期货及期权交易的风险 

买卖期货合约或期权的亏蚀风险可以极大。在若干情况下，客户所蒙受的亏蚀可

能会超过最初存入的保证金数额。即使客户设定了备用指示， 例如「止蚀」或

「限价」等指示， 亦未必能够避免损失。市场情况可使该等指示无法执行。客

户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被要求存入额外的保证金。假如未能在指定的时间内提供所

需数额，客户的未平仓合约可能会被平仓。然而，客户仍然要对客户的帐户内任

何因此而出现的短欠数额负责。因此客户在买卖前应研究及理解期货合约及期权，

以及根据本身的财政状况及投资目标，仔细考虑这种买卖是否适合客户。如果客



户买卖期权，便应熟悉行使期权及期权到期时的程序， 以及客户在行使期权及

期权到期时的权利与责任。 

本声明并不涵盖买卖期货及期权的所有风险及其他重要事宜。就风险而言，客户

在进行任何上述交易前，应先了解将订立的合约的性质（及有关的合约关系）和

客户就此承担的风险程度。期货及期权买卖对很多公众投资者都并不适合，客户

应就本身的投资经验、投资目标、财政资源及其他相关条件，小心衡量自己是否

适合参与该等买卖。 

 

期货的「杠杆」效应 

期货交易的风险非常高。由于期货的开仓保证金的金额较期货合约本身的价值相

对为低，因而能在期货交易中发挥「杠杆」作用。市场轻微的波动也会对客户投

入或将需要投入的资金造成大比例的影响。所以，对客户来说，这种杠杆作用可

说是利弊参半。因此客户可能会损失全部开仓保证金及为维持本身的仓盘而向有

关商号存入的额外金额。若果市况不利客户所持仓盘或保证金水平提高，客户会

遭追收保证金，须在短时间内存入额外资金以维持本身仓盘。假如客户未有在指

定时间内缴付额外的资金，客户可能会被迫在亏蚀情况下平仓，而所有因此出现

的短欠数额一概由客户承担。 

 

期货的减低风险交易指示或投资策略 

即使客户采用某些旨在预设亏损限额的交易指示（如「止蚀」或「止蚀限价」指

示），也可能作用不大，因为市况可以令这些交易指示无法执行。至于运用不同

持仓组合的策略，如「跨期」和「马鞍式」等组合，所承担的风险也可能与持有

最基本的「长」仓或「短」仓同样的高。 

 

期权的不同风险程度 

期权交易的风险非常高。投资者不论是购入或出售期权，均应先了解其打算买卖

的期权类别（即认沽期权或认购期权） 以及相关的风险。客户应计入期权金及

所有交易成本，然后计算出期权价值必须增加多少才能获利。 

购入期权的投资者可选择抵销或行使期权或任由期权到期。如果期权持有人选择

行使期权，便必须进行现金交收或购入或交付相关的资产。若购入的是期货产品

的期权，期权持有人将获得期货仓盘，并附带相关的保证金责任。如所购入的期

权在到期时已无任何价值，客户将损失所有投资金额，当中包括所有的期权金及

交易费用。假如客户拟购入极价外期权，应注意客户可以从这类期权获利的机会

极微。 

出售（「沽出」或「卖出」） 期权承受的风险一般较买入期权高得多。卖方虽然

获得定额期权金，但亦可能会承受远高于该笔期权金的损失。倘若市况逆转，期

权卖方便须投入额外保证金来补仓。此外，期权卖方还需承担买方可能会行使期

权的风险，即期权卖方在期权买方行使时有责任以现金进行交收或买任或交付相



关资产。若卖出的是期货产品的期权，则期权卖方将获得期货仓盘及附带的保证

金责任。若期权卖方持有相应数量的相关资产或期货或其他期权作「备兑」，则

所承受的风险或会减少。假如有关期权并无任何「备兑」安排，亏蚀风险可以是

无限大。 

某些国家的交易所允许期权买方延迟支付期权金，令买方支付保证金费用的责任

不超过期权金。尽管如此，买方最终仍须承受损失期权金及交易费用的风险。在

期权被行使又或到期时，买方有需要支付当时尚未缴付的期权金。 

 

免责声明： 

此推广所载资料并不构成邀约或招揽任何人士认购或买卖任何证券、期货或期权，

亦不应视为投资建议。此推广活动参加者必须为自己的行动和决定承担所有责任。

金英期货（香港）有限公司在是次推广活动已采取合理和适 当的责任，并不会

承担客户在是次推广中的任何损失，损害或所产生的费用。投资涉及风险，证券

价格可升可跌，甚至变成毫无价值。投资者在作出任何投资决定前，应详细阅读

有关之风险 披露声明及相关文件。如就本推广活动有任何争议，一切皆以英文

版本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