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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铁矿石期货国际化 券商将量身打造金融产品
对于一些金融机构而言，铁矿石期货国际化将带来更多产品开发空间和业务机会
证券时报记者 许孝如
日前，在深圳举行的“
境外交易者
参与境内铁矿石期货交易推进会”上，
大商所介绍了铁矿石期货相关交易规
则的制定修订情况。来自期货公司、银
行、 证券公司以及境内外贸易商等机
构人士均表示， 已经做好了较为充足
的准备，只待铁矿石期货国际化“
发令
枪响”。
有券商人士介绍， 计划在铁矿石
期货品种上开发相关金融产品。

各类金融机构做好应对
随着铁矿石期货对外开放步入
“
倒计时”，期货公司、银行等机构为更
好地服务市场客户， 正紧锣密鼓做好
相关准备工作。
中信期货总经理方兴介绍， 中信
期货将发挥中信集团境外金融平台优
势，与境外银行合作，以 NRA（
境外机
构境内人民币账户） 银行账户为业务
抓手， 共同开发国际客户并做好市场
培育工作。
为拓展境外市场， 广发期货展开
市场调研， 与具有跨境交易的国内贸
易商、钢厂和部分境外客户进行交流，
积累前期客户资源。“
接受调研的企业
大多认为， 未来我国铁矿石期货价格
将更具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广发期
货副总经理张磊说。
目前，对于铁矿石期货对外开放，
境内外市场各方均表现出积极的参与
意愿，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的代表表示，
参与衍生品交易是矿山企业避险的重

要步骤。
据方兴介绍， 海外客户看中的是
国内期货市场的高流动性， 这是境外
其他铁矿石交易市场不能比拟的。
作为国际化交易的重要一环，银
行在账户开立、资金划转、结售汇、协
助监管等方面发挥作用。“
我们是为交
易所和期货公司开设本外币的账户。
由于 NRA 账户开户流程复杂，我们会
在政策允许范围内适当简化开户流
程，创造便利条件。 ”交通银行相关负
责人表示。
对于一些金融机构而言， 铁矿石
期货国际化提供了更多产品空间和业
务发展机遇。“
大商所在比较活跃的铁
矿石期货上开展国际化， 市场投资者
将和国际市场接轨， 这将给我们带来
更多机会。 我们正准备在铁矿石期货
品种上开发相关金融产品。”一家券商
相关业务人士表示。

为国际化制定、修订
16部规则、细则
据了解， 大商所铁矿石期货国际
化相关规则已于日前公开征求市场意
见。 新规则将保持原有合约和基础制
度、核心技术系统、核心清算和风控模
式不变， 针对境外交易者的制度调整
主要围绕人、钱、物三方面，解决境外
交易者进入的问题。大商所制定、修订
了 16 部规则细则，推动铁矿石期货国
起航”。
际化顺利“
在开户方面， 境外客户开户包括
两种方式： 一是通过境内期货公司直
接开户； 二是通过境外经纪机构转委

托境内期货公司开户。在此模式下，开
户机构为境外经纪机构， 客户信息对
境内期货公司保密，但是，境外经纪机
构需要委托境内的期货公司进行特定
品种的期货交易。
在结算方面， 铁矿石期货的交易
以人民币计价结算， 境外交易者可以
使用外汇作为保证金， 但交易产生的
盈亏、手续费、交割货款等款项需以人
民币来支付。因此，境外交易者的外汇
保证金需结汇后才能用于铁矿石期货
资金的结算，与原油期货一致。

“
总体来说，铁矿石期货具有完税
交割和保税交割两种交割方式。 完税
交割参与主体为境内客户。 境外卖方
客户必须以保税仓单形式参与交割，
境外买方客户接到的仓单都是保税仓
单。 ”大商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在风控方面， 交易所调整了铁矿
石期货相关业务规则， 将交易所执行
强平的时间由上午 10：30 调整为下午
13：30，追保最后的时间由原来的上午
10：15 调整为下午 13:00，相当于延长
近 3 个小时。

大商所王凤海：将推动
铁矿石期货境外开户工作
证券时报记者 许孝如
日前， 由大连商品交易所举办的
“
境外交易者参与境内铁矿石期货推
进会”在深圳召开。 会上，大商所总经
理王凤海介绍，目前，铁矿石期货国际
化主要规则和业务流程已经明确，将
全面推进国际化业务， 并推动铁矿石
期货境外开户和备案工作。
王凤海表示， 大商所铁矿石期货
作为境内特定品种已获批复， 这标志
着我国铁矿石期货国际化正式进入
倒计时”。 作为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
“
放的重要举措， 铁矿石期货国际化有

