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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US

1.1 华泰（香港）期货

华泰（香港）期货有限公司是华泰期货根据中国证监会批复，于2015年在香港特别行

政区注册成立。于2016年9月14日，华泰（香港）期货获得香港证监会正式批核（中

央编号为BHE003），获准展开规管第2类（期货合约交易）及第5类（就期货合约提

供意见）业务。

华泰（香港）期货为个人、机构客户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全球市场交易服务，以专业

人才团队为依托，为客户创造优质的服务，致力于境内外业务互联互通模式探索，打

造中资在港期货服务机构核心竞争优势。

1.2 华泰期货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3月28日，是华泰证券（股票代

码601688.SH，6886.HK）控股子公司，目前注册资本16.09亿

元，主营业务为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

资产管理、基金销售。华泰期货是中国首批成立的期货公司之一

及全国首批获得投资咨询、资产管理、风险管理子公司业务创新

试点的期货公司之一，是中国期货业协会理事会会员、中国金融

期货交易所全面结算会员及国内三大商品交易所的会员。

华泰期货在全国设立了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大连5家分公

司，36家营业部，同时依托华泰证券遍布全国各地的270余家营

业网点，形成了覆盖全国的IB服务网络。旗下亦设立了风险管理

子公司华泰长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5亿元，以及华泰

长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华泰（香港）期货有限公司，华泰金融

美国公司。

1.2.1 行业地位

◆ 2016年客户权益规模保持高速增长，跻身行业前

三名。

◆ 资管业务年均存续规模为101亿，排名行业第

七，备案产品数量排名行业第四。

◆ 风险管理业务能力居行业前列，华泰长城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被大商所评为“优秀风险管理子公司”。

◆ 2017年期权业务规模市场占有率超过50%，处于

行业绝对领先的地位；同时首批获得郑商所白糖和大

商所豆粕场内期权做市商资格。

关于我们

2008-2016年客户权益增长图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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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华泰证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国领先的综合性证券集团，具有庞大的客户基础、领先的互联网平台和

敏捷协同的全业务链体系。

公司于1991年5月成立。2010年2月26日，公司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股票号码

601688。2015年6月1日，公司H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挂牌上市交易，股票代码6886。华泰

证券是中国证监会首批批准的综合类券商，是全国最早获得创新试点资格的券商之一，已基本形成集证

券、基金、期货、直接投资和海外业务等为一体的国际化证券控股集团架构。公司坚持“以客户服务为

中心、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客户满意为目的”的服务理念，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拥有270余家

营业网点，形成分布广泛、布局合理的有形服务网络，为不同地域的客户提供便捷的综合理财服务。

华泰证券主要业绩

1.4 集团组织架构

1.5 分支机构

经纪与财富管理 机构业务 投资管理 国际业务

股基交易份额

涨乐财富通月活数

融资融券业务余额

并购重组家数

股权承销金额

债券承销金额

单

万

万

亿

亿亿

亿

亿美金

资产管理规模

企业资产证券化发行规模

AssetMark AUM

AssetMark 市场占有率

7.87%

609.59

508.05

9450.74

177.22

367.09

9.2%

15

266.87

896.04

1

1

2

1

4

6

2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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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期权

期权指的是一种在一定期限内的交易选择权，也就是赋予了持有人一种按照约定价格买或卖

的权力，但是持有人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行使这个权利。在交易期权时，购买期权的一方称

作买方，出售期权的一方称作卖方。期权的买方支付权利金之后，可选择行使期权。期权的

卖方在收获权利金之后则必须履行义务。

期权买卖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等的。期权买方，在付出权利金后，其风险是有限的（最

大亏损为权利金和交易手续费），而受益可能是无限的；期权卖方则正好相反。

期权主要分为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看涨期权的拥有者有权利、但没有义务，在约定的时

