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騰訊認購騰訊認購
12743

⾏使價⾏使價 : $481.22

到期⽇到期⽇ : 31/07/2023

實際槓桿實際槓桿 : 8.0倍倍
引伸波幅引伸波幅 : 42.5 %

國壽認購國壽認購
21946

⾏使價⾏使價 : $16.88

到期⽇到期⽇ : 29/12/2023

實際槓桿實際槓桿 : 7.1倍倍
引伸波幅引伸波幅 : 32.7 %

匯豐認購匯豐認購
11895

⾏使價⾏使價 : $65.88

到期⽇到期⽇ : 31/07/2023

實際槓桿實際槓桿 : 11.6倍倍
引伸波幅引伸波幅 : 31.8 %

阿⾥認沽阿⾥認沽
21467

⾏使價⾏使價 : $77.88

到期⽇到期⽇ : 4/07/2023

實際槓桿實際槓桿 : 5.2倍倍
引伸波幅引伸波幅 : 49.2 %

本結構性產品並無抵押品。本結構性產品並無抵押品。
系列系列 沽/購沽/購 編號編號 名稱名稱 到期⽇到期⽇

（⽇/⽉/年）（⽇/⽉/年） ⾏使價⾏使價 正股/最後正股/最後
收市價收市價

實際槓桿實際槓桿
（倍）（倍）

引伸波幅引伸波幅
（%）（%）

業業
績績
股股

購購 26051 ⽐迪 (1211)認購⽐迪 (1211)認購 4/10/2023 $255.55 $211.40 4.8 49.7
購購 14586 中油 (857)認購中油 (857)認購 26/09/2023 $4.89 $4.30 6.4 40.2
購購 25190 快⼿ (1024)認購快⼿ (1024)認購 2/06/2023 $62.88 $55.40 6.5 60.0
購購 26121 建⾏ (939)認購建⾏ (939)認購 3/01/2024 $5.55 $5.05 7.1 28.2

新新
經經
濟濟
股股

購購 14330 阿⾥ (9988)認購阿⾥ (9988)認購 26/09/2023 $108.05 $84.25 5.4 48.8
購購 27752 美團 (3690)認購美團 (3690)認購 4/07/2023 $168.88 $134.60 6.6 54.7
購購 28024 ⼩⽶ (1810)認購⼩⽶ (1810)認購 2/06/2023 $12.88 $12.14 7.4 47.8
購購 14830 京東 (9618)認購京東 (9618)認購 27/06/2023 $180.10 $156.10 6.8 51.2
購購 14057 網易 (9999)認購網易 (9999)認購 4/09/2023 $168.88 $139.80 5.4 49.6

科科
技技
股股

購購 12743 騰訊 (700)認購騰訊 (700)認購 31/07/2023 $481.22 $378.20 8.0 42.5
沽沽 11172 騰訊 (700)認沽騰訊 (700)認沽 4/10/2023 $249.40 $378.20 5.4 48.9
購購 23200 百度 (9888)認購百度 (9888)認購 4/09/2023 $160.88 $152.20 4.2 53.9
購購 29120 嗶哩 (9626)認購嗶哩 (9626)認購 4/07/2023 $288.88 $190.70 3.1 122.1
購購 11519 舜光 (2382)認購舜光 (2382)認購 2/06/2023 $119.99 $92.80 8.6 56.5
購購 27971 瑞聲 (2018)認購瑞聲 (2018)認購 4/10/2023 $24.88 $18.84 3.6 71.6
購購 25190 快⼿ (1024)認購快⼿ (1024)認購 2/06/2023 $62.88 $55.40 6.5 60.0

汽汽
⾞⾞
股股

購購 26051 ⽐迪 (1211)認購⽐迪 (1211)認購 4/10/2023 $255.55 $211.40 4.8 49.7
沽沽 27560 ⽐迪 (1211)認沽⽐迪 (1211)認沽 4/10/2023 $112.12 $211.40 3.9 68.2
購購 25154 理想 (2015)認購理想 (2015)認購 29/06/2023 $111.88 $93.65 4.3 79.2
購購 14963 吉利 (175)認購吉利 (175)認購 22/12/2023 $13.52 $9.97 4.2 52.4
購購 28010 ⻑汽 (2333)認購⻑汽 (2333)認購 4/07/2023 $11.70 $9.46 5.8 61.0
購購 26292 ⼩鵬 (9868)認購⼩鵬 (9868)認購 4/07/2023 $48.48 $39.85 3.5 96.8

醫醫
藥藥
股股

購購 13611 中藥 (1177)認購中藥 (1177)認購 3/10/2025 $5.65 $4.32 2.2 52.4
購購 24908 藥明 (2269)認購藥明 (2269)認購 2/08/2023 $66.88 $48.30 5.8 58.8
購購 27856 ⽯藥 (1093)認購⽯藥 (1093)認購 2/04/2024 $11.88 $7.60 3.6 56.1

⾦⾦
融融
股股

購購 11895 匯豐 (5)認購匯豐 (5)認購 31/07/2023 $65.88 $52.65 11.6 31.8
購購 11662 港交 (388)認購港交 (388)認購 2/08/2023 $411.11 $334.40 9.3 35.5
沽沽 14644 港交 (388)認沽港交 (388)認沽 4/12/2023 $265.88 $334.40 5.5 35.7

