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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石期货

产业客户突破千家

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

近日在南京举行的“

2019

年中国钢铁

产业期货大会”上，钢铁行业对于期货市

场套期保值、基差贸易模式的操作进行了

探讨。

大商所会员服务部相关业务负责人表

示，

2018

年，铁矿石期货日均成交

97.32

万

手， 为钢铁企业进行套期保值等相关操作

提供了足够的深度。产业参与方面，铁矿石

期货累计参与产业客户

1000

余户，国内前

十大钢铁企业中有

8

家参与了期货市场。

套保效果方面， 期现货价格相关性高达

0.98

，而铁矿石期货价格与普氏指数、新交

所铁矿石期货价格的相关性在

0.95

以上。

通过期市建立虚拟通道

沙钢商贸总经理李向阳认为，传统上

采购原料销售钢材的经营活动是通过现

货市场进行， 而钢厂参与期货市场以后，

就可以在两个市场同时进行经营活动，利

用期货市场建立虚拟通道，当一个品种期

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在价格上出现差距时，

可利用两个市场的价格差距，低买高卖而

获利。

“当期货合约被高估时，企业可以卖出

该期货合约，建立相应套利头寸，当现货和

期货价格差距趋于正常时， 将期货合约平

仓， 可以获得套利利润， 这是正向基差套

利；当期货合约被低估时，企业可以买入该

期货合约，建立相应的套利头寸，当期货价

格修复和现货之间的贴水时，平仓获利，这

是反向基差套利。 ”李向阳说。

基差贸易模式成行业趋势

随着期现结合在钢铁行业的不断深

入， 以期货价格为基准的基差贸易在钢铁

行业得到了更多关注和普及。

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金属事业部

中国战略客户总监王强介绍， 以期货价格

为基准的基差贸易在企业风险管理中的作

用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在基差贸易合

约中企业可以锁定其实货需求， 并将实货

价格与金融化、流动性好的期货品种关联；

二是企业可以灵活地选择对冲策略， 最大

化交易所品种的作用； 三是在铁矿石原材

料精细化管理的大背景下， 点价合约提供

了对品种间价差最理想的管理手段。

2018

年

5

月，铁矿石期货引入境外交

易者。截至

2018

年底，来自

10

个国家和地

区的

113

个境外客户开户， 除嘉吉、 嘉能

可、 托克等全球前五大贸易企业早已参与

铁矿石期货交易外， 一批日韩企业或以境

内注册主体身份、 或通过境内产业客户代

理的方式，参与铁矿石期货交易。 据统计，

目前铁矿石期货市场上外资背景企业的成

交、持仓占比已超过

5%

。

2017

年起，大商所已支持开展基差贸易

试点工作， 目前已有

8

个铁矿石试点项目。

2018

年，河钢和嘉吉以期货定价的方式签署

了意向采购

200

万吨、 年内采购

60

万吨的

铁矿石采购协议，

2018

年采购的

60

万吨铁

矿石为河钢节约采购成本约

1450

万元。

中期协秘书长吴亚军：

大宗商品投资结构急需优化

证券时报记者 许孝如

昨日，在“第十三届中国期货分

析师暨场外衍生品论坛”上，中国期

货业协会秘书长吴亚军表示， 与海

外成熟市场相比， 我国大宗商品投

资发展相对滞后，还存在规模小、投

资者结构不够优化、 交易策略比较

单一等不足，但发展前景可期。

吴亚军表示，第一，大宗商品投

资是财富管理、 资产管理的重要内

容。 过去，国内资产配置，主要是指

股票、债券、保险、房地产等工具。 近

年来， 基于大宗商品特有的风险回

报及全球定价的特点， 大宗商品及

衍生品成为大类资产配置的主要方

式之一， 并逐渐成为全球投资者特

别是机构投资者青睐的投资方式，

在多元化资产投资组合中占有重要

地位， 大宗商品市场的发展前景非

常可期。

第二，与海外成熟市场相比，我

国大宗商品投资起步晚， 发展相对

滞后，还存在规模小、投资者结构不

够优化，交易策略比较单一等不足；

另一方面，投资的结构急需优化，海

外主要以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私人

银行等机构投资者为主， 我国主要

以个人投资者为主， 并且占比超过

60%

以上。

“国内规模大的基金数量比较少，

单只产品的规模普遍较小，规模主要分

布在

2000

万到

1

亿元之间。 ” 吴亚军

说，“投资策略也比较单一，采用量化策

略偏少， 有一个测算大概是

20%

左右。

海外这一比例高达

90%

以上。 ”

