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 

 

2017 年 11 月 27 日 

 

 

调整中华交易服务中国跨境指数系列、博彩业指数及 

中国海外民企指数样本股的公告 
 

根据指数规则，中华证券交易服务有限公司及其指数服务委托商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将对中华交易服务中国跨境指数系列、中华交易服务博彩业指数及中华交易服务中

国海外民企指数样本股作以下调整。本次调整将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所有相关交易

所收市后生效。全部备选名单即日生效。 
 

 

中华交易服务中国 120 指数 

 

调入 

证券代码 交易所 证券名称 

002352 深交所 顺丰控股 

600011 上交所 华能国际 

600340 上交所 华夏幸福 

601111 上交所 中国国航 

601618 上交所 中国中冶 

603993 上交所 洛阳钼业 

1114 联交所 华晨中国 

2382 联交所 舜宇光学科技 

 

调出 

证券代码 交易所 证券名称 

002739 深交所 万达电影 

300059 深交所 东方财富 

300104 深交所 乐视网 

600637 上交所 东方明珠 

600893 上交所 航发动力 

601788 上交所 光大证券 

0728 联交所 中国电信 

0922 联交所 联想集团 

 

备选名单 

股票部分 排序 证券代码 交易所 证券名称 



 

A 股 

 

1 601018 上交所 宁波港 

2 002142 深交所 宁波银行 

3 600309 上交所 万华化学 

4 600703 上交所 三安光电 

5 002450 深交所 康德新 

香港上市之

内地股票 

 

1 2020 联交所 安踏体育 

2 1093 联交所 石药集团 

3 1088 联交所 中国神华 

4 0291 联交所 华润啤酒 

5 1918 联交所 融创中国 

 

 

中华交易服务中国 A80 指数 

 

调入 

证券代码 交易所 证券名称 

002352 深交所 顺丰控股 

600011 上交所 华能国际 

600340 上交所 华夏幸福 

601111 上交所 中国国航 

601618 上交所 中国中冶 

603993 上交所 洛阳钼业 

 

调出 

证券代码 交易所 证券名称 

002739 深交所 万达电影 

300059 深交所 东方财富 

300104 深交所 乐视网 

600637 上交所 东方明珠 

600893 上交所 航发动力 

601788 上交所 光大证券 

 

备选名单 

排序 证券代码 交易所 证券名称 

1 601018 上交所 宁波港 

2 002142 深交所 宁波银行 

3 600309 上交所 万华化学 

4 600703 上交所 三安光电 

5 002450 深交所 康德新 

 



 

中华交易服务中国香港内地指数 
 

调入 

证券代码 交易所 证券名称 

1114 联交所 华晨中国 

2382 联交所 舜宇光学科技 

 

调出 

证券代码 交易所 证券名称 

0728 联交所 中国电信 

0922 联交所 联想集团 

 

备选名单 

排序 证券代码 交易所 证券名称 

1 2020 联交所 安踏体育 

2 1093 联交所 石药集团 

3 1088 联交所 中国神华 

4 0291 联交所 华润啤酒 

5 1918 联交所 融创中国 

 

 

中华交易服务中国 280 指数 

 

调入 

证券代码 交易所 证券名称 

000723 深交所 美锦能源 

000898 深交所 鞍钢股份 

002008 深交所 大族激光 

002294 深交所 信立泰 

002460 深交所 赣锋锂业 

002468 深交所 申通快递 

002572 深交所 索菲亚 

002601 深交所 龙蟒佰利 

002608 深交所 江苏国信 

002624 深交所 完美世界 

300003 深交所 乐普医疗 

300015 深交所 爱尔眼科 

300059 深交所 东方财富 

300122 深交所 智飞生物 

300136 深交所 信维通信 



 

600390 上交所 五矿资本 

600436 上交所 片仔癀 

600637 上交所 东方明珠 

600893 上交所 航发动力 

601012 上交所 隆基股份 

601212 上交所 白银有色 

601228 上交所 广州港 

601788 上交所 光大证券 

601878 上交所 浙商证券 

601898 上交所 中煤能源 

601991 上交所 大唐发电 

603799 上交所 华友钴业 

603833 上交所 欧派家居 

0285 联交所 比亚迪电子 

0728 联交所 中国电信 

0881 联交所 中升控股 

0992 联交所 联想集团 

1888 联交所 建滔积层板 

2269 联交所 药明生物 

3380 联交所 龙光地产 

3383 联交所 雅居乐集团 

6088 联交所 FIT HON TENG 

 