娛娛
樂樂
股股

購購 28368 銀河 (27)認購銀河 (27)認購 2/06/2023 $68.88 $51.60 13.3 42.7

購購 29361 ⾦沙 (1928)認購⾦沙 (1928)認購 4/07/2023 $38.88 $26.35 7.1 60.0

⽯⽯
油油
股股

購購 17517 海油 (883)認購海油 (883)認購 3/07/2024 $12.88 $11.46 3.6 42.6
購購 14586 中油 (857)認購中油 (857)認購 26/09/2023 $4.89 $4.30 6.4 40.2
購購 15262 中化 (386)認購中化 (386)認購 23/11/2023 $5.46 $4.67 6.6 35.0

保保
險險
股股

購購 13090 友邦 (1299)認購友邦 (1299)認購 19/12/2023 $95.05 $81.85 6.4 31.4
購購 21946 國壽 (2628)認購國壽 (2628)認購 29/12/2023 $16.88 $13.12 7.1 32.7
購購 12169 平安 (2318)認購平安 (2318)認購 23/06/2023 $72.88 $51.25 11.8 44.6

數據以數據以3/28/2023為基準，以上窩輪及⽜熊證摘要供參考之⽤。以上貨幣以港元為計算單位。為基準，以上窩輪及⽜熊證摘要供參考之⽤。以上貨幣以港元為計算單位。

⿆格理熱線：⿆格理熱線：3922-3788 Facebook專⾴：專⾴：Macquarie: Hong Kong Warrants
⿆格理網站：⿆格理網站：warrants.com.hk WeChat帳號：帳號：hkwarrants

⿆格理資本股份有限公司 (Macquarie Capital Limited)（C.E. No. AAC534）（“MCL”）為本⽂所提及上市股份及/或交易所買賣基⾦有關的交易期權及/或⿆格理發⾏的結構性產品的莊家及/或流通量供應⿆格理資本股份有限公司 (Macquarie Capital Limited)（C.E. No. AAC534）（“MCL”）為本⽂所提及上市股份及/或交易所買賣基⾦有關的交易期權及/或⿆格理發⾏的結構性產品的莊家及/或流通量供應
者。謹請注意，⽜熊證設有 者。謹請注意，⽜熊證設有 強制收回機制，因此有可能提早終⽌，在此情況下（i）N類⽜熊證投資者會損失於⽜熊證的全部投資；⽽（ii）R類⽜熊證之剩餘價值則可能為零。 強制收回機制，因此有可能提早終⽌，在此情況下（i）N類⽜熊證投資者會損失於⽜熊證的全部投資；⽽（ii）R類⽜熊證之剩餘價值則可能為零。 
有時發⾏商及/或其所委任的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在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簡稱「港交所」）提供報價之⼀⽅，及該等結構性產品的第⼆市場可能有限。此結構性產品乃為Macquarie Bank有時發⾏商及/或其所委任的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在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簡稱「港交所」）提供報價之⼀⽅，及該等結構性產品的第⼆市場可能有限。此結構性產品乃為Macquarie Bank
Limited Limited （ABN 46 008 583 542）（“MBL”）發⾏。結構性產品並不等於或構成Macquarie Bank Limited或任何⿆格理集團旗下公司之銀⾏存款。本廣告由在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註冊的交易（ABN 46 008 583 542）（“MBL”）發⾏。結構性產品並不等於或構成Macquarie Bank Limited或任何⿆格理集團旗下公司之銀⾏存款。本廣告由在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註冊的交易
商⿆格理資本 商⿆格理資本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C.E. No. AAC 534）製作及發⾏，並僅向香港居⺠作指引及提供。本廣告提供之資料及內容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提出銷售、徵求購買、建議或推薦你參與或完成任何交證券股份有限公司（C.E. No. AAC 534）製作及發⾏，並僅向香港居⺠作指引及提供。本廣告提供之資料及內容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提出銷售、徵求購買、建議或推薦你參與或完成任何交
易。投資結構性 易。投資結構性 產品存有⾵險，只適合對此有認識，並理解箇中⾵險的資深投資⼈⼠，亦不提供或發售予美國⼈。結構性產品價格可跌可升，投資者可能損失全部或部分投資⾦額。在投資結構性產品前，產品存有⾵險，只適合對此有認識，並理解箇中⾵險的資深投資⼈⼠，亦不提供或發售予美國⼈。結構性產品價格可跌可升，投資者可能損失全部或部分投資⾦額。在投資結構性產品前，
閣下應⾃⾏評估箇中⾵險、閱讀上市⽂件內 閣下應⾃⾏評估箇中⾵險、閱讀上市⽂件內 有關結構性產品的全部詳情（warrants.com.hk）及尋求專業意⾒。任何投資均需承受投資⾵險，包括可能延遲償還款項，以及收⼊及已投資本⾦損失。另證券有關結構性產品的全部詳情（warrants.com.hk）及尋求專業意⾒。任何投資均需承受投資⾵險，包括可能延遲償還款項，以及收⼊及已投資本⾦損失。另證券
過往表現並⾮未來表現的指標。本產品並無抵押品。如發⾏⼈無⼒償債或違約，投資者可能無法收回部份或全部應收款項。 過往表現並⾮未來表現的指標。本產品並無抵押品。如發⾏⼈無⼒償債或違約，投資者可能無法收回部份或全部應收款項。 Android乃Google Inc的商標。Android乃Google Inc的商標。

https://www.facebook.com/hkwarrants?fref=ts
http://www.warrants.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