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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香港证券交易历史悠久，早在 19 世纪香港开埠初期已出现。
1999 年，香港证券市场迎来全面改革，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与
香港期货交易所有限公司实行股份化，并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合并，由单一控股公司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拥有。合并后的
香港交易所以介绍形式上市。此后，港交所充分抓住内地经济持续
增长的机遇，大力吸引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筹资；加强产品创新，积
极建设衍生品市场，并布局国际市场，收购伦敦金属交易所（LME），
开拓新资产类别；持续升级改造技术系统，全面提升港交所的全球
竞争力。截至 2020 年 6 月底，港交所拥有 2487 家上市公司，股票
总市值达 4.9 万亿美元，当年股票成交额达 1.4 万亿美元，当年新上
市公司 59 家，IPO 筹资额 112.9 亿美元。根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
（WFE）的排名，港交所股票总市值、成交额、IPO 筹资额分别位
居全球第 5、第 9 和第 3 位。
香港一直是连接中国内地与国际市场的重要桥梁。从最初“把
握内地机遇”
，到“建立市场联通”，再到“连接中国与世界”
，港交
所一直以内地市场作为重要的战略支柱和目标。根据港交所最新战
略规划内容，港交所的战略愿景是“成为国际领先的亚洲时区交易
所，连接中国与世界”。战略核心是“立足中国、连接全球、拥抱
科技，使港交所持续屹立于国际交易所集团之巅，推动香港成为最
闪耀的国际金融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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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组织架构来看，港交所集团旗下运营：香港联合交易所、香
港期货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共 3 家交易场所；香港结算、期货
结算、联交所期权结算、场外结算和 LME 结算共 5 家结算机构。
港交所通过深圳前海联合交易中心有限公司（QME）运营中国内地
大宗商品交易平台。
从产品体系来看，港交所产品体系完整，覆盖股票、债券、基
金、衍生品、大宗商品等。同时，港交所提供各类市场数据和参考
价格产品，包括在岸及离岸中国股票指数、人民币汇率基准指数、
全球基本金属市场参考价格等。
从业务发展来看，港交所一方面持续完善传统上市交易业务，
包括改革上市制度以吸引全球科技创新企业，优化互联互通机制以
增加北向资金流入，加大开发衍生品和结构化产品以增加市场吸引
力；另一方面持续革新核心技术系统，积极探索前沿技术应用。
从市场竞争力来看，港交所的市场规模和筹资功能常年位居全
球前列，特别是股票市场规模远超香港 GDP 规模。而且，香港市场
国际化程度较高，投资者群体也以海外机构投资者为主。然而，香
港市场的稳定性和流动性都略显不足，市场整体运行效率有待进一
步完善，这也是港交所近年来夯实市场基础，推出一系列微观市场
调节机制的原因。
从经营业绩来看，交易和结算仍是港交所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两者占比接近 9 成。尽管受到中美贸易关系紧张、香港社会骚乱、
经济前景欠佳以及英国脱欧后不明朗等因素影响，市场气氛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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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港交所总体仍取得利润增长，主要归功于沪深港通收益创新高。
纵观港交所的发展历程，有以下发展特点：
第一，找准战略定位，充分落实执行。港交所一直将中国内地
视为重要的战略市场。为抓住内地经济持续增长的机遇，港交所不
断强化和调整与内地市场相关的战略内容，针对内地市场发展趋势
形成前瞻性战略布局。比如，在内地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港交所定
位于“成为内地合作伙伴”，吸引内资企业赴港筹资；在人民币国际
化不断深入阶段，港交所着重发展人民币产品业务，巩固人民币离
岸中心地位；在内地资本市场深入开放阶段，港交所又确立“连接中
国与世界”的战略定位，打造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平台。
第二，市场高度开放，注重适时改革。香港资本市场高度开放，
作为市场重要组织机构，港交所也充分发挥“务实、灵活”的发展特
点，对市场新机遇、新情况响应迅速，及时调整市场业务规则，以
便更好地服务市场参与者的需求。比如，在全球交易所争夺新经济
企业时期，港交所加快改革上市制度，给予科技创新企业更多上市
包容度，不仅吸引了大量生物科技公司赴港上市筹资，并争取到阿
里巴巴、京东等知名科技公司第二上市，形成了良好的市场集聚效
应。就是这种灵活的制度和开放的市场环境，使得港交所在全球 IPO
筹资额排名中多次摘得冠军。
第三，构建垂直业务链，持续产品创新。在发展过程中，港交
所基于市场环境和同业竞争情况变化，通过产品业务整合，始终保
持业务架构与市场环境、同业竞争和自身发展方向相协调，有效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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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业绩增长。同时，港交所以收入占比呈上升趋势的结算业务作
为核心，集交易、结算和数据等价值链环节于一体，提升服务的协
同效应。
借鉴港交所的发展经验，结合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特点，
对上交所未来发展有以下两点思考：第一，借势借力谋发展，持续
推动市场改革创新。港交所成功的重要因素是获得中国内地经济市
场的“红利加持”，上交所未来发展也应“借势借力”，在“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对内持续完
善市场基础制度，支持国内产业链补短板、锻长板；对外继续与全
球重要资本市场相互合作，引入国际长期投资者，充分用好外部资
源，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第二，提高战略灵活性，
不断强化战略执行落实。结合自身的发展特色和市场环境制定战略
举措并积极落实，是港交所成功的又一重要因素。上交所可学习借
鉴相关经验，明确交易所未来发展定位，提高战略规划的灵活性和
有效性，建立高效的业务架构，
更好地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变化，
全面提高自身的全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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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集团研究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香港一直是连接中国内地与国际市场的
重要桥梁。香港交易所集团（以下简称港交所）位于亚洲主要的国
际金融中心，通过不断整合和自身发展，覆盖现货、衍生品和大宗
商品等证券产品，集上市、交易、结算和数据技术等业务于一体。
随着与内地市场互联互通的建立，研究并学习港交所的战略发展经
验愈加重要。本文通过系统梳理港交所战略演变、组织管理、产品
业务等方面，总结其市场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对上交所打造世界
领先交易所提供思考与借鉴。

一、 总体介绍
（一）经济背景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经济具有高度开放性，具体体现为其
特殊的产业结构。根据 2019 年香港国民经济核算，服务业占香港总
GDP 的 90%，而制造业仅占 1%。在服务业中，四大支柱产业——
金融服务业（20%）、贸易及物流（19%）、旅游业、专业服务及其
他工商业支援服务的贡献又占绝大多数。2019 年，香港股票市场总
市值是其当年 GDP 的 13.32 倍，这一数据在中国大陆仅为 59.9%；
进出口贸易总额为其当年 GDP 的 2.93 倍，中国大陆仅为 31.85%。
相比之下，香港制造业的萎缩趋势积重难返，高新科技产业未形成
规模，也缺乏将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创新生态，空心化势头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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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国香港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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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的开放性也带来了高度的波动性。香港自 1961 年有 GDP
统计以来至今，共经历五次经济衰退。自 1997 年回归以来，香港已
经历了三次较为明显的经济衰退（GDP 增速为负），其中 1998 年与
2009 年的衰退与全球或区域性的金融危机有关，而 2019 年的衰退
则与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修例风波对贸易业以及旅游业的冲击有关。
但在经济增速低迷的背景下，香港金融系统和市场运作仍然基本畅
顺：港元短期利率大致维持稳定；联系汇率机制运行有序；资产市
场也相对保持稳定，下半年港股在修例风波发生期间虽有波动，但
总体上冲击并不大。危机之中，香港金融体系成为了近年来香港经
济中最为稳健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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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国香港 GDP 规模及增速（1990-2019）

