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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期货交易所，作为欧洲期交所集团成员，
隶属于德意志交易所集团，是全球领先的衍
生品交易所之一。凭借创新和可靠的技术，
我们为分布于全球30个国家、超过430个会
员单位所属的约 8,300个交易员提供完善的
产品和服务，包括针对亚洲市场的全面支持。

对于亚太地区的客户，我们的欧元政府债券期货

与期权产品 (例如：欧元德国10年国债Euro-Bund、
欧元德国 5年国债 Euro-Bobl与欧元德国 2年国债

Euro-Schatz，以及欧洲指标性股指衍生品 (例如：

德国股指DAX®和欧元斯托克50® EURO STOXX 50®)
都非常具有吸引力。

当然，这些只是我们众多产品组合的一小部份，

客户在我们的期货与期权产品系列上还有很多的

选择。例如：股指类、个股类、交易型开放式股

指基金 (ETF)、股票红利、以及一些全球最具流动

性的固定收益衍生品。此外，波动性、天气、不

动产和越来越多的大宗商品期货及期权产品…也

在我们提供的产品系列中，并且都可以在单一平

台上交易。

除了全自动的电子交易平台，欧洲期货交易所集

团还建设了全自动且具整合性的清算公司。欧洲

期货交易所清算公司 (Eurex Clearing) 是欧洲最大

欧洲期货交易所 – 
为亚洲市场提供
量身订做的产品

证券及衍生品交易的中央清算公司，透过各种资

产的交易组合，每个月所控管的交易风险值高

达8.3兆欧元 (包括交易所和场外交易所执行的交

易)。同时，欧洲期货交易所清算公司也是全球第

一个提供衍生品实时风险控管的清算公司。

欧洲期货交易所是欧洲期货交易所集团成员，集

团拥有六个完整的业务经营领域，包括：欧洲期

货交易所 (Eurex)、国际证券交易所 (ISE)、欧洲能

源交易所 (EEE)、欧洲期货交易所清算公司 (Eurex
Clearing)、欧洲期货交易所债券交易平台 (Eurex
Bond) 和欧洲期货交易所回购交易平台 (Eurex
Repo)。集团在全球各主要金融中心都设有办事处。

欧洲期货交易所集团是德意志交易所集团的一员。

请注意：

欧洲与亚洲的时差在2012 年3 月25 日至2012 年
10 月28 日，以及2013 年3 月31 日至2013 年10
月27 日期间，因实行夏时制，时差为六小时。其

余时间为七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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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衍生品 投资者可以选择多种个股期货和期权产品。欧洲

期货交易所的股票期权，欧元斯托克50® EURO
STOXX 50®涵盖欧洲股指 EURO STOXX® 50的
5049个成份股，价差非常小，流动性极强，可以

用来积极地规避市场风险。我们的个股期货包含

了道琼斯斯托克STOXX® 600股指指数中大部分的

成份股。运用个股期货交易，可以替代直接股票

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通过我们股票衍生品的各种大型交易系统，客户

可以受益于定制交易和标准化清算服务的双重

好处：

•   灵活的选择

•   大额交易

•   大额公开竞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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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合约
范围广泛，包括欧洲 600 股指 (STOXX® Europe
600) 中的19 大分类，以及部份选出的波兰和俄罗

斯股票。

您可以在以下网站找到目前可以交易的个股期货：

www.eurexchange.asia > 产品.

合约规格
1股、10 股、100 股、1000 股。

基于公司运作的差异，个股期货合约规格可以异

于标准化的合约规格。目前的合约规格可以在以

下网站找到：www.eurexchange.com > Trading &
Products > Products > Product Search.

清算
在交易所最后交易日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以现金

清算。

有一些西班牙的个股期货到期日也可以用股票现

货交割，时间在最后交易日之后的三个交易日内，

每个合约以100股股票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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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变动价位
0.0001 欧元、0.0001瑞士法朗、0.001瑞士法朗、

0.0001美元、0.0001英镑

合约月份
期限最远可达36 个月：13个最近连续月份合约，

以及接下来2个年度的12月合约。

最后交易日与最终清算日
最后交易日就是最终清算日，最终清算日是每月

的第三个星期五。意大利的个股期货最终清算日

是到期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五前一天，如果当天不

是交易日，则再提前一天。个股期货最后交易日

的收盘时间是北京时间次日的00:45 (欧洲中部时

间17:45)。

俄罗斯到期月份个股期货最后交易日的终止时间

为北京时间23:40 (欧洲中部时间16:40)。

每日清算价格
欧洲期货交易所制作并公布个股期货的每日清算

价格，其计算基础是根据标的股票当地的现货收

盘价加上相关的贴水。

更进一步的清算条件与信息请参考以下网站：

www.eurexchange.asia > 访问欧洲期货交易所 >
规则和规范.

