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种名称 上市所在地 最小交易单位

ＰＴＡ

渤海商品交易所

１

吨

／

手

郑州商品交易所

５

吨

／

手

焦炭

渤海商品交易所

１

吨

／

手

大连商品交易所

１００

吨

／

手

白砂糖

渤海商品交易所

１

吨

／

手

郑州商品交易所

１０

吨

／

手

螺纹钢

渤海商品交易所

１

吨

／

手

上海期货交易所

１０

吨

／

手

黄金

湖南维财大宗贵金属交易所 一盎司

／

条

上海期货交易所

１０００

克

／

手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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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品种五花八门 国内电子盘乱象丛生

业界呼吁整合同类市场，分行业分品种建立全国性典型交易中心

2011

年

8

月

8

日， 天地红辣椒电

子交易市场成立三年有余。 正像它的

颜色一样， 朝天椒电子交易颇为红

火。 当日朝天椒合约 （

CTJ1111

） 成

交

37.68

万手， 成交额超过

3

亿元。

除朝天椒之外， 该电子交易市场上市

的品种还有益都红和开鲁红， 它们都

是辣椒的不同品种。

像天地红辣椒电子交易市场这

样的现货电子交易市场目前国内已

经有

300

多家， 上市交易的品种主

要包括农副产品、 大宗工业原料、

石化产品等上百个品种。 随着大宗

商品交易市场的迅速发展， 这个新

兴市场在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暴

露出了问题和漏洞。

200

个交易品种

生意社是上市公司生意宝旗下专

门研究大宗商品电子市场的机构。 据

该公司高级分析师满荣荣介绍， 自

2003

年以来我国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

场呈现不断增加、 迅猛发展的态势。

2008

年， 我国大宗商品电子交易

已突破了

3

万亿元， 涉及石油、 化工、

钢铁、 煤炭和农产品等近

200

个品种；

从

2010

年下半年以来， 文化艺术品、

药材等这类电子交易市场发展速度较

快， 从而辐射到更多的细小品种。

在地区上， 我国目前大宗商品电

子交易市场地域分布东西部差异明

显。 虽然以山东、 江浙、 上海等地为

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电子交易市场就

有

132

家， 占到绝对多数， 但是进入

2010

年以来中西部地区受政策环境

较为宽松的支撑开始迅速发展， 所占

比例已提升至

30%

左右， 势头强劲，

有望成为未来主战场之一。

在交易模式上， 据满荣荣介绍，

目前国内的

160

余家电子交易中心

中 ， 采用电子盘交易模式的约占

52%

， 仓单模式的约占

31%

， 预约模

式的约占

17%

。

民营企业占垄断地位

据生意社监测的

189

家大宗商品

电子市场结果显示， 目前国内大宗商

品电子交易市场经营状况参差不齐，

而经营性质中以民营企业独占鳌头，

占比达到了

85%

。 国有企业在

2010

年下半年以后介入速度开始提升， 但

也只占

15%

。

在

189

家电子交易市场中， 有多

家已经关闭或停止中远期交易， 比例

达到了

13%

， 这也反映了国内电子

交易市场存在的诸多不规范， 因此在

去年

6

月国家六部委联合彻查国内中

远期电子交易市场时， 许多的违规市

场被及时叫停。

据不愿透露姓名的某电子交易市

场主管人士透露， 目前大宗商品电子

交易市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涉及

自然人和保证金。 这两类问题造成了

许多产品市场价格的异常波动， 影响

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也影响了国家治

理通货膨胀的努力。 目前许多正在运

营的市场也在积极清退自然人。

“在本轮通货膨胀中， 期货市场

交易的品种价格暴涨， 期货市场被认

为是罪魁祸首， 因此期货市场开始了

打击投机的各项变革， 其实大宗商品

电子市场也是推手之一。” 一期货公

司的负责人这样说。

进入门槛过低

大宗商品电子市场目前主要的管理

法规是