作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之一，
香港资本市场规模十分可观。
2018
年，香港股票市场总市值约为 3.82 万亿美元，
仅次于前三大经济体，
位列全球第四。此外，香港也是全球投融资活动最为活跃的主要市
场之一。
图 香港股票市场市值规模及全球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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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历程
香港证券交易历史悠久，早在 19 世纪香港开埠初期已出现。香
港第一家证券交易所——香港股票经纪协会于 1891 年成立。1914
年，香港股票经纪协会改名为香港证券交易所。1921 年，香港成立
第二家证券交易所——香港股份商会。1947 年，两家交易所合并为
香港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香港经济腾飞，
证券市场快速发展，企业对上市筹资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远东
交易所（1969 年）、金银证券交易所（1971 年）和九龙证券交易所
（1972 年）先后成立，香港证券市场进入 4 家交易所并存的“四会
时代”
。1986 年 3 月 27 日，4 家交易所正式合并组成香港联合交易
所。当年 4 月 2 日，香港联交所开业，采用电脑辅助交易系统进行
证券买卖，香港证券市场也迎来新时代。
1999 年，时任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宣布，全面改革香港证券及期
货市场，以提高香港的竞争力，迎接市场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改革
重点是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与香港期货交易所有
限公司（期交所）①实行股份化，并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香港
②
结算）
合并，由单一控股公司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拥有。2000

年 3 月 6 日，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成立，全资拥有香港联合

香港期货交易所有限公司前身是香港商品交易所，于 1976 年成立，是亚太地区主要的衍
生产品交易所。香港商品交易所当时主要交易产品包括棉花期货、糖期货、黄豆期货及黄
金期货。1985 年 5 月 7 日，香港商品交易所更名为香港期货交易所。
②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于 1989 年注册成立，其中央结算及交收系统于 1992 年投入服务，
成为所有结算系统参与者的中央交收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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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期货交易所有限公司和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三家附属公司。当年 6 月 27 日，香港交易所以介绍形式在联交所
上市。此后，港交所积极拓展内地市场，大力吸引内地企业赴港上
市筹资；加强产品创新，积极建设衍生品市场；布局国际市场，收
购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开拓新资产类别；持续升级改造技术
系统，全面提升全球竞争力。借助中国经济腾飞（2019 年中国 GDP
14.3 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 2 位）和香港金融中心的优势，港交所
已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证券交易所。截至 2020 年 6 月底，港交所拥
有 2487 家上市公司，股票总市值达 4.9 万亿美元，当年股票成交额
达 1.4 万亿美元，当年新上市公司 59 家，IPO 筹资额 112.9 亿美元。
根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WFE）的排名，港交所股票总市值、成交
额、IPO 筹资额分别位居全球第 5、第 9 和第 3 位。

（三）战略布局
从最初“把握内地机遇”，到“建立市场联通”
，再到“连接中
国与世界”，港交所一直以中国内地市场作为重要的战略支柱和目标。
港交所每三年制定战略规划，每年对战略内容进行调整和修正，提
高战略规划与市场趋势的契合度。根据港交所最新《战略规划 2019
－2021》，港交所战略愿景：
“成为国际领先的亚洲时区交易所，连
接中国与世界”。战略使命：（1）巩固在香港的优势地位，成为受
人尊敬的国际领先机构；（2）为核心业务创造更大价值；
（3）积极
参与社区建设并推广企业社会责任，为员工提供职业发展和培训机
会，持续引领科技和金融创新；
（4）为股东创造长远价值。战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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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立足中国、连接全球、拥抱科技，使港交所持续屹立于国际交
易所集团之巅，推动香港成为最闪耀的国际金融中心。总体来看，
港交所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战略布局和发展重点。
第一阶段（2000 年－2009 年）
：把握内地机遇、拓展亚洲业务。
2000 年开始，港交所进行股份制改革，由过去区域性股票交易所向
亚洲领先的交易所转型。在这一阶段，港交所抓住中国内地市场发
展的红利，大量吸引内地大型国企及民企上市，并将战略重心调整
为成为内地企业上市筹资的首选。为此，港交所提出三大战略方向：
一是强化内地关系。重点发展内地上市资源，推出内地相关衍生权
证和牛熊证等业务，把握内地经济高速增长和市场改革带来的发展
机遇。二是夯实发展基础。优化市场规则体系，与国际标准对准；
加强项目管理，提升基础设施运营效率；强化公司监管，防范市场
风险。三是拓展产品业务。重点发展衍生品，提供优质信息服务，
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扩大客户群体。
第二阶段（2010 年－2015 年）
：建立市场联通，巩固领先地位。
港交所将市场联通、业务整合为战略方向，重点拓展海外拟上市资
源、发展衍生品和大宗商品业务，通过产品业务整合实现协同效应，
树立竞争优势。一是建立市场连通机制。推出沪港通互联互通机制，
进一步扩大交易市场范围。优化交易架构，开发多元化的市场行情
产品和服务。继续简化上市程序，吸引内地和海外企业赴港筹资。
二是拓展产品业务。涉足固定收益市场，推出人民币相关产品。优
化股票期权市场。收购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积极推动大宗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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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衍生品发展。三是升级基础设施。推动现有各交易及结算平台现
代化，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新一代平台，覆盖不同资产类别的各个
服务功能，更有效地推动跨资产类别的多元化发展和增长。
第三阶段（2016 年－至今）
：连接中国与世界，重塑全球市场
格局。随着中国市场加大开放力度，越来越多的全球资金流向中国
在岸和离岸市场。港交所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将自身定位为“连接中
国与世界的门户”，发展一个根植于香港、汇集中外产品的交易场所，
并通过拓展沪港通模式，打造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平台。在最新的战
略规划中，港交所又进一步明确了战略方向，提出“立足中国、连
接全球、拥抱科技”的战略路径。一是优化互联互通机制。优化沪深
港通和债券通，扩大资产类别，提供更多大宗商品和债券品种，推
出多种离岸风险管理工具，增加北向资金流入。二是夯实市场基础。
推进上市制度改革，吸引全球大型成熟企业和科技创新企业赴港首
次上市或第二上市集资。补充现有产品体系，加快开发新衍生品中
和结构化产品。优化交易机制，便利投资者进入香港市场，提高交
易市场流动性。三是革新核心技术系统。推出新一代交易后平台，
通过并购或战略合作提升整体科技水平。建立创新实验室，通过内
部开发与外界合作方式，积极探索新兴科技服务集团业务，包括知
识图谱、安全计算、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及分布式分类账
技术等。建立大数据市场，探索业务新增长机遇。
图 1 港交所战略演变（200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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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香港交易所官网

（四）组织管理
港交所是全球领先的交易所及结算所营运机构。目前，港交所
旗下运营：香港联合交易所、香港期货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共
3 家交易场所；香港结算、期货结算、联交所期权结算、场外结算
和 LME 结算共 5 家结算机构。同时，港交所通过深圳前海联合交
易中心有限公司（QME）运营中国内地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港交所
内部设有 12 种业务职能，包括上市、法律监管合规、商品、集团战
略、市场发展、结算、资讯技术等。
图 2 港交所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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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香港交易所官网