间，以约定的价格，买下标的商品。看跌期权的拥有者有权利、但没有义务，在约定的期

间，以约定的价格卖出标的商品。2.1 期货

期货是包含金融工具或未来交割实物商品销售（一般在商品交易

所进行）的金融合约。期货合约表示一种指数或商品在未来某一

日期的价值。

期货是一种跨越时间的交易方式。买卖双方透过签订标准化合约

（期货合约），同意按指定的时间、价格与其他交易条件，交收

指定数量的现货。通常期货集中在期货交易所进行买卖，但亦有

部分期货合约可透过柜台交易进行买卖。

期货是一种衍生性金融商品，按现货标的物之种类，期货可分为

商品期货与金融期货两大类。参与期货交易者之中，套保者(或

称对冲者)透过买卖期货，锁定利润与成本，减低时间带来的价

格波动风险。投机者则可透过期货交易承担更多风险，做多或做

空波动率，在价格波动中获得利润。

期货及期权知识介绍

FUTUreS & 
OpTiONS

期权
交易

期权买方

付出权利金

拥有选择权

亏损有限，获利可能极大

期权卖方

收获权利金

承担义务

收益有限，亏损可能较大

买方通过付出权利金来保有参与市场获利的选择权

卖方通过承担风险来赚取权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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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期货及期权合约的要素

期货 期权

标的资产
期货持有者约定买卖的资产，
可以是股票指数、商品期货等

标的资产
期权持有者约定买卖的资产，
可以是股票指数、商品期货等

标的价格 标的资产的价格 标的价格 标的资产的价格

交易价格
结算所就期货合约所登记的价
格

执行价格
买方行使权力的基准价格或买
卖双方约定的价格风险临界点

最后交易日
期货合约可在交易所买卖的最
后日期

到期时间
权 利 的 有 效 期 限 ， 超 过 该 期
限，合约即失效

最后结算日
买卖双方必须就期货合约进行
交收的日期

权利金 期权本身的价格

最后结算价
由结算所决定，用作计算期货
合约最终结算价值的价格

看涨期权
在期权合约有效期内按执行价
格买进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权利

看跌期权
在期权合约有效期内按执行价
格卖出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权利

欧式期权 只能于到期日行使的期权

美式期权
从买入之日起至到期日止的任
何时间里都可被行使的期权

FUTUreS & 
OpTiONS

2.4 期货及期权合约的要素

期货 期权

权利和义务 买卖双方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 只赋予买方权利，卖方只有义务

保证金缴纳 买卖双方都须缴纳保证金
买方无需缴纳保证金；卖方需缴纳保
证金

风险收益结构
买卖双方所承担的盈亏风险都是无限
的，风险敞口较大

买方的收益不固定，亏损最大限于权
利金

卖方的收益最大限于权利金，亏损则
是不固定的

套期保值效果
运用期货进行套期保值，在把不利风
险转移出去的同时，也放弃了可能的
盈利

运用期权进行套期保值，把不利风险
转移出去的同时仍有可能盈利

策略丰富程度 方向性操作，看多或看空
立体式操作，既可以选择方向，也可
以选择对波动幅度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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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方向性投资

3.1.1 期货

以股指期货为例，假如你预期股市上升，可买入股票指数期货合约作方向性投资。如果最后结算价高

于你买入期货合约时的价格，你便能从中获利。此外，在最后交易日或之前，如果有关指数期货在当

时的价格高于你买入时的价格，你便可卖出相同的期货合约，借抵消原有的长仓而获利。相反，如果

你看淡后市，你则可沽出股票指数期货合约。

◆ 例如，当客户以2500的开仓价买入1手17年12月到期的小标普合约，持仓一个月后该期货价格上

涨至2505，则该客户的获利为（2505-2500）/0.25*12.5=250美元。其中0.25为该合约的最小变

动价位，12.5为每点/位价值。客户如即时出售该合约平仓，可获利250美元。

◆ 再例如，当客户以27630的开仓价卖出1手17年10月到期的恒生指数合约，持仓一个月后该期货

价格下跌至27600，则该客户的获利为（27630-27600）/1*50=1500港元。其中1为该合约的最小

变动价位，50为每点/位价值。客户如即时买入1手相同合约平仓，可获利1500港元。

3.1.2 期权

以股指期权为例，假如你预期股市上升，可买入股票指数期权合约作方向性投资。只要买入的股指期

权价格因行情转变而上涨，便可卖出期权以获利。当股价跌落时，你的损失仅限于付出的权利金。相

反，如果你看淡股市，你则可买入看跌期权。

◆ 例如，当客户买入权利金为400点、执行价为27600的17年12月到期的恒生指数认购期权，当恒

生指数价格下跌时，客户最多损失权利金400；当恒生指数价格上涨时，权利金高于400点时，客户

则可沽出认购期权以获利。

当标的价格朝不利方向波动时，期货头寸将面临被追保的风险，而期权则无需担心这个问题。

3.2 套利 

3.2.1 期货

套利则让你在相关资产于期货及现货市场的价格出现不寻常的差距时，透过低买高卖而从中获利。

常见的期货套利方法

跨市场套利

利用相同期货产品在不同交易所的价格差进行相反交易，并从中获利。投资者
在一个交易所卖出某一既定交割月份的期货合约，同时在另一个交易所买进同
一交割月份和同种类商品的期货合约。例如在港交所买进美元兑人民币期货，
在新交所卖出美元兑人民币期货。

