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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交易服務 5 月指數報告 
      

   中華證券交易服務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20 日刊 

摘要 

◼ 中國醫療市場前景廣闊，中華香港生物科技指數上漲 9.9% 

◼ 港交所歡迎在美掛牌的中概股返港上市，中華民企指數上漲 7.4% 

◼ 中國提高科技領域的國產替代化，中華半導體指數微漲 0.1% 

◼ 港交所與 MSCI 合作推亞洲及新興市場指數期貨及期權產品 

◼ 香港特區政府寬免 ETF 一級市場涉莊家活動股票買賣印花稅 

◼ 一行兩會發佈 30 條金融政策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一.  中華交易服務指數表現  

5 月中港行業主題指數表現較好，寬

基指數走勢相對較弱。 

從 COVID-19 和疫情管控中汲取的經

驗教訓，將深刻塑造中國醫療市場的發展

方向。分析師預計到 2030 年，中國醫療

健康領域的市場規模將達到 16 萬億人民

幣。中華香港生物科技（CESHKB）上漲 

9.9%。（表一） 

在中美兩國關係日趨緊張之際，港交

所歡迎在美掛牌的中概股返港上市。網上

購物巨頭京東和遊戲公司網易已申請在港

交所第二上市。中華民企（CESCPE）上

漲 7.4%。 

中國內地的晶片製造龍頭中芯國際計畫在科創板掛牌上市，募集資金用於投資 12 英寸晶

片 SN1 專案。消息一出，A 股半導體板塊為之振奮。中國提高科技領域的國產替代化，投資

者對中國半導體企業的發展持樂觀態度，但相關公司的股價因估值較高而回調。中華半導體

（990001）微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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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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認為，中美兩國在金融和科技方面的緊張關係可能為股票市場掀起更大的逆風。中

華港股通優選 50 指數（CESP50）下跌 5.9%。 

二.  環球股指動態 

發達市場普遍造好，新興市場股市

走勢較弱。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5 月批准一項

1.1 萬億美元的新刺激計畫，其中將包

括相當大規模的直接支出，以阻止新冠

疫情加深日本的經濟衰退。日本財務省

資料顯示，經過 2020 年度的第二次補

充預算，安倍政府先後投入抗擊疫情和

推動經濟復蘇相關的預算規模超 235 萬

億日元。日經指數大升 8.3%。 

美聯儲委員會主席傑羅姆·鮑威爾表

示，美聯儲將保持聯邦基金利率在接近

零的超低水準，直至確信經濟已承受住

新冠疫情考驗。鮑威爾還說，未來美聯

儲準備推出一項為疫情暴發前財務狀況

良好的中小企業提供貸款的新計畫。標普 500 指數上漲 4.5%。  

韓國政府和韓國央行將成立一個規模達 10 萬億韓元(約 82 億美元)的特殊目的實體

（SPV）用於直接購買商業票據，藉以穩定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打擊的本地債券市場。韓國企

劃財政部長官洪楠基在政策會議上宣佈，SPV 將在六個月內購買次級債以及高信評債券，必

要時 SPV 規模將倍增至 20 萬億韓元。韓國政府聲明稿指出，這個 SPV 將買進距離到期期限

不足三年、信用評級為 AA 級的公司債，另外也將購買部份因為疫情衝擊而導致評級遭調降

至 BB 級的債券。KOSPI 指數大漲 4.2%。  

三. 中國離岸投資市場動向 

港交所與 MSCI 合作推亞洲及新興市場指數期貨及期權產品 

香港交易所宣佈旗下全資附屬公司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與 MSCI 簽訂授權協議，將

在香港推出一系列 MSCI 亞洲及新興市場指數的期貨及期權產品。計畫中的 37 只期貨及期權

合約將分別追蹤多個 MSCI 亞洲及新興市場指數，推出時間有待監管機構批准及視乎市況而

定。香港交易所將適時向市場宣佈各個合約的推出時間及細則。該授權協議在香港交易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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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I 現有合作基礎上進一步加強了雙方的合作關係，香港交易所之前已成功推出了 MSCI

亞洲除日本淨總回報指數期貨，並在 2019 公佈了擬推出 MSCI 中國 A 股指數期貨的計畫。

此次的協定也進一步突顯了香港交易所及 MSCI 致力於對國際投資市場持續投入，不斷開發

新產品的決心。 

香港特區政府寬免 ETF 一級市場活動股票買賣印花稅 

香港特區政府在憲報刊登《2020 年印花稅條例(修訂附表 8)規例》，旨在修訂《印花稅

條例》(第 117 章)附表 8，寬免在分配及贖回在港上市 ETF 單位的過程中涉及 ETF 莊家活動

的股票買賣印花稅，《規例》將於 8 月 1 日生效。港交所市場主管姚嘉仁表示，歡迎上述新

措施，相信將進一步降低在港上市 ETF 的交易成本，並期待繼續與 ETF 投資者和業務夥伴合

作，積極推動香港作為亞洲領先 ETF 市場的地位。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於本年度預算案建議，鑒於近年 ETF 發展迅速帶來新機遇，寬免在港

上市 ETF 市場莊家參與發行及贖回 ETF 單位的股票買賣印花稅，進一步降低在港上市 ETF

的交易成本，以加強香港作為 ETF 上市平台的吸引力。 

一行兩會發佈 30 條金融政策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以及外匯局發佈《關於金融支援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

意見》（下稱《意見》），從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跨境貿易和投融資便利化、擴大金融業對外

開放、促進金融市場和金融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提升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服務創新水準、切實

防範跨境金融風險等五個方面提出 4 條原則以及 26 條具體措施。 

人民銀行稱，《意見》有利於進一步推進金融開放創新，深化內地與港澳金融合作，提

升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支援引領作用，為建設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

力的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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