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 

 

2017 年 12 月 1 日 

 

 

調整中華滬深港 300 及中華港股通精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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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對中華交易服務互聯互通指數系列樣本股作以下調整，全部備選名單即日生效。

本次調整將於 2017 年 12 月 8 日所有相關交易所收市後生效。 
 

 

中華交易服務滬深港 300 指數  (中華滬深港 300) 

 

調入 

證券代碼 交易所 證券名稱 

000338 深交所 濰柴動力 

000617 深交所 中油資本 

000959 深交所 首鋼股份 

002120 深交所 韻達股份 

002460 深交所 贛鋒鋰業 

002468 深交所 申通快遞 

002508 深交所 老闆電器 

002558 深交所 巨人網路 

002602 深交所 世紀華通 

002608 深交所 江蘇國信 

300408 深交所 三環集團 

600196 上交所 復星醫藥 

600233 上交所 圓通速遞 

600547 上交所 山東黃金 

600919 上交所 江蘇銀行 

600926 上交所 杭州銀行 

601229 上交所 上海銀行 

601933 上交所 永輝超市 

1918 聯交所 融創中國 

2382 聯交所 舜宇光學科技 

2799 聯交所 中國華融 

 

  



 

調出 

證券代碼 交易所 證券名稱 

000027 深交所 深圳能源 

000686 深交所 東北證券 

000738 深交所 航發控制 

000750 深交所 國海證券 

002075 深交所 沙鋼股份 

002280 深交所 聯絡互動 

002292 深交所 奧飛娛樂 

002385 深交所 大北農 

002424 深交所 貴州百靈 

300027 深交所 華誼兄弟 

300418 深交所 昆侖萬維 

600027 上交所 華電國際 

600157 上交所 永泰能源 

600271 上交所 航天信息 

600369 上交所 西南證券 

600398 上交所 海瀾之家 

600415 上交所 小商品城 

601991 上交所 大唐發電 

0008 聯交所 電訊盈科 

0241 聯交所 阿里健康 

1060 聯交所 阿里影業 

1357 聯交所 美圖公司 

 

備選名單 

股票部分 排序 證券代碼 交易所 證券名稱 

港股通 

股票 

1 2689 聯交所 玖龍紙業 

2 1211 聯交所 比亞迪股份 

3 1031 聯交所 金利豐金融 

4 1336 聯交所 新華保險 

5 0981 聯交所 中芯國際 

6 1099 聯交所 國藥控股 

7 0010 聯交所 恒隆集團 

8 0522 聯交所 ASM PACIFIC 

9 2269 聯交所 藥明生物 

10 0069 聯交所 香格里拉（亞洲） 

滬股通 

股票 

1 603858 上交所 步長製藥 

2 600816 上交所 安信信託 

3 600068 上交所 葛洲壩 



 

4 601992 上交所 金隅股份 

5 600398 上交所 海瀾之家 

6 601607 上交所 上海醫藥 

7 603160 上交所 匯頂科技 

8 601991 上交所 大唐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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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維通信 

2 002008 深交所 大族激光 

3 002601 深交所 龍蟒佰利 

4 300122 深交所 智飛生物 

5 002714 深交所 牧原股份 

6 002572 深交所 索菲亞 

7 300296 深交所 利亞德 

8 000983 深交所 西山煤電 

9 000961 深交所 中南建設 

10 000656 深交所 金科股份 

 

 

中華交易服務港股通精選 100 指數 (中華港股通精選 100) 

 

調入 

證券代碼 交易所 證券名稱 

1918 聯交所 融創中國 

2799 聯交所 中國華融 

 

調出 

證券代碼 交易所 證券名稱 

0165 聯交所 中國光大控股 

0586 聯交所 海螺創業 

1816 聯交所 中廣核電力 

 

備選名單 

排序 證券代碼 交易所 證券名稱 

1 1031 聯交所 金利豐金融 

2 2269 聯交所 藥明生物 

3 2314 聯交所 理文造紙 

4 0316 聯交所 東方海外國際 

5 0148 聯交所 建滔化工 

6 0285 聯交所 比亞迪電子 



 

7 1882 聯交所 海天國際 

8 0817 聯交所 中國金茂 

9 1888 聯交所 建滔積層板 

10 2588 聯交所 中銀航空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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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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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