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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交易服务 5 月指数报告 
      

   中华证券交易服务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20 日刊 

摘要 

◼ 中国医疗市场前景广阔，中华香港生物科技指数上涨 9.9% 

◼ 港交所欢迎在美挂牌的中概股返港上市，中华民企指数上涨 7.4% 

◼ 中国提高科技领域的国产替代化，中华半导体指数微涨 0.1% 

◼ 港交所与 MSCI 合作推亚洲及新兴市场指数期货及期权产品 

◼ 香港特区政府宽免 ETF 一级市场涉庄家活动股票买卖印花税 

◼ 一行两会发布 30 条金融政策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一.  中华交易服务指数表现  

5月中港行业主题指数表现较好，宽

基指数走势相对较弱。 

从 COVID-19 和疫情管控中汲取的经

验教训，将深刻塑造中国医疗市场的发展

方向。分析师预计到 2030 年，中国医疗

健康领域的市场规模将达到 16万亿人民

币。中华香港生物科技（CESHKB）上涨 

9.9%。（表一） 

在中美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之际，港交

所欢迎在美挂牌的中概股返港上市。网上

购物巨头京东和游戏公司网易已申请在港

交所第二上市。中华民企（CESCPE）上

涨 7.4%。 

中国内地的芯片制造龙头中芯国际计划在科创板挂牌上市，募集资金用于投资 12 英寸芯

片 SN1 项目。消息一出，A 股半导体板块为之振奋。中国提高科技领域的国产替代化，投资

者对中国半导体企业的发展持乐观态度，但相关公司的股价因估值较高而回调。中华半导体

（990001）微涨 0.1%。 

表一 指数点 月漲跌幅 月波動率
风险调整
收益比率

中华香港生物科技 7,948.22    9.9% 12.1% 0.82

中华民企指数 6,787.33    7.4% 9.3% 0.79

中华创新医药 12,001.19   5.8% 7.4% 0.78

中华港股通护城河 3,493.81    1.2% 8.6% 0.14

中华港股通泛休闲娱乐 3,498.13    0.4% 10.4% 0.04

中华半导体 7,426.57    0.1% 11.5% 0.01

中华博彩指数 4,379.81    0.1% 10.9% 0.01

中华香港内地 7,241.78    -0.3% 8.0% -0.04 

中华120 6,675.63    -0.4% 5.0% -0.08 

中华280 6,298.36    -0.9% 4.6% -0.21 

中华A股外资优先配置 2,724.33    -1.0% 3.5% -0.29 

中华陆股通行业龙头 4,352.48    -1.1% 3.5% -0.32 

中华港股通成长 5,473.72    -1.1% 9.0% -0.12 

中华A80 7,526.87    -1.3% 3.3% -0.38 

中华一带一路 1,585.76    -1.6% 4.1% -0.39 

中华沪深港300 4,422.39    -1.7% 5.5% -0.31 

中华港股通精选100 4,892.15    -3.3% 8.9% -0.37 

中华大湾区优势产业 2,251.88    -3.8% 5.9% -0.64 

中华港股通优选50 2,575.52    -5.9% 8.2% -0.73 

中华港股通价值 4,012.34    -6.1% 8.7% -0.71 

中华港股通高息低波 2,515.19    -6.3% 6.8% -0.92 

中华预期高股息 3,173.26    -7.1% 8.1% -0.87 

中华房地产信托基金 2,405.43    -12.3% 9.0% -1.37 

数据源：中华交易服务及万得资讯，截至2020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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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认为，中美两国在金融和科技方面的紧张关系可能为股票市场掀起更大的逆风。中

华港股通优选 50 指数（CESP50）下跌 5.9%。 

二.  环球股指动态 

发达市场普遍造好，新兴市场股市

走势较弱。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5 月批准一项

1.1 万亿美元的新刺激计划，其中将包

括相当大规模的直接支出，以阻止新冠

疫情加深日本的经济衰退。日本财务省

数据显示，经过 2020 年度的第二次补

充预算，安倍政府先后投入抗击疫情和

推动经济复苏相关的预算规模超 235 万

亿日元。日经指数大升 8.3%。 

美联储委员会主席杰罗姆·鲍威尔

表示，美联储将保持联邦基金利率在接

近零的超低水平，直至确信经济已经受

住新冠疫情考验。鲍威尔还说，未来美

联储准备推出一项为疫情暴发前财务状

况良好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新计划。标普 500 指数上涨 4.5%。  

韩国政府和韩国央行将成立一个规模达 10 万亿韩元(约 82 亿美元)的特殊目的实体

（SPV）用于直接购买商业票据，藉以稳定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打击的本地债券市场。韩国企

划财政部长官洪楠基在政策会议上宣布，SPV 将在六个月内购买次级债以及高信评债券，必

要时 SPV 规模将倍增至 20 万亿韩元。韩国政府声明稿指出，这个 SPV 将买进距离到期期限

不足三年、信用评级为 AA 级的公司债，另外也将购买部份因为疫情冲击而导致评级遭调降

至 BB 级的债券。KOSPI 指数大涨 4.2%。  

三. 中国离岸投资市场动向 

港交所与 MSCI 合作推亚洲及新兴市场指数期货及期权产品 

香港交易所宣布旗下全资附属公司香港期货交易所有限公司与 MSCI 签订授权协议，将

在香港推出一系列 MSCI 亚洲及新兴市场指数的期货及期权产品。计划中的 37 只期货及期权

合约将分别追踪多个 MSCI 亚洲及新兴市场指数，推出时间有待监管机构批准及视乎市况而

定。香港交易所将适时向市场宣布各个合约的推出时间及细则。该授权协议在香港交易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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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I 现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双方的合作关系，香港交易所之前已成功推出了 MSCI

亚洲除日本净总回报指数期货，并在 2019 公布了拟推出 MSCI 中国 A 股指数期货的计划。

此次的协议也进一步突显了香港交易所及 MSCI 致力于对国际投资市场持续投入，不断开发

新产品的决心。 

香港特区政府宽免 ETF 一级市场活动股票买卖印花税 

香港特区政府在宪报刊登《2020 年印花税条例(修订附表 8)规例》，旨在修订《印花税

条例》(第 117 章)附表 8，宽免在分配及赎回在港上市 ETF 单位的过程中涉及 ETF 庄家活动

的股票买卖印花税，《规例》将于 8 月 1 日生效。港交所市场主管姚嘉仁表示，欢迎上述新

措施，相信将进一步降低在港上市 ETF 的交易成本，并期待继续与 ETF 投资者和业务伙伴合

作，积极推动香港作为亚洲领先 ETF 市场的地位。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于本年度预算案建议，鉴于近年 ETF 发展迅速带来新机遇，宽免在港

上市 ETF 市场庄家参与发行及赎回 ETF 单位的股票买卖印花税，进一步降低在港上市 ETF

的交易成本，以加强香港作为 ETF 上市平台的吸引力。 

一行两会发布 30 条金融政策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以及外汇局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

意见》（下称《意见》），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扩大金融业对外

开放、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服务创新水平、切实

防范跨境金融风险等五个方面提出 4 条原则以及 26 条具体措施。 

人民银行称，《意见》有利于进一步推进金融开放创新，深化内地与港澳金融合作，提

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持引领作用，为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

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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