在内部治理中，股东大会是港交所最高权力机构，下设董事会
和管理层。董事会为港交所最高决策机构，由 2 至 13 名成员组成，
任期不超过 3 年，
其中，董事会主席为非执行董事并由董事会委任，
须经香港行政长官批准，任期最长为 6 年；行政总裁为董事会成员；
最多 6 名董事由香港财政司司长委任。董事会负责集团政策和战略
方向，监督集团业务发展，遴选委任或罢免高级行政人员，召开股
东大会等。董事会下设董事会常务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其中，常
务委员会由 5 名成员组成，包括董事会主席和集团行政总裁，该委
员会负责定期收集集团最新资料，审批集团主要运营事务，定期向
董事会汇报工作；管理委员会由董事会成员或独立董事担任，负责
协助董事会进行相关决策或战略评估，包括稽核、薪酬、投资、风
险、提名及管治、风险管理、咨询小组遴选、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
15

等。管理层设有管理委员会，是管理层的决策组织，负责日常运营
决策和业务执行，由集团行政总裁担任管理委员会主席。

（五）股权结构
港交所股权结构较为分散，超过 50%以上为公众投资者持有，
机构投资者持股占比 39%，香港政府持股占比 5.9%。在机构投资者
中，绝大部分为传统投资管理者，其次为政府养老金。在前 5 大股
东排名中，香港政府持股 5.9%，为港交所第一大股东。近年来，港
交所加快业务创新发展，股价持续走高，截至 2020 年 7 月 29 日，
港交所每股价格达 365.2 港元，较 2000 年上市之初增长 90 倍。同
时，港交所自 2006 年起每年分红，累计实施现金分红 14 次，总金
额达 740.7 亿港元，平均分红率达 87.6%。
表 1 港交所主要股东持股明细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

持股占比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74,840,961

5.92%

贝莱德公司

58,628,322

4.64%

道富环球投资有限公司

38,469,722

3.04%

先锋集团有限公司

38,185,086

3.02%

资本研究与管理公司

37,715,393

2.98%

注：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
数据来源：S&P Capital IQ

图 3 港交所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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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
数据来源：S&P Capital IQ

图 4 港交所股价变化

注：数据截至 2020 年 7 月 29 日
数据来源：WIND

（六）产品体系
港交所产品体系完整，覆盖股票、债券、基金、衍生品、大宗
商品等。同时，港交所提供各类市场数据和参考价格产品，包括在
岸及离岸中国股票指数、人民币汇率基准指数、全球基本金属市场
参考价格等。近年来，港交所加大在结构化产品、衍生品和大宗商
17

品领域的产品创新，2019 年陆续推出 7 只现金结算金属期货合约、
首只两倍反向产品、美元伦敦金属期货小型合约、每周指数期权合
约和印度卢比期货合约。
表 2 港交所交易产品概览
交易市场

香港联交所

香港期交所

产品类型







股本证券：普通股、优先股、存托凭证（DR）
债务证券：债券、票据
交易所交易产品：ETF、杠杆及反向产品
房地产信托基金
结构化产品：衍生权证、牛熊证、界内证
衍生品：指数期权、股票期权、外汇期权



股票指数类：恒生指数期货、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期货、新
MSCI 指数期货、行业指数期货、中华交易服务中国 120
指数期货、金砖市场指数期货
个股类：股票期货
利率类：1 个月港元利率期货、3 个月港元利率期货
外汇类：美元兑人民币（香港）期货、欧元兑人民币（香
港）期货、日元兑人民币（香港）期货、澳元兑人民币（香
港）期货、印度卢比兑人民币（香港）期货、印度卢比兑
美元期货、人民币（香港）兑美元期货
商品类：美元 TSI 铁矿石
金属期货：美元黄金、人民币（香港）黄金、美元白银、
人民币（香港）白银、美元伦敦金属小型合约、人民币（香
港）伦敦金属小型合约







伦敦金属交易所

二、 业务分析
（一）上市业务
港交所是全球最大的 IPO 筹资市场，多次蝉联全球 IPO 筹资
额冠军。港交所也是中国内地发行人最大的离岸上市地，内地公司
在香港累计筹资达 6 万亿港元。
近年来，
港交所适时修改上市规则，
积极拥抱新经济企业，重新定位创业板市场，更好地服务企业上市
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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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设有主板和创业板（GEM）两个市场板块。其中，主板
上市标准高，主要服务大型成熟公司，上市公司须符合盈利或其他
财务要求，发行人可以选择以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的形式在主板上
市；创业板主要服务中小型公司，上市资格低于主板市场，但持续
上市规则与主板类似。
表 3 港交所不同板块上市规则对比
主板

GEM

财务要求（符合以下其中一项测试）
盈利测试
最近 1 年股东
应占盈利≥2000
万港元，且前 2
年累计股东应
占 盈 利 ≥3000
万港元

市值/收入
测试

市值/收入/现
金流测试
最近 1 年收入
最近 1 年收
≥5 亿港元；
入 ≥5 亿 港
市值≥20 亿港
元；
元；
市 值 ≥40 亿
前 3 年现金流
港元；
合计≥1 亿港元
流动性要求

不同投票权
架构
市值≥400 亿港
元；
市值≥400 亿港
元，且最近 1
年收入≥100 亿
港元；

财务要求
经营业务有现金流
入，前 2 年营业现金
流 合 计 ≥3000 万 港
元；
市值≥1.5 亿港元

流动性要求

（1）最低公众持股量
一般为 25%（如上市
时市值>100 亿港元
（1）最低公众持股量一般为 25%（如上市时市值>100 亿港元可 可减至 15%）；
减至 15%）；
（2）最低公众持股市
（2）至少 300 名股东；
值≥4500 万港元；
（3）管理层最近 3 年不变；
（3）至少 100 名股
（4）拥有权和控制权最近 1 年不变；
东；
（5）具备不少于 3 个会计年度的营业记录；
（4）管理层最近 2
（6）至少 3 名独立董事，并必须占董事会成员人数至少三分之 年不变；
一；
（5）拥有权和控制权
（7）同股同权股东必须持有上市发行人股东大会议案不少于 最近 1 年不变；
10%的合资格投票权（针对具有不同投票权股份上市）
（6）至少 3 名独立董
事，并必须占董事会
成员人数至少三分之
一
资料来源：香港交易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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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上市规则，吸引新经济企业赴港上市。为转变传统产业主
导的市场格局，拥抱新经济企业，港交所于 2018 年 2 月推出《新兴
及创业产业公司上市制度咨询文件》，提出生物科技、不同投票权架
构及新设便利第二上市渠道的建议。2018 年 4 月，港交所正式推出
《上市规则》修订文件，允许尚未通过任何主板财务资格测试的生
物科技发行人和不同投票权架构公司来港上市，新设第二上市渠道
接纳大中华及海外公司赴港作第二上市。在生物科技公司方面，港
交所主要针对从事医药（小分子药物）
、生物制药和医疗器械（包括
诊断）生产和研发的相关生物科技公司，
对生物科技公司预期市值、
业绩记录、运营资金、基石投资者、主营业务重大变动等方面均有
要求，并组建由业界专家组成的生物科技咨询小组进行评估，以保
护投资者利益。截至 2020 年 6 月底，累计有 18 家生物科技公司在
香港上市，筹资额 483 亿港元，其中，有 16 家生物科技公司未有收
入。在同股不同权方面，申请上市的发行人须证明其具备适合以不
同投票权架构上市的特点，包括公司性质以及不同投票权受益人对
公司的贡献。为保障投资者权益，港交所对不同投票权受益人范围、
不同投票权的权利、同股同权股东的投票权利、企业内部治理和信
息披露等方面有一定要求。目前，小米和美团点评都作为不同投票
权发行人在香港上市。在第二上市方面，港交所主要针对在英美两
地合格交易所（纽交所、纳斯达克或伦交所）上市的新经济公司，
已有阿里巴巴、网易和京东赴港第二上市。总体而言，港交所上市
规则的调整将拓宽原有的上市制度，进一步增强香港市场对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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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投资者的吸引力，为市场注入更多活力。
表 4 港交所上市规则修订效果
类型

