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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铜期货价格

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铜期

权应运而生。铜期权可满

足铜企业多个维度的对冲

需求，为实体企业风险管理

提供更多样化和精细化的

手段，也有助于进一步夯实

上海期货交易所在全球三

大铜定价中心的地位

9 月 21 日上午 9 时，我国首个工业
品期权铜期权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正式挂
牌交易。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铜
期权是我国期权品种由农业领域扩展至
工业领域的第一个品种。铜产业在我国
工业体系和大宗商品市场上发挥着重要
作用。铜期货是我国期货市场最为成熟
的品种之一。铜期权的推出，对提升我
国铜期货市场定价影响力具有重要意
义，有助于进一步夯实上海期货交易所
在全球三大铜定价中心的地位。

我国首个工业期权

期权，被誉为衍生品市场皇冠上的
“明珠”，是国际衍生品市场成熟的基础
性风险管理工具。目前，我国场内期权
品种包括上证50ETF期权、豆粕期货期
权、白糖期货期权。伴随铜期权上市，市
场迎来了第 4 个期权品种，同时也是国
内诞生的首个工业期货期权品种。与豆
粕期权和白糖期权不同的是，铜期权还
是我国第一个欧式期权。

上期所理事长姜岩表示，铜期权上
市是上期所“一主两翼”产品多元化战略
中衍生品创新“一翼”的开篇之作，在“做
优、做精、做强商品期货”主线的基础上，
实现了商品期货期权等其他衍生品和仓
单交易平台的“两翼齐飞”。上期所将坚
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方向，全面
强化一线监管职责，防范市场风险，切实
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市场稳健

运行。
金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卢赣

平表示，铜期权可满足铜企业对价格波
动空间、时间和波动性等多个维度的对
冲需求，为实体企业风险管理提供更多
样化和精细化的手段。在国外，期权已
经占据衍生品市场的半壁江山，未来商
品期权在我国也将大有作为。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尚福
山表示，推出铜期权，将有助于发挥市场
功能，提升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在国际定
价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增强我国有色
金属企业的风险管控能力、市场竞争力
和国际化水平。

有助企业规避风险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有色金属生
产、消费、贸易大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有
色金属现货市场，也拥有全球瞩目的有
色金属期货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上海期货交易所铜期货单边成交量
为 2494.33 万手，成交金额为 6.51 万亿
元，日均单边持仓量为 38.67万手，法人
客户持仓量占比为 64.42%。铜期货在
中国有色金属期货成交量排名第四位，
成交金额排名第二位。在全球金属类合
约中排名第九位。

雄厚的实体产业底色，强大的实体
经济深层参与，使得铜期货成为市场功
能发挥较好的成熟品种。据了解，我国
铜期货套期保值有效性指标长期高于
97%，不仅市场规模大、合约连续性和流

动性好，而且投资者结构相对成熟，较好
满足了企业套期保值等风险管理需求，
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为有色行业的
市场化资源配置和国际化竞争提供了
保障。

“上期所铜期货价格已成为国内铜
现货行业的定价基准。”尚福山告诉记
者，贸易合同采用铜期货价格加减升贴
水方式计价，已成行业惯例。“就连买卖
废铜，都是按上期所的铜期货价格来定
基础价。”铜产业链企业把期货作为风险
管理的有效工具，融入生产经营的方方
面面。目前，铜期货价格已成为国内行
业内的权威报价，铜期货交易合约已成
为可靠的投资和套期保值工具。

尚福山表示，近年来随着我国铜期
货价格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铜企
业希望更多通过国内期货市场开展套期
保值，以便有效规避外汇风险和资金周
转风险。特别是近 3 年，虽然国内外铜
价波动率总体下降，但出现短期剧烈波
动行情时，若通过期权开展保值则资金
成本低、效果更好，更有利于铜企业灵活
运用套保策略。因此，铜企业呼吁及时
推出铜期货期权产品，以适应现货市场
变化和现货企业需求。

降低企业管理成本

随着我国铜期货国际影响力不断提
升，铜期权应运而生。

铜期权上市，是对铜期货市场的有
效补充。推出铜期权，相当于给铜期货

上了金融保险，企业多了一个规避风险
的工具。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期货部
总经理胡剑斌表示，期权是国外对现货
和期货交易普遍采用的一种再保险和风
险管理工具。过去没有期权工具，国内
企业在与境外企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
位。上期所推出铜期权，有助于产业链
实体企业增加风险对冲工具，完善资产
组合管理手段，更加方便开展套期保值
操作。比如，企业可以利用期权保值，将
产品售价或原料采购价格锁定在一个区
间内，无需捕捉“拐点”；企业还可以买入
期权，以防范原料价格升破目标价或者
产品跌破经营目标价，相当于上了一份
保险。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李智聪表示，铜期权的推出，有利于矿
企运用期权与期货的衍生品组合，开展
滚动式的长期价格闭锁。在冶炼加工
端，利用期权实施套期保值，可降低企业
的资金成本及管理成本，使企业将更多
资源集中在生产主业上。在贸易端，企
业可利用期权工具，采用更加灵活的采
销模式，实现现货结构性作价，从而更好
满足上下游实体企业的不同需求。

