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加良/制表

A4

Futures &Private Fund

期货·私募

主编：桂衍民 编辑：郑加良 2017 年 12 月 19 日 星期二

Tel

：

(0755)83537136

场外商品期权飙涨 头寸过于集中暴露风险隐患

今年前十月规模增长16倍，期货公司加速布局，业界呼吁尽快健全场外交易系统

证券时报记者 许孝如 沈宁

场外商品期权成为今年期货公司

创新市场中发展最为迅猛的业务。 截

至

10

月底，

1～10

月场外商品期权新增

名义本金

2028

亿元，同比增长

16

倍。

场外商品期权的快速发展备受市

场关注， 也吸引了多家期货公司积极

布局。 不过，在快速发展的背后，场外

商品期权也面临诸多问题。

华东一家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子公

司负责人指出：“目前场外期权业务大

部分头寸仍集中在十几个客户手中，

风险敞口较大，难以实现良好对冲，面

临时间价值和波动率的损失， 市场参

与者结构需要进一步完善。 这种情况

下，如果有客户退出，交易量也会下降

明显。 ”

规模大幅增长

中期协最新数据显示，

10

月份商

品类场外期权业务新增名义本金

215.32

亿元，同比增长

11

倍。 而去年

前

10

个月，商品类场外期权业务累计

新增名义本金仅为

117.67

亿元。

场外商品期权的快速发展引起市

场各方的关注，尤其是期货公司，正在

加速布局这一市场。

华泰证券副总裁、 华泰期货董事

长吴祖芳介绍， 今年来华泰期货场外

期权业务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截至

目前，规模已超过

1500

亿元，同比增

长

60

倍。

一些期货公司也在快速推进场外

期权业务。“

2017

年至今，永安资本商品

场外期权成交规模在

30

亿左右。 今年

前

3

个季度永安资本进行了一系列的

团队和业务调整，四季度开始全面推进

场外期权业务，目前发展势头良好。 “永

安资本场外市场负责人蒋寒立表示。

为何今年场外商品期权业务出现

爆发式增长？ 蒋寒立分析，场外商品期

权经过交易所和期货公司连续几年的

推广宣传， 客户的接受程度明显提高。

特别是对一些实体企业、 贸易商而言，

场外期权有灵活性高、资金效率高等特

点。随着认知程度增加，需求快速增长。

“以前一直在国外交易期权的需

求中，有一部分头寸转移到国内市场，

也成为另一部分增量。”浙江浙期实业

场外衍生品总监许彬彬告诉证券时报

记者。

此外，蒋寒立认为，

2016

年开始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大宗商品上游企

业带来了较好的利润改善。企业在经营

状况转好的情况下，逐渐接受采用金融

衍生品的方式来管理和控制风险。

随着时间的推进， 场外期权市场

逐步成熟。“以往场外市场的交易商圈

一直不够活跃，只有几家交易商报价，

而今年参与做市报价的交易商数量明

显增加，目前已超过

20

家。 ”许彬彬

称，“同时， 场外交易品种的报价单位

逐渐缩窄， 市场流动性逐步改善。 例

如，

PTA

以及螺纹钢等黑色系品种的

场外期权交易活跃。 ”

面临诸多市场考验

场外期权业务快速发展的背后也

面临诸多问题， 尤其是场外业务的风

险控制。

“随着市场需求和规模的不断增

加，做市商如何做好自身的风险控制，将

是未来各公司业务发展的重中之重。”蒋

寒立表示，“除了专业化的系统和风控体

系外， 也要注重风险控制人才的招聘和

培养。 ”