最后清算价格
欧洲期货交易所制作并公布个股期货的最后清算

价格，其计算基础是根据标的股票在当地最后交

易日的电子交易系统收盘价。

个股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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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货币种类与交易时间

* 开盘为北京时间16:00 (欧洲中部时间09:00) 是
一个参考的时间点。欧洲期货交易所个股期货的

开盘是根据现货股票市场当地的开盘时间，从

15:50 至16:00 不等 (欧洲中部时间08:50 至09:00)

更多详细的内容，请参考欧洲期货交易所网站上

的说明：www.eurexchange.com > Trading &
Products > Products > Trading Calendar.

合约                

标准化契约

英国个股期货

俄罗斯个股期货

瑞士个股期货

交易时间

北京时间16:00 – 00:45 
(欧洲中部时间09:00 – 17:45)*

北京时间16:00 – 00:45 
(欧洲中部时间09:00 – 17:45)*

北京时间16:00 – 00:45 
(欧洲中部时间09:00 – 17:45)*

北京时间16:00 – 00:45 
(欧洲中部时间09:00 – 17:45)*

产品币别

欧元

英镑

美元

瑞士法朗

合约标准
范围广泛，包括欧洲600指数 (STOXX® Europe 600)
中的19大分类，以及部份选出的俄罗斯股票。

(以下个股是目前亚洲市场最热门的电子、汽车与

金融类股)

关于目前可交易的个股期权产品，请参考下列网站：

www.eurexchange.asia > 产品.

合约规格
1股、10股、100股、500股、1000股、2,500股、

或5,000股。

清算
在行权日后的 2~4个交易日，以 1股、10股、

50股、100股、500股、1000股、2,500股、或

5,000股现货股票交割。

个股期权

欧洲股票 (STOXX® Europe)

宝马 (BMW, 汽车)                                        

奔驰 (Daimler, 汽车)

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 银行)

诺基亚 (Nokia, 通讯)

西门子(Siemens, 电子)

简称

(BMWF)

(DAIF)

(DBKG)

(NO3F)

(SIEF)

合约

标准化契约

德国个股期权

英国、芬兰、爱尔兰个股期权

清算日

t+3

t+2

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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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跳动值
0.0005欧元、0.001欧元、0.01欧元、0.01瑞士

法朗、0.25英镑、0.50英镑、或0.01美元。

合约月份
期限最远可达12个月：最近三个连续月份，及以

3月、6月、9月、12月为起点接续下来三个季月。

期限最远可达24个月：最近三个连续月份，及以

3月、6月、9月、12月为起点接续下来三个季月，

以及接下来的6月和12月两个月。

期限最远可达60个月：最近三个连续月份，及以

3月、6月、9月、12月为起点接续下来三个季月

(西班牙个股期权为接续的九个季月)，再加上四个

接下来的6月和12月(西班牙个股期权是接下来的

6月和 12月两个半年月)，以及最后两个接续的

12月。

最后交易日
到期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五为最后交易日。意大利

的个股期权为第三个星期五的前一天，假如遇到

假日，则再往前一个交易日。

德国的个股期权的股利发放日如恰为最后交易日，

则将最后交易日提早一天。

每日清算价
欧洲期货交易所制作并公布个股期货的每日清算

价格，个股期权的每日清算价根据 Cox/Ross/
Rubinstein的二项式模型来计算。因应市场需要，

股利预期值、目前利率、以及其它的支付都可以

列入模型考虑。

其它关于清算条件的详细信息，请参考下列网站：

www.eurexchange.asia > 访问欧洲期货交易所 > 
规则和规范.