2003

年

7

月出台的 《大宗商品

电子交易规范》。 《规范》规定， 建立

电子交易市场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设

施， 有提供交易服务、 物流配套服务以

及信息服务的能力； 但却没有规定建立

电子交易市场最低的注册资金额。

满荣荣指出， 目前国内大宗商品

电子交易市场建设初期投资只占总投

资的一部分， 发展好了会继续追加投

资， 但两三年之内如果不见起色， 投

资多半会终止。 比较低的投资额， 致

使各类投资主体纷纷介入电子交易市

场的建设中来。 这样做的结果是部分

投资主体对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的

运行并不是很清楚， 盲目投资后对市

场的管理自然也是盲目的， 很容易扰

乱正常的市场秩序。

另外， 投资主体为了能够尽快收

回投资， 会积极发展投机交易以扩大

市场交易量， 为了争抢交易商往往不

择手段， 甚至违规。 而由于建设市场

所需投资额小、 注册资金少， 一旦发

生重大交易风险， 比如交易商出现恶

意违约， 市场很容易陷入困境， 其他

交易商的利益也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满荣荣建议， 有关部门应该通过

对投资方进行资格审查， 规定建立电

子交易市场最低的注册资本额， 提高

市场准入门槛等手段来实现整个行业

的优化配置和规范管理。

同品种扎堆上市

钢材是目前最受大宗商品市场欢

迎的上市品种。 据证券时报记者初步

统计显示， 目前有

20

多个大宗商品

市场上市交易钢材， 仅在上海周边就

有上海大宗钢铁电子交易中心、 上海

斯迪尔电子交易市场、 上海中联钢铁

电子交易市场、 上海实美钢铁电子交

易市场、 上海中规钢材电子市场、 钢

之源电子交易中心等多个交易中心。

据一交易中心人士介绍， 由于上

市品种雷同， 这些交易中心对客户的

争夺简直到了白热化阶段。

满荣荣建议， 现阶段我国大宗商

品电子交易市场数量较多， 在丰富上

市种类的同时， 却面临着同类型市场

过多的问题， 诸多市场扎堆上同一品

种， 极易造成投机过度和恶性竞争。

因此， 以大型的市场为中心， 整合同

类市场， 分行业、 分品种建立全国性

的典型交易中心势在必行， 这将大大

提高对于现货市场的指导和风险规

避。 而集团化发展也是实现竞争力提

升的重要渠道， 通过集团化统一发展，

有利于整合资源， 实现规模化竞争。

法律法规建设滞后

今年

1

月， 备受关注的 “寿光电

子盘大蒜交易案” 开庭审理。 目前案

情结果还未宣布， 但这个案件对大宗

商品市场的发展影响深远。

“目前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介乎

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之间， 定位模糊，

既吸取了两类市场的共同优点， 但同

时也沿袭了两类市场的缺陷和风险，

亟需出台相应的法规。” 分析人士指出。

目前各大宗商品市场日常运行所

依靠的交易规章制度主要包括交易规

则、 风险控制制度、 现货交收制度、

资金结算以及结算管理制度等， 但由

于这些是市场自己制定的， 同样也不

具有法律的权威性。

这种无法可依的局面给市场当中

的蓄意违规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而管

理者在市场运行过程中随意变更交易

规则， 也使市场制定的规章制度形同

虚设， 近几年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

频繁出现各类纠纷， 主要原因就在于

此。 另外， 立法缺失导致的监管职责

不明则更加影响了大宗商品电子交易

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使得某些电

子交易市场严重违规操作， 也导致国

内各种电子交易纠纷频频发生。

交易所“游击队”迭出 正规军难敌导致市场混乱

� � � �一场战争正发生在现货交易所和期

货业之间。 无论是从交易资金到上市交

易品种， 还是从网点设置到制度创新，

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现货交易所对期

货市场展开了贴身围抢。 在现货交易所

步步紧逼下， 期货业颓势渐显。

迷你合约对抗大合约

7

月

27

日， 上海期货交易所公布

了修订后的天然橡胶合约， 规定从

RU1208

合约起， 天然橡胶从原来的

5