跨月份套利

利用期货产品在不同合约月份的价格差进行相反交易，并从中获利。投资者预
期不同交割月份的期货合约的价差将扩大，则套利者可以买入其中价格较高的
合约，卖出价格较低的合约；如果投资者预期不同交割月份的期货合约的价差
将缩小，则套利者可以卖出其中价格较高的合约，买入价格较低的合约。

跨产品套利
利用不同期货产品的价格差进行相反交易，并从中获利。例如当美原油价格上
升，美玉米价格下跌时，投资者可进行相反方向交易从而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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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期权

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可利用期权进行套期保值或者收益增强。在此过程中，投资者对现货价格走向的判

断至关重要。

例如，当企业持有现货多头头寸，认为该现货价格不会大涨至一定点位时，则可卖出该点位之上的看

涨期权以获得权利金收入，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在销售环节，当上端成本已确定时，若销售价格

下跌，企业将承担亏损的风险，该企业则可通过买入看跌期权有效锁定销售价格；若未来销售价格下

跌，期权的收益可部分或完全覆盖现货端的亏损。

具体而言，如下：

3.3 对冲

对冲策略通常用以抵消负面因素对投资组合的整体回报所构成的影响。在跌市时，如欲减少亏损，你

可利用「短仓对冲」的策略，卖出股票期货合约以作对冲。此外，如预期股价上升，你亦可利用「长

仓对冲」的策略，买入与相关股票挂钩的期货合约，以锁定将来买入相关股份的价格。

常见的期权套利方法

牛熊价

差策略

牛市期权

价差组合

先买入一个执行
价格较低的看涨
期权，同时卖出
一个执行价格较
高的同方向的看
涨期权。

如图所示，当标的价格上涨至
高于平衡点时即可获益，当标
的价格下跌至低于平衡点时损
失有限。该策略可锁定亏损及
盈利

熊市期权

价差组合

先卖出一个执行
价格较低的看跌
期权，同时买入
一个执行价格较
高的同方向的看
跌期权。

如图所示，当标的价格下跌至
低于平衡点时即可获益，当标
的价格上涨至高于平衡点时损
失有限。该策略可锁定亏损及
盈利

保护性

买权
卖出认购期权并持有期货 如图所示，该策略锁定利润

保护性

卖权
购入认沽期权并持有期货

如图所示，该策略在期货价格
下跌时可锁定亏损，期货价格
高企时带来丰厚利润

常见的期权套利方法

蝶式价

差策略

同时买进（或卖出）1手低行使
价的期权，买进（或卖出）1手
高行使价的期权，再用前两个买
进期权价格的中间价卖出（或
买进）2手期权。蝶式的比例是
1:2:1。

如图所示，该策略为做空波动
率策略。当价格波动较小时，
投资者有利可图。该策略可锁
定亏损

跨式期

权组合

同时购买一套相同执行价格的看
涨期权和看跌期权。

可在价格波动较大时获益。

如图所示，该策略为做多波动
率策略。当价格波动较大时，
投资者有利可图。该策略可锁
定亏损

跨式期权组合可用于：

☆震荡区间做多波动率

认为目前波动率很低，但价格在一定区间长期调整，会在某个方向有所突破

例如，客户认为恒指期权2017年11月合约会在28260点处会在某个方向有突破，即可买入执行价为28260点
的跨式期权

☆关键位置做多波动率

认为目前波动率较大，但价格在重要阻力位或压力位短期调整，持续时间不会太久，会在某个方向有所突破

例如，客户认为小标普2017年12月合约将会在2575点处有大幅波动，即可买入执行价为2575点的跨式期权

勒式

期权组合

同时购买一套看涨期权和看跌期
权。

可在价格波动较大时获益。

如图所示，该策略为做多波动
率策略。当价格波动较大时，
投资者有利可图。该策略可锁
定亏损

例：牛市看涨期权价差组合

例：熊市看跌期权价差组合

例：做多蝶式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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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CHARACTERISTICS

