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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市场平稳 商品交易所风控规则日益趋同

日前，郑商所修订了交易风险控制管理办法，启用了浮动涨跌停板制度等新风控措施

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

最近两年来， 个别期货品种出现

连续两个及以上的涨停板的极端行

情， 很多投资者对如果出现连续涨跌

停板后如何应对产生了疑问。 在查找

相关规定打消疑虑时， 投资者需密切

注意，目前，国内三家商品期货交易所

（上期所、郑商所、大商所）风险管理控

制办法并不完全一致。不过，通过制度

优化，三家的风控规则呈趋同之势，更

加贴近市场。

郑商所近日修订了交易风险控

制管理办法， 取消了固定值涨跌停

板、 连续三板强制暂停交易等措施，

启用浮动涨跌停板制度等新风控措

施。 随着郑商所新的风控措施进一步

完善，国内期货交易的连续性将进一

步提升，也有利于价格大幅波动时市

场风险的释放，将为市场价格发现提

供更大空间。

根据郑商所此次在风控细则方

面的修订。 具体来说，第二个同方向

停板的涨跌停板幅度是在第一个停

板的涨跌停板幅度的基础上增加

3%

，交易保证金标准在涨跌停板幅度

的基础上增加

2%

。 而第三个同方向

停板的涨跌停板幅度是在第二个同方

向停板的涨跌停板幅度的基础上增加

2%

，交易保证金标准在涨跌停板幅度

的基础上增加

2%

。

目前，在这点处理上，国内三家商

品期货交易所处理方式正在趋同。 大

商所也在去年

8

月份修改了相关的风

控条例，也对此作出了相应调整。举例

来说，即按照修改后的规则，当白糖期

货交易出现第一个停板、 第二个同方

向停板、第三个同方向停板、第四个同

方向停板时， 其涨跌停板幅度分别为

4%

、

7%

、

9%

和

11%

，交易保证金标准

分别为

6%

、

8%

、

10%

、

12%

。 换算成其

他品种也类似。

按照郑商所修订后的办法规定，

如果出现连续

3

个交易日的同方向单

边市，在第四个交易日，如果要继续交

易， 交易所可以采取调整交易保证金

标准、调整涨跌停板幅度、暂停开仓、

暂停平仓、限制出金、限期平仓及其他

风险控制措施。 同时也可以暂停交易

一天，强制平仓等措施。

强制减仓方面， 三家商品交易

所也都有类似规定。 而暂停交易一

天，在实际操作中，仍然非常罕见。

在实践中，基本都以强制减仓为主。

强制减仓是指交易所将当日以涨跌

停板价申报的未成交平仓报单，以

当日涨跌停板价与该合约净持仓盈

利客户按持仓比例自动撮合成交。

同一客户持有双向头寸

,

则其净持

仓部分的平仓报单参与强制减仓计

算，其余平仓报单与其对锁持仓自动

对冲。

显然， 郑商所此次通过调整连续

停板下交易保证金、涨跌停板参数，以

及各品种合约出现连续三个同方向涨

跌停板单边无连续报价后涨跌停板幅

度和交易保证金标准， 将为市场价格

发现提供更大空间， 市场风险控制能

力将得到增强， 能更好保障市场功能

有效发挥。

多位市场人士表示， 三家商品交易

所风控规则趋同，化繁为简，通过制度优

化， 规则更为清晰， 方便市场参与者理

解。 这充分适应期货市场现阶段的新变

化和发展趋势， 增加了市场风险释放的

广度。同时，修改后的规则也有助于保障

市场交易的连贯性， 促进市场更为稳健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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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私募10月实现正收益 先进制造业受关注