吨每手调整为

10

吨每手。 这是继燃料

油、 铅、 焦炭等品种后又一个大合约。

华泰长城期货综合部总监刘奥南告

诉记者， 从去年底开始， 在管理通胀预

期的大环境下， 监管严格的期货市场开

始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 例如提高保证

金、 恢复征收双边手续费、 加大合约单

位等， 力图降低期货市场的投机氛围。

就在期货市场将合约变大， 提高投

资进入门槛的时候， 现货交易所则打出

了 “迷你牌”。 以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

所为例， 该交易所上市的铟品种交易单

位是每手

100

克，

5

手起交易， 合同履

约保证金为成交价格的

20%

， 按

480

元

/

手的上市指导价来计算， 铟品种交易的

最低资金门槛只有

480

元。 与此相反，

在期货市场， 以单价最低的玉米为例，

做

1

手玉米期货合约最低的资金门槛也

要

3000

元； 而对于那些单价更高的有色

金属合约来说， 最低的门槛要几万元。

再以同一上市品种焦炭为例， 大商

所上市的焦炭

1

手是

100

吨， 而在渤海

商品交易所上市的焦炭最低交易单位

1

手是

1

吨。

“仅从上市合约对比上看， 现货交

易所由于低门槛而吸引了大量的散户投

资者， 这和期货业做法刚好相反， 现货

交易所很容易将期货的客户抢走。” 一

期货公司人士告诉记者。

期现新品上市制度有别

在上市品种争夺上， 期货业也遭到

了非常明显的冲击。

以成立仅

2

年的渤海商品交易所为

例， 该交易所目前已上市了

11

个品种，

包括原油、 动力煤等期货业一直觊觎却

不可得的品种， 其上市品种数量超过了

期货业龙头上期所的

9

个品种。 而刚成

立

3

个月的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上

市的品种也已经达到了

3

个。

据期货业内人士介绍， 目前期货市

场新品种上市程序过于复杂。 一个期货

新品种上市， 首先要经过期货交易所的

反复研究审核， 之后上报中国证监会；

证监会做出相应审核后， 再向国务院上

报； 国务院通常会征询国家相关部委、

现货管理部门以及有关省区市意见； 综

合各方面反馈后， 国务院再做出同意或

不同意的批示。 最复杂的时候， 上市品

种的推出要经过

18

个部委批准。

一个案例是， 动力煤期货研究在郑

商所的排位要远远早于甲醇， 但由于相

关部门持有异议， 动力煤上市暂停， 郑

商所被迫重新申报上市新品种。 和动力

煤期货类似的还有原油期货。 这两个品

种虽然没能登陆期货市场， 却都已经在

现货交易所交易了。

7

月底， 北京石油

交易所推出了成品油即期交易， 这也是

继渤海商品交易所后第二个推出原油交

易的现货交易所。

事实上， 对于期货市场复杂的上市程

序， 业内早有建言改变。 上期所理事长王

立华就曾建议， 可考虑成立期货品种上市

审批委员会， 对交易所提交的拟上市品种

进行科学而有序的审批； 或者实行上市期

货品种试运行制， 对将要上市的期货品种

进行试运行， 待试运行成功后再报期货主

管部门批准转为正式上市。

而与期货上市新品种复杂程序相

比， 由于现货交易所一般是股份公司，

现货品种只要获得董事会通过就能上

市， 并不需要相关监管部门批准。 “这

些现货交易所几乎将能上期货品种的都

做了现货远期交易， 进而导致期货业新

品种储备出现严重不足。” 有分析人士

评价。

期货业亟待加快创新

近日上海期货交易所开始考虑为了

活跃黄金期货交易， 拟引入夜市交易。

这个措施被业内解读为部分原因是 “被

逼” 的。

海通期货一资深研究员指出， 现货

交易所对期货交易所影响很大。 上海黄

金交易所尤其是其拥有的夜市交易， 对

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黄金期货产生了冲击。

上海黄金交易所的黄金交易每年成交额

在万亿左右， 而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黄金

期货今年上半年交易额仅有

2983

亿元。

“国内的黄金价格主要取决于国际

市场， 因此纽约和伦敦黄金价格的波动

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内黄金价格走

势。 对于投资者来说， 拥有夜市交易的

上海黄金交易所

T+D

制度更适合投资者

进行套利； 如若做黄金期货， 则要等到

第二天， 届时很可能出现跳空的风险。”