不过，尚福山也提醒，相比实体经
济，期货市场具有金融衍生品特性，面临
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
风险等诸多不确定性，因此企业要建立
专业人才队伍，并严格执行风险防范制
度，特别是在资金管理方面，切忌把套期
保值当投机。无论是运用期货还是期
权，都要把握好度，稳健发展。

我国期权品种由农业领域扩展至工业领域——

铜期权上市 铜业好发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惠春

香港离岸市场即将迎来人民币新产
品。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特别行政
区金融管理局签署了《关于使用债务工
具中央结算系统发行中国人民银行票据

（简称“央行票据”）的合作备忘录》，旨在
便利人民银行在香港发行央行票据。

所谓央行票据，是指央行为调节商
业银行超额准备金向商业银行发行的短
期债务凭证，是央行调节基础货币的一
项货币政策工具，目的是要减少商业银
行可贷资金量。作为中国人民银行重要

的流动性管理工具之一，央行票据过去
曾被大规模使用，用以回笼市场流动性，
但近年来较少出现在公开市场操作中。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
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表示，
作为流动性管理工具之一，今后央行可
以通过发行央行票据来调节离岸人民币
流动性，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
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德国商业银行亚洲高级经济学家周
浩认为，央行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扩展
至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在一定程度上
表明央行希望保持政策灵活度，一旦离
岸市场出现较为明显的人民币空头情
绪，发行央行票据可以提高离岸人民币

市场的利率水平，以抬升做空人民币的
成本，抑制人民币空头。

“从中长期来看，发行多期限央行票
据对于建立离岸人民币市场完整利率曲
线将起到基石作用。”周浩说，央行票据
如果成规模、有节奏地发行，意味着市场
中将出现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离岸人民
币利率定价体系，这将有利于市场找到
利率之锚，并以此来发展更加丰富的离
岸人民币衍生品市场。从中长期来看，
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石之一。

此举也有助于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
人民币金融产品。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
陈德霖表示，离岸人民币市场对于优质
和高流动性的人民币资产要求殷切，继

财政部每年在香港发行国债后，人民银
行票据可以进一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
尤其是对期限较短的债务工具需求。人
民银行在香港发行票据，亦有助于巩固
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
地位。

据悉，央行票据出海的消息对人民
币汇率起到了提振作用。9月21日，人民
币对美元中间价大幅上涨 173 个基点，
报6.8357。同时，香港隔夜离岸人民币同
业拆借利率（Hibor）上升 160.9 个基点，
报 4.56200%，为 5 月份以来最大涨幅。7
天离岸人民币 Hibor 报 4.65467%，上升
63.3个基点。3个月离岸人民币 Hibor报
4.77500%，上升36.5个基点。

人民银行将在香港发行央行票据——

调节离岸流动性 稳定人民币汇率
本报记者 李华林

受地方政府融资渠道收紧影响，自
2017 年三季度以来，信托资金在基础产
业配置规模曾连续 3个季度下滑。目前，
这一现象正在改观。8 月份以来，基础产
业信托持续回暖，投放速度明显加快。用
益信托在线统计显示，8月份集合信托市
场上发行的基础产业信托数量为 252
个，规模总计达 365.68亿元。相比今年 7
月份的 182 个和 220.58 亿元，无论是发
行数量还是发行规模都出现了较大幅度

增长。从投资收益率看，基础产业信托产
品的平均收益率明显上升。据用益信托
在线统计数据显示，8月份发行的基础产
业信托产品平均收益率为8.6％。

基础产业类信托规模、收益齐升的
原因与政策支持密切相关。百瑞信托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研究员谷晓明认为，7月
份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利好信号，提出
要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同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也专门提出，要加快

1.35 万亿元地方专项债发行和使用进
度，在推动在建基础设施项目上早见成
效。8月份，国务院召开西部地区开发领
导小组会议，要求促进西部地区发展。
随着相关政策不断落地，基础设施投资
高位趋稳，对基础产业信托的发展形成
有力支撑。

不过，基础产业信托收益率上升也
与地方融资平台融资压力有关。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金融协创中心研究员李虹含

称，基础信托产品前期经过监管部门的
罚款和相关处罚，对项目合规性要求更
高，风险溢价升高，必然造成预期收益上
升。谷晓明认为，上半年受金融去杠杆
等因素影响，地方融资平台面临融资压
力，导致基础产业信托预期年化收益率
随之升高。随着政府资金投入力度加大
以及金融支持力度增强，未来地方平台
融资压力有望缓解，预期收益进一步上
升的空间有限。

一般来说，基础产业信托是信托产
品中安全性较高的种类，但仍然要注意
投资风险。“需要关注项目自身风险。基
础设施项目投资具有较强政策性，因此
不确定性也较强。”谷晓明说，在平台不
允许政府背书的情况下，底层资产质量
成为投资关键，投资者需要多关注项目
本身造血能力，同时结合地方财政、经济
状况，做到综合决策，降低投资风险。