服务特色

业务范围
业务范围广，覆盖市场上主流的期权及期货产品

下单方式
除传统电话报盘外，客户也可透过快捷先进的网上交易自助委托系统、手机

APP及网页版交易系统落盘

机构客户亦可通过Bloomberg Terminal（彭博终端机）及程序化交易接口

进行落盘

资金安全
受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监管，严格分离自有和客户资金

严格筛选国际一线经纪商作为合作伙伴，保障资金安全

承诺收到客户提款指示后，本公司将尽快将款项汇入客户指定的银行账户内

产业客户服务
临近交割通知服务  

换单对冲（EFP）服务，利用期货市场进行点价交易

提供日历差合约交易，为换月交易提供便利

账单格式
提供标准化的日账单、月账单供客户查阅

针对特殊客户，提供以Excel格式账单以方便企业客户综合报表

换汇服务
对客户币别负值采取及时换汇建议和执行

客户可以根据自己要求，向交易室下达换汇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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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交易品种

TrAdABle 
prOdUCTS
本公司主营业务为期货及期权经纪，本公司提供交易的产品如下：

5. 1 期货业务

外汇期货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
澳元AD、英镑BP、加元CD、欧元EC、日元JY、纽元NE、瑞士
法郎SF、墨西哥比索MP

洲际交易所ICE 美元指数DX、迷你美元指数SDX

香港交易所HKEX 美元兑人民币期货CUS

新加坡交易所SGX 美元兑人民币期货UC

能源期货

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
美原油CL、小型美原油QM、布伦特原油最后结算价BZ、热燃油
HO、天然气NG、小型天然气QG、无铅汽油RB

洲际交易所ICE WTI原油T、布伦特原油B、迷你布伦特原油BM、汽油G

股指期货

香港交易所HKEX
恒生指数期货HSI、小型恒生指数期货MHI、H股指数期货HHI、
小型H股指数期货MCH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 小型道琼斯指数期货YM；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
小型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NQ、小型标准普尔指数期货ES、日经
指数期货NKD

新加坡交易所SGX
富时中国指数A50期货CN、日经225指数期货NK、新加坡指数期
货SG、台湾指数期货TW

欧洲期货交易所EUREX
德国DAX指数期货DAX、欧盟50指数期货ESX、迷你DAX指数
DXM、瑞士指数SMI

泛欧交易所EuroNext 法国CAC指数ZCC

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LIFFE 富时100指数Z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  CBOE波动率VIX指数VX

利率期货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 长期美债ZB、10年美债ZN、5年美债ZF、2年美债ZT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 欧洲美元ED

欧洲期货交易所EUREX
欧元德国10年国债GBL、欧元德国5年国债GBM、欧元德国2年国
债GBS

农产品期货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
美玉米C、堪萨斯硬红冬小麦KW、燕麦O、美豆S、美麦W、美豆
油ZL、美豆粕ZM、粗米ZR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 饲牛FC、活牛LC、生猪LN

洲际交易所ICE 美可可CC、美棉CT、咖啡KC、冷冻橙汁OJ、原糖11号SB

马来西亚交易所BMD 棕榈油CPO

东京商品交易所TOCOM 日橡胶JRU

金属期货

伦敦金属交易所LME 伦铝AH、伦铜CA、伦镍NI、伦铅PB、伦锡SN、伦锌ZS

纽约商品交易所COMEX 美黄金GC、美白银SI、美铜HG、小型美黄金QO、小型美白银QI

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 美钯金PA、美铂金PL

新加坡交易所SGX 铁矿石FE

5. 2 期权业务

期权业务

香港交易所HKEX
恒生指数期权HSI、H股指数期权HHI、小型恒生指数期权MHI、
美元兑人民币期权CUS

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 美原油CL

纽约商品交易所COMEX 美黄金GC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
小型标准普尔指数ES、日元JY、欧元EC、小型纳斯达克100指数
NQ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 美大豆S、美玉米C、十年美债ZN

洲际交易所ICE 布兰特原油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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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期货产品合约概要