生物科技
公司

同股不同
权公司

第二上市

公司名称

上市日期

筹资额

市值

歌礼制药

2018-08-01

31

35.1

百济神州 1

2018-08-08

71

1,499.7

华领医药

2018-09-14

9

71.4

药明康德

2018-12-13

83

2,591.3

君实生物

2018-12-24

35

443.5

基石药业

2019-02-26

26

105.9

康希诺生物

2019-03-28

14

547.7

维亚生物

2019-05-09

16

170.6

方达控股

2019-05-30

16

83.7

迈博药业

2019-05-31

12

50.7

锦欣生殖

2019-06-25

35

263.4

复宏汉霖

2019-09-25

34

315.2

亚盛医药

2019-10-28

5

74.6

东曜药业

2019-11-08

6

27.4

中国抗体

2019-11-12

14

36.8

康宁杰瑞制药

2019-12-12

21

146.4

诺诚健华

2020-03-23

26

179.5

康方生物

2020-04-24

30

239.3

小米集团

2018-07-09

426

3,588.9

美团点评

2018-09-20

331

11,343.5

阿里巴巴集团

2019-11-26

1,012

52,152.1

242

4,868.3

301

7458.4

NetEase,Inc.（网易） 2020-06-11
京东集团

2020-06-18

注：1.百济神州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从第 18A 章转为普通公司上市；2.筹
资额和市值单位为亿港元；3.市值数据截至 2020 年 7 月 29 日
数据来源：WIND

调整市场结构，重新定位创业板市场。1999 年，港交所设立创
业板。成立之初，创业板凭借全球性的互联网浪潮吸引了大量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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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然而，随着互联网泡沫破灭，创业板股价连番受挫，一些创
业板公司出现业绩亏损或长期停牌，市场流动性降低，投资者信心
遭受打击。2008 年，港交所启动创业板改革，将其由新兴与增长型
公司的另类板块重新定位为公司到主板上市的 “脚踏石”，监管模式
与主板基本相同，当创业板公司成长壮大，符合主板资格，即可简
便转入主板市场。然而，这种定位成效并不显著，被一些绩差公司
作为回避主板严格上市的渠道，拖累香港市场整体上市公司质量。
为此，港交所于 2018 年重新改革创业板（GEM），改革核心内容包
括提高上市门槛、强制公开发售、取消转板简化程序、延长控股股
东锁定期等。同时，港交所提高主板上市条件中关于最低市值、公
众最低持股市值的要求，以明确区分主板与创业板的定位，体现主
板上市公司规模的增长。
在上市公司方面。截至 2020 年 6 月底，港交所股票总市值 37.9
万亿港元（约为 34.6 万亿元人民币）
，共有上市公司 2487 家，外国
公司 186 家（占比 7.5%），其中，主板市场 2111 家，创业板市场 376
家。从行业分布来看，港交所股票市场前 5 大行业分别为信息科技、
金融、地产建筑、非必需性消费和医疗保健，市值占比分别为 33.2%、
18.9%、12.7%、9.8%和 6.1%，其中，信息科技行业市值占比较 2014
年 6 月增加了 26.1 个百分点，金融行业市值占比则较过去下降 9.3
个百分点，显示出港交所加大吸引科技创新公司的转变。目前，港
交所拥有中资股（H 股+红筹）458 只，合计市值 10 万亿港元，市
值占比 26.3%，占比较往年有所下降。从公司质量来看，港交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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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近 5 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在 9.4%，其中，H 股整体盈利相对
较好，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达到 10.2%。2020 年受疫情影响，公司盈
利能力出现下滑。
图 5 港交所上市公司数量和市值

注：数据截至 2020 年 6 月
数据来源：WIND

图 6 港交所中资股市值和占比

注：1.数据截至 2020 年 6 月；2.中资股包括 H 股和红筹股
数据来源：WIND

表 5 港交所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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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全部港股 H 股 红筹股
2015
9.1
11.3
7.5
2016
8.5
9.7
7.7
2017
10.3
10.8
8.7
2018
9.3
9.5
9.1
2019
9.6
9.7
9.1
2020
3.8
4.0
3.8
注：数据截至 2020 年 6 月；净资产收益率采取整体法计算所得
数据来源：Wind

在 IPO 方面。2020 年 1 月至 6 月，香港新增 IPO 公司数达 59
家，筹资额 875 亿港元（约 798 亿元人民币），其中，中资股共筹资
5 亿港元。从行业分布来看，近 10 年来港交所 IPO 筹资额排名前 5
大行业分别是金融、可选消费、医疗保健、工业和信息技术，筹资
额占比分别为 30.8%、21.6%、9.5%、7.2%和 6.8%；从行业分布趋
势来看，金融行业占比明显下降，可选消费、医疗保健和信息技术
三大行业的比重大幅增长，显示出港交所拥抱“新经济”的转型变化，
这也与目前港交所上市公司行业结构相吻合。
图 7 港交所 IPO 数量和筹资额

注：数据截至 2020 年 6 月
数据来源：港交所官网、W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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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港交所 IPO 筹资额行业分布

注：数据截至 2020 年 6 月
数据来源：Wind

（二）交易业务
港交所拥有 3 大交易场所：香港联合交易所（联交所）、香港
期货交易所（期交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其中，联交所
主要是现货产品市场；期交所主要提供衍生产品交易；LME 主要
提供大宗商品交易。
1．现货产品
香港联交所是港交所的现货产品市场，产品覆盖股票、存托凭
证（DR）、债券、交易所交易产品（ETP）和结构化产品等。联交
所使用领航星交易平台－证券市场（OTP－C），采用买卖盘带动的
交易系统。在开市前时段只接受竞价盘和竞价限价盘③。在持续交易

竞价盘是没有指定价格的买卖盘，在输入 OTP-C 系统后按最终参考平衡价格进行对盘；竞价
限价盘是有指定价格的买卖盘，指定价格等同最终参考平衡价格或较最终参考平衡价格更具竞
争力的竞价限价盘（即指定价格等于或高于最终参考平衡价格的买盘，或指定价格等于或低于
最终参考平衡价格的卖盘）或可按最终参考平衡价格进行对盘。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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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系统只接受限价盘、增强限价盘和特别限价盘④。收市竞价交
易时段适用于指定的证券，包括四个时段：参考价定价时段、输入
买卖盘时段、不可取消时段及随机收市时段。其中，在参考价定价
时段，系统会计算每只收市竞价证券的参考价，确定收市竞价交易
时段内有关证券的允许价格限制范围；在输入订单时段，系统接受
竞价盘和±5%价格限制范围内的竞价限价盘，未完成的订单可在该
时段更改或取消；在不可取消时段，新输入的竞价限价盘价格必须
在买卖盘记录册中最低沽盘价与最高买盘价范围；在随机收市时段，
买卖盘规则与不可取消时段一样，市场将于 2 分钟内随机收市。在
随机收市时段过后，所有收市竞价证券会按最终参考平衡价格配对
买卖盘。为防止极端价格波动及错误交易引发市场闪崩，港交所设
有市场波动调节机制，涵盖所有恒生综合大型股、中型股及小型股
指数成分股。假如三只恒生综合指数的成分股的准成交价格偏离 5
分钟前的最后成交价分别超过±10%，±15%及±20%，便会启动 5
分钟的冷静期。在冷静期内，买卖允许在价格限制内进行；在冷静
期后，将恢复没有限制的正常交易，波动调节机制可被多次触发。
此外，香港市场允许担保卖空，即卖空已借入证券。目前，港交所
有 635 只股票允许卖空。

