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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港股通股票 

1.1 哪些股票可以成为港股通股票？ 

根据《联合公告》，在试点期间，港股通股票范围为恒生综

合大型股指数、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成份股以及不在前述指数成

份股内但有股票同时在上交所和联交所上市的发行人的 H股。 

但是，（1）在联交所以港币以外货币报价交易的股票不纳

入；（2）同时有股票在上交所以外的内地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发

行人的股票不纳入；（3）上交所上市 A 股为风险警示板股票的

A+H股上市公司的相应 H股不纳入。此外，具有上交所认定的其

他特殊情形的股票不纳入。截至 2014 年 10 月 8日，可纳入港股

通股票范围的股票共 269只。 

 

提示投资者注意，港股通股票范围可能因发生特殊情形而调

整。对此，投资者可以关注上交所证券交易服务公司指定网站公

布的港股通股票名单信息，相关股票被调入或者调出港股通股票

的生效时间以上交所证券交易服务公司公布的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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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关股票在何种情形下会被调入港股通股票？ 

港股通股票之外的股票若因相关指数成份股调整等原因，导

致属于港股通股票范围，则调入港股通股票。其中，A股在上交

所上市的公司在联交所上市 H股，或者 H股上市公司在上交所上

市 A股，或者公司同日在上交所和联交所上市 A股和 H股的，其

H 股在价格稳定期结束且相应 A 股上市满 10 个交易日后调入港

股通股票。相关股票的调入港股通股票的生效时间以上交所证券

交易服务公司公布的时间为准。 

1.3 港股通股票在什么情形发生时可能被调出？ 

港股通股票因相关指数成份股调整等原因，导致不再属于港

股通股票范围的，则调出港股通股票。提示投资者注意，如果股

票被调出港股通股票但仍属于联交所上市股票的，那么投资者将

不得通过港股通买入该股票，但可以卖出。 

2 交易货币 

2.1 投资者使用何种货币参与港股通交易？ 

港股通交易以港币报价，内地投资者通过港股通买卖港股实

际支付或收取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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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易日 

3.1 港股通交易日是怎样安排的？ 

港股通将仅在沪港两地均为交易日并且能够满足结算安排

时开通。具体交易日安排，将由上交所证券交易服务公司在其指

定网站对市场公布。沪港通开通当年的交易日安排将在开通之前

向市场公布。 

如果发生上交所证券交易服务公司认定的特殊情形，导致或

者可能导致港股通交易无法正常进行的，那么上交所证券交易服

务公司可以调整港股通交易日并向市场公布。 

3.2 在香港市场的半日交易中,港股通交易如何安排？ 

内地投资者参与港股通交易,应关注，在联交所市场存在半

日交易的情况。在香港市场，圣诞节、元旦和农历新年的前一日

如果不是周末，那么该日没有午市交易（即 13:00-16:00 的持续

交易时段）。如果该日为港股通交易日，那么该日的港股通交易

也没有午市交易（即只有 9:00-9:15的开市前时段及 9:30-12:00

的持续交易时段）。但是，该日港股通交易的额度控制规定，与

完整交易日的规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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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易时间 

4.1 港股通股票的交易时间是怎么规定的？ 

投资者买卖港股通股票的交易时间具体按联交所规定执行。

在联交所，交易日的 9:00-9:30为开市前时段（集合竞价），但

港股通投资者则仅可以在 9:00-9：15 通过竞价限价盘申报；交

易日的 9:30-12:00 以及 13:00-16:00 为持续交易时段（连续竞

价），港股通投资者仅能通过增强限价盘申报。港股通投资者撤

单的时间为 9：00-9：15；9：30-12：00；12：30-16：00。 

港股通交易时间 

开市前时段： 

上午 9:00-9:30 

-输入买卖盘时段：  9:00-9:15 

港股通投资者可通过竞价限价盘申报，并且其间仅能撤

销订单而不可以修改订单 

持续交易时段： 

上午：9:30-12:00 

下午：13:00-16:00 

港股通投资者可通过增强限价盘在该时段申报或撤销申

报，但不得修改订单 

港股通投资者可在 12:30-13:00 撤销上午未成交的申报 

4.2 什么是联交所的开市前时段？ 

联交所开市前时段是在早上开市前增设的交易时间，用以确

定开市价。 

在开市前时段，买卖盘积累到一段时间后，会在预先设定的

对盘时段中对盘（即报价撮合）。也就是买卖盘会以买卖盘类别、

价格及时间等优先次序按“最终参考平衡价格”顺序对盘。 

在开市前时段，交易系统只接受输入“竞价盘”及“竞价限

价盘”指令，其中，港股通投资者只可以输入“竞价限价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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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时段，输入交易系统的买卖盘价格不可偏离上日收盘价或按