证券时报记者 许孝如

10

月份

A

股稳步上行， 大盘蓝筹

屡创新高。据统计，

10

月份股票私募平

均收益为

1.27%

， 六成产品实现正收

益，但落后沪深

300

指数涨幅。此外，

10

月份， 私募集中调研了先进制造板块

个股。

私募业绩分化明显

据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 截至

10

月底，

7025

只股票策略产品的平均

收益为

1.27%

， 其中

60%

的产品实现

正收益， 但私募整体表现不及沪深

300

指数。由于蓝筹股持续发力，

10

月

沪深

300

指数涨幅高达

4.44%

。

云南信托

-

合顺

8

号

10

月份的收

益率达到

53%

， 成为股票私募月冠

军。中垒一号、赛亚成长

1

号、赛亚美

纯基金等三只产品的收益率也超过

40%

。 值得一提的是，私募首尾业绩

相差明显，其中私募工场普赞普精选

一号

10

月收益为

-56%

， 与第一名差

异达

109%

。

不容忽视的是，截至

11

月

13

日收

盘，沪深

300

指数涨幅高达

24.71%

，但

市场上却有

2200

多只股票下跌，占比

达七成。 截至

10

月底，今年以来，股票

策略私募的平均收益为

11.5%

， 跑输

沪深

300

指数。

实际上，今年大盘股大涨、小盘股

下跌的格局一直在持续， 近日来，平

安、茅台、京东方、格力电器、海康威视

等大盘蓝筹股屡创新高。 这对于

A

股

市场一贯以来坚持炒小盘、 炒题材的

私募而言，业绩和规模均受较大考验。

据格上理财统计， 除百亿私募的

管理规模有所增长以外，低于

100

亿规

模的绝大多数私募出现下滑态势。

虽然整体表现不佳， 然而市场上

一些排名靠前的私募表现优秀。 股票

策略中表现最好的四只产品收益率均

超过

200%

，天成壹号、雨山寻牛

1

号、

优波基金为、冬拓三号业绩相当优异。

集中调研先进制造业

私募一直被认为是二级市场最为

敏锐的机构。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加快建设制

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 ”有私募人士告诉记者，加快建设制

造强国， 实际上已经给中国经济和资本

市场投资指明了方向。

10

月份，私募集中调研了先进制造

板块个股。 据格上研究中心数据显示，

10

月，私募机构共参与调研

1014

次，比

9

月下降

24.83%

。 虽然私募机构调研热情

略有下降， 但调研个股集中度则有明显

上升。

数据显示，平均每家上市公司被调

研的次数则由上月的

4.37

次增长至本

月的

7.51

次，私募机构对于个股的关注

度呈现集中化的趋势。 其中有

16

只股

票获得超过

16

家机构的关注。 并且

10

月份，私募机构对主板的关注度回升至

26.87%

，创今年二月份以来的新高，中

小创的关注度呈现一定回落态势。 其

中轻工制造 、 电子分别以

20.78%

、

16.88%

的关注度成为百亿级私募调研

的焦点行业。

最受私募关注的个股是 “歌尔股

份”， 该股在

10

月份被

100

家私募机构调

研，这也是该股今年第二次荣登关注度榜

首。 数据显示，淡水泉在

2014

年年底进入

歌尔股份前十大流通股后一直坚守至今。

10

月份淡水泉调研“歌尔股份”两次，但在

三季报中，淡水泉对该股进行了减持。 此

外，在私募共同调研的个股中，涨幅最大

的是“京东方

A

”，

10

月上涨

41.36%

。

值得注意的是， 不论是最受关注的

“歌尔股份” 还是涨幅最大的 “京东方

A

”，都同属于电子行业，同属于半导体

产业链。

霍华德·马克思：

全球资产价格仍有上升空间

证券时报记者 沈宁

橡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联席董

事长霍华德·马克思，日前在上海接

受记者采访时提出， 目前全球资产

价格整体处于高位， 但仍有上升空

间， 该公司在资产配置组合上将更

为谨慎。

“我们正处于低回报、高风险的

时期，当前市场充满不确定因素，投

资收益接近历史最低水平， 整体资

产价格处于高位。” 霍华德·马克思

表示。 他特别谈到了美股，霍华德·

马克思认为股票现在并不便宜。

他称， 标普

500

指数在过去

12

个月的市盈率为

25

倍，而长期

中值为

15

倍；席勒周期性调整市

盈率已接近

30

倍，而历史中值为

16

倍， 这一倍数过去只有在爆发

金融危机的

1929

年和

2000

年才

被超越过；被称为“投资者恐慌指

数”的

VIX

指数处于

27

年来的历

史低位。

对于超级科技股的走强，霍

华德·马克思的看法谨慎。 他认

为尽管这些公司很优秀， 但目前

价格很贵。 目前以脸书、亚马逊、

苹果公司、谷歌等为代表的超级科技

股正映射出投资者的亢奋情绪。 他还

表示， 投资者愿意投资规模惊人、结

构存疑、 进行科技杠杆投资的基金，

这进一步体现出市场的过度狂热与

盲目。

尽管年中以来， 比特币等数字货

币持续回升， 海外交易所计划推出比

特币期货，霍华德·马克思对数字货币

的谨慎看法并未改变。“数字货币狂热

只是一时风尚， 这些货币本身几乎没

有任何价值， 人们愿意付多少它就值

多少， 数字货币价格明显被投机性买

入推高。 ”