CONTrACT 
SpeCiFiCATiONS
重点期货产品合约概要

本项所列产品仅为我公司可交易的部分产品，产品合约内容将不时更新，具体
情况请查阅本公司网站及相关交易所网站。

6.1 美元兑人民币期货：

美元兑人民币期货

香港交易所

美元兑人民币期货CUS

新加坡交易所

美元兑人民币期货UC

合约大小 100,000美元

最小变动价位 0.0001

结算币种 RMB

最小变动价位 10

交易时间 08:30-16:30，17:15-01:00（T+1） 07:00-18:00，18:15-04:45（T+1）

交易月份 即月、下三个月及之后的五个季月 13个月加接下来的8个季度月

初始保证金 18,633 6,600

维持保证金 14,906 6,000

参与美元兑人民币期货买卖的优点：

★投资人民币货币市场或对冲外汇风险：

投资者可借美元兑人民币期货投资于人民币货币市场或对冲人民币外汇的风险。港交所美元兑人民币期货亦可进行实物交

割。由于离岸人民币的用途并没有任何限制，因此，市场能真正反映离岸人民币的供求。

★在合约到期时以本金交收：

合约以人民币报价、收取保证金及结算。美元兑人民币期货与市场内日益增的离岸人民币对冲及投资产品起相辅相成的作用。

★价格透明度高：

香港交易所及新加坡交易所的电子交易平台均可实现电子自动撮合，使得价格透明度更高、更为规范。

★交易对手方风险低：

香港交易所的附属公司香港期货结算所有限公司作为每宗交易的中央对手，可减轻交易的对手风险。新加坡中央清算通过

广泛的可接受保证金抵押，缓解外汇交易的对手方风险。

★集合全球参与者：

香港及新加坡均为亚洲主要的外汇交易中心，全球市场参与者，其中包括银行、基金、人民币贸易用家及个人投资者均可

进行美元兑人民币期货合约的买卖，交投活跃。

FU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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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原油期货：