利于构建公平、公正、透明、反映国际
市场真实供求的铁矿石贸易定价基
准，在促进铁矿石贸易发展、服务人民
币国际化和“
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具有
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王凤海表示，四年多来，大商所
大力推进铁矿石期货国际化业务、研
究在铁矿石期货品种引入境外交易
者，持续完善规则制度，制定、修订了
16 部规则。 同时，大商所根据外汇管
理和税务管理要求，细化国际化业务
落地的具体流程， 并完善技术系统，
推动完成主要会员端、存管银行接口
升级。

券商发力主动资管 定向资管降幅明显
华融、中泰、广发主动资管占比均超六成
证券时报记者 吴海燕
过去的一年，券商资管业务受“
去
通道、降杠杆”大环境影响，告别高歌
猛进时代， 券商资管规模排名亦随之
洗牌。
近日，中基协发布了 2017 年券商
资产管理月均规模及主动管理资产月
均规模前 20 名名单。 对比 2016 年榜
单数据及上市券商资管子公司月报数
据可发现， 券商资管规模差距进一步
拉大的同时， 券商定向资管规模降幅
明显， 发展主动管理成为各券商资管
的着力点，华融证券、中泰资管及广发
资管 2017 年主动资产管理规模占比
均超过六成。
其中，中信证券以 16182.12 亿元
的年度资管规模、6230.56 亿元的主动
资管规模继续领跑全行业。

华融中泰广发
主动资管占比逾六成
18.77 万亿元、18.1 万亿元、17.37
万亿元、16.54 万亿元——
—2017 年四
个季度的境内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
规模。 可见“
去通道、降杠杆”之下，券
商资管规模全年缩水明显。

保险业是区块链最好应用场景
证券时报记者 潘玉蓉
飞机一落地， 航班延误险的理赔
就到了客户的账户里；事故刚发生，不
等到报案理赔， 理赔款已经转到受益
人银行卡； 保单不仅是给家人安全的
保障， 也是可以转让的资产……区块
链在保险领域的应用， 正实实在在地
推进。
未来， 区块链将如何改变保险业？
证券时报记者采访到区块链专家、保链
项目负责人卜友军。 在这位精算师眼
中，保险业是区块链最好的应用场景。

保险行业“入链”
“
我们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如果
这两年能够崛起， 后面将打开极大的
想象空间。”卜友军，保链项目负责人，
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区
块链对整个保险行业的生产关系是一
次重塑，未来保险的玩法将非常多样。
区块链改变了信用建立的方式，
它利用数据技术， 让参与者在无需建
立信任关系的情况下达成共识， 通过
智能合约处理各种事务， 减少了人为
干预所造成的风险。
保险业由于数据可信度验证导致
效率低下， 如果用区块链技术创建智
能合约，可以追踪每笔索赔，减少保险
欺诈；降低保险业务中的摩擦，让流程
透明化、自动化。
基于此认识，早在两三年前，一批
保险公司、 保险科技公司就引进区块
链技术。 2016 年 4 月，中国平安宣布
加入区块链国际联盟组织 R3。 当年 7
月，阳光保险推出“
区块链+航空意外
险卡单”,首次将主流金融资产放在区
块链上流转。 2017 年，上海保交所联
合 9 家保险机构成功通过区块链数据
交易技术验证。 众安保险将区块链视
为重要研究领域， 在农业养殖领域运
用区块链技术。
越来越多的利用区块链技术提高
效率的案例在业内涌现。 区块链的好
处， 在投保人隐私保护， 以及智能合
同、追踪溯源、理赔服务等领域逐渐体
现出来。

区块链
深度“改造” 保险业
然而， 区块链对于现有行业痛点
的优化，还只是非常小的应用。区块链
对保险业的长远影响会更大。 根据麦
肯锡研究，未来5年，区块链在保险领域
的潜能会得到全面释放。人类历史上每
一个技术革命， 都会给行业带来革命
性的发展和变化。 此次区块链技术革
命也不例外， 将革新投保者与保险公
司之间的关系。 例如不同的人群面临
的风险不同，考量也不一样，区块链对
数据的不可篡改特性， 使得这些个性
化保单的定制和定价成为可能。
卜友军介绍， 保链平台正建立一
个“
可定制，可延展，基于区块链、物联
网和人工智能的保险生态系统”。
在实现方式上， 保链通过把保险
的核保理赔流程和逻辑写入位于区块
链上的智能合约代码来自动执行，构
成保链合约。 合约可以为第三方保险
公司提供包括专业服务共享的产品研
究和开发、投保人身份认证、销售与核
保、理赔、会计和保单贴现等服务，以
应对各类保险定制需求。
卜友军认为， 保险的本质是风险
聚合和分散。 其实早在保险公司出现
之前，“
保险” 就已经以各种形式在人
类社会中存在。 区块链在让保险回归
本质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
一种不同于保险公司这类组织的新型
生产关系。
个
在保链平台上，可以组建 P2P（
人到个人）互助社群，互助社群是一种
自组织， 互助相关参数和规则具有很
强的定制性，资金流动透明公开，而核
验和互助金募集结果由互助社群成员
投票决定并自动执行。
目前， 保链和一家慈善基金会合
作，在区块链上完成了互助项目，已经
有几万人在线上参与其中， 每笔资金
流向都公开透明， 资金流转数据不可
篡改，资金去处和用途有迹可查。
据介绍， 保链已获得几千万美元
的国内外机构的投资， 正在专注基于
保链平台的开发。