上述分析师继称。

不仅上海黄金交易所有夜市交易，

湖南维财贵金属交易所和昆明泛亚有色

金属交易所等现货交易所也都设置了夜

市交易。

“虽然这几年期货市场更新产品和

业务创新仍然在有序推进中， 但推出的

步伐还是与市场的期待有一定差距。 这

和期货市场作为风险管理专业市场的定

位不符， 希望监管部门继续加大创新力

度。” 一位期货公司负责人说。

大宗商品远期交易

整顿风暴进行中

� � � �疯狂中的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正

面临着新一轮的整顿风暴。

今年

6

月份， 上海市政府办公室

转发了由上海市商务委、 上海市金融

办、 上海市工商局、 上海市公安局四

部门联合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规范本

市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市场管理若干

意见的通知》。 该政策被业内解读为

上海在落实 “国六条”。

被称为 “国六条” 的 《中远期交

易市场整顿规范工作指导意见》 是在

2010

年

2

月份由国家六部门联合下

发的。 该意见包括 “禁止新设市场和

新上品种”、 “保障资金安全”、 “禁

止自然人和无行业背景的企业入市交

易”、 “禁止代理业务”、 “规范保证

金缴纳形式”、 “限定每个交易品种

和每个交易商的最大订货量” 等。

生意社研究大宗商品的高级分析

师指出， “国六条” 出台后， 大宗商

品市场风声鹤唳， 但是后来业内猜测

已久的具体法律法规依然没有出台，

高压态势在

2011

年有所缓解， 现货

交易所仍然不断冒出。

事实上， 广泛的市场需求和巨大

的利益是大宗商品市场层出不穷的原

因。 广西糖网食糖批发有限公司是我国

第一家提出以现货交易和物流配送为发

展方向的食糖批发市场， 目前在白糖交

易方面举足轻重。 根据上市公司农产品

2010

年报， 广西糖网食糖批发有限公

司

2010

年实现净利润

6262

万元。

那么， 究竟什么市场应列入整顿范

围之内呢？ 对此， 国家工商总局

2009

年

232

号文给出的大宗商品市场定义

是： “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市场， 是指

企业设立的以现货 ‘仓单’ 为交易标

的， 交易品种以大宗农产品和生产资料

为主， 采取集中竞价、 匿名交易、 电子

撮合的交易方式， 实行涨跌停板、 每日

无负债结算、 强行平仓和保证金交易风

险管理制度， 可以做空和对冲平仓， 商

品交割期限一般在一年内的市场。” 也

就是说， 目前四处冒出的现货交易所也

应该在整顿范围之内。

最新的消息是，

6

月初有消息称国

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整顿产权

交易所的征求意见稿。 随后的

6

月底

7

月初， 国务院已联合多部委组成调查组

分赴全国， 对中远期市场展开整顿。

广深两地

9

年的期交所情结

� � � �每年广州召开 “两会” 时， 广州

市人大代表都会提出恢复建设期货交

易所的议案， 这个议案已经连续提了

9

年。 不知道提这些议案的人大代表

看到最近几年犹如雨后春笋般问世的

现货交易所会作何感想？ 他们会不会

后悔选择了这条路线， 而非直接建设

现货交易所呢？

和广州类似， 深圳市也一直为曾

有的有色金属交易所被取消而耿耿于

怀。 今年

5

月， 郑元亨， 原深圳有色

金属交易所总裁， 这位力主恢复深圳

期货交易所的主要代表人物， 召集了

深圳原市长在内的重要人物， 呼吁深

圳应该出台优惠政策支持现有期货公

司做大， 并希望在有可能的条件下重

建新的深圳期货交易所。

据了解， 由于没有期货交易所，

曾雄霸中国期货业的深圳板块影响日

微， 市场占有率已经从原来的第一位

下滑到了第五位。

支持华南建立期货交易所的人士

认为， 目前， 在三大经济圈中唯独珠

江三角洲地区缺少期货交易中心， 这

使得华南的生产企业难以掌握定价权，

在市场经济中处于被动状态。

据了解，

1995

年以前， 广州曾拥

有两家期货交易所———广州商品期货交

易所和华南期货交易所， 后合并为广东

联合期货交易所。 在后来的行业整顿

里， 广州期货业因投机过度而成为整顿

对象，

1998

年该交易所也最终被取缔。

而成立于

1991

年的深圳有色金属

交易所被认为是国内第一家期货交易

所， 后来也被取缔， 成为了深圳期货业

心目中难以忘怀的伤痛。

郑州商品交易所一位高层告诉记

者， 目前国际上， 不管是证券交易所还

是期货交易所均已经出现了合并的趋

势， 交易所数量减少是大势所趋， 国内

再设立期货交易所几乎是不可能的。

广发期货总经理肖成则认为， 广州

之所以申请设立期货交易所， 还是想打

造出一个正规的全国性的交易所， 那些

现货交易所毕竟是区域性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

索。 广深的期货人士正是怀揣着这颗

心， 为期货交易所的重设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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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成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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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现货交易所和期货业相同上市品种交易门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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