吴亚军认为，未来应从策略研发

的多样性、品种的广覆盖、机构之间

的引入、 国际化进程的推动等方面

发力。 此外，要加大大宗商品人才培

养力度， 包括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

引进。

四大期货交易所畅谈市场建设 场内外业务亮点不少

证券时报记者 沈宁

4

月

20

日

～21

日，由中国期货

业协会主办的 “第十三届中国期货

分析师暨场外衍生品论坛” 在杭州

召开。会上，国内四大期货交易所就

市场建设分享了经验、做出了展望，

场内场外业务亮点纷呈。

上期所：

20号胶今年有望上市

上海期货交易所（简称上期所）

副总经理陆丰在参加圆桌讨论时表

示，上期所目前正在积极推动

20

号

胶期货的上市， 在证监会的指导和

帮助下， 积极做好上市前的准备工

作，预计今年能够推出。 同时，上期

所一些已经上市的品种， 包括有色

金属、贵金属、黑色金属，以及能化

产品目前正在积极做国际化方案和

论证， 将在证监会的指导下全面评

估各大品种， 在具备条件下择机平

稳实现上期所的国际化进程。

“此外，其他衍生品比如包括

原油在内的商品

ETF

，目前在上交

所、 深交所这边有相关的工作沟

通和推进， 相信挂钩原油的商品

ETF

将会为将来更多的商品

ETF

的上市提供一个良好的借鉴作

用。 ”他说。

陆丰还介绍， 上期所目前在香

港和新加坡实现了境外注册， 下一

步将根据市场的发展和需要择机在

欧美启动境外注册。 上期所在新加

坡设立了办事处，今年在香港地区、

在其他有业务需要的地区将择机设

立， 这样会推动中国跟海外市场的

连接， 让中国声音在国际商品和衍

生品市场里发挥应有的作用。

原油期货是中国期货市场国际

化的排头兵。据介绍，上海国际能源

中心目前已协助

35

家境内期货公

司与

52

家境外机构建立了

78

组境

外中介关系。有

90

多个境外投资者

目前在原油期货的交易规模和持仓

规模中都占有较大比例。

郑商所：将推出

仓单质押式回购

郑州商品交易所 （简称郑商

所）在涉农产品的开发和支持乡村

振兴、脱贫攻坚方面颇有建树。 郑

商所衍生品部副总监张超着重介

绍了该所场外业务的发展。 他透

露，今年郑商所要推出仓单质押式

回购业务。

“实际上之前推出的有仓单质

押式贷款、买断式回购，今年计划上

半年推出仓单质押式回购， 有着不

同方面的意义。”张超表示，“从民间

借贷和企业融资中， 大家能体会到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

据他介绍，郑商所在解决银行贷

款风险溢价的问题上，也做了一些工

作。 “郑商所的标准仓单大致年均在

100

亿元以上，今年单个棉花品种的

仓单已经超过

100

亿元，推出仓单质

押贷款，由交易所进行征信，交易所

进行履约担保， 这里我们迈出一大

步。下一步的思路是给上市品种提供

一个工具，在上市品种的基础上结合

场外业务， 场外场内进一步融合，看

看能不能更进一步。 ”

大商所：互换业务

整体效果不错

大连商品交易所（简称大商所）

工业品事业部副总监王淑梅表示，

大商所去年

12

月推出的商品互换

业务，目前来看整体运行不错。

“场内期货市场标准化程度比

较高，市场服务的主体可能范围有限，

而且有的主体比如中小微企业本身有

规模受限、有资金压力，包括人员配置

可能让它们不方便大规模参与场内市

场。 所以我们从建立多层次市场的角

度出发，去年底提出了互换业务，在运

行了

70

多个交易日之后，整体比较不

错，我们也给证监会做了一个报告。 ”

