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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公司场外期权业务管理办法》发布———

一级交易商数量增加 标的扩容刺激市场需求

证券时报记者 谭楚丹

随着场外期权业务迈入有序发展

阶段，为进一步完善制度供给，

9

月

25

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 《证券公司场

外期权业务管理办法》。

业内人士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此次规则出台对业内主要有两大影

响， 一是能够参与场外期权业务的交

易商数量增多。 二是股票标的数量增

加，市场需求有望得到大幅提升。

作为券商颇有“钱景”的一项业

务， 有不愿具名的券商人士分析，场

外期权业务成长空间巨大。 “场外期

权对券商的价值很大， 谁有牌照，谁

就能延伸做一系列业务。对于分类评

级为

AA

级的券商利益很大。 ”在他

看来，场外期权市场未来集中度将越

来越高。

AA级券商获益最大

9

月

25

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

《证券公司场外期权业务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旨在完善制

度建设，促进该业务健康规范发展。

在业内看来， 最大变化在于参与

该项业务的交易商数量增加。据了解，

券商参与场外期权交易实施分层管理

始于

2018

年，彼时为了整顿场外期权

业务乱象，中国证券业协会出台《关于

进一步加强证券公司场外期权业务自

律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标

志着监管层首次对券商场外期权业务

进行规范和监管。

公开资料显示，

2018~2019

年期

间， 协会共发布

5

批场外期权业务交

易商名单公告，其中一级交易商

7

家，

二级交易商

27

家。

今年，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证券

业协会适当差异化匹配分类评级情

况，即“最近一年分类评级在

A

类

A

级以上或

B

类

BBB

级以上，持续规范

经营且专业人员、技术系统、风险管理

等符合对应条件的证券公司， 经协会

备案，可以成为二级交易商；展业一年

情况良好、未有重大风险事件的，可向

证监会申请成为一级交易商。 ”

根据证监会发布的

2020

年券商

分类结果，评级为

A

的券商有

32

家，

BBB

级有

23

家。

值得注意的是， 二级交易商业务

权限有限。 仅能与一级交易商进行场

内个股对冲交易， 不得自行或与一级

交易商之外的交易对手开展场内个股

对冲交易。

北京一家券商负责场外期权业

务的人士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表面上看，可做场外期权的

二级交易商数量增加了，但实际上做

该业务的主力还是一级交易商，“因为

二级交易商不能跟客户直接做对冲，

所以价值不大。 客户也集中在一级交

易商手上。 ”

北京一家期货公司的期权研究员

谈到，“二级交易商只是在做对冲的时

候跟一级交易商来做， 不妨碍它在市

场扩展场外期权业务。 ”

而一级交易商的资质相比

2018

年《通知》要求没有变化，即“最近一年

分类评级在

A

类

AA

级以上”。

2018

年协会发布的一级交易商

名单显示，广发证券、国泰君安、华泰

证券、招商证券、中金公司、中信建投、

中信证券等上榜。 除了广发证券今年

分类评级被下调到

BBB

级以外，其余

均为

AA

级。 而

AA

级目前共有

15

家，原为二级交易商的安信证券、光大

证券、国金证券、国信证券、海通证券、

平安证券、申万宏源、银河证券、中泰

证券等，有望进入一级交易商梯队。

对此，上述北京某券商负责场外

期权业务人士表示，未来该项业务将

会呈现头部化趋势。 “这项业务价值

很大，谁有牌照，谁就可以延伸出一系

列业务，毕竟对冲做市后券商手里会有

闲置股票， 可以延伸出来做收益互换，

或者借券挣利息。 这项业务对

AA

级券

商利益很大。 ”

根据证券业协会最新一期 《场外

业务开展情况报告》，从业务集中度来

看，

7

月场外期权业务新增规模排名前

五 的 券 商 新 增 初 始 名 义 本 金 为

1689.09

亿元，占当期场外期权业务新

增总量的

72.25%

。

前述期权研究员向证券时报记者表

示，评级要求放宽后，能够参与场外期权

的券商数量增多。“场外期权业务很明显

地将成为券商非常重要的一个业务。 目

前的市场的环境中， 这样的政策实际上

是非常好的， 有利于提升券商整体的盈

利能力。 ”

在他看来， 中小券商如果在场外期

权业务表现突出， 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

成长空间的。“毕竟目前对于证券和商品

的套保需求都是在不断增长， 国际化以

后外资入场，会有更多的增量资金入场，

有场外期权的话， 实际上更加方便机构

进行投资和保值操作。 ”

在自律管理措施上， 本次 《管理办

法》相比

2018

年《通知》增加一条，券商

及其相关业务人员若违反本办法和协会

相关自律规则的， 协会将视情节轻重采

取谈话提醒、警示、责令改正等自律管理

措施或行业内通报批评、公开谴责、注销

执业证书、 取消协会授予的业务资格等

纪律处分， 并按规定计入相应诚信信息

管理系统。

标的扩容引爆市场需求

此次协会适度扩大标的范围， 成为

业内关注的另一大重点。

根据《管理办法》，证券公司开展场

外期权业务个股标的范围不得超出融资

融券标的当期名单， 股票指数标的不得

超出协会规定的范围。

Wind

数据显示，目前沪深两市共有

融资融券标的

1809

只股票。 而在

2018

年《通知》公布的个股标的名单中，沪深

两市合计为

1045

只股票。 也就是说，此

次有望增加

764

只股票标的。

前述北京某券商场外期权人士表

示，此次《管理办法》主要变化之一是标

的大幅扩容，“标的增加对客户需求放大

很明显，刺激市场规模放大。 ”

根据证券业协会最新一期 《场外业

务开展情况报告》，

7

月场外期权业务新

增初始名义本金

2337.81

亿元， 环比增

长

44.85%

；截至

7

月末，未了结初始名

义本金

5799.84

亿元，环比增长

1.88%

。

随着《管理办法》落地，该业务规模有望

进一步提升。

据了解， 协会还会定期向交易商公

布个股标的集中度指标， 交易商可以参

考该指标进行场外期权业务风险管理。

另外还需注意的变化是，《管理办

法》相比

2018

年《通知》对商品类交易对

手方做出了要求，即“商品类场外期权交

易对手方，应当是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办法》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

前述北京期货公司的期权研究员表

示，“此次明确了商品场外期权针对企业

投资者， 实际上也是明确了服务实体的

目的， 这一块对券商未来而言是很大的

业务。 ”

前述北京某券商场外期权人士向记

者分析， 商品期权本不是券商的强项，此

前主要为期货公司的风险管理子公司来

做，另外商品期货流动性相比股票要差很

多，风险更大，所以券商开展商品期权业

务还是比较慎重，要对商品比较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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