行权
个股期权可以依照美式期权或是欧式期权的方法

来行权：

标准：美式

个股期权可以在任何一个交易日交易至后交易时

段结束，北京时间03:00 (欧洲中部时间20:00)，
前任一交易时间行权。

例外：欧式

属于 ID DE14，CH14，FI14，FR14及NL14的部份

只能在最后交易日最晚至北京时间03:00 (欧洲中

部时间20:00) 的后交易时段结束前行权。

俄罗斯个股期权只能在最后交易日最晚至北京时间

00:40 (欧洲中部时间17:40) 的后交易时段结束前

行权。

德国个股期权不能在股利发放决定日那一天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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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权价格 (标准)

英国、西班牙、荷兰、比利时、法国和爱尔兰的

个股期权行权价格与标准的行权价格不同；这些

行权价格在合约规格说明中有完整的陈述，请参

考下列网站：

www.eurexchange.asia > 访问欧洲期货交易所 > 
规则和规范.

行权价格数量
当期权被核准交易时，所有可交易最长至24个月

期限的买权或卖权，其每个系列至少要有七个行

权价，其中三个是价内，一个是价平，另外三个

是价外。

当期权被核准交易时，所有可交易期限在24个月

以上的买权或卖权，其每个系列至少要有五个行

权价，其中两个是价内，一个是价平，另外两个

是价外。

以欧元、瑞士法朗
或美元为行权价格

      < 2

         2  –     4

         4 –     8

         8  –    20

       20 –    52

       52 –  100

     100 –  200

     200 –  400

             > 400

欧元、瑞士法朗或美元的行权
价格间距，依据契约距离到期
时间来计算

≤ 3个月

 0.05

 0.10

 0.20

 0.50

 1.00

 2.00

 5.00

10.00

20.00

4–12 个月

 0.10

 0.20

 0.40

 1.00

 2.00

 4.00

10.00

20.00

40.00

> 12 个月

 0.20

 0.40

 0.80

 2.00

 4.00

 8.00

20.00

40.00

80.00

当荷兰、比利时与法国个股期权被核准交易时，

所有可交易最长至 12个月期限的买权或卖权，

其每个系列至少要有九个行权价，其中四个是价

内，一个是价平，另外四个是价外。

当荷兰、比利时与法国个股期权被核准交易时，

所有可交易期限在12个月以上的买权或卖权，

其每个系列至少要有七个行权价，其中三个是价

内，一个是价平，另外三个是价外。

期权权利金
依据合约上载明的货币种类，在交易完成后的次

一日要全额付款。

交易时段与产品货币种类

标准开盘时间为北京时间 16:00 (欧洲中部时间

09:00) 是一个参考的时间点。欧洲期货交易所个

股期权的开盘是根据个股所属不同国家的开盘时

间从 15:50至 16:05不等 (欧洲中部时间 08:50至
09:05)

合约

标准化

英国个股期权

俄罗斯个股期权

瑞士个股期权

交易时段

北京时间16:00 – 00:30 
(欧洲中部时间09:00 – 17:30)
北京时间16:00 – 00:30
(欧洲中部时间09:00 – 17:30)
北京时间16:15 – 23:30
(欧洲中部时间09:15 – 16:30)
北京时间16:00 – 00:20
(欧洲中部时间09:00 – 17:20)

产品币别

EUR

GBP

USD

C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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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收盘时间为北京时间 00:30 (欧洲中部时间

17:30) 是一个参考的时间点。欧洲期货交易所个

股期权的收盘是根据个股所属不同国家的收盘时

间从 00:30至 00:36不等(欧洲中部时间 17:30至
17:36)

更多详细的内容，请参考欧洲期货交易所网站说明：

www.eurexchange.com > Trading & Products >
Products > Trading Calendar.

股指衍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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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交易我们的股指衍生品，达到对特定国家、