王淑梅指出。

她认为，互换业务模式比较灵活，

可能满足更多渠道企业的需求。 另外

在交易模式上引用双方的信用， 增加

市场柔性，大幅度降低企业成本，这对

服务中小微企业来说，也是很大创新。

人员配备方面， 互换交易商包括风险

管理子公司等， 都会给这些中小微企

业提供更好服务， 降低其在人员要求

上的压力。

王淑梅最后谈到了服务中小微企

业后续的一些想法。她表示，从整个国

家战略调整和交易所服务定位调整出

发， 大商所在交割仓库设置上已经开

始向民营企业有所倾斜， 尤其在铁矿

石首次执行的贸易商厂库， 突破了原

来厂家的要求， 把中小企业也纳入范

围里，可以促进市场的对接。

中金所：稳步推进

衍生品市场开放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简称中金

所）党委办公室主任郑凌云介绍，金融

期货市场作为服务专业投资者的市

场，应切实履行国家战略，助力长期资

金入市，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郑凌云表示，当前中国的长期资金

参与市场还很不充分。 一方面，很多长

期资金参与入市的相关政策还没有出

台，另一方面，许多长期资金中还没有

见到股指期货和国债期货的参与，比如

在养老基金里面市场化运用程度比较

高的社保基金、 商业银行保险资金、外

资

QFII

等。 参考境外长期资金中金融

期货的运用情况，不仅运用面广、参与

程度比较深， 而且策略应用比较丰富，

包括风险对冲、资产配置、流动性管理、

净值管理等多个方面，这对长期资金的

稳定运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为此，中金所主要做了四方面工作。

一是，积极配合监管部门，做好政策出台

和政策完善的相关工作。二是，不断听取

意见，通过对机构进行调研，对已有的长

期资金参与股指期货、 国债期货的指引

进行优化。 三是， 举办多场市场培训活

动，与市场机构、会员、行业协会开展专

题培训，共同推进市场的发展。 四是，在

当前中国经济和金融进一步扩大开放的

背景下，研究现货市场开放之后，风险管

理的需求和资产配置的需求。

据郑凌云透露， 中金所同时也在

稳步推进衍生品市场的开放。目前，国

债市场的境外投资者入场步伐很快，

股指期货将有望成为下一个对外开放

的金融期货品种。

郑商所将从五方面

继续推进“保险+期货” 试点

证券时报记者 许孝如

昨日， 在杭州举办的

2019

中国期

货分析师论坛“保险

+

期货”分论坛上，

郑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郑商所将从五

个方面继续推进 “保险

+

期货” 试点工

作。 一是继续扩大试点范围；二是强化

市场化机制，降低运作成本；三是加强

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引入更多的政府配

套资金； 四是进一步聚焦老少边穷地

区；五是坚持法治化原则，以探索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为目标，不断提高

试点工作质量。

2016

年以来，郑商所已开展了三

年“保险

+

期货”试点建设工作。

3

年

间，郑商所“保险

+

期货”试点品种从

2

个增加到

3

个， 试点项目从最初的

6

个增加到

40

个。一些品种从单点开展

到县域全覆盖， 涉及地区由最初的

4

省（区）增加至

9

省（区），惠及农户从

7675

户增加到

50132

户。 郑商所支持

资金从

425

万元增加到

5000

万元，目

前试点赔付率超过

70%

， 平均保险费

率从之前的超过

5%

降低到

3%

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郑商所“保险

+

期

货” 项目得到了期货公司和地方政府

的积极响应。

一些期货公司利用自有资金独立

开展“保险

+

期货”试点。 据了解，

2018

年有

6

家期货公司在陕西延长县开展

了

1.5

万吨规模的苹果 “保险

+

期货”

试点，有

8

家期货公司在陕西、甘肃、

山西、山东开展了

8

个苹果项目，承保

苹果现货

1.7

万余吨， 涉及保费

800

多万元。

2018

年，在郑商所试点项目

中，期货公司自负保费占比超过

4%

。

一些地方政府也积极提供配套资

金，支持探索“保险

+

期货”试点。

2018

年， 在郑商所试点项目中地方政府支

持保费占比超过

11%

。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政府在博乐市、 柯坪县及叶城县

三地开展了

10

万吨棉花“保险

+

期货”

试点。 山东、陕西、云南等省的有些地

方政府也开始积极参与。

零售价：RMB� 2 元 HKD� 5元 北京 上海 武汉 西安 成都 沈阳 杭州 济南 福州 重庆 长沙 郑州 长春 合肥 石家庄 南昌 太原 乌鲁木齐 无锡 深圳同时印刷 本报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5015号中银大厦首层 邮编：518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