表 6 香港证券市场交易时段
限价盘只可以指定价格配对，卖盘的输入价格不可低于最佳买入价，而买盘的输入价格不可
高于最佳沽出价；增强限价盘最多可同时与十条轮候队伍进行配对，只要成交价格不差于输入
价格；特别限价盘最多可同时与十条轮候队伍进行配对，只要成交的价格不差于输入价格。特
别限价盘没有输入价格限制，只要卖盘价格等于或低于最佳买入价，或者买盘价格等于或高于
最佳沽出价。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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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时段

竞价时段

开市前时段

上午 9 时至上午 9 时 30 分

早市

上午 9 时 30 分至中午 12 时

持续交易时段

全日交易

半日交易

延续早市

中午 12 时至下午 1 时

不适用

午市

下午 1 时至下午 4 时

不适用

下午 4 时至下午 4 时 08 中午 12 时至下午 12
收市竞价交
竞价时段
分与下午 4 时 10 分之 时 08 分与下午 12 时
易时段
间随机收市
10 分之间随机收市
资料来源：港交所官网

股票方面，港交所通过互联互通机制，加强香港与内地市场联
动，提升香港市场交易活跃度。在 2014 年沪港通推出当年，沪股通
和港股通平均每日成交额分别为 55.8 亿元人民币和 9.29 亿港元；当
年来自沪港通的收入及相关收益总额约 6800 万元。港交所又于 2016
年 12 月推出深港通机制，并在此后持续优化沪深港通机制，包括将
合格的不同投票权架构的公司股票纳入港股通股票范围内，推出投
资者识别码模式等。从市场规模来看，截至 2020 年 6 月底，港交所
当年股票成交 14.3 万亿港元，主板成交占比达 99.8%，其中，中资
股成交 4 万亿港元，占比 27.8%；当年沪深股通成交 8.2 万亿元人
民币，其中，沪股通成交 3.5 万亿元人民币，深股通成交 4.7 万亿元
人民币。从投资者结构来看，香港股票市场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个
人投资者交易占比 22.9%，机构投资者占比 77.1%；同时，香港股
票市场国际化程度较高，香港本地投资者仅占交易额 30%，外地投
资者交易额占比达 41%，其中，
主要来自中国内地
（交易额占比 12%）、
美国（交易额占比 10%）和英国（交易额占比 7%）。从市场运行质
量来看，2015 年至 2019 年期间恒生指数的价格年化波动率平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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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成交额年化波动率平均为 84.4%；年化换手率达到 36.4%，
市场流动性相对不足。2020 年，新冠疫情导致市场不确定性增加，
香港市场波动加剧，换手率也相对增加。
图 9 港交所股票成交额

注：香港成交额单位为万亿港元；数据截至 2020 年 6 月底
数据来源：WIND

图 10 沪深股通成交额

注：沪深股通成交额单位为万亿元人民币；数据截至 2020 年 6 月底
数据来源：WIND

图 11 香港股票市场投资者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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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港交所《现货市场交易研究调查 2018》，2019 年 7 月

表 7 港交所股票市场运行质量
年份

价格年化波动率 交易额年化波动率 年换手率
（%）
（%）
（%）

22.1
116.7
36.5
2015
16.1
78.6
32.9
2016
17.2
96.5
35.6
2017
17.7
52.7
42.7
2018
18.0
77.5
34.2
2019
20.8
133.9
48.0
2020
注：1.价格波动率计算香港恒生指数月度价格标准差年化处理所得；交易额
波动率计算香港恒生指数月度成交额标准差年化处理所得；换手率计算香港
恒生指数月度成交额与市值的比值经年化处理所得
数据来源：Wind

债券方面，港交所于 2017 年 7 月推出债券通北向交易，让更
多国际投资者通过香港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港交所与中国外
汇交易中心合资成立债券通有限公司，提供债券通交易、投资者教
育和其他服务。债券通推出当年，外国投资者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
场的持有量已达到 1.1 万亿元人民币，较推出前提升 36%。此后，
港交所持续优化完善债券通，包括推出一级市场信息平台和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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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业存单一级认购服务，延长交收周期，允许国际投资者选择以 T+0、
T+1、T+2 或 T+3 交收等。截至 2020 年 6 月底，港交所共有债券
1444 只；债券通当年成交额达 2.3 万亿元人民币。
ETP 产品方面，
港交所 ETP 产品包括 ETF、杠杆及反向产品⑤。
近年来，港交所 ETP 产品业务创新不断，包括上市杠杆及反向产品，
推出一系列市场架构优化措施。截至 2020 年 6 月，港交所共有 ETP
产品 134 只，其中，ETF 有 108 只，杠杆及反向产品 26 只；ETP
产品涉及资产规模达 3110 亿港元，日均成交额 71 亿港元。
图 12 港交所 ETP 产品日均成交额和市值

数据来源：港交所官网

结构化产品方面，香港是全球交易最活跃的结构化产品市场。
港交所交易的结构化产品包括衍生权证、牛熊证和界内证。其中，
衍生权证是指投资者有权在指定期间内以预订价格买入或卖出相关

杠杆及反向产品（L&I 产品）是 ETF 的一种。杠杆产品是指放大相关指数的单日回报（香
港杠杆产品最大杠杆倍数为 2 倍）
；反向产品是指产品回报和相关指数的单日回报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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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资产，一般以现金交收，不涉及实物买卖，涉及资产包括股票、指
数、货币、商品或一篮子证券等；牛熊证是指投资者可以看好或看
空相关资产而选择买入牛证或熊证；界内证是指投资者可在到期时
获得预订的固定收益，收益取决于相关资产价格在资产价格范围之
内（界内）或之外（界外），该产品于 2019 年 7 月推出，是亚洲首
只同类产品。截至 2020 年 6 月底，港交所共有 1.17 万只结构化产
品，其中，衍生权证 6172 只，牛熊证 4695 只，界内证 833 只。结
构化产品涉及的资产市值达 67 亿港元，日均成交额达 175 亿港元。
图 13 港交所结构化产品日均成交额和市值

数据来源：港交所官网

2．衍生产品
香港期交所是港交所集团旗下主要的衍生品市场，产品覆盖股
指期货、个股期货、境外指数期货、利率期货、外汇期货期权和商
品期货等。此外，香港联交所也挂牌交易股票期权等产品。香港衍
生品市场采用 HKATS 电子交易系统，买卖盘按照价格及时间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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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次序进行配对。市场参与者输入的买卖盘会被传送至中央买卖盘
账目。待交易执行后，交易所参与者会接收到相关交易资讯。该笔
买卖记录会根据其产品类别传送至香港期货结算或联交所期权结算
公司进行登记结算。2013 年 10 月，港交所将 HKATS 电子交易系统
提升至 Genium INET 平台，并于 2019 年 5 月再次提升为更新版本。
Genium INET 平台系纳斯达克交易所开发使用，该平台可提供综合
交易和清算各种衍生产品，显著提高交易容量。港交所设计多种交
易机制，包括自选组合交易⑥、错价交易⑦、大手交易和市场波动调
节机制等。为进一步方便国际投资者进行交易或对冲，港交所针对
部分衍生品提供收市后交易机制，延长交易时间。此外，港交所建
立前端风险管理系统（PTRM）
，所有衍生产品市场的参与者可以借
助该系统设置仓位上限，管理实时风险，避免意外累积过剩仓位。
从市场规模来看，截至 2020 年 7 月底，港交所衍生品成交量达 1.7
亿张合约，其中，期货成交量达 0.7 亿张，期权成交量达 1 亿张合
约。从交易用途来看，纯买卖和风险对冲是近年来港交所衍生品市
场交易的主要交易用途，分别占市场总成交量的 43%和 36%，套利
交易占比 21%。从投资者结构来看，港交所衍生品市场投资者群体
主要以交易所参与者和机构投资者为主，两者合计成交量占比达
81%，个人投资者的成交量占比仅 19%。
自选交易是指市场参与者以单一买卖盘设计期货及期权策略组合，港交所认可的期货期
权策略包括跨期组合、跨价组合、马鞍式组合、勒束式组合、蝶式跨价组合、鹰式跨价组
合、盒式跨价组合等。
⑦
错价交易是指交易偏离所订定的错价交易价格参数，原交易方的交易所参与者可向香港
交易所申报为错价交易，若交易双方同意有关交易是错价交易，港交所可注销该交易；若
交易双方有分歧或交易各方未反馈，港交所复核后决定是否注销该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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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图 14 港交所衍生品成交量

