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0,000 ADV

交易优势 

流动性高且全球知名的市场  
场内成交活络、买卖价差窄

交易所挂牌商品  
透过交易所中央清算功能，降低交易对手风险与 

获得最佳价格透明度

有效投资德国市场的工具 
建立对于德国股票市场 30 家市值最大上市公司的部位

涵盖各时区的交易时段 
提供横跨亚洲、欧洲、美洲时区的交易与清算功能

您进入德国股市的途径

德国指数 DAX® 是德意志交易所的德国蓝筹股指数 — 也是在欧洲 

最有效率的股市之一。德国指数涵盖 30 家市值最大及交投最活跃的

德国公司。

欧洲期货交易所提供的德国指数系列衍生品，包含德国指数 DAX®、德国中型指数 

MDAX®、德国科技指数 TecDAX® 及德国股息指数 DivDAX® 期货及选择权，皆为具高流 

动性的金融商品，以及小型德国指数期货 Mini-DAX®，合约规模5欧元一点，更符合一般

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德国中型指数和德国科技指数期货及选择权可让您更便捷地接触德国创新以及国际认 

可之工业和科技技术市场。德国股息指数包含德国指数最高股息收益率的上市公司。

随着德国指数不断攀升，德国指数期货的名目值约亦水涨船高，远高于全球同类型的 

指数期货产品。这为投资人带来避险上的重大挑战，特别对于结构性产品。同时，中小

型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也无法积极利用德国指数期货建立市场部位。

因此，欧洲期货交易所推出小型德国指数 Mini-DAX® 期货:  该合约规格仅为 

原先德国指数期货合约规格的五分之一，为全球客户提供更精准建立德国市场

投资组合的工具。

交易合约 

2020 年德国股指衍生品 DAX® 的日均量

德国指数系列衍生性金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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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标的

股指类别

欧洲期货交易所 
期货产品代码

彭博代码 

路透代码 

合约价值 
(每指数点)

最小波动单位  
(点数)

最小波动单位 
(价值)

合约规格

结算

最终结算价格

最终结算日

最后交易日

交易时间 

进场服务 –   
场外巨额交易  
最小交易单位

交易日程

德国股指 DAX® 
期货及期权

德国股指 DAX® 

总回报以欧元计价 

期货: FDAX  
期权: ODAX1

期货: GXA Index 
期权: DAX Index OMON

期货: 0#FDX: 
期权: 0#FDX*.EX

期货: 25 欧元 
期权: 5 欧元

期货: 0.52 
期权: 0.1

期货: 12.50 欧元 
期权: 0.50 欧元

德国股指期货: 最长可达 9 个月; 德国股指期权: 最长可达 5 年; 其他期权: 最长可达 2 年

以现金结算

股指以当日拍卖价格计算

契约到期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五

契约到期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五

期货: 欧洲中部时间早上 01:15 至晚间 22:00;  期权: 欧洲中部时间早上 8:50 至晚间 17:30 
期货: 欧洲中部时间早上 01:15 至晚间 22:00;  期权: 欧洲中部时间早上 8:50 至晚间 19:00 (进场服务)

期货: 250 
期权: 500 

欧洲期货交易所之所有营业交易日

小型德国股指  
Mini-DAX® 期货 

期货: FDXM 

期货: DFWA Index 

期货: 0#FDXM: 

期货: 5 欧元 

期货: 1 

期货: 5 欧元 

 

期货: 500

 

德国中型股指   
MDAX® 期货及期权

德国中型股 MDAX® 

期货: F2MX 
期权: O2MX

期货: MFA Index 
期权: MDAX Index OMON

期货: 0#MDAX: 
期权: 0#MDAX*.EX

期货: 5 欧元 
期权: 5 欧元

期货: 1 
期权: 0.1

期货: 5 欧元 
期权: 0.50 欧元

 

期货: 50 
期权: 50

德国科技股指   
TecDAX® 期货及期权

德国科技股 TecDAX® 

期货: FTDX 
期权: OTDX

期货: TDXP Index 
期权: TDXP Index OMON

期货: 0#FTDX: 
期权: 0#FTDX*.EX

期货: 10 欧元 
期权: 10 欧元

期货: 0.5 
期权: 0.1

期货: 5 欧元 
期权: 1 欧元

 

期货: 100 
期权: 100 

德国股息股指   
DivDAX® 期货及期权

德国股息股指 DivDAX® 

期货: FDIV 
期权: ODIV

期货: FDIA Index 
期权: DDAXK Index OMON

期货: 0#GSUK: 
期权: 0#ODIV*.EX

期货: 200 欧元 
期权: 200 欧元

期货: 0.05 
期权: 0.01

期货: 10 欧元 
期权: 2 欧元 

 

期货: 100 
期权: 100 

1 持仓信息披露要求为 5000 手
2 2020 年 12 月 21 日后，德国蓝筹股指 DAX® 期货合约的最小价格价位将被调整为 1

德国股指系列衍生品 — 产品规格览表

联系方式

EUREX 产品销售部

Eugen Mohr
T +1-312-544-10 84
eugen.mohr@eurex.com

Achim Karle
T +49-69-211-187 57  
achim.karle@eurex.com

Chih-Chao Feng
T +852-25 30-78 02 
chih-chao.feng@eurex.com

EUREX 产品研发部

Tobias Ehinger 
T +49-69-211-123 13 
tobias.ehinger@eurex.com

了解更多

www.eurex.com/sc/dax
www.eurex.com/sc/mini-da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