调出 

证券代码 交易所 证券名称 

000008 深交所 神州高铁 

000156 深交所 华数传媒 

000555 深交所 神州信息 

000671 深交所 阳光城 

000718 深交所 苏宁环球 

000738 深交所 航发控制 

002131 深交所 利欧股份 

002152 深交所 广电运通 

002153 深交所 石基信息 

002174 深交所 游族网络 

002183 深交所 怡亚通 

002292 深交所 奥飞娱乐 

002299 深交所 圣农发展 

002352 深交所 顺丰控股 

002424 深交所 贵州百灵 



 

002465 深交所 海格通信 

002470 深交所 金正大 

300315 深交所 掌趣科技 

600150 上交所 中国船舶 

600340 上交所 华夏幸福 

600446 上交所 金证股份 

600685 上交所 中船防务 

600737 上交所 中粮糖业 

601111 上交所 中国国航 

601127 上交所 小康股份 

601608 上交所 中信重工 

601618 上交所 中国中冶 

603993 上交所 洛阳钼业 

0493 联交所 国美零售 

0670 联交所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 

0916 联交所 龙源电力 

0968 联交所 信义光能 

1114 联交所 华晨中国 

1333 联交所 中国忠旺 

2380 联交所 中国电力 

2382 联交所 舜宇光学科技 

3800 联交所 保利协鑫能源 

  

备选名单 

股票部分 排序 证券代码 交易所 证券名称 

A 股 

 

1 600219 上交所 南山铝业 

2 600487 上交所 亨通光电 

3 600497 上交所 驰宏锌锗 

4 600867 上交所 通化东宝 

5 601801 上交所 皖新传媒 

6 300296 深交所 利亚德 

7 600809 上交所 山西汾酒 

8 601179 上交所 中国西电 

9 600528 上交所 中铁工业 

10 600699 上交所 均胜电子 

香港上市之

内地股票 
 

1 1999 联交所 敏华控股 

2 2039 联交所 中集集团 

3 1208 联交所 五矿资源 

4 0884 联交所 旭辉控股集团 

5 8207 联交所 中新控股 



 

 

中华交易服务博彩业指数 (中华博彩指数) 

 

调入 

证券代码 交易所 证券名称 

0582 联交所 蓝鼎国际 

 

调出 

证券代码 交易所 证券名称 

无 

 

备选名单 

排序 证券代码 交易所 证券名称 

无 

 

 

中华交易服务中国海外民企指数 

 

调入 

证券代码 交易所 证券名称 

2382 联交所 舜宇光学科技 

YUMC.N 纽交所 百胜中国 

TAL.N 纽交所 好未来 

 

调出 

证券代码 交易所 证券名称 

0322 联交所 康师傅控股 

VIPS.N 纽交所 唯品会 

WUBA.N 纽交所 58 同城 

 

备选名单 

排序 证券代码 交易所 证券名称 

1 3606 联交所 福耀玻璃 

2 1918 联交所 融创中国 

3 2098 联交所 卓尔集团 

4 0322 联交所 康师傅控股 

5 VIPS.N 纽交所 唯品会 

 

 

 



 

联交所 :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交所 : 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交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 

纽交所  : 纽约证券交易所 

纳斯达克 : 纳斯达克交易所 

 

如有垂询，请联络：  

 

中华证券交易服务有限公司  
 

电邮: cescinfo@cesc.com  

网址: www.cesc.com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电邮: csindex@sse.com.cn  

网址: www.csindex.com.cn  

 

 

关于中华交易服务 
 

中华交易服务是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合资公司，三所平均出资且股权相等，旨在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华交易服

务在香港注册，并于 2012年 9月在香港成立，同年 10月 30日开业。中华交易服务

主要从事以三方市场交易产品为基础编制跨境指数，研究开发上市公司分类标准丶

信息标准及信息产品，并将开发全新金融产品，将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交易市场连接

至世界各地。中华交易服务委托中证指数进行指数编制、指数日常管理及指数发布

服务。 
 

如欲了解公司其他信息，请浏览 www.cesc.com。 
 

完 

 

 

http://www.ces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