注：港交所衍生品成交量单位为百万张合约；数据截至 2020 年 7 月底
数据来源：港交所官网

图 15 港交所衍生品成交量按交易用途分布

数据来源：港交所《现货市场交易研究调查 2018/19》，2020 年 3 月

股指衍生品方面，港交所股指衍生品交易量大，市场交易集中
度较高。2019 年，港交所期货期权产品合计成交 2.6 亿张合约，成
交量前十位的期货期权产品成交量合计占比 57.7%，大部分为指数
期货期权。2020 年前 7 个月，港交所股指期货日均成交量为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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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张合约，较去年同期增长 4%；股指期权日均成交量为 16.4 万张
合约，较去年同期增长 6%。
表 8 2019 年港交所成交量前十大衍生产品
排

产品名称

名

2019 年成交

成交量

合约张数

占比

1

恒生指数期货

51,317,694

19.50%

2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期货

34,151,099

12.98%

3

小型恒生指数期货

22,170,547

8.42%

4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期权

21,563,408

8.19%

5

恒生指数期权

12,466,854

4.74%

6

小型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期货

3,686,219

1.40%

7

小型恒生指数期权

3,343,429

1.27%

8

美元兑人民币（香港）期货

1,938,891

0.74%

9

小型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期权

582,623

0.22%

10

恒生国企股息点指数期货

531,215

0.20%

数据来源：港交所官网

个股衍生品方面，港交所积极推动个股配置衍生产品，丰富投
资者风险管理工具。目前，港交所有 78 只股票同时配有个股期权、
个股期货和衍生权证，比如近年上市的小米集团、阿里巴巴集团和
京东集团等，均是上市当天即有相应的个股期货期权和衍生权证产
品，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更多的投资选择。2019 年，拥有配套衍生产
品的股票成交额共计 9.65 万亿港元，接近全部港股成交额的一半。
截至 2020 年 7 月底，
当年个股衍生品累计成交量达 7793 万张合约，
其中，股票期权成交量达 7730 万张合约，股票期货成交量仅 63 万
张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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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和外汇衍生品方面，港交所的利率衍生品包括 1 个月港元
利率期货和 3 个月港元利率期货，为市场提供港元利率对冲工具。
同时，港交所加强人民币衍生品创新，于 2012 年推出全球首只人民
币可交收货币期货合约——美元兑人民币（香港）期货，其报价和
交易均以人民币为单位。此后，港交所不断扩大货币产品范围，陆
续推出欧元兑人民币（香港）期货、日元兑人民币（香港）期货、
澳元兑人民币（香港）期货以及人民币（香港）兑美元期货等产品，
为离岸投资者提供高效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2019 年，港交所又
推出印度卢比兑美元期货和印度卢比兑人民币（香港）期货产品，
进一步丰富外汇衍生品种类。截至 2020 年 7 月底，当年港交所利率
衍生品成交量达 293 张合约，交投清淡；当年外汇衍生品成交量达
110 万张合约，其中，美元兑人民币（香港）期货成交量达 99.6 万
张合约，是港交所交易量最大的外汇衍生产品。
3．大宗商品
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是全球工业金属价格发现、保值和交
易中心，也是港交所集团旗下重要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目前，全
球大部分有色金属均在 LME 三个交易平台进行：LMEselect （电子
平台）
、交易圈（公开喊价）及 24 小时电话交易市场⑧。LME 设有
实物期货期权和现金结算期货等合约，覆盖金属包括氧化铝、铝、
铝合金、钴、铜、黄金、北美特种铝合金、铅、钼、镍、白银、铜
材、锡和锌。一般而言，市场参与者可以通过 LME 市场的类别 1、
LMEselect 电子交易平台的交易时段为伦敦时间 01：00-19：00；交易圈交易时段为伦敦
时间 11：4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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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类别 2 或类别 4 会员参与交易，或者成为 LME 会员参与交易。2019
年，LME 的交易量达到 1.76 亿手，涉及 13.5 万亿美元和 39 亿吨金
属。近年来，LME 加强与中国内地市场合作，一方面积极推出伦敦
金属期货小型合约，使亚洲投资者可以使用离岸人民币或美元计价
的期货对冲金属价格风险；另一方面，LME 加强与前海大宗商品现
货交易平台 QME⑨合作，连接两个平台的仓库网络，推动两地大宗
商品交易市场全球化发展。目前，有 6 家中资公司认可成为 LME
结算会员，另有近 80 个内地金属品牌符合 LME 的品质、形状和重
量规格，获准成为在 LME 实物交割的金属品牌。截至 2020 年 7 月
底，港交所的大宗商品成交量为 21.4 万张合约，其中，交易量最大
的合约是铁矿石期货（月度）
，成交量达 6.4 万张合约，
成交占比 30%；
其次是美元黄金期货，成交量达 5.9 万张合约，成交占比 28%。

（三）交易后业务
港交所集团旗下拥有 5 家结算机构，包括香港中央结算（香港
结算，HKSCC）
、香港期货结算（期货结算，HKCC）、香港联合交
易所期权结算所（联交所期权结算所，SEOCH）、香港场外结算公
司（场外结算，OTC Clear）⑩和伦敦金属交易所结算（LME Clear）。
其中，香港结算提供现货市场结算、存管和代理人等服务；期货结
算和联交所期权结算所提供衍生品结算、抵押品管理等服务；场外
结算提供场外衍生品结算服务；LME Clear 主要为 LME 市场提供大
香港交易所于 2018 年 10 月在深圳前海建立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平台 QME，为中国内地
提供大宗商品服务。目前，QME 提供多种金属，包括氧化铝、铝、铜杆和电解铜等，并
计划进一步扩展业务。
⑩
香港交易所持有场外结算公司已发行股本的 76%，其余 24%由创始股东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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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宗商品结算服务。此外，香港金管局（HKMA）运营的中央货币市
场单位（CMU）提供政府证券的交易后服务，产品种类涵盖政府债
券、外汇基金票据及债券等。
表 9 港交所旗下主要结算机构
结算机构
香港中央结算

香港期货结算公司

香港联交所期权结算所

香港场外结算公司

伦敦金属交易所结算

主要业务
清算交收、证券存管、抵
押品管理、风险管理、公
司行为等
清算交收、抵押品管理、
持仓管理、行使及指定分
配等
清算交收、抵押品管理、
持仓管理、行使及指定分
配等

涉及产品
股票、债券、ETF、权证、
房地产信托基金
指数期货、股票期货、利
率期货、货币期货、商品
期货
指数期权、股票期权、货
币期权

利率掉期（IRS）产品、
登记、清算、保证金结算、
不交收远期合约（NDF）、
市场数据、抵押品管理、
交叉货币掉期（CCS）、
风险管理
外汇合约（DFX）
清算交收

