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 经10 2018年10月18日 星期四

我国期货衍生品市场将

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

商所将尽快上市玉米期权，

并向证监会提出了上市铁矿

石期权的申请。郑商所在准

备 棉 花 期 权 上 市 工 作 ， 到

2021 年左右，要上市 PTA、

棉花、甲醇、菜油、菜粕、

动 力 煤 等 主 要 品 种 配 套 期

权，上期所在积极做好天然

橡胶期权的上市准备工作，

并 尽 快 推 出 黄 金 、 白 银 ，

镍、锌、铝等期权品种——

助力实体企业提升风险管理精细化水平——

商品期权有望批量登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惠春

近期股市低迷，期权市场却引起强
烈关注。比如，11 日 A 股市场大跌，而
50ETF认沽期权迎来大涨，最高涨幅达
990.9%，盘中一度甚至涨超1300%。

当前，国际经济和金融发展依然存
在不确定性，实体经济发展中的风险管
理需求与日俱增。合约产品设计多元
化。10月16日，大连商品交易所和英国
期货期权世界集团（FOW）合作举办的

“中国及全球衍生品市场发展论坛”在大
连召开。记者从论坛了解到，我国期货
衍生品市场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市场和产品结构加速深化，吸引国际投
资者高度关注和深度参与。

上市品种不断增多

世界交易所联合会的一项最新调查
显示，全球范围内，2018 年上半年期权
交易量比2017年上半年增加15.3%。“机
遇存在于期权市场”，在我国，期权的市
场需求也在攀升。

目前，我国已有的场内期权品种包括
上证50ETF期权、豆粕期货期权、白糖期
货期权、铜期权。按ETF期权品种计算，
上证 50ETF 期权交易量在全球排第四
位。大连商品交易所的豆粕期权与郑州
商品交易所白糖期权上市以来平稳运行，
市场规模稳步扩大。今年9月21日，上海
期货交易所上市铜期权，标志我国商品期
权由农业领域扩展至工业领域。

在“中国及全球衍生品市场发展论
坛”上，大连商品交易所副总经理朱丽红
表示，大商所将尽快上市玉米期权，并向
证监会提出了上市铁矿石期权的申请。
她认为，后续大商所一半的品种都可以上
市期权。郑州商品交易所副总经理邢向
飞表示，郑商所在准备棉花期权上市工
作，到2021年左右，要上市PTA、棉花、
甲醇、菜油、菜粕、动力煤等主要品种配套
期权。同时也在研究商品指数期权。

上期所副总经理李辉表示，上期所
在积极做好天然橡胶期权的上市准备工
作，还将尽快推出国内外比较成熟并且
市场需求比较强烈的期权品种，比如有
色金属和贵金属中的黄金、白银，镍、锌、
铝等。同时加快研究国内比较成熟、市
场需求大的期权品种，以及国外没有且
市场需求非常强烈的期权品种，比如原
油、燃料油、沥青以及螺纹钢等。

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席运营官谢玮表
示，从全球整个交易量来看，个股期权交
易量远远大于ETF，上交所个股期权在
酝酿之中。

我国期权市场的潜力被国际投资者
看在眼里。“中国市场是一个高价值的标
的市场，需要重点关注和培育。”芝加哥
期权交易所（CBOE）高级副总裁兼全球
市场研究总经理Bill Speth说。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资深董事总
经理William Knottenbelt表示：“中国
市场的增长非常棒，我们希望能够赶上
中国市场发展的步伐。”

在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施
建军看来，中国期货衍生品最大的资源
禀赋就是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而且是绝大部分大宗商品的最大生
产、贸易、消费国。巨大的市场，使得我
国与美国一样，在发展期货衍生品市场
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市场日益深化

期权市场大发展，是我国期货衍生
品市场深化的缩影。从期货交易走向期
货期权交易并重，我国期货衍生品市场
进入多元、开放新时代。

过去10年，中国商品期货成交量年
均增速达到23.7%，成交量连续9年居世
界前列。今年上半年，商品期货成交量
达 14 亿手，全球占比为 48%；持仓量
1439万手，全球占比18.7%；成交金额96
万亿元，全球占比 27%。市场规模的稳
步增长，使我国期货衍生品市场正在逐
步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风险管理市场，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

市场在深化，表现在场内交易的合
约产品设计多元化，提供越来越丰富的
投资工具：既有工业品期货，也有农产品
期货；既有金融期货，也有能源期货；既
有期货指数，也有期权指数。合约多元
化是期货衍生品市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
济的基础。这背后是期货衍生品得到了
产业界日益普遍接受，成为企业风险管
理的有效工具。以豆粕期权为例。在大
豆全产业链上，从上游的压榨企业到下
游的饲料养殖企业，都在积极运用这个
工具，助力实体企业提升风险管理的精
细化水平。