国信证券
2017年净赚45.75亿
证券时报记者 吴海燕

券商资管规模差距拉大
在上述 2017 年证券公司资产管
理月均规模前 20 名中，中信证券是所
有证券公司中唯一一家月均规模超过
万 亿 的 券 商 ， 较 2016 年 末 增 长
1372.13 亿元，也是一年内资管规模增
长金额最高的券商。
相较于 2016 年，中信证券、国泰
君安资管、安信证券、申万宏源证券、
招商资管、华融证券及长城证券 2017
年资管规模均有所增长。 安信证券行
业排名上升 4 位，至第 11 名，2017 年
资管规模增至 3247.69 亿元。 银河金
汇、渤海汇金跻身 2017 年度券商资管
规模前 20 名。
数据显示， 券商资管规模差距进
一步拉大。 排名第二的华泰资管 2017
年资管规模为 7885.62 亿元， 较中信
证券少了 8000 多亿元。 国泰君安资
管、 申万宏源证券分别以 7826.52 亿
元、7056.78 亿元的月均规模位列第
三、第四位。

保链卜友军：

国信证券昨日晚间发布的 2017
年业绩快报显示， 国信证券去年实现
营业收入 119.24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 6.46%；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5.75 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
长 0.41%。
业绩快报显示，国信证券 2017 年
度基本每股收益 0.52 元， 同比下降

7.14% ；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9.53%，上升 0.18 个百分点
国信证券表示， 受市场环境以及
债券市场利率攀升的综合影响，2017
年国信证券经纪及财富管理、 投资银
行业务中的债券发行承销等主要业务
收入同比下降。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国信证
券总资产 1996.42 亿元， 较年初增长
3.43%。

中航信托
持续多年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吴海燕/制表 彭春霞/制图

在监管部门严控通道业务背景
下，通道政策红利逐步消失，券商定向
资管规模降幅明显， 大力发展主动管
理成为各家券商资管的重心。
券商主动资管规模占比正在上
升。 统计数据显示，华融证券、中泰资
管及广发资管 2017 年主动资产管理
规模占比均超过六成， 华融证券主动
资管规模 2004.88 亿元，占该公司全年
资管规模 2878.66 亿元的近七成——
—

在上述前 20 名公司中位居第一。
2017 年主动资管规模占比逾三
成的券商还有光大资管、 国泰君安资
管、中信证券、中银国际证券、德邦证
券及华泰资管。
在 2017 年度证券公司主动管理
资产月均规模排名方面， 中信证券以
主动管理月均 6230.56 亿元继续领跑
全行业，较 2016 年末的 5269.79 亿元
增加 960.77 亿元，主动资管规模占比

39%。 广发资管和国泰君安资管分别
以 3627.15 亿元、3071.2 亿 元 的 主 动
资管规模位居第二、 第三位。 华泰资
管、 华融证券主动资管规模均超过
2000 亿元。
截至 2017 年末，月均主动管理规
模超过千亿的共有 12 家券商，除上述
5 家外，还包括中银国际证券、中信建
投证券、中泰资管、申万宏源证券、中
金公司、光大资管和东方证券资管。

2月 11 日， 中航信托副总经理魏
颖晖、 运营总监叶海涛一行走访南昌
县岗前村， 代表公司慰问当地孤寡老
人和困难群众， 向他们送去慰问金及
食用油、大米等生活用品，在新春来临
之际表达最真诚的关心和祝福。 金湖
管理处田书记和村委有关干部陪同走
访慰问。
走访中，魏颖晖每到访一户，都与
困难群众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
身体状况， 代表公司向困难群众拜早
年， 并鼓励他们要坚定信心， 保持乐
观， 在政府和社会爱心人士的支持帮
助下早日脱贫脱困。走访结束后，魏颖

晖与陪同干部进行了深入交谈， 对他
们提出有关精准帮扶的建议表示赞
同，并承诺公司将加大对孤寡、重疾等
困难群众的帮扶力度， 与其建立长期
稳定的帮扶关系， 切实解决他们在生
活中的实际困难。
中航信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从
2010 年以来持续 8 年开展走访慰问
困难群众等活动，并为南昌 SOS 儿童
村赠送光伏发电设备， 开展 “
关爱红
原”爱心捐赠活动，启动中国扶贫慈善
信托等， 持续向困难群体送去关爱和
祝福。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