“橡树投资一直遵循指导箴言：

‘谨慎前行’。 ” 霍华德·马克思称。 在

他看来，当价格处于低位，市场弥漫悲

观情绪，投资者纷纷避险之时，就是积

极进取投资的时候； 而当估值处于高

位，市场充斥着狂热情绪，投资者敢于

冒险，这时反而应当谨慎行事。

谈及橡树资本现阶段的策略时，

他表示，现金的回报几乎为零，因此不

可以只持有现金， 橡树资本认为市场

仍存在上升空间。不过他也强调，该公

司持有的配置头寸会更加谨慎， 采取

相对防御性的策略。

黑色产业链

转型提效需产融结合

证券时报记者 陈冬生

黑色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

础产业是不争的事实，然而 “产能

过剩、负债较高、环境约束”等不利

因素一直制约我国黑色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 特别是当前原料和成品价

格波动愈发剧烈频繁， 使得黑色相

关企业面临巨大风险， 企业避险需

求日趋强烈。

日前， 五矿经易期货副总经

理张天骄在 “五矿经易期货黑色

产业链产融高峰论坛”表示，如果

按照过去传统的 “明天会涨价就

赶紧存货”等经营模式，企业在生

产销售时将会越来越被动， 产融

结合是未来黑色产业链转型提效

的重要手段。

在黑色产业进行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背景下， 相关企业在贸

易、销售、库存等方面面临的问题

如何解决？

张天骄认为， 期货市场在提

升企业经营能力及优化库存管

理等方面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实体企业要通过期货工具适应

产业未来的发展变化。 期货价格

能够引导企业提前感知供需变化，

通过期现结合明确对市场的判断，

辅之以科学有效的反应机制，及时

指导、组织经营生产 ，有利于优化

资源配置，加快焦化行业重组和落

后产能退出步伐，推动行业可持续

发展。

张天骄介绍， 如果用好期货工

具，企业的生存经营面临的一系列问

题将会更加简单化， 因为企业只需要

考虑两件事，即时间和库存。

如今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

谋求与期货经营机构的合作，银期合

作正是其中一种方式。 民生银行金融

市场部期货业务中心副总经理杨雪

梅表示，

2017

年，金融监管趋严、资金

脱虚向实、 金融去杠杆化有序推进。

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态势，金融机构

需要与实体企业一起寻求合作发展

的新思路。

杨雪梅介绍，未来，民生银行将深

入挖掘服务于期货市场的特色产品，

拓展业务合作领域， 比如场外期权业

务、外汇避险、境外大宗商品套保等。

民生银行今年就参与了大商所场外期

权农产品试点项目， 希望明年进一步

推进黑色品种的场外期权项目。

东英资管与Marinius� Re-

search发行量化基金

证券时报记者 沈宁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东英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下称东英资管）近日与

Marinius Research (Cayman)

合作发

行基金

Marinius Fund

， 该基金于开

曼群岛注册，对专业投资人开放。

据悉， 基金将由

Marinius Re－

search

（

Cayman

）创始人李明强进行

管理， 旨在产生长线绝对回报和

资本增值， 同时将波动性保持在

可接受范围之内。 基金采用完全

量化管理以买卖于交易所上市的

高流动量投资工具。 所有投资策

略均建立于计算价格走势的统计

模型，其中包括方向性和

Delta

中

性策略。

李明强表示， 该基金专注于研究

和建立稳健的投资模型， 开发出的策

略须每年都能产生稳定回报才能被接

纳。

Marinius Fund

將由

Marinius Re－

search (Cayman)

负责管理，其创办人

也是李明强。

据了解， 李明强拥有超过二十年

的投资和金融业务经验， 其最初就职

于摩根士丹利， 后担任德意志银行董

事，在创办

Marinius Research

之前是

Gandhara Capital

的合伙人。

“虽然今年量化基金普遍表现较

弱， 但是亚洲投资者对新量化策略的

兴趣正持续增长。”东英资管首席执行

官范文启表示。包括

Marinius Fund

在

內，今年东英资管已经与

20

个新基金

签订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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