市场在深化，还表现在机构投资者
的市场参与度稳步提升。如今，我国现
有的 4 个期权品种，都有相对合理的投
资者结构。比如，豆粕期权的法人客户
成交量占总成交量的约 62%，持仓量占
约 53%，显示出了较为显著的机构化特
征。法人客户有做市商、产业客户、资管
产品、高频和量化程序化交易投资者，这
也是成熟市场的典型特征。

再比如，新上市的铜期权，虽然上市
时间短，但是日均成交量在2.58万手，日
均成交金额2.6亿元，日均持仓量2.45万
手。从持仓占比来讲，机构客户持仓占
比达到87%，成交占比高达92%。

大连商品交易所副总经理朱丽红表

示，未来在期权市场建设上，一是培育有
实力的专业化的做市商团队，从而为市
场提供良好的流动性，充分体现期权的
商业价值。据记者了解，除四大期权品
种已推做市商制度之外，原油期货的做
市商正在招募之中。16日，上海期货交
易所又宣布镍、黄金再推做市商交易。
二是打通场内场外期权市场，为投资者
提供完善的风险管理工具。

期货衍生品市场结构多层次产品多
元化将带来什么好处？我国期货专家张
宜生告诉记者，期货衍生品扮演着催化
剂的角色，它使得金融产品多维立体化，
投资者手中可使用的工具越来越多，市
场的流动性就越来越好。

本报讯 记者祝惠春报道：上海期
货交易所（下称上期所）日前在云南普洱
市西盟佤族自治县举办2018年天然橡
胶“保险+期货”精准扶贫试点项目云南
地区第一期赔付仪式，首批赔付总计
1125 万 余 元 ，惠 及 西 盟 县 及 临 沧 市
6022户胶农。

天然橡胶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我国
主要橡胶种植区域集中在云南和海南，
多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家级贫困
地区。橡胶种植是当地大部分农民的主
要经济来源，也是当地脱贫的希望所在。

上海期货交易所于 2017 年、2018
年连续两年开展天然橡胶“保险+期货”
精准扶贫试点项目。天然橡胶“保险+
期货”项目，就是将“保险”与“期货”相结
合，上期所将保险公司、期货公司聚拢到
一个合作平台上，上期所出资金，保险公
司向胶农出具天然橡胶价格保险保单，
再用保费向期货公司买入场外看跌期
权，最后期货公司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对
冲。橡胶价格高时，胶农可以随行就市
卖个好价钱；而一旦价格下跌触发理赔
条件，胶农又可以得到赔偿。

橡胶是西盟佤族自治县重要的经济

产业，该县橡胶种植面积22万亩，有橡
胶加工厂3家，相关从业人员1.9万人。
今年以来，受市场供需影响，天然橡胶价
格剧烈波动一度严重冲击了当地橡胶产
业，胶厂经营困难，胶园出现弃割、弃管
甚至改种情况。

在上期所组织和发起下，五矿经易
期货公司及太平洋财险云南分公司、安
信农业保险公司在橡胶价格长期低位徘
徊的行情下，赔付476万余元，惠及当地
4284 户 贫 困 胶 农 ，其 中 建 档 立 卡 户
2691户。

在临沧市，上期所与申银万国期货、
中国人保自贸区分公司及临沧分公司开
展合作，项目覆盖1738户胶农，其中建档
立卡户1415户。项目第一阶段已于7月
27日顺利完成，总计为1738户投保胶农
赔付649.88万元。

据悉，今年天然橡胶“保险+期货”
试点项目已扩大到32个，挂钩天然橡胶
现货量 8 万吨，同比增加 122%，覆盖海
南省、云南省20个贫困区县，其中16个
为国家级贫困县。在国家级贫困县——
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实现了当地民营
橡胶产量的全覆盖。

为胶农脱贫贡献金融力量

上期所“保险+期货”赔付千余万元

近期，在 A 股持续回调下，一度炙手可热的股票质
押业务竟成了不少券商手中的“烫手山芋”。甚至，已有
个别券商暂停了股票质押业务。

所谓股权质押，是指出质人与质权人协议约定，出质
人以持有的股份作为质押物，当债务人到期不能如约履
行债务时，债权人可就股份折价受偿，或将该股份出售并
优先受偿的一种担保方式。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0月16日，自今年8月起已有兴
业证券、华鑫证券、东兴证券、银河证券、和西南证券等多
家券商发布了股权质押诉讼公告，涉及金额超过30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已经停止股票质押融资业务的
券商，除了几家大型上市券商外，还有多家未上市的中小
型券商。在北京理工大学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研究中心
主任张永冀看来，近期股价走低平仓风险再现，是多家券
商暂停股权质押业务的最主要原因。