特定区域、或是特定类股的股票投资投资风险的

避险目的。当然，也可以透过交易单一股指期货

或是期权来获得整体股票成份股价格变动的收益。

欧洲期货交易所的欧洲市场股指指标—欧洲股指

欧元斯托克 50® EURO STOXX 50®股指和德国股

指DAX®期货与期权涵盖了欧洲、甚至全球最具

流动性的股指。

欧元斯托克50® EURO STOXX 50® — 欧洲市
场最具指标性的股指
欧洲股指EURO STOXX 50®是由欧元区12个国家

的大型股所组成，包括：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

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

和西班牙。欧元斯托克50® EURO STOXX 50®股指

期货与期权每日平均交易量达310万口，是欧洲期

货交易所交易量最大的产品。

欧元斯托克50® EURO STOXX 50®的成分股

Air Liquide

Allianz

Anheuser-Busch-InBev

Arcelor Mittal

Assicurazioni Generali

AXA

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

Banco Santander

BASF

Bayer

BMW

BNP Paribas

Carrefour

CRH

Daimler

Danone

Deutsche Bank

Deutsche Börse

Deutsche Telekom

E.ON

Enel

Eni

France Télécom

GDF Suez

Iberdrola

Inditex

ING

Intesa Sanpaolo

L'Oréal

LVMH

Münchener Rück

Nokia

Philips

Repsol YPF

RWE

Saint-Gobain

Sanofi

SAP

Schneider Electric

Siemens

Société Générale

Telecom Italia

Telefónica

TOTAL

Unibail-Rodamco

UniCredit

Unilever NV

Vinci

Vivendi Universal

VW p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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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X® — 德国最具指标性股指
德国股指DAX®的成份股包括 30支蓝筹股，是在

德国股票市场最大且最具流动性的公司股票。

DAX®成份股

Adidas

Allianz

BASF

Bayer

Beiersdorf

BMW

Commerzbank

Daimler

Deutsche Bank

Deutsche Börse

Deutsche Lufthansa AG

Deutsche Post

Deutsche Telekom

E.ON

Fresenius

Heidelberg Cement

Henkel pref.

Infineon

K+S

Linde

Lufthansa

MAN St.

Merck

Metro

Münchener Rück

RWE

SAP

Siemens

ThyssenKrupp

VW pref.

合约价值
每个点数值5欧元、10欧元、25欧元、50欧元、

100欧元、200欧元不等

清算
最终清算日后第一天以现金清算

报价与最小变动价位
报价点数至小数点第一位

合约月份
标准 — 最长期限至 9个月：三个最接近的季月

(3月、6月、9月、12月)

股指期货

期货标的

欧元斯托克50® EURO STOXX 50®股指

德国股指DAX®

产品代码

FESX

FDAX®

合约

欧元斯托克50®

EURO STOXX 50®股指期货

德国股指DAX®期货

合约点数
价值

       

10欧元

25欧元

最小变动价位

点数

     1 
     

     0.5

价值

10欧元

12.50欧元



最后交易日与最终清算日
最后交易日即最终清算日。最终结算日是合约到

期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五，如果当日为假日，则提

前一天。

每日清算价
近月期约的每日清算价是依据北京时间00:30 (欧
洲中部时间17:30) 收盘前一分钟的交易纪录 (至少

五笔以上)，以数量加权平均计算而得。

对于剩下的到期月份，其每日清算价格系由交易

委托簿中买价与卖价的平均价差所决定。

更多详细的清算条件，请参考以下网站：

www.eurexchange.asia > 访问欧洲期货交易所 > 
规则和规范.

最终清算价
欧洲期货交易所于最终清算日，依据下列规则制

作与公布最清算算价：

 23 22

合约

欧元斯托克50®

EURO STOXX 50®股指期货

德国股指DAX®期货

最终清算价

将北京间18:50至19:00 
(欧洲中部时间11:50至
12:00) 所交易的相关
STOXX®指数价格计算出
平均价格

依据 Xetra®之相关指数成分
股的竞价结果算出指数价格

盘中竞价开始于北京时间
20:00 (欧洲中部时间13:00)

合约

欧元斯托克50®

EURO STOXX 50®股指期货

德国股指DAX®期货

结束交易

北京时间19:00
(欧洲中部时间12:00)

自北京时间20:00
(欧洲中部时间13:00)
Xetra® 现货盘中竞价开始

交易时间
北京时间14:50 ~ 05:00 
(欧洲中部时间07:50 ~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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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价值
每个点数值5欧元、10欧元、50欧元、100欧元、

200欧元不等

清算
最终清算日后第一天以现金结算

报价与最小变动价位
报价点数至小数点第一位

合约月份
期限最远可达 12个月：最近三个连续月份，及以

3月、6月、9月、12月为起点接续下来三个季月。

期限最远可达 24个月：最近三个连续月份，及以

3月、6月、9月、12月为起点接续下来三个季月，

以及两个接下来6月和12月的半年月。

股指期权

期权标的

欧元斯托克50® EURO STOXX 50®

股指德国股指DAX®

产品代码

OESX

ODAX®

期限最远可达36个月：最近三个连续月份，及以

3月、6月、9月、12月为起点接续下来十一个

季月。

期限最远可达60个月：最近三个连续月份，及以

3月、6月、9月、12月为起点接续下来三个季月

(西班牙个股期权为接续的九个季月)，再加上四个

接下来 6月和 12月的半年月，以及最后两个接续

的12月。

期限最远可达 119个月：最近三个连续月份，及

以3月、6月、9月、12月为起点接续下来三个季

月，再加上四个接下来 6月和 12月的半年月，以

及最后七个接续的12月。

最后交易日与最终清算日
最后交易日即最终清算日。最终清算日是合约到

期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五，如果期权到期系列的最

后交易日为假日，则提前一天。

合约

欧元斯托克50®

EURO STOXX50®

股指期权

德国股指DAX®

期权

合约点数
价值

       

