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优势

轻松进入流动性强的欧洲股指期货市场

日均交易量1

欧元 STOXX 50® 股指期货: 欧元 349.1 亿 (美元 363.1 亿)
德国蓝筹股指 DAX® 期货: 欧元 251.6 亿 (美元 261.7 亿)
瑞士 SMI® 指数期货: 瑞士法郎 44.1 亿 (美元   46.7 亿)
德国蓝筹股指 DAX® 期权: 欧元  38.3 亿 (美元   39.8 亿)

低交易成本产品

名义价值等于指数价值

更精准的指数投资敞口

适合全球投资人的精准对冲工具
欧洲期货交易所 (Eurex) 基于现有欧元蓝筹 STOXX 50® 股指、德国蓝筹 DAX® 股指和 

瑞士 SMI® 股指衍生品推出微型衍生品系列。Eurex 微型衍生品合约价值的乘数为 1， 

降低了投资组合的潜在可能追踪误差并为投资者提供了更精确的对冲机会。

低成本进入欧洲市场的方法
微型产品系列拥有较低的每日保证金率，为投资者提供了以较低成本将欧洲市场（比利

时、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瑞士）加入到股指投资组合

的方式。 

覆盖全球不同时区的高流动性订单簿
欧元蓝筹 STOXX 50® 股指期货、德国蓝筹 DAX® 股指期货与期权和瑞士 SMI® 股指期货

是欧洲流动性最高的股指期货。我们提供全天候交易时段来为处于不同时区的全球交易

者获取更多的交易及对冲机会。 

1  2021 年日均交易量 (ADV)

见 “微” 知著，放眼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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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欧元蓝筹  
STOXX 50® 股指期货

微型瑞士 SMI® 股指期货 微型德国蓝筹  
DAX® 股指期货

微型德国蓝筹  
DAX® 股指期权

产品标的 欧元蓝筹 STOXX 50® 股指 瑞士 SMI® 股指 德国蓝筹 DAX® 股指 德国蓝筹 DAX® 股指

欧交所产品代码 FSXE FSMS FDXS ODXS

彭博产品代码 MZTA Index MZYA Index MZSA Index DAXC <expiry> C/P <strike> 
Index

路孚特产品代码 FSXE FSMS FDXS ODXS

合约乘数 1 欧元 1 瑞士法郎 1 欧元 1 欧元

合约点数价值2 3,688.33 欧元 10,787.77 瑞士法郎 13,459.85 欧元 13,459.85 欧元

最小波动点数 直接期货: 0.5  
日历价差期货: 0.25

直接期货: 1.0  
日历价差期货: 1.0

直接期货: 1.0  
日历价差期货: 0.5

最高买价 25 欧元:  0.1  
最高买价 250 欧元: 0.5 
买价超过 250 欧元: 1.0

最小波动价值  
(每基点)

0.5 欧元 
(1.36 基点)

1 瑞士法郎 
(0.93 基点)

1 欧元  
(0.74  基点)

1 欧元  
(0.1 = 0.074 基点、 
 0.5 = 0.37 基点、 
 1.0 = 0.74 基点)

合约月份 三个最接近的季度，最远合约期限至 9 个月 前三个月及前三个季度月，  
最远合约期限为 12 个月

最后交易日 /  
最终结算日

相关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五 
12:00 欧洲中部时间

相关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五  
09:00 欧洲中部时间

相关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五  
13:00 欧洲中部时间

相关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五  
13:00 欧洲中部时间

最终结算价格 11:50 –12:00 欧洲中部时间内
依据标的股指价格计算出的 
平均价格

依据指数成份股的  
开盘竞价价格

依据指数成份股的  
盘中竞价价格

依据指数成份股的  
盘中竞价价格

场外巨额交易最小单位 20,000 手合约 2,500 手合约 2,500 手合约 –
交易时间3 01:10 –22:00 欧洲中部时间

08:10 – (+1) 04:00 北京时间
08:00 –22:00 欧洲中部时间
14:00 – (+1) 04:00 北京时间

01:10 –22:00 欧洲中部时间
08:10 – (+1) 04:00 北京时间

09:00 –17:30 欧洲中部时间
15:00 – 23:30 北京时间

2 根据 2022 年 11 月 4 日产品标的指数的收盘价格计算
3 时差：北京时间/欧洲中部时间：+7 小时； 北京时间/欧洲中部夏令时间：+6 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