记者从多家券商内部人士了解到，除了部分券商暂
停了股票质押融资业务外，不少券商上调股票质押融资
门槛，不仅要看股票质押融资金额以及上市公司全部股
票质押的相关比例，还要看质押个股资质和所处的行业
是否符合要求。例如，华南地区一家券商对股票质押业
务设立了内部的标准：上市公司全部股票质押比例不得
超过50%，今年一二季度利润不能为负等。

其实，股权质押业务此前多由银行和信托实施，券商
直到2013年年中才正式开闸这项业务。然而时隔不到
两年，券商业已后来者居上，成为股权质押领域的佼佼
者。信达证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刘景德表示，目前券商
的质押比例大多在五成上下，而银行、信托通常只有
30%。此外，券商此项业务的放款速度较快，融资年利率
也一般不高于8.8%。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最新公布的《证
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规模排名》显示，股票质押业务规模
最大的五家券商为中信证券、国泰君安、华泰证券、广发
证券和银河证券。这五家券商的股票质押业务规模分别
为705.45亿元、634.27亿元、594.46亿元、575.05亿元和
569.20亿元。

近期A股持续回调——

股权质押业务成券商“烫手山芋”
本报记者 温济聪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公告，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正
式推出三方回购交易。三方回购交易是国际成熟市场常
见的一种回购业务模式。交易双方仅需讨论融通资金的
金额、利率及期限，而担保品选取、估值等管理由第三方
机构根据约定负责执行。

三方回购交易的推出将有利于提高市场交易效率。
“目前银行间市场债券回购交易以一对一的协商方式为
主，效率相对较低。”东方金诚首席债券分析师苏莉告诉
经济日报记者，同时，商业银行与非银金融机构之间的资
金传导不畅。在此背景下，人民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
推出了三方回购交易。今年4月份和7月份，上交所和
深交所已先后推出三方回购交易业务。

“推出三方回购交易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回购的标
准化程度。”苏莉介绍，与原有质押式回购形式相比，三方
回购交易增加了第三方对担保品进行估值和管理，并就
担保品范围和折扣率标准进行规范，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回购的标准化程度。市场人士认为，推出三方回购交易
将有利于增强低评级债券流动性，如2A及以下的债券
此前并不受银行等机构的青睐，在引入第三方之后，风险
可以由第三方来分担，能够提高银行对低评级债券的接
受度。

苏莉也认为，从对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影响来看，三
方回购交易中第三方机构承担了一定风险，降低了回购
交易方的风险压力，有助于提高回购效率，增强低信用等
级债券的流动性，有利于银行间市场资金的传导。

央行在公告中要求，第三方机构应与投资者协商确
定合格担保品范围与折扣率标准，报中国人民银行同意
后公布，同时披露担保品估值方法。三方回购交易存续
期间担保品市值应足额。中国人民银行可视情况要求第
三方机构对合格担保品范围、折扣率标准及估值方法等
进行调整。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银行间债券市场三方回购交
易的推出，有利于市场参与者更加便利地开展回购业务，
降低结算失败等风险，也有利于保证回购交易存续期间
风险敞口得到有效覆盖，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当前，银行
间市场债券登记托管结算机构可作为第三方机构提供三
方回购服务，未来具备相应能力的大型银行也可提供三
方回购服务。

银行间债市推出三方回购交易——

低等级债券流动性有望增强
本报记者 陈果静

本报讯 记者董碧娟报道：《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快
出口退税进度有关事项的公告》日前发布，部署了优化出
口退（免）税企业分类管理、全面推行无纸化退税申报、大
力支持外贸新业态发展和积极做好出口退（免）税服务等
项工作，以促进外贸稳定增长。

《公告》适当降低了一类生产企业评定标准中企业年
末净资产的比例。按照此前规定，一类生产企业要符合

“上一年度的年末净资产大于上一年度该企业已办理的
出口退税额（不含免抵税额）”的条件，此次将该条件调整
为“上一年度的年末净资产大于上一年度该企业已办理
的出口退税额（不含免抵税额）的60%”。

《公告》取消了三类出口企业评定标准中“上一年度
累计6个月以上未申报出口退（免）税”的评定条件，取消
了管理类别年度评定次数限制。并要求各地税务机关要
按新规定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此次评定调整工作。

《公告》提出。2018年12月31日前，在全国推广实
施无纸化退税申报，实现无纸化退税申报一类、二类出口
企业全覆盖。据了解，今年1月份至8月份，全国