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 

 

2017 年 11 月 27 日 

 

 

調整中華交易服務中國跨境指數系列、博彩業指數及 

中國海外民企指數樣本股的公告 

 

根據指數規則，中華證券交易服務有限公司及其指數服務委託商中證指數有限公司

將對中華交易服務中國跨境指數系列、中華交易服務博彩業指數及中華交易服務中

國海外民企指數樣本股作以下調整。本次調整將於 2017 年 12 月 8 日所有相關交易

所收市後生效。全部備選名單即日生效。 
 

 

中華交易服務中國 120 指數 

 

調入 

證券代碼 交易所 證券名稱 

002352 深交所 順豐控股 

600011 上交所 華能國際 

600340 上交所 華夏幸福 

601111 上交所 中國國航 

601618 上交所 中國中冶 

603993 上交所 洛陽鉬業 

1114 聯交所 華晨中國 

2382 聯交所 舜宇光學科技 

 

調出 

證券代碼 交易所 證券名稱 

002739 深交所 萬達電影 

300059 深交所 東方財富 

300104 深交所 樂視網 

600637 上交所 東方明珠 

600893 上交所 航發動力 

601788 上交所 光大證券 

0728 聯交所 中國電信 

0922 聯交所 聯想集團 

 

備選名單 

股票部分 排序 證券代碼 交易所 證券名稱 



 

A 股 

 

1 601018 上交所 寧波港 

2 002142 深交所 寧波銀行 

3 600309 上交所 萬華化學 

4 600703 上交所 三安光電 

5 002450 深交所 康得新 

香港上市之

內地股票 

 

1 2020 聯交所 安踏體育 

2 1093 聯交所 石藥集團 

3 1088 聯交所 中國神華 

4 0291 聯交所 華潤啤酒 

5 1918 聯交所 融創中國 

 

 

中華交易服務中國 A80 指數 

 

調入 

證券代碼 交易所 證券名稱 

002352 深交所 順豐控股 

600011 上交所 華能國際 

600340 上交所 華夏幸福 

601111 上交所 中國國航 

601618 上交所 中國中冶 

603993 上交所 洛陽鉬業 

 

調出 

證券代碼 交易所 證券名稱 

002739 深交所 萬達電影 

300059 深交所 東方財富 

300104 深交所 樂視網 

600637 上交所 東方明珠 

600893 上交所 航發動力 

601788 上交所 光大證券 

 

備選名單 

排序 證券代碼 交易所 證券名稱 

1 601018 上交所 寧波港 

2 002142 深交所 寧波銀行 

3 600309 上交所 萬華化學 

4 600703 上交所 三安光電 

5 002450 深交所 康得新 

 



 

中華交易服務中國香港內地指數 

 

調入 

證券代碼 交易所 證券名稱 

1114 聯交所 華晨中國 

2382 聯交所 舜宇光學科技 

 

調出 

證券代碼 交易所 證券名稱 

0728 聯交所 中國電信 

0922 聯交所 聯想集團 

 

備選名單 

排序 證券代碼 交易所 證券名稱 

1 2020 聯交所 安踏體育 

2 1093 聯交所 石藥集團 

3 1088 聯交所 中國神華 

4 0291 聯交所 華潤啤酒 

5 1918 聯交所 融創中國 

 

 

中華交易服務中國 280 指數 

 

調入 

證券代碼 交易所 證券名稱 

000723 深交所 美錦能源 

000898 深交所 鞍鋼股份 

002008 深交所 大族鐳射 

002294 深交所 信立泰 

002460 深交所 贛鋒鋰業 

002468 深交所 申通快遞 

002572 深交所 索菲亞 

002601 深交所 龍蟒佰利 

002608 深交所 江蘇國信 

002624 深交所 完美世界 

300003 深交所 樂普醫療 

300015 深交所 愛爾眼科 

300059 深交所 東方財富 

300122 深交所 智飛生物 

300136 深交所 信維通信 



 

600390 上交所 五礦資本 

600436 上交所 片仔癀 

600637 上交所 東方明珠 

600893 上交所 航發動力 

601012 上交所 隆基股份 

601212 上交所 白銀有色 

601228 上交所 廣州港 

601788 上交所 光大證券 

601878 上交所 浙商證券 

601898 上交所 中煤能源 

601991 上交所 大唐發電 

603799 上交所 華友鈷業 

603833 上交所 歐派家居 

0285 聯交所 比亞迪電子 

0728 聯交所 中國電信 

0881 聯交所 中升控股 

0992 聯交所 聯想集團 

1888 聯交所 建滔積層板 

2269 聯交所 藥明生物 

3380 聯交所 龍光地產 

3383 聯交所 雅居樂集團 

6088 聯交所 FIT HON TENG 

 