10欧元

5欧元

价值

       

119

60

最小变动价位

点数

     0.1 
     

     0.1

价值

1欧元

0.50欧元



每日清算价
欧洲期货交易所制作并公布每日清算价格，股指

期权 (以及周期权 ) 的每日清算价格都是依据

Black/Scholes的76种模型计算而得。因应市场需

要，股利预期值、目前利率、或其它支付都可以

列入考虑。

更多详细的清算条件，请参考以下网站：

www.eurexchange.asia > 访问欧洲期货交易所 > 
规则和规范.

最终清算价
欧洲期货交易所于最终清算日，依据下列规则制

作并公布最终清算价：

行权
为欧式期权，只能在最终清算日的后交易时段结束

前，北京时间04:00 (欧洲中部时间21:00) 行权。

行权价格

行权价格数量
当期权被核准交易时，所有可交易最长至24个月

期限的买权或卖权，其每个系列至少要有七个行

权价，其中三个是价内，一个是价平，另外三个

是价外。

当期权被核准交易时，所有可交易期限在24个月

以上的买权或卖权，其每个系列至少要有五个行

权价，其中两个是价内，一个是价平，另外两个

是价外。

期权权利金
依据合约上载明的币别，换算权利金点数价值，

在交易完成后的次一交易日全额付款。

交易时间
北京时间15:50 ~ 00:30 
(欧州中部时间08:50 ~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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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

欧元斯托克50®

EURO STOXX 50®期权

德国股指DAX® 期权

交易结束时间

北京时间19:00
(欧洲中部时间12:00)

自北京时间20:00
(欧洲中部时间13:00)
Xetra®现货盘中竞价开始

合约

欧元斯托克 50®

EURO STOXX 50®股指期权

德国股指DAX® 期权

最终清算价

将北京间18:50至19:00 
(欧洲中部时间11:50至
12:00) 所交易的相关
STOXX®指数价格计算出
平均价格

依据Xetra®之相关指数成分
股的竞价结果算出指数价格

盘中竞价开始于北京时间
20:00 (欧洲中部时间13:00)

* 针对欧元STOXX 50®指数期权 (包括5周系列的期权) 时间≤3个月

合约

欧元斯托克50®

EURO STOXX 50®

股指期权

德国股指DAX® 期权

股指期权的行权价格间距，
依据契约所剩下的
到期时间来计算

≤ 3
个月

25*

   50

4–12
个月

   50

   50

13–24
个月

   50

 100

25–36
个月

   50

 200

> 36
个月

 100

 200



固定收益衍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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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期货交易所您可以透过我们最具全球流动

性的固定收益衍生品来交易欧洲利率曲线。这些

固定收益衍生品每日平均交易量达 260万个契约

合约。我们的固定收益衍生品通常是欧洲利率比

较、订价、甚至避险的最具代表性参考。我们的

欧元德国 2年债券 Euro-Schatz短期债券 Euro-
Schatz、欧元德国 5年债券 Euro-Bobl与中期债券

Euro-Bobl欧元德国 10年债券 Euro-Bund与长期

债券 Euro-Bund契约合约是对欧洲利率风险管理

以及比较、评价的最佳指标性产品。



标准化合约
以德国联邦政府所发行的短、中、长期债券为标的

合约价值
100,000欧元

清算
期货在到期日时，空方有义务交付合约规定的标

的物政府债券给多方。

标的物交割债券发行金额至少在50亿欧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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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收益期货

