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 

 

2017 年 12 月 1 日 

 

 

调整中华沪深港 300 及中华港股通精选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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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对中华交易服务互联互通指数系列样本股作以下调整，全部备选名单即日生效。

本次调整将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所有相关交易所收市后生效。 

 

 

中华交易服务沪深港 300 指数  (中华沪深港 300) 

 

调入 

证券代码 交易所 证券名称 

000338 深交所 潍柴动力 

000617 深交所 中油资本 

000959 深交所 首钢股份 

002120 深交所 韵达股份 

002460 深交所 赣锋锂业 

002468 深交所 申通快递 

002508 深交所 老板电器 

002558 深交所 巨人网络 

002602 深交所 世纪华通 

002608 深交所 江苏国信 

300408 深交所 三环集团 

600196 上交所 复星医药 

600233 上交所 圆通速递 

600547 上交所 山东黄金 

600919 上交所 江苏银行 

600926 上交所 杭州银行 

601229 上交所 上海银行 

601933 上交所 永辉超市 

1918 联交所 融创中国 

2382 联交所 舜宇光学科技 

2799 联交所 中国华融 

 

  



 

调出 

证券代码 交易所 证券名称 

000027 深交所 深圳能源 

000686 深交所 东北证券 

000738 深交所 航发控制 

000750 深交所 国海证券 

002075 深交所 沙钢股份 

002280 深交所 联络互动 

002292 深交所 奥飞娱乐 

002385 深交所 大北农 

002424 深交所 贵州百灵 

300027 深交所 华谊兄弟 

300418 深交所 昆仑万维 

600027 上交所 华电国际 

600157 上交所 永泰能源 

600271 上交所 航天信息 

600369 上交所 西南证券 

600398 上交所 海澜之家 

600415 上交所 小商品城 

601991 上交所 大唐发电 

0008 联交所 电讯盈科 

0241 联交所 阿里健康 

1060 联交所 阿里影业 

1357 联交所 美图公司 

 

备选名单 

股票部分 排序 证券代码 交易所 证券名称 

港股通 

股票 

1 2689 联交所 玖龙纸业 

2 1211 联交所 比亚迪股份 

3 1031 联交所 金利丰金融 

4 1336 联交所 新华保险 

5 0981 联交所 中芯国际 

6 1099 联交所 国药控股 

7 0010 联交所 恒隆集团 

8 0522 联交所 ASM PACIFIC 

9 2269 联交所 药明生物 

10 0069 联交所 香格里拉（亚洲） 

沪股通 

股票 

1 603858 上交所 步长制药 

2 600816 上交所 安信信托 

3 600068 上交所 葛洲坝 



 

4 601992 上交所 金隅股份 

5 600398 上交所 海澜之家 

6 601607 上交所 上海医药 

7 603160 上交所 汇顶科技 

8 601991 上交所 大唐发电 

9 600660 上交所 福耀玻璃 

10 600085 上交所 同仁堂 

深股通 

股票 

1 300136 深交所 信维通信 

2 002008 深交所 大族激光 

3 002601 深交所 龙蟒佰利 

4 300122 深交所 智飞生物 

5 002714 深交所 牧原股份 

6 002572 深交所 索非亚 

7 300296 深交所 利亚德 

8 000983 深交所 西山煤电 

9 000961 深交所 中南建设 

10 000656 深交所 金科股份 

 

 

中华交易服务港股通精选 100 指数 (中华港股通精选 100) 

 

调入 

证券代码 交易所 证券名称 

1918 联交所 融创中国 

2799 联交所 中国华融 

 

调出 

证券代码 交易所 证券名称 

0165 联交所 中国光大控股 

0586 联交所 海螺创业 

1816 联交所 中广核电力 

 

备选名单 

排序 证券代码 交易所 证券名称 

1 1031 联交所 金利丰金融 

2 2269 联交所 药明生物 

3 2314 联交所 理文造纸 

4 0316 联交所 东方海外国际 

5 0148 联交所 建滔化工 

6 0285 联交所 比亚迪电子 



 

7 1882 联交所 海天国际 

8 0817 联交所 中国金茂 

9 1888 联交所 建滔积层板 

10 2588 联交所 中银航空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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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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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