原油期货

美原油 布伦特原油

纽约商品交易所 洲际交易所（欧洲） 纽约商品交易所 洲际交易所（欧洲）

美原油期货CL WTI原油期货T
布伦特原油最后结算价

期货BZ

欧洲

布伦特原
油期货B

新加坡

迷你布伦特原
油期货BM

合约大小 1000桶 1000桶 100桶

最小变动价位 0.01 0.01

结算币种 USD

最小变动价位 10 1

交易时间 06:00-05:00（T+1） 08:00-06:00（T+1） 06:00-05:00（T+1） 08:00-06:00（T+1）

交易月份 最近72个月 最近9个月
今年剩下月份及即将到

来的7年
最近9个月 最近96个月

初始保证金 2,640 3200 2,695 3,300 330

维持保证金 2,400 2880 2,450 2,970 330

6.3 股指期货：

亚洲股指期货

香港交易所 新加坡交易所 大阪证券交易所

恒生指数期货HSI H股指数期货HHI 富时中国指数A50期货CN 日经225期货JNI

合约大小 50点*指数 1点*指数 ￥1000*指数

最小变动价位 1 2.5 10

结算币种 HKD USD JPY

最小变动价位 50 2.5 10000

交易时间
09:15-12:00,13:00-16:30,17:15-

23:45
09：00-16:35,17:00-

04:45（T+1）
8:45-15:15, 16:30-5:30

（T+1）

交易月份 即月、下月、及之后的两个季月 最近2个月及4个季月
6月及12月合约：最近10个月；

3月及9月合约：最近3个月

初始保证金 79,933 33,383 550 请与我们的客服人员联络，谢
谢！维持保证金 63,946 26,706 500

欧美股指期货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欧洲交易所

小型道琼斯指数期
货YM

小型纳斯达克100指数
期货NQ

小型标准普尔指数期货
ES

欧盟50指数期货ESX

合约大小 5点*指数 20点*指数 50点*指数 10点*指数

最小变动价位 1 0.25 0.25 1

结算币种 USD EUR

最小变动价位 5 5 12.5 10

交易时间 6:00-4:15（T+1）4:30-5:00（T+1） 13:50-04:00（T+1）

交易月份 3、6、9、12月

初始保证金 3,685 4,290 4,620 2581

维持保证金 3,350 3,900 4,200 2581

参与原油期货买卖的优点：

★低买卖差价：

原油期货市场发展成熟，交投活跃，原油期货的买卖差价较低。

★高杠杆买卖：

保证金金额通常只占合约价值的一小部分，这种具有低保证金高杠杆的特性，令买卖及对冲活动更具资本效益。

★弹性交易时段：

交易时段接近24小时，令投资者的投资及交易更有弹性、更加方便灵活。

★高效率及透明度：

稳健的电子交易及结算系统，让客户掌握市场上的即时变动。

如欲了解更多产品合约内容，请查阅本公司网站或与我们的客户服务人员联络。

参与股指期货买卖的优点：

★入场门槛低：

参与股指期货买卖并无资金要求。

★资产配置效益高：

股指期货交易成本低，可作为资产配置的手段。股市上涨时，

可用较低的成本买入股指期货，以获得股市上涨的平均收益。

股市下跌时，可做空以对冲股市整体下跌的系统性风险。

★高杠杆买卖：

保证金金额通常只占合约价值的小部分，这种具有低保证金

高杠杆的特性，令买卖及对冲活动更具资本效益。

★价格发现功能：

股指期货参与者众多，通过在公开、高效的期货市场中众多投

资者的竞价，有利于形成更能反映股票真实价值的股票价格。

低廉的交易成本使得股指期货价格对市场信息的反应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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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条件及出入金流程

手续费标准

CONTrACT 
SpeCiFiCATiONS
OpTiONS
期权产品信息于2017年9月13日更新，价格仅供参考，具体情况请查阅实时行情。

看涨期权

品种 标的价格 执行价格 买价 卖价 权利金 杠杆率

恒生指数HSI1710 27466 27400 449 454 463 59

H股指数HHI1710 10878 10800 245 250 243 45

小型恒生指数MHI1710 27438 27400 435 440 443 62

美元兑人民币CUS1711 6.690 6.650 0.064 0.071 0.071 95

小型标准普尔指数ES1712 2506.50 2505.00 43.75 44.75 44.75 56

十年美债ZN1712 125+15/32 125+16/32 32/64 35/64 35/64 229

日元JY1710 0.008890 0.008900 0.000049 0.000056 0.000056 159

美原油CL1711 51.57 52.00 0.89 0.94 0.92 56

美黄金GC1711 1285.0 1285.0 15.3 16.2 16.2 79

美豆S1711 958.5 960.0 14.6 15.4 15.4 62

美玉米C1712 351.25 350.00 9.88 10.25 10.25 34

布伦特原油B1712 57.22 58.00 1.16 1.23 1.23 47

看涨期权

品种 标的价格 执行价格 买价 卖价 权利金 杠杆率

恒生指数HSI1710 27466 27400 387 392 388 71

H股指数HHI1710 10878 10800 165 167 166 66

小型恒生指数MHI1710 27438 27400 397 403 402 68

美元兑人民币CUS1710 6.690 6.650 0.022 0.029 0.029 234

小型标准普尔指数ES1712 2506.50 2505.00 42.25 43.25 43.25 58

十年美债ZN1712 125+15/32 125+16/32 34/64 37/64 37/64 217

日元JY1710 0.008890 0.008900 0.000039 0.000042 0.000042 212

美原油CL1712 51.57 52.00 1.34 1.38 1.34 38

美黄金GC1711 1285.0 1285.0 13.2 14.0 13.4 96

美豆S1711 958.5 960.0 16.1 17.0 16.8 57

美玉米C1712 351.25 350.00 8.38 8.75 8.00 44

布伦特原油B1711 57.22 58.00 1.93 2.02 2.02 28

请查阅我司官网（www.htfc.com.hk）或与我们的客户服务人员
联络以获得最新的手续费报价

参与期权产品买卖的优点：

★杠杆高，可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利用有限的资金对冲风险，预防市场大幅度波动引起的损失；

★在采取正确的投资策略的条件下，可倍数放大投资回报；

★手续费低，场内期权交易成本低；

★可通过灵活的投资策略，从期权价格的波动性中获得盈利。

8.1开户所需资料

8.2 见证开户流程

开立个人账户

个人账户协议书、追加保证金政策、客户款项常设授权、银行结单副本、实时市场数据申

请表、非美国人免扣除美国所得税声明书（W8BEN Form）、委托授权书（如适用）、香

港证监会持牌人雇主同意信（如适用）、申请邮寄结单服务（如适用）、身份证明文件、

CRS自我证明表格、手续费申请单、经纪关系预约表

开立公司账户

请联系本公司客服人员，谢谢！

客户签署和递交开户文件

发出开户确认文件及
分配中国银行子账户

开户完成

审核开户文件

对客户电话回访
和进行风险披露

期权产品合约概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