調出 

證券代碼 交易所 證券名稱 

000008 深交所 神州高鐵 

000156 深交所 華數傳媒 

000555 深交所 神州信息 

000671 深交所 陽光城 

000718 深交所 蘇寧環球 

000738 深交所 航發控制 

002131 深交所 利歐股份 

002152 深交所 廣電運通 

002153 深交所 石基信息 

002174 深交所 遊族網路 

002183 深交所 怡亞通 

002292 深交所 奧飛娛樂 

002299 深交所 聖農發展 

002352 深交所 順豐控股 

002424 深交所 貴州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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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船舶 

600340 上交所 華夏幸福 

600446 上交所 金證股份 

600685 上交所 中船防務 

600737 上交所 中糧糖業 

601111 上交所 中國國航 

601127 上交所 小康股份 

601608 上交所 中信重工 

601618 上交所 中國中冶 

603993 上交所 洛陽鉬業 

0493 聯交所 國美零售 

0670 聯交所 中國東方航空股份 

0916 聯交所 龍源電力 

0968 聯交所 信義光能 

1114 聯交所 華晨中國 

1333 聯交所 中國忠旺 

2380 聯交所 中國電力 

2382 聯交所 舜宇光學科技 

3800 聯交所 保利協鑫能源 

  

備選名單 

股票部分 排序 證券代碼 交易所 證券名稱 

A 股 

 

1 600219 上交所 南山鋁業 

2 600487 上交所 亨通光電 

3 600497 上交所 馳宏鋅鍺 

4 600867 上交所 通化東寶 

5 601801 上交所 皖新傳媒 

6 300296 深交所 利亞德 

7 600809 上交所 山西汾酒 

8 601179 上交所 中國西電 

9 600528 上交所 中鐵工業 

10 600699 上交所 均勝電子 

香港上市之

內地股票 

 

1 1999 聯交所 敏華控股 

2 2039 聯交所 中集集團 

3 1208 聯交所 五礦資源 

4 0884 聯交所 旭輝控股集團 

5 8207 聯交所 中新控股 



 

 

中華交易服務博彩業指數 (中華博彩指數) 

 

調入 

證券代碼 交易所 證券名稱 

0582 聯交所 藍鼎國際 

 

調出 

證券代碼 交易所 證券名稱 

無 

 

備選名單 

排序 證券代碼 交易所 證券名稱 

無 

 

 

中華交易服務中國海外民企指數 

 

調入 

證券代碼 交易所 證券名稱 

2382 聯交所 舜宇光學科技 

YUMC.N 紐交所 百勝中國 

TAL.N 紐交所 好未來 

 

調出 

證券代碼 交易所 證券名稱 

0322 聯交所 康師傅控股 

VIPS.N 紐交所 唯品會 

WUBA.N 紐交所 58 同城 

 

備選名單 

排序 證券代碼 交易所 證券名稱 

1 3606 聯交所 福耀玻璃 

2 1918 聯交所 融創中國 

3 2098 聯交所 卓爾集團 

4 0322 聯交所 康師傅控股 

5 VIPS.N 紐交所 唯品會 

 

 

 



 

聯交所 :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交所 : 上海證券交易所 

深交所 : 深圳證券交易所 

紐交所  : 紐約證券交易所 

納斯達克 : 納斯達克交易所 
 

如有垂詢，請聯絡：  

 

中華證券交易服務有限公司  
 

電郵: cescinfo@cesc.com  

網址: www.cesc.com  

 

 

中證指數有限公司  
 

電郵: csindex@sse.com.cn  

網址: www.csindex.com.cn  

 

 

關於中華交易服務 
 

中華交易服務是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

合資公司，三所平均出資且股權相等，旨在推動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中華交易服

務在香港註冊，並於 2012年 9月在香港成立，同年 10月 30日開業。中華交易服務

主要從事以三方市場交易產品為基礎編制跨境指數，研究開發上市公司分類標準丶

資訊標準及資訊產品，並將開發全新金融產品，將香港和中國內地的交易市場連接

至世界各地。中華交易服務委託中證指數進行指數編制、指數日常管理及指數發佈

服務。 
 

如欲瞭解公司其他資訊，請流覽 www.cesc.com。 
 

完 

 

 

http://www.ces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