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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8 日 

 

可能要約 

 

就雷蛇的股份的交易披露 

 

執行人員接獲依據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規則 22 作出以下的證券交易的披露： 

 

交易方 日期 有關證券

的說明 

交易性質 買入／

賣出 

涉及的股份

總數 

已支付／已收

取的總金額 

已支付或已

收取的最高

價（H） 

已支付或已

收取的最低

價（L） 

Credit Suisse 

(Hong Kong) 

Limited 

2021年 11月

5 日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5,000 $11,95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5,000 $11,95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5,000 $11,95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20,000 $47,80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30,000 $71,700.0000 $2.4200 $2.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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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36,000 $86,04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5,000 $12,05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5,000 $12,05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7,000 $16,87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8,000 $19,28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8,000 $19,36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9,000 $21,69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10,000 $24,10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10,000 $24,10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10,000 $24,10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10,000 $24,100.0000 $2.4200 $2.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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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10,000 $24,20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20,000 $48,20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20,000 $48,20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20,000 $48,20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20,000 $48,20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20,000 $48,20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20,000 $48,40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20,000 $48,40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25,000 $60,25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35,000 $84,35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36,000 $87,120.0000 $2.4200 $2.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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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40,000 $96,40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51,000 $123,42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8,000 $18,88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1,000 $2,36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1,000 $2,36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2,000 $4,72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1,000 $2,37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3,000 $7,11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14,000 $33,18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1,000 $2,37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1,000 $2,370.0000 $2.4200 $2.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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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6,000 $14,22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1,000 $2,40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3,000 $7,20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11,000 $26,40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13,000 $31,20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20,000 $48,00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20,000 $48,00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22,000 $52,80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1,000 $2,36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6,000 $14,16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18,000 $42,480.0000 $2.4200 $2.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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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13,000 $30,81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10,000 $23,60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1,000 $2,37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1,000 $2,36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39,000 $92,04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6,000 $14,16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4,000 $9,44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9,000 $21,24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1,000 $2,36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1,000 $2,36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1,000 $2,360.0000 $2.4200 $2.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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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9,000 $21,24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11,000 $25,96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28,000 $66,08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43,000 $101,48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5,000 $11,85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41,000 $97,170.0000 $2.42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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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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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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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2,000 $4,74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2,000 $4,74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2,000 $4,74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2,000 $4,74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2,000 $4,74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2,000 $4,74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2,000 $4,74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2,000 $4,740.0000 $2.3700 $2.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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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2,000 $4,74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2,000 $4,74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2,000 $4,74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2,000 $4,74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2,000 $4,74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2,000 $4,74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2,000 $4,74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2,000 $4,74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3,000 $7,08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3,000 $7,11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3,000 $7,110.0000 $2.3700 $2.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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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3,000 $7,11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3,000 $7,11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4,000 $9,48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4,000 $9,48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4,000 $9,48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5,000 $11,85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6,000 $14,22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6,000 $14,22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6,000 $14,22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0 $23,70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47,000 $111,390.0000 $2.3700 $2.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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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50,000 $118,50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1,000 $2,370.0000 $2.3700 $2.36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

買賣盤所產生的股權相關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2,000 $4,740.0000 $2.3700 $2.3600 

 

完 

 

 

註： 

Credit Suisse (Hong Kong) Limited 是與有意要約人有關連的獲豁免自營買賣商。 

交易是為本身帳戶進行的。 

Credit Suisse (Hong Kong) Limited 是最終由 Credit Suisse Group AG 擁有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