金属期货

资料来源：港交所官网

1．香港结算。香港结算作为中央对手方（CCP），通过中央结
算系统，采用持续净额交收方式为合格证券提供结算服务，服务对
象包括联交所、沪深港通和结算机构的交易。联交所和结算机构的
交易均于交易后 T+2 日清算交收；沪深港通的证券交易遵循内地市
场交收周期，实行 T 日证券交收，T+1 日资金交收。在抵押品管理
方面，香港结算通过中央清算及交收系统（CCASS）和共同抵押品
管理系统，使结算参与者以香港结算可接受的抵押品履行缴付差额
缴款、保证金和其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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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货结算和联交所期权结算所。期货结算和联交所期权结
算所分别为香港期交所和香港联交所的衍生品提供清算服务，涉及
的产品合约包括股指期货期权、股票期货期权、利率期货、货币期
货期权和商品期货。期货结算及联交所期权结算所提供 CCP 服务，
并提供交易管理、持仓管理、制定分配等交易后服务。衍生产品成
交后，通过电子形式自动传送至期货结算或联交所期权结算所，记
录在衍生品清算交收系统（DCASS）。交易在 DCASS 登记后进行权
利义务变更，结算所成为买卖双方的中央对手方，并承担一切对手
方风险。因此，结算所于每个交易日重新评估所有未平仓合约，计
算个别结算参与者的交收金额和相关责任，包括期权金、保证金、
变价调整及交易费用。结算参与者必须每天向结算所交付相应费用
直至合约被平仓、过户、行使或过期。所有交收均通过 SWIFT 电子
支付指示进行及确认。
3．场外结算。场外结算于 2013 年 11 月开始提供场外衍生品结
算服务，是所有结算会员结算场外衍生产品的中央结算对手。场外
结算开发场外交易结算系统（OCASS）作为结算平台，提供交易责
任变更、交易登记、估值、交易周期处理、抵押品及保证金结算、
市场数据、日常运作及报告等多种功能。目前已有 MarkitWire，
TradeServ 及 Traiana 三个认可交易登记系统（ATRS）连接到 OCASS。
结算会员可利用任何一个认可交易登记系统提交交易并进行结算。
2019 年，场外结算的名义结算金额创历史新高，规模合计 1983 亿
美元，较 2018 年增长 65%；港元利率掉期的结算量较 2018 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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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 倍，交叉货币掉期的结算量也增长 45%。
4．LME Clear。LME Clear 成立于 2014 年，是所有 LME 结算
会员及其交易活动的中央对手方，向每份交易合约提供财务担保。
若结算会员存在违约失责情况，LME Clear 介入并处理违约结算会
员尚未完成的风险仓位。LME Clear 采用 LME mercury 结算系统，
会员可通过该系统实时监察评估结算风险，管理持仓组合、处理合
约到期等业务。目前，LME Clear 正自主设计基于风险价值 VaR 的
初始保证金算法模型，为结算会员及其客户提供高效的保证金管理。

（四）信息技术业务
港交所的信息技术业务主要包括市场数据和基础设施服务。其
中，市场数据业务主要提供实时数据产品、历史数据和发行人资料
服务等；基础设施服务主要提供设备托管服务、新一代交易后平台
项目等。近年来，港交所加强信息技术业务发展，一方面持续升级
交易系统，提高基础设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另一方面，加强对前
沿技术的开发，运用新技术支持业务增长。2018 年 2 月，港交所在
证券市场引入新的交易平台，即领航星交易平台－证券市场
（OTP-C），取代 2000 年 10 月推出的第三代电子股票交易系统
AMS/3 平台。OTP-C 采用开放式系统技术，可根据市场参与者需求
实时调整引入新功能。2019 年 8 月，港交所又成功推出领航星交易
平台－中华通（OTP-CSC），满足沪深港通日益增长的交易需求。
此外，港交所创新实验室也在开发一系列新技术项目，并应用于集
团业务中，这些新技术项目包括以人工智能支持的公司行动管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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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机器人流程自动化项目、与香港大学合作的程序化交易行为分
析、借助新知识图谱系统进行市场监察等。

三、 经营业绩
（一）盈利规模
1.营业收入总体稳定增长
近年来，港交所受重点业务提升的有力推动，经营收入在一定
程度上抵御了全球经济疲软的负面影响，业务结构不断向高利润产
品和服务倾斜，业绩整体呈现稳定且增长的趋势。特别是互联互通
机制推出后，2015 年港交所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0.9%，增速创近年
新高。2019 年，港交所营业收入 162.7 亿港元，同比增长 2.9%；营
业费用 45.1 亿港元，同比增长 3.4%；全年实现净利润 93.9 亿港元，
略微增长 0.8%。尽管受到中美贸易关系紧张、香港社会骚乱、经济
前景欠佳以及英国脱欧后不明朗等因素影响，市场气氛低迷，但港
交所总体仍取得利润增长，主要归功于沪深港通收益创新高。
图 16 港交所经营业绩

注：港交所营业收入、营业费用和净利润单位为亿港元
数据来源：港交所历年财报
40

2. 集团收入主要依赖传统业务
港交所收入来源主要由现货、衍生品、大宗商品、结算、技术、
公司项目等收入组成11。从各项收入增长情况来看，现货和衍生品
收入受市场环境变化部分年份有所下滑；技术收入主要依赖设备托
管服务、数据专线软件和终端机用户收费等，收入增长比较平稳；
公司项目收入主要来源港交所集团的投资收益，整体规模较小。从
收入结构来看，交易和结算仍是港交所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其中，
现货收入占比由最高的 45%降至 2019 年的 22%；衍生品收入占比
由过去 16%增至 20%左右；结算收入由过去 30%增至目前 40%左右。
除此之外，技术收入占比仍然较小，港交所收入来源还是依赖传统
交易业务。
图 17 港交所收入结构

数据来源：港交所历年财报

（二）资产规模

港交所现货、衍生品和大宗商品市场收入主要来自交易费、系统使用费、产品上市费和
市场数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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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港交所总资产、总负债分别为 2791 亿港元和 2346 亿
港元，分别同比增长 9.0%和 9.1%，资产负债率为 84.1%。近几年，
港交所资产规模增长主要来自于收购港融科技以及开发升级多个交
易结算系统；港交所负债规模主要来自结算机构的结算基金或违约
基金。因此，结算业务的保证金是导致港交所负债较高的原因。
图 18 港交所资产负债情况

注：总资产、总负债单位为亿港元
数据来源：港交所历年财报

（三）现金流规模
过去 10 年间，港交所年均现金流净额约为 9.3 亿港元。从分项
来看，港交所经营性现金流持续提升，这主要由于主营业务增长；
投资性现金流近两年流出加大，主要是购买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
致；筹资性现金流持续流出则主要用于向股东支付股息。
总体来看，
港交所现金流较为稳定，经营较为稳健。

表 10 港交所现金流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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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经营性现金流