据了解， 目前参与场外期权业务的

客户结构过于集中，承受风险能力不强。

例如， 仅华泰期货一家的市场占有率就

超过

60%

。

同时， 场外交易系统的搭建问题也

面临着市场考验。 蒋寒立表示，随着业务

量增加， 中后台处理交易环节的流程压

力在不断增加。 未来的场外业务发展将

更加依赖一套健全的场外系统进行全流

程管理。

“场内市场与场外市场共同发展，才

能形成多元化的期货期权工具体系。”许

彬彬表示。

有机构人士称，基金经理离职和对基金契约的忽视，使量化选基难度增加

量化策略遇小年 FOF和人工智能成焦点

证券时报记者 沈宁

由于市场风格偏向大市值股票，今

年来， 以发掘阿尔法收益为主的量化策

略遭遇滑铁卢。尽管如此，量化投资的前

景仍被业内看好。

12

月

17

日，在上海举办的“

2017

年

度上海金融分析师年会暨

CFA

资格认

证授证仪式”上，多位机构人士谈到了量

化领域的现状和未来发展。

有分析师指出， 基金中的基金

（

FOF

）和人工智能是量化投资未来的机

遇所在。

量化投资整体跑输指数

“量化的优势在于分散风险，今年大

幅度量化是跑不赢指数的。为什么？我们

希望在

3000

只股票里面选，但是今年如

果你选不到优质股票显然你就会跑输这

个市场。 ”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所长助

理、金融工程首席分析师刘富兵表示。

刘富兵介绍，与往年相比，今年市场

有几点显著异常， 几个有效因子发生了

突变：首先，在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公告后

的

120

个交易日内， 它的收益显著高于

历年平均水平；其次，以往小市值稳定好

于大市值， 今年跑输大市值将近

5

个百

分点；最后是反转因子，以往那种过去一

个月跑得比较差， 下一个月基本都有较

好表现，今年也不管用了。

谈到应对措施，刘富兵认为，因子择

时势在必行， 需要加强基本面和量化的

结合，深挖策略因子背后的逻辑，从事真

正的量化基本面研究。此外，单靠量价研

究过于单薄，需要丰富策略体系。

在刘富兵看来，量化投资之路既无捷

径可走，也无经验可循，只能不断探索，而

FOF

和人工智能是量化投资未来的机遇

所在。 “

FOF

既是形势所迫， 也是大势所

趋，是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政府都在学习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了，我们在人工智能上

也会有突破。 ”刘富兵说。

量化选基存两大问题

公募

FOF

今年正式获批，一些机构

开始运用量化手段挑选和配置基金。 不

过，在海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金融工程

首席分析师高道德看来， 量化选基目前

仍存在两大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基金经理的离职。 ”

高道德指出，“分析普通管理基金的表现，

我们用量化的方法肯定是用它公开的披

露数据。 一只基金的披露数据主要包括每

日净值以及每季度的行业分布，还有每半

年的实际持仓明细。然而，过去三年基金经

理发生变更的主动权益基金有

974

只，在

整个市场公募基金的占比将近

50%

，基金

经理的变更会导致基金直接的变化。 ”

第二个问题是对基金契约的忽视。 高

道德称，如果一个基金经理对契约重视，就

可以运用契约基准通过量化方法进行选

基，但如果这个基准不被重视就造成了量

化选基的困难。“公募基金对契约的不重视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契约设计的

不合理，以沪深

300

为基准但买的股票可

能是小盘股；第二是不遵守契约，同一个行

业基金表现差异化却可能非常大。 ”

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执行董事、创

新与金融工程研究主管罗军还介绍了人

工智能在资产管理中的运用。 他认为，近

几年人工智能发展迅速，背后是数据资源

的丰富、机器学习算法的成熟、芯片技术

发展等原因。“我们花了比较多的精力在搭

建数据库上，目前已经搭建得比较完善的

是公司公告、研究报告、社交网络、门户网

站等几个领域。 搭建完毕后会把精力放在

策略构建方面：一方面是择时；一方面是整

个市场状态的判断；第三块是选股，主要是

深度学习的应用；最后，交易策略的自动化

用到了遗传规划及深度学习等。 ”

