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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根固魂创新 期货业做好服务实体经济大文章

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 沈宁

十八大以来， 国内期货市场

4

家

核心平台——上期所、中金所、大商所

和郑商所，强化一线监管职责，夯实业

务规则法律效力， 积极服务国家脱贫

攻坚战略，通过加强制度创新，不断提

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持续创新

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求

为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和服务实

体经济的质量，

4

家期货交易所针

对交易、 交割制度持续进行优化和

创新。

“近年来， 我们积极顺应市场变

化，不断满足行业企业需求，不断优化

合约规则，简化业务流程，提升市场效

率和质量。 ”大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

5

月， 在辽宁质监局的大力支持

下， 大商所推动国家质检总局出台进

口大豆监管改革措施， 优化调整黄大

豆

2

号合约。

为解决活跃合约不连续、 近月

合约不活跃等困扰国内商品期货市

场多年的“顽疾”，大商所在鸡蛋期

货上优化交割制度、探索开展仓单串

换、集团交割、仓单服务商等创新举

措； 通过陆续开展

7

个品种夜盘交

易，引入期权做市商制度，调整煤焦

矿品种最小变动价位，持续优化交易

业务。

此外，大商所还对以保证金管理、

逐日盯市、 当日无负债结算和风险准

备金管理等制度为基础的全员结算制

度进行改进；丰富完善交割制度，优化

交割流程；持续扩大组合保证金优惠，

推出优化持仓梯度保证金管理等多项

举措。

郑商所坚持 “风险防控从产品设

计开始”的理念，在设计产品时，扎实

深入地进行市场调研，多方听取意见，

反复研究论证， 尽力消除由于产品设

计缺陷而导致的风险隐患。同时，根据

现货市场变化， 及时改进优化已上市

产品，降低市场运行风险。 比如，去年

以来， 为了让品种更加稳健有效地运

行，更好地发挥功能作用，郑商所着力

改进优化动力煤、 玻璃等品种的相关

规则。

上期所为进一步满足实体经济发

展需求， 近年来就加强交割管理推出

多项举措： 科学管理注册品牌和交割

仓库、升级完善现行交割规则体系、强

化注册品牌及交割仓库自律管理。 据

了解， 上期所目前共有

289

个注册品

牌， 其中国产品牌

249

个， 境外品牌

40

个。 该所以推进原油及

20

号胶等

新品种上市为契机， 升级完善保税交

割规则制度，争取包括财税、海关、质

检等多个领域的政策能有所突破；还

对钢材、 石油沥青期货相关注册和检

验细则等进行了修订。

今年

6

月

14

日，国债期货圆满完

成首次券款对付（

DVP

）交割业务，成

为中金所和中央结算公司在结算服务

上创新探索的重要成果。

把规矩挺在前面

一线监管强起来

为保证市场正常运行，作为“五位

一体”监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期货交

易所还承担了一线监管的重要职能。

近年来， 伴随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交易

主体的增加， 期货交易所的监管责任

越来越重。

以上期所为例，仅

2017

年

1

月

～

6

月，就处理异常交易行为

669

起；对

11

起涉嫌违规交易的行为进行立案

调查和取证， 对其中

7

起采取自律监

管措施，

1

起移送证监会稽查局。 共对

46

家交割仓库开展约

60

次现场检

查、飞行检查。

中金所上半年共处理异常交易行

为

592

起， 套保套利期现不匹配行为

142

起，处理套保客户频繁交易、套利

客户集中交易、 套保套利客户持仓超

过额度等行为

63

起，对客户采取了电

话提醒、提交情况说明、监管谈话、限

制开仓等自律监管措施， 其中采取限

制开仓措施共

671

起。

大商所全方位加强一线监管和自

律监管， 不断完善风险防控的手段和

措施，严肃查处违法违规交易行为。最

近

4

年时间， 累计排查市场异常波动

线索

40

多万条， 共查处异常交易

1000

多起， 查处违规行为

400

多起，

发现并移交中国证监会调查案件

8

起，维护了市场正常秩序。 与此同时，

还及时监测、分析和研判市场形势，加

强潜在风险和动态风险评估， 果断地

采取各类防治措施。

“风险与违规往往是相生相伴

的。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规范市场

秩序，防止市场操纵，既是促进市场

功能发挥的必然要求， 也是防范市

场风险十分重要的一环。 我们持续

完善期货交易持续监测指标体系，

加强市场运行监测分析，及时发现、

纠正市场违规行为。 ”郑商所相关负

责人表示。

据郑商所上述负责人介绍， 去年

以来，该所共处理违规事件

104

起。依

规开展实际控制关系账户认定与管

理， 防止利用持仓优势影响市场健康

运行。审慎开展套保审核，在风险可控

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产业企业风险管

理需求。这些措施，有效地维护了市场

的稳定。

专注服务国家战略

“保险+期货” 为三农保驾护航

证券时报记者 沈宁

2014

年以来，在国务院和相关部

门指引下，多家期货交易所围绕“期货

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根本宗旨，着

力开拓，聚焦服务国家扶贫攻坚战略，

以“保险

+

期货”为新抓手，推动期货

服务实体经济的工作落地生根。

“保险+期货” 成新抓手