49.9

52.7

64.9

49.9

46.7

83.2

34.6

74.1

94.8

100.6

投资性现金流

0.5

-2.0

-155.5

-5.2

7.8

-4.2

-33.4

13.1

-53.3

-34.9

筹资性现金流 -44.1 -46.8

107.4

-21.6

-37.2 -32.2

-35.9

-44.7

-65.2

-71.5

6.3
4.0
17.0
注：港交所现金流单位为亿港元
数据来源：港交所历年财报

23.4

16.9

-34.6

42.6

-23.7

-5.8

现金流净额

46.8

四、 结论与启示
（一）总结
经过多年发展，港交所已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交易所集团，业
务涉及上市、交易、结算、技术等；产品涵盖股票、债券、基金、
结构化产品、衍生品、商品等。借助精准的战略定位和高效的战略
执行，港交所成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全球市场的重要门户。纵观港交
所的发展历程，可以总结以下发展特点：
第一，找准战略定位，充分落实执行。港交所一直将中国内地
作为重要的战略市场。为抓住内地经济持续增长的机遇，港交所不
断强化和调整与内地相关的战略内容，针对内地市场发展趋势形成
前瞻性战略布局。在内地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港交所定位于“成为内
地合作伙伴”，吸引内资企业上市发展；在人民币国际化不断深入阶
段，港交所着重发展人民币产品业务，巩固人民币离岸中心地位；
在内地资本市场深入开放阶段，港交所又确立“连接中国与世界”的
战略定位，打造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平台，成为根植于香港、汇集中
外产品的国际领先交易所。而且，在不同战略阶段，港交所制定详
细的三年工作计划，每年检讨战略执行情况和成果，有效推动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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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执行力度，避免战略规划浮于表面。
第二，市场高度开放，注重适时改革。香港资本市场高度开放，
作为市场重要组织机构，港交所也充分发挥“务实、灵活”的业务发
展特点，对市场新机遇、新情况响应迅速，及时调整市场业务规则，
以便更好地服务市场参与者的需求。比如，在全球交易所争夺新经
济企业时期，港交所加快改革上市制度，给予新经济企业更多上市
包容度，一方面允许尚未通过任何主板财务资格测试的生物科技发
行人和不同投票权架构公司来港上市；另一方面新设第二上市渠道
接纳大中华及海外公司赴港作第二上市。改革后，港交所吸引了大
量生物科技公司赴港上市筹资，并争取到阿里巴巴、京东等知名科
技公司第二上市，形成了良好的市场集聚效应。就是这种灵活的制
度和开放的市场环境，使得港交所在全球 IPO 筹资额排名中多次摘
得冠军。
第三，构建垂直业务链，持续产品创新。港交所拥有完整的业
务链，不仅包括前端上市交易，也包括后端结算和基础设施服务。
在发展过程中，港交所基于市场环境和同业竞争情况变化，通过产
品业务不断整合，始终保持业务架构与市场环境、同业竞争和自身
发展方向相协调，有效促进了业绩增长并提升了盈利能力。特别是
当前全球交易所超级整合情况下，交易所行业结构更加集中，跨境
交易和衍生品创新更加活跃。因此，港交所在长期巩固发展基础和
壮大核心业务的基础上，将业务重心向衍生品、人民币产品和商品
等高利润业务倾斜，加快产品创新，提升盈利能力。同时，港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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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收入占比呈上升趋势的结算业务作为核心，集交易、结算和数据
等价值链环节于一体，提升服务的协同效应。

（二）启示
借鉴港交所的发展经验，结合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特点，
对上交所未来发展有以下两点思考：
一是借势借力谋发展，持续推动市场改革创新。港交所成功的
重要因素是“中国内地经济市场的红利加持”，通过抓住中国内地经
济腾飞和市场开放的发展机遇，成功开拓了业务市场，持续扩大了
市场规模。无论是早期吸引内地企业上市融资，还是后期与沪深市
场建立互联互通机制，港交所每一次发展飞跃都离不开中国内地市
场巨大的上市资源和资金支持。对于上交所而言，未来发展也应“借
势借力”，特别是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上交所应抓住发展机遇，对内持续完善市场基础制
度，支持国内产业链补短板、锻长板；对外继续与全球重要资本市
场相互合作，引入国际长期投资者，充分用好外部资源，推动中国
资本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是提高战略灵活性，不断强化战略执行落实。研究港交所的
发展经历可以发现，结合自身的发展特色和市场环境制定战略举措
并积极落实，是港交所成功的又一重要因素。港交所不仅每三年制
定短期战略规划，并且每年调整和修正，提高战略规划与市场发展
的契合度，避免战略制定和战略执行“两张皮”。对于上交所而言，
学习和借鉴港交所经验，明确交易所未来发展定位，提高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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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建立高效的业务架构，是全面提升交易所竞争
力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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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香港交易所集团的发展历程
年份

1980 年代

1990 年代

2000 年代

主要事件














2005 年 2 月

区域性股票证券交易所
四会合并
推出旗舰产品恒生指数期货
国际投资者参与增多，但香港市场国际地位有待
提升
中国离岸集资中心
H 股上市
交易电子化
推出结构化产品
全球领先的上市之都
香港两家交易所转为股份制
整合技术层面
内地大型国企及民企上市
实施一系列促进股票期权市场的措施，包括提高
市场价格的透明度、提供更多行使价选择以及降
低交易费用

2006 年 3 月



推出远期 H 股指数期权及其他远期恒指期权

2008 年 2 月



推出披露易网站，刊登发行人信息



5 只跟踪香港、印度、韩国、美国及越南证券市
场的 ETF 上市
推出恒指股息指数期货及恒生国企股息指数期
货
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俄罗斯莫斯科银行间外汇
交易所、印度孟买证券交易所、香港交易及结算
所有限公司和南非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在南
非举行的国际证券交易所联会会议上宣布成立
金砖国家交易所联盟
成为首家获批在内地上海设立“数据站”的交易
所，可为内地市场直接提供最快最新的港股报价

2009 年 7 月
2010 年 11 月




2011 年 10 月

2012 年 4 月
2012 年 6 月




以 13.88 亿英镑成功收购伦敦金属交易所



上市首只人民币计价的 ETF——恒生人民币黄
金 ETF
推出恒生波幅指数期货
与 BRICS 交易所联盟其他成员互挂彼此的基准
股指衍生产品
香港场外结算有限公司（场外结算公司）注册成
立为香港交易所附属公司，成为香港场外衍生产
品的结算机构

2012 年 2 月
2012 年 3 月





201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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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12 年 7 月
2012 年 10 月

主要事件





2012 年 11 月
2013 年 4 月

2013 年 8 月

2014 年 6 月

中国财政部发行人民币国债首次在港交所上市
上市首只 RQFII A 股 ETF——华夏沪深 300 指数
ETF
与沪深交易所成立合资公司“中华证券交易服务
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宣布，英国金融服务
监管局（FSA）已批准香港交易所取得伦敦金属
交易所（LME）控制权



推出收市后期货交易




推出中华 120 期货
首只以中华交易服务旗下指数为基础的
ETF——华夏中华交易服务中国 A80 指数 ETF
上市
推出领航星中央交易网站，数据平台扩展至衍生
品市场



2014 年 11 月



上海和香港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正式启动

2014 年 12 月



推出首批亚洲商品期货合约

2016 年 6 月



上市首批杠杆及反向产品

2016 年 8 月




场外结算公司推出交叉货币掉期结算服务
推出市场波动调节机制

2016 年 9 月



推出小型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期权

2016 年 12 月



推出深港通

2017 年 3 月



推出人民币货币期权

2017 年 7 月



推出债券通



2018 年 8 月




港交所发布 IPO 新规，允许双重股权结构公司上
市，允许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赴港上市
香港交易所创新实验室开始运作
前海联合交易中心正式开业

2019 年 3 月



LME 推出 7 只现金结算金属期货合约






首只两倍反向产品上市
推出新一代交易后平台重点项目 Client Connect
收购中国内地科技公司港融科技
首只主动型 ETF 上市



推出亚洲首只界内证

2018 年 4 月

2019 年 5 月
2019 年 6 月
2019 年 7 月

资料来源：港交所历年财报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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