黑色系期货大幅波动

钢价短期料将延续区间震荡

证券时报记者 沈宁

昨日， 黑色系期货又见大幅波

动， 焦煤强势涨停、 铁矿石涨逾

7%

，领跑整个商品市场。

“上周买的人难受得要死，这周

空的人难受得更要死。”一位投资者

在网络上感慨。就在上周，相关品种

一度出现连续下跌， 表现最弱的螺

纹钢甚至三日调整超过

200

元

/

吨。

弘业期货钢材分析师余春燕分

析，随着气温下降与春节临近，进入

2018

年

1

月中旬后，工地对钢材需

求下降会开始体现， 贸易商普遍表

示不愿冬储，导致现货月价格疲软。

此外，美联储宣布加息，国内市场利

率继续上行， 资金收缩， 对钢价利

空， 但巨大的贴水导致下行空间有

限，钢价短期仍将处于区间震荡。

波动率创近六年新高

截至昨日收盘，焦煤主力

1805

合约封住涨停， 大涨

8%

至

1350.5

元

/

吨； 铁矿石主力

1805

合约收报

536

元

/

吨，涨幅为

7.09%

。其他品种

方面，焦炭涨幅超过

6%

，螺纹等黑

色系品种也有不同程度上涨。

“黑色系期货近期价格波动幅度

比较大，如果从全年来看，今年黑色系

原料（铁矿石、焦煤、焦炭）波动率在

40%

以上，是近六年以来最高，主要是

黑色市场的题材较多， 受资金关注度

更高。 ”道通期货分析师杨俊林称。

从资金变化看，昨日黑色系品种

出现分化，焦煤、焦炭、铁矿石继续增

仓，螺纹钢、热卷则有所减仓。

永安期货研究院张丽丽在分析

铁矿石期货时指出，上周五夜盘拉涨

后， 铁矿石贸易商报价涨幅较大，但

卖盘仍偏谨慎。 从基本面看，矿石供

给高位， 钢厂限产背景加库存高位，

实际采购需求未见爆发，矿石驱动并

无改观。周一的盘面大涨更多来自于

低估值和空利润预期带动的波动性

行情：前期快速下跌后回落至

500

元

一线，折合

60

美金，在钢厂高利润及

成本支撑背景下， 继续打压空间有

限，盘面表现抗跌，而钢厂高利润也

给矿石阶段性上涨空间。但持续性行

情还需要等待成材端现货企稳后，来

自品种间共振行情的带动。

机构看淡明年钢市

杨俊林认为， 近期黑色系期货

并没有明确趋势， 主导行情的核心

还是钢材； 钢市短期继续向上动能

减弱，但向下动能又不够，最终导致

出现区间震荡的行情。

“短期来讲，压力不大，钢材市

场供需矛盾还没有显现出来， 螺纹

钢

1801

合约的基差还有收敛空间。

钢厂利润目前普遍还是较高， 预计

2018

年会逐步收缩，这在盘面其实

已经有所表现， 成材的远期贴水幅

度相对更大。 ”杨俊林说。

在杨俊林看来，黑色产业链品种

供需分化很明显，明年市场格局会发

生一些变化：铁矿石、煤焦的供需会

趋于平衡，前者从相对过剩到逐渐平

衡，后者是从紧张到平衡。钢材方面，

供应增加不大，核心在于需求和房地

产表现，杨俊林预计明年国内房地产

投资增速会有小幅下滑，大概在

6%

。

“在上述背景下，

2018

年钢材价格的

重心可能会偏向下，更多会呈现季节

性、政策性波动。 ”杨俊林说。

平安期货总经理姜学红：

黄金期货有效发挥套保功能

证券时报记者 陈冬生

日前， 平安期货总经理姜学红在

“

2017

黄金投资高峰论坛”上表示，黄

金期货实施连续交易后， 国内外黄金

价格走势高度一致， 推动中国黄金期

货市场创新发展。

姜学红表示， 黄金期货有效发挥

套保功能。 从持仓结构来看，

2016

年

黄金期货法人客户持仓占比

61.71%

，

与国内期货市场的其他品种相比，处

于较高的水平。

中国商品期货领跑全球

虽然中国期货市场起步相对较

晚，但商品期货交易已居全球之首。

姜学红介绍， 中国保持全球商

品期货市场绝对领先地位。 去年全

球商品期货与期权成交总量约为

69.52

亿张，其中商品期货成交约为

66.90

亿张，占全球商品期货与期权

成交总量的

96.23%

。

2016

年中国商

品期货市场共成 交 商品期货约

41.19

亿张，同比增长

27.26%

，约占

全球商品期货与期权成交总量的

59.26%

。 如单按商品期货成交总量

计算， 则占全球商品期货成交总量

的

61.58%

。

数据显示，上期所

2016

年成交

约

16.81

亿张商品期货，全球占比为

24.18%

， 位列全球商品期货与期权

交易所之首。 大商所和郑商所分列

第二、第四位。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

团商品期货和期 权 共 计 成 交 约

10.63

亿 张 合 约 ， 全 球 占 比 为

15.29%

，排名第三。

黄金期货套保机构增加

在已上市的

53

个期货品种中，黄

金期货发展相对成熟。

数据显示，在

2016

年全球黄金期

货成交量排名中， 上海期货交易所黄

金期货位列全球第二， 按重量计算的

成交规模是纽约商业交易所黄金期货

（

100

盎司）成交规模的

19.41%

。

此外，数据显示，

2016

年，上期所

黄金期货日均保证金规模较

2015

年

增加

67.03%

至

55.04

亿元。 从客户参

与情况看，

2016

年参与黄金期货交易

的客户总数为

13.35

万户， 同比增加

10.47%

。 从持仓结构看，

2016

年黄金

期货法人客户持仓占比为

61.71%

，虽

然较

2015

年下降了

8.29

个百分点，

但与国内期货市场的其他品种相比，

仍处于较高的水平。 从交易结构看，

2016

年法人客户成交占比

17.61%

，较

2015

年下降了

10.45

个百分点。

姜学红还介绍，黄金产业客户参与

套保情况稳定，黄金期货有效发挥了套

保功能。

2016

年参与黄金期货套保交易

的机构达

46

家，同比增加

2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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