产品代码

FGBS

FGBM

FGBL

票面
利率

6%

6%

6%

币别

欧元

欧元

欧元

到期年限

1.75 ~ 2.25年

      
4.5 ~ 5.5年

8.5~ 10.5年

合约

欧元德国2年债券
Euro-Schatz期货

欧元德国5年债券
Euro-Bobl期货

欧元德国10年债券
Euro-Bund期货

报价与最小变动价位
报价是以面值的百分比表示。

合约月份
最远期限至9个月：三个最近的季月 (3月、6月、

9月、12月)。

交割日
到期季月的第10天，如遇到非交易日则顺延一天。

通知
清算会员于最后交易日当天须告知欧洲期货交易

所，对于到期月份的空方部位交割何种债券，这

种通知必须在后交易时段结束前到达。

最后交易日
到期季月交割日前两个交易日，到期期货合约最

后交易日的收盘时间是北京时间 19:30 (欧洲中部

时间12:30)。

每日清算价
近月期约的每日清算价是依据北京时间 00:15 (欧
洲中部时间 17:15) (参考时点) 的收盘前一分钟的

交易纪录 (至少五笔以上)，以数量加权平均计算

而得。

合约

欧元德国2年债券Euro-Schatz期货

欧元德国5年债券Euro-Bobl期货

欧元德国10年债券Euro-Bund期货

最小变动价位

百分比

0.005

0.01

0.01

价值

5欧元

10欧元

1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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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月份到期的合约每日清算价是依据询价单上

的平均买价 /卖价的价差来计算。

若需要更进一步详细的清算信息，请参考下列网站: 
www.eurexchange.asia > 访问欧洲期货交易所 >
规则和规范.

最终清算价
欧洲期货交易所在最终清算日制作及公布最终结

算价，依据当日北京时间 19:30 (欧洲中部时间

12:30) 收盘前一分钟的所有交易纪录 (至少十笔

以上)，以数量加权平均计算而得。假如没有超过

十笔，则以当日最后十笔的交易纪录以数量加权

平均计算。如果也不能达到，或是计算所得价格

不合理，欧洲期货交易所可以自行决定最终清算

价。

交易时段
北京时间15:00 ~ 05:00
(欧洲中部时间08:00 ~ 22:00)

标准化合约
以德国联邦政府所发行的短、中、长期债券为标的

合约规格
一个固定收益期货合约

清算
固定收益期货期权的行权关系到期权的买方以及

被指定行权的期权卖方，行权后会相对产生一个

固定收益的期货部位。在行权日的后交易时段结

束后，期货部位就会依照期权双方的行权价格交

付产生。

固定收益期货
期权

产品代码

OGBS

OGBM

OGBL

期权标的

欧元德国2年
债券Euro-
Schatz期货

欧元德国5年
债券Euro-
Bobl期货

欧元德国10
年债券Euro-
Bund期货

票面
利率

6%

6%

6%

债券距离到
期日时间

1.75年~2.25

4.5年~5.5年

8.5年~10.5年

合约

欧元德国2年债
券Euro-Schatz
期货期权

欧元德国5年债
券Euro-Bobl
期货期权

欧元德国10年
债券Euro-Bund
期货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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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与最小跳动值
报价是以点数来计算。

合约月份
最远期限至 6个月：三个最近的连续月份，以及

接下来的的一个季月。

历月合约：固定收益期货期权的连续月份合约行

权标的是距离到期日最近的季月期货。

季月合约：固定收益期货期权的季月合约行权标

的是相同季月的期货。

最后交易日
最后交易日是期权到期月份第一天之前的最近一个

星期五，最后交易日必须比到期月份第一天至少早

两个交易日以上。

例外：假如星期五不是交易日，或是星期五不是

交易日且距离期权到期月份第一天只有一个交易

日，则最后交易日将提早至该星期五的前一个交

易日。在这个例外所提到的交易日是指它同时是

欧洲期货交易所的交易日，也是美国联邦政府所

规定的工作日。

所有期权到期系列在最后交易日的收盘时间为北京

时间00:15 (欧洲中部时间17:15)

合约

欧元德国2年债券Euro-Schatz期货期权

欧元德国5年债券Euro-Bobl期货期权

欧元德国10年债券Euro-Bund期货期权

最小跳动值

点数

0.005

0.005

0.01

价值

5欧元

5欧元

10欧元

每日清算价格
欧洲期货交易所制作并公布每日清算价格，固定

收益期货期权的每日清算价是依据 Cox/Ross/
Rubinstein的二项式模型来计算。

若需要更进一步详细的清算信息，请参考下列网站:
www.eurexchange.asia > 访问欧洲期货交易所 >
规则和规范.

