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場波動調節機制及收市競價交易時市場波動調節機制及收市競價交易時市場波動調節機制及收市競價交易時市場波動調節機制及收市競價交易時段段段段    
 

香港交易所將引入市場波動調節機制（市調機制）以保障證券及衍生產品市場

持正操作，現公告於 2016 年 7 月 25 日實施收市競價交易時段，交易時間因而

有以下修訂 :- 

 

收市競價交易時段計劃分兩階段實施。首階段暫定 2016 年 7 月 25 日推出，將

包括恒生綜合大型股指數及恒生綜合中型股指數的所有成分股、所有相應 A 股

在中國內地交易所上市的 H 股及所有交易所買賣基金（合稱收市競價證券）。視

乎首階段檢討結果及證監會批准後，第二階段將於首階段結束至少 6 個月後推

出。 

 

新收市競價交易時段模式下證券市場全日及半日市證券市場全日及半日市證券市場全日及半日市證券市場全日及半日市的交易時間載於下表：    

 
新收市競價交易時段模式下證券市場交易時間（全日市）    

交易時段    現行的交易時間    推行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後的

交易時間    

開市前時段    9:00-9:30  維持不變    

早市    9:30-12:00  維持不變    

延續早市    12:00-13:00  維持不變    

午市 13:00-16:00  維持不變    

收市競價交易時段（適用於所有收市競價證券） 

參考價定價時段 不適用    16:00 – 16:01    

輸入買賣盤時段 不適用    16:01 – 16:06    

不可取消時段 不適用    16:06 – 16:08    

隨機收市時段 不適用    16:08 – 16:10    

 
    

新收市競價交易時段模式下證券市場交易時間（半日市）(聖誕節、新年及農曆新年前夕) 

交易時段 現行交易時間 
推行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後的

交易時間 

開市前時段 9:00-9:30  維持不變 

早市 9:30-12:00 維持不變 

收市競價交易時段（適用於所有收市競價證券） 

參考價定價 不適用 12:00-12:01 

輸入買賣盤 不適用 12:01-12:06  

不可取消 不適用 12:06-12:08  

隨機收市 不適用 12:08-12:10  

 



衍生產品市衍生產品市衍生產品市衍生產品市場場場場    

就衍生產品市場而言，股票指數期貨／期權、貨幣期貨及商品期貨的正常交易時段收市時間

由下午 4 時 15 分改為下午 4 時 30 分，半日市的收市時間則由中午 12 時正改為中午 12 時 30

分，合約最後交易日除外。至於收市後期貨交易時段，為保留現行該時段開始前的 45 分鐘休

息時段，該時段的開市時間由下午 5 時正改為下午 5 時 15 分。 

 

下表為推行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後衍生產品市場全日市及半日市衍生產品市場全日市及半日市衍生產品市場全日市及半日市衍生產品市場全日市及半日市的交易時間變動概覽： 

 

(a)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後的交易時間概覽 

產品 

類別 
市場 

全日市 半日市 

現行收

市時間 

 

新收市

時間 

 

收市後 

期貨交 

易時段 

現行開

市時間 

收市後 

期貨交 

易時段 

新開市

時間 

現行收

市時間 

 

新收市

時間 

 

股票 

及 

指數 

產品 

 

指數期貨（HSI、HHI、

MHI、MCH） 

16:15 16:30 17:00 17:15 12:00 12:30 

指數期貨（CHH、DHS、

DHH、VHS、BOV、SAF、BSE、

MCX、行業指數） 

16:15 16:30 不適用 不適用 12:00 12:30 

指數期權（HSI、HHI、

MHI、XHS、XHH） 

16:15 16:30 不適用 不適用 12:00 12:30 

股票期貨及期權 16:00 不變 不適用 不適用 12:00 不變 

利率 

及貨 

幣產品 

人民幣貨幣期貨 16:15 16:30 17:00 17:15 12:00 12:30 

港元利率期貨 17:00 不變 不適用 不適用 12:00 不變 

商品 

產品 

LME 小型期貨 （LRA、

LRC、LRN、LRP、LRS、LRZ） 

16:15 16:30 17:00 17:15 12:00 12:30 

 
(b)推行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後最後交易日最後交易日最後交易日最後交易日的交易時間概覽 
 

產品類別    市場    

全日市    半日市    

現行最後

交易時間    

新的最後

交易時間    

現行最後

交易時間    

新的最後

交易時間    

股票及 

指數產

品 

    

指數期貨（HSI、HHI、MHI、MCH、

VHS、行業指數期貨）    

16:00    不變    12:00    不變    

指數期貨（DHS、DHH、BOV、SAF、

BSE、MCX）    

16:15    16:30    12:00    12:30    

指數期貨（CHH）    15:00    不變    12:00    不變    

指數期貨（HSI、HHI、MHI、XHS、

XHH）    

16:00    不變    12:00    不變    

股票期貨及期權 16:00    不變    12:00    不變    

利率及 人民幣貨幣期貨 11:00    不變    11:00    不變    



貨幣產

品 

    

港元利率期貨 11:00    不變    11:00    不變    

商品產品    LME 小型期貨（LRA、LRC、LRN、

LRP、LRS、LRZ） 

*    不變    12:00    12:30    

註：* 英國夏令時間的收市後期貨交易時段／非英國夏令時間的收市後期貨交易時段 LRA：

20:00 / 21:00、LRZ: 19:55 /20:55、LRC：19:35 / 20:35、LRN：20:05 / 21:05、LRS：

19:45 / 20:45、LRP：19:50 / 20:50    

 

另外有關颱風安排及其他詳情，請參考以下網站或透過以下熱線及電郵地址查詢： 

    

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及市調機制

網頁 

http://www.hkex.com.hk/chi/market/sec_tradinfra/vcm 

_cas/vcm_cas_c.htm    

電郵    證券市場：AMS3Info@hkex.com.hk 

市場數據／OMD-C: IVSupport@hkex.com.hk 

熱線    證券市場：2840 3626  

市場數據／OMD-C : 2211 65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