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 

 

2019年 6月 12日 

 

 

更新中華交易服務滬深港 300 指數定期調整樣本股的公告 

 

根據指數規則，中華證券交易服務有限公司將對中華交易服務滬深港 300 指數的

2019 年第一次定期調整樣本股作出更新。本次調整將於 2019 年 6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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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656 深交所 金科股份 

002007 深交所 華蘭生物 

002153 深交所 石基信息 

002179 深交所 中航光電 

300142 深交所 沃森生物 

300144 深交所 宋城演藝 

300413 深交所 芒果超媒 

300454 深交所 深信服 

300750 深交所 寧德時代 

300760 深交所 邁瑞醫療 

600332 上交所 白雲山 

600436 上交所 片仔癀 

601066 上交所 中信建投 

601138 上交所 工業富聯 

601319 上交所 中國人保 

603259 上交所 藥明康得 

0241.HK 聯交所 阿里健康 

2888.HK 聯交所 渣打集團 

6862.HK 聯交所 海底撈 

 

  



 

調出 

證券代碼 交易所 證券名稱 

000415 深交所 渤海租賃 

000503 深交所 國新健康 

002310 深交所 東方園林 

002411 深交所 延安必康 

002508 深交所 老闆電器 

002555 深交所 三七互娛 

002572 深交所 索菲亞 

300024 深交所 機器人 

300251 深交所 光線傳媒 

300296 深交所 利亞德 

600023 上交所 浙能電力 

600066 上交所 宇通客車 

600233 上交所 圓通速遞 

600518 上交所 康美藥業 

600663 上交所 陸家嘴 

600816 上交所 安信信託 

0551.HK 聯交所 裕元集團 

2689.HK 聯交所 玖龍紙業 

3311.HK 聯交所 中國建築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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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88.HK 聯交所 中國鐵塔 

2 0914.HK 聯交所 海螺水泥 

3 3380.HK 聯交所 龍光地產 

4 1313.HK 聯交所 華潤水泥控股 

5 0880.HK 聯交所 澳博控股 

6 0683.HK 聯交所 嘉里建設 

7 0586.HK 聯交所 海螺創業 

8 1211.HK 聯交所 比亞迪股份 

9 0817.HK 聯交所 中國金茂 

10 6818.HK 聯交所 中國光大銀行 

滬股通 

股票 

1 601877 上交所 正泰電器 

2 600588 上交所 用友網路 

3 600271 上交所 航天信息 

4 600660 上交所 福耀玻璃 

5 601298 上交所 青島港 

6 600760 上交所 中航沈飛 



 

7 600398 上交所 海瀾之家 

8 603833 上交所 歐派家居 

9 600085 上交所 同仁堂 

10 600809 上交所 山西汾酒 

深股通 

股票 

1 000425 深交所 徐工機械 

2 000596 深交所 古井貢酒 

3 002410 深交所 廣聯達 

4 300601 深交所 康泰生物 

5 002563 深交所 森馬服飾 

6 002180 深交所 納思達 

7 000977 深交所 浪潮信息 

8 300146 深交所 湯臣倍健 

9 002013 深交所 中航機電 

10 000825 深交所 太鋼不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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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第一次定期調整樣本股： 

調入/調出/備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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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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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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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cesc.com/index/doc/Constituent_Changes_20190606.xls
http://www.ces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