行权
美式期权：期权可以在交易后任何一个交易日至后

交易时段结束前，即北京时间03:00 (欧洲中部时间

20:00)，任何交易时间执行履约。最后交易日则至

北京时间01:00 (欧洲中部时间 18:00) 截止。

行权价

行权价格数量
当期权被核准交易时，所有可交易系列的买权

或卖权至少要有九个行权价，其中四个是价内，

一个是价平，四个是价外。

合约

欧元德国2年债券Euro-Schatz期货期权

欧元德国5年债券Euro-Bobl期货期权

欧元德国10年债券Euro-Bund期货期权

作權价区间

点数

0.1

0.25

0.50



 36

期权权利金
权利金是依据固定收益期货的计算方式。

交易时间
北京时间15:00 ~ 02:00
(欧州中部时间08:00 ~ 19:00)

支持亚洲市场
发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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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期货交易所推行“亚洲培训与教育计划”，目的

是在亚洲市场建立业务伙伴关系，为他们提供专

业知识和宝贵的信息支持。亚洲市场包括：中国

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北京、印度

与日本。我们针对金融业专业人员和欧洲期货交

易所会员单位员工提供欧洲金融市场相关的教育

与培训课程，已有超过2,000人参加过我们提供或

赞助的专业课程或教育培训项目，其中包括由专

业交易机构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交易员参与授课

的课程、大学的专业课程、以及欧洲期货交易所

提供的教育培训课程。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合作过的学术机构包括：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SAIF)，香港中文大学 (CUHK)
与国立臺湾大学 (NTU)。我们赞助这些大学设立

“金融实验室”，免费提供市场实时交易信息，帮助

青年学子体验真实的交易环境、积累交易经验。欧

洲期货交易所的亚洲培训与教育计划将持续支持

与提供这方面的协助。亚洲培训与教育计划未来将

推广至韩国，训练课程也将持续推广至新兴市场，

例如：印度、中国和马来西亚，并继续加强推广至

已经建立的市场，例如：新加坡、澳洲、日本、沙

特阿拉伯、香港与台湾，并持续增加与大学、学术

单位的新合作关系，提供带薪实习的机会、基于网

络的咨询服务。

我们积极与媒体互动合作，为亚洲市场提供更多

的网上教育训练课程。我们正丰富培训方式以增

强吸引力和效果，比如：交易竞赛、实战仿真交

易等。我们承诺投入和持续支持亚洲市场，致力

于协助亚洲市场培养出更多新一代的杰出衍生品

交易员与投资者。

如果想要知悉更深入的欧洲金融市场报导与相关

数据，请订阅我们的欧洲市场展望日报：

www.eurexchange.asia > 市场信息 > 新闻简报.
如果想要获得更多此方面的信息，请联络下一页

所记载的任何一位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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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
Peter Fricke
Eurex Frankfurt AG
60485 Frankfurt/Main, Germany
T +49-69-211-140 82
asia-business@eurexchange.com

新加坡
Henk Huitema
欧洲期货交易所分公司

Eurex Frankfurt Aktiengesellschaft Singapore Branch
Singapore Land Tower, 50 Raffles Place #21–05
Singapore 048623, Singapore
T +65-63 04-52 51
info.singapore@eurexchange.com

香港
卢展辉 Paul Lo
欧洲期货交易所 香港代表办事处

香港中环都爹利街1號11樓1101室
Eurex Frankfurt AG
11/F, Room 1101, 1 Duddell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T +852-34 46-28 00
info.hong-kong@eurexchange.com

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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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陆及
中国台湾
姒元忠 Michael Hsih
欧洲期货交易所

香港中环都爹利街1号11楼1101室
Eurex Frankfurt AG
11/F, Room 1101, 1 Duddell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T +886-987-16 8112
michael.hsih@eurexchan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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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Fixing Limited as well as The London Silver Market Fixing Limited, which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has no involvement with and accepts no responsibility whatsoever for the underlying product to
which the Fixing prices may be referenced.

PCS® and Property Claim Services®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ISO Services, Inc.

Korea Exchange, KRX, KOSPI and KOSPI 200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Korea Exchange, Inc.

BSE and SENSEX are trademarks/service marks of Bombay Stock Exchange (BSE) and all rights accruing
from the same, statutory or otherwise, wholly vest with BSE. Any violation of the above would constitute
an offence under the laws of India and international treaties governing the same.

The names of other companies and third party products may be trademarks or service marks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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