盘价(最近参考平衡价)9倍或以上及少于九分之一或以下，每个

买卖盘不得超过 3,000手股份。 

联交所开市前时段又分为以下的交易时段： 

时段 时间 交易规则 

输入买卖盘时段 9:00至 9:15 

只接受竞价盘及竞价限价盘输入 

注：港股通投资者只可以输入竞价限价盘，并

且其间仅能撤销订单而不可以修改订单。 

对盘前时段 9:15至 9:20 

只接受竞价盘 

注：港股通投资者不能输入“竞价盘”，因此，

不可以在 9：15-9：20之间输入订单。 

对盘时段 9:20至 9:28 

投资者不得在交易系统内输入、更改及撤销买

卖盘； 

已经存在的买卖盘会以买卖盘类别(以竞价盘

为先)、价格及时间等优先次序对盘； 

在此时段确定每一只证券的最终参考平衡价格

（即开盘价）。 

暂停时段 9:28至 9:30 
至 9:30持续交易时段开始前，不能将买卖盘传

递至联交所的交易系统。 

投资者可以通过联交所网站“市场运作”项下的“证券交

易运作”内“交易机制”栏目，了解更详细的交易规则与机制。 

4.3 联交所持续交易时段是怎样规定的？ 

每个交易日的 9:30 至 12:00、12:00至 13:00以及 13:00至

16:00 是联交所的持续交易时段。其中，12:00 至 13:00 为延续

早市时段，只适用于指定证券，而港股通股票不包括在内，因此，

对于港股通投资者而言，在这一时段是无法参与交易的。 

在持续交易时段，一方面，交易系统会按照价格优先、时间

优先的原则成交；另一方面，交易系统只接受“限价盘”、“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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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限价盘”及“特别限价盘”。注意，港股通投资者仅可输入

“增强限价盘”。在此时段，输入交易系统的买卖盘价格应当遵

循联交所的报价规则（参见联交所《交易所规则》第 503 条，第

505条至 507条 A）。同时，每个买卖盘的数量不得超过 3000手

股份。 

4.4 台风及黑色暴雨警告对港股通交易时间会有什么

影响？ 

由于地处台风和黑色暴雨的多发地，香港市场在处理台风和

黑色暴雨对交易的影响上形成一套既定的成熟做法，即按照八号

及以上台风和黑色暴雨警告（以下统称警报）发出时间为开市前

时段之前、开市前时段期间以及持续交易时段期间等三个不同时

段有不同的应对措施。具体安排如下： 

警报发出时点 警报解除时点 交易情形 

早于开市前时段 

7:00前  交易正常进行 

7:00至 9:00 开市前时段将被取消，警报解除两小

时后的整点或 30分钟开始交易（例：

如果警报在 7:15 解除，那么早上交

易时段将在 9:30 开始。如果警报在

7:30 解除，那么早上交易时段将于

9:30 开始。） 

9:00 至 11:00 上午交易取消，13:00 开始交易 

11:00 至 11:30 上午交易取消，13:30 开始交易 

11:30 至 12:00 上午交易取消，14:00 开始交易 

12:00 以后 全天停止交易 

开市前时段期间 
 

如果是台风警报，则开市前时段结束

后停止交易，按照上述“早于开市前

时段发出警报”中第 3-6 情形栏（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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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规定的解除警报情形恢复交易； 

如果是黑雨警报，则正常交易。 

持续交易时段期

间  

如果是台风警报，那么在发出警报后

15 分钟后停止交易，按照上述“早于

开市前时段发出警报”中第 3-6情形

栏（蓝色）规定的解除警报情形恢复

交易 

如果是黑雨警报，那么正常交易 

5 投资者 

5.1 哪些主体可以成为港股通的投资者？ 

港股通投资者应当拥有沪市人民币普通股票账户，同时，在

试点初期，需满足香港证监会关于参与港股通的内地投资者仅限

于机构投资者及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余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 50

万元的个人投资者的规定。在实践操作中，港股通业务实施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由证券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在联合

公告中明确的准入资格标准，以及上交所《沪港通试点办法》及

《港股通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指引》的规定，核定参与港股通投资

者的资质，并要求投资者在签署风险揭示书的前提下签订委托协

议。 

5.2 证券公司如何对港股通投资者进行适当性评估？ 

证券公司应根据上交所港股通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要求，对

个人投资者的资产状况、知识水平、风险承受能力和诚信状况等

方面进行适当性评估，评估个人投资者是否适合参与港股通股票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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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港股通交易委托 

6.1 投资者如何参与港股通交易？ 

投资者应通过委托内地证券公司买卖港股通股票。证券公司

在接受委托后，通过上交所证券交易服务公司，向联交所进行申

报，该申报在联交所交易平台撮合成交后，将通过相同路径向证

券公司和投资者返回成交情况。在结算交收方面，投资者通过证

券公司与中国结算完成清算交收，中国结算作为内地投资者港股

通股票的名义持有人向香港结算履行交收责任。 

6.2 内地投资者参与港股通交易，应使用何种账户？ 

参与港股通交易的个人投资者应当拥有沪市人民币普通股

票账户。如果投资者已经有此账户，那么无需另行开立股票账户。 

6.3 投资者买卖港股通股票，是否需要与证券公司签订

专门的业务合同？ 

个人投资者在通过港股通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评估后，买卖

港股通股票前，应当签署风险揭示书，并与内地证券公司签订港

股通委托协议。 

此外，港股通投资者不能进行 IPO 申购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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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港股通交易的指定交易与转指定、撤销指定是怎样

的？ 

内地投资者参与港股通交易，适用目前上交所关于指定交易

的相关规定，实行全面指定交易制度。对于新办理或者变更指定

交易的，自下一个港股通交易日起，才可进行港股通交易。投资

者存在港股通股票当日有交易行为、当日有申报、未完成交收或

者上交所、中国结算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形的，不得撤销指定

交易。 

 

免责声明：本栏目的信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

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息做出决策。上海证

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力求本栏目的信息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

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不作保证，亦不对因使用该等信息而引发或可

能引发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更多有关港股通投资的信息，投资

者可参阅上交所沪港通投资者教育专区

（http://edu.sse.com.cn/col/shhkconnect/home/）。 

 

http://edu.sse.com.cn/col/shhkconnect/h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