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稿 

MSCI 与香港交易所签订授权协议 

推出 MSCI 中国 A50 互联互通指数期货合约 
 

北京/上海，2021年8月 20日 – 全球领先的投资决策支持工具和服务提供商 MSCI（纽约证券交易所：

MSCI）今天宣布，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旗下全资附属公司香港期货交易

所有限公司签订授权协议，待获得监管部门批准后，允许香港交易所使用新发布的 MSCI 中国 A50 互联

互通指数推出期货合约。 

上述新协议将被纳入香港交易所于 2020 年 5 月推出的 MSCI 亚洲和新兴市场指数期货及期权产品系列

中，进一步强化 MSCI 与香港交易所一直以来的战略合作关系。 

MSCI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Henry Fernandez 表示：“中国在全球投资市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中国

股票在 MSCI 新兴市场指数中的权重从 2009 年 12 月的 18% 增至 2021 年 8 月的 34%，由此可见一

斑。 投资行业正经历重大变革，令投资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化，因此市场对更好的交易及风险管理解决

方案需求甚殷。我们很高兴能借着这项新协议扩大与香港交易所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与我们致力帮助全

球投资者更好地管理投资组合的承诺一脉相承。” 

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欧冠升（Nicolas Aguzin）表示：“今天宣布推出的 A 股指数期货实现了香

港交易所引入离岸中国内地证券衍生产品的计划，亦令我们与 MSCI 的长期合作关系更为紧密，共同努

力发展香港成为亚洲顶尖衍生产品交易中心，提升香港市场投资产品的深度及广度。作为亚洲时区的领

先市场，我们肩负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任，这只新产品将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一个有效管理 A 股相关资产

风险的工具。 ” 

作为 MSCI 中国指数系列的最新成员， MSCI 中国 A50 互联互通指数（以下简称“该指数”）旨在追踪

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所涵盖的 11 个行业中最大的 50 只股票的表现，反映中国经济广泛多元化

的特质。 

基于互联互通机制，该指数采用创新的行业中性策略（Sector-neutral approach），遵循其母指数

MSCI 中国 A 股指数的行业权重配置，并通过纳入全球行业分类标准范围内各行业最大的两只股票平衡

行业权重。 

该指数可作为与指数挂钩的投资产品的基础，如交易所交易基金（ETF）、交易所交易票据（ETN）、

公募基金、结构化产品及其他指数工具。 

https://www.msci.com/documents/10199/ec2e5393-f759-6fde-94f4-8a459bef48f8
https://www.msci.com/documents/10199/ec2e5393-f759-6fde-94f4-8a459bef48f8
https://www.msci.com/g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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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MSCI 

MSCI 是全球领先的投资决策支持工具和服务供应商。我们在研究、资料和技术方面拥有超过 50 年的专

业知识，致力帮助客户理解及分析风险和回报的关键驱动因素，建立更有效的投资组合，从而实现更好

的投资决策。我们开发了行业领先的研究增强型解决方案，让客户洞悉并提高投资过程的透明度。如欲

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 www.msci.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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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ress release contains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 of 1995.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relate to future events or performance and involve risks that may cause actual results or performance differ materially and you should not place undue reliance 

on them. Risks that could affect results or performance are in MSCI’s Annual Report on Form 10-K for the most recent fiscal year ended on December 31 that 

is filed with the SEC. MSCI does not undertake to update any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No information herein constitutes investment advice or should be 

relied on as such. MSCI grants no right or license to use its products or services without an appropriate license. MSCI MAKES NO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OR OTHERWISE WITH RESPECT TO THE INFORMATION HEREIN AND DISCLAIMS 

ALL LIABILITY TO THE MAXIMUM EXTENT PERMITTED B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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