基础产业信托发行回暖
规模收益齐升与政策支持密切相关

本报记者 彭 江

9 月 19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结

算”)发布了修订后的《特殊机构

及产品证券账户业务指南》(简称

《业务指南》)，自即日起实施。修

订后的《业务指南》按照近期的监

管政策对资管产品开户需求作出

了全面调整，特别是对商业银行

理财产品开立证券账户的约束要

求，以及申请开立证券账户的便

利化措施等作出了新的安排。对

此，机构与投资者反响热烈，认为

这为银行理财资金直接投资A股

扫清了障碍。

那么，银行理财产品究竟能

不能直接投资股票，距离这一目

标还有多远？今年7月20日中国

银保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理财

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提出，促进理财资金以合法、

规范形式投入多层次资本市场，

优化金融体系结构。

根据上述征求意见稿，在投

资范围上，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可

以投资于国债、地方政府债券、中

央银行票据、政府机构债券、金融

债券、银行存款、大额存单、同业

存单、公司信用类债券、在银行间

市场发行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在交易所市场发行的企业资产支持证券、公募证券投资基

金、其他债权类资产、权益类资产以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认可的其他资产。其中，允许理财产品投资各类公

募证券投资基金为新增内容。尽管在上述征求意见稿里没

有明确银行理财资金可否直接入市购买股票，但其中保留

了“权益类资产以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认可的其

他资产”这一敞口，但这些资产范围如何界定，尚待监管政

策进一步明确。

不过，需要明确的是，即使监管开了口子，银行理财资

金直接入市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作为新事物也会有一个

试点和规范发展的过程。

首先，银行如果成为理财资金的操盘手，需要将理财业

务资金、人员、信息与自身的其他业务完全隔离，否则其利用

掌握的客户账户资金和信贷信息，在二级市场上买卖股票会

比其他机构更有优势，导致不公平竞争；同时其对贷款客户

股票大量“买买买”也难免有利益输送之嫌。其次，从研投能

力来看，目前大部分银行尚不具备专业的股票等权益类资产

投资人才队伍。第三，大量存量银行理财产品尚在规范化转

型之中，如何厘清新旧理财产品，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除了银行自身因素，银行理财投资者的投资观念也需

要正视，大家之所以爱买银行理财产品，很大一部分原因在

于原来的银行理财产品保本且收益率比存款高，流动性也

不错，对于厌恶风险的资金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投资产品。

尽管当前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不断深入，刚兑预期逐

渐打破，但要投资者转变对银行理财保本保收益的固有观

念也需要时日，如果买了银行理财即等于投资股票市场，投

资者直接开户投资A股或基金不是可以少绕个弯子？

总之，银行理财直接入市既需要监管部门出台相关具

体政策，也需要市场主体做好相关准备，并不是拨弄一下计

算器就可以得出将有多少新增资金流入股市那么简单的

事，其对股市的影响也要冷静客观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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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沈丘县永超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经理左文帅
从事农资销售多年，今年秋收前，他想扩大经营规模，却因
没有抵押物、找不到担保人，很难从银行申请到贷款。“此
时，县邮储银行主动与其对接，由县财政和省农信公司提供
担保，手续简便、利率低、放款快，从提出申请到放款只用了
三四天时间。”左文帅说，是担保贷款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近年来，沈丘县现代农业发展迅速，农民专业合作社多
达2947个、家庭农场有195家、农业产业化集群有7个。随
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遍地开花，金融机构传统贷款产品难
以满足它们的资金需求。

为解决这一难题，自 2016年 9月 19日起，沈丘县创新
推出金融信贷产品，由县财政局牵头，与河南省农业信贷担
保有限责任公司、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邮政储蓄银
行联合签署了《四位一体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试点
合作协议》，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和放大效应，将更多
金融活水引入田间地头。

“银行按照合作信贷要求，与县工商局、县农牧局等单
位建立有效的日常信息沟通机制，对全县各类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全面摸底，从中筛选出351条有效信息，再逐户上门
回访，进一步掌握农户的经营情况和贷款需求。”邮储银行
沈丘县支行三农金融部经理王丽说，针对农资、农机等行业
优质客户，从申请贷款、信贷员实地调查、上报市行审批、财
政审批、农信担保审批到最后放款，用时不超过一周。

“四位一体”担保贷款由沈丘县政府提供配套资金作为
风险补偿金，贷款总额按照风险补偿金1∶5的比例放大，政
府、银行、担保公司、保险公司四方共同承担贷款风险。

“省农信担保公司是国有独资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机
构，在担保方式上，单户额度控制在 10 万元至 200 万元之
间，融资成本控制在8%以内。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银
行风险，增加贷款投放可得性。”河南省农信担保公司豫东
第一办事处总经理刘恩太说。

目前，“四位一体”担保贷款模式已经在沈丘县全面铺
开，合作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县财政共拿出5300万元作为
风险补偿金，先后注入县邮储银行、县农商行、中银富登村
镇银行，累计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 476 笔，金额达 3.2
亿余元。

河南沈丘：

“四位一体”破解“三农”融资难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黄海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