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政策精

神， 积极响应证监会关于发挥资本市

场作用、 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号

召， 三大商品期货交易所去年以来相

继推出“保险

+

期货”试点，“期货市场

服务实体经济”由此获得了新抓手。

据了解， 上海期货交易所今年

3

月发布通知， 鼓励期货公司探索利用

金融衍生品工具保障农民收入、 切实

服务三农的业务模式， 支持开展利用

“保险

+

期货”进行“精准扶贫”试点。

5

月

26

日，由上期所发起并支持的天然

橡胶“保险

+

期货”精准扶贫试点项目

正式启动， 首期计划投入扶持资金

3960

万元，覆盖海南、云南两省

14

个

贫困区县， 其中

12

个为国家级贫困

县， 涉及天然橡胶现货产量约

36000

吨，种植面积约

40

万亩。

此次试点工作， 涉及橡胶现货产

量中有三分之二落地在云南，共

16

个

项目，资助总额达到

2640

万元，涉及

现货约

24000

吨， 合计橡胶种植面积

26

万余亩。

16

个项目中有

8

个项目落

地于勐腊县， 有

4

个项目落地在普洱

地区的宁洱、江城和西盟县。

大商所、 郑商所开展 “保险

+

期

货”试点要更早一些。 数据显示，截至

目前，大商所共联合

25

家期货公司和

9

家保险公司， 累计开展试点

46

个。

2016

年末，协同完成对合作社、农户

参保

2.8

万吨玉米， 共

101.43

万元的

理赔。 而郑商所正积极推动第二批棉

花、白糖“保险

+

期货”试点项目落地

实施。

新品种研发

瞄向服务“三农”

在新品种研发上， 期货市场同样

聚焦服务“三农”。 今年

8

月

18

日，随

着电子屏数字的跳动， 棉纱期货在郑

商所挂牌交易。 作为今年第一个上市

的商品期货品种， 棉纱期货上市首日

成交量就达到

9.06

万手

(

单边

)

，市场

流动性良好。同时，豆粕期权和白糖期

权上市也成为今年期货市场服务 “三

农”的新亮点。

“我们已经完成了咖啡、红枣等品

种合约规则制度草案的设计工作。”郑

商所农产品部门负责人表示。 为了落

实证监会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新疆发展

及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要求，郑

州商品交易所和证监会期货部在今年

初赴乌鲁木齐、库尔勒、阿克苏等地，

对红枣、番茄酱、香梨等当地优势农产

品开展期货交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

行调研。

8

月

29

日，

20

余位来自东北、河

北、山东、安徽等地的种粮大户和养殖

户来到大连，参加大商所首次举办的邀

请基层种粮农户走进期货大厦参观座

谈活动。 一同前来的还有来自龙头企

业、基层政府和期货公司、保险公司、

银行的代表。 与会代表围绕当前我国

农业生产经营现状、 风险管理诉求、

“保险

+

期货” 试点情况等进行了沟通

和交流， 并对期货市场进一步深化服

务“三农”的举措进行了探讨。

期货市场让饱受价格波动之苦的

养殖户看到了希望。从以往来看，鸡蛋

价格波动较大， 当蛋价大幅下跌至成

本线以下时， 就会有很多养殖户亏损

惨重。

2013

年鸡蛋期货上市后，国内

多家合作社利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

稳定养殖利润。有了价格保险之后，养

殖户只需专注养好鸡、产好蛋，可以将

更多精力投入在食品安全以及提高养

殖规模上。

与此同时， 大商所还在加快针对

生猪期货、 全脂乳粉等品种的上市研

发步伐， 将进一步完善农产品品种体

系，为“三农”产业避险提供更加丰富

的品种和工具。 上海期货交易所则将

对接产业的目标瞄准纸浆期货， 目前

立项申请已经获批， 正在积极推进纸

浆期货上市准备工作。 而铜期货期权

也已基本完成业务方案和技术方案。

产业服务能力增强

随着连续十多年的平稳运行，尤

其是近几年的优化创新， 国内期货市

场的产业服务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以大连商品期货市场为例， 该所

探索创新产业服务新机制、新模式、新

方法，加强产业客户开发和培育、强化

行业人才培训， 产业服务能力进一步

增强。 “在价格发现功能上，一些商品

的期货价格目前已经能够很好地反

映、揭示现货价格的变化趋势，可以用

来预研、 预判实体产业链的发展变化

情况。 例如，大商所铁矿石期货与国际

铁矿石普氏价格指数相关性达到

0.99

，对国际普氏价格指数的运行开始

产生较大影响， 已成为境内外现货贸

易定价、 相关价格指数发布和开展衍

生品交易的重要参考。 在我国油脂油

料行业中，

70%

的棕榈油、

50%

的豆粕

以及

40%

的豆油现货贸易均已采用期

货价格进行基差定价。 ”大商所相关负

责人称。

从企业利用期货市场情况看，越

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市场开展

套期保值业务， 管理原材料和产品价

格波动风险。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

近百家钢铁、焦炭、焦煤企业以及

500

多家铁矿石贸易商参与铁矿石、 焦炭

焦煤等期货交易，

600

多家化工企业

参与大商所化工品期货交易， 国内日

压榨能力在

1000

吨以上的油脂油料

企业中，

90%

以上的企业参与油脂油

料期货套期保值交易，

85%

以上的棕

榈油进口企业参与棕榈油品种期货交

易，

50%

的全国

30

强饲料企业集团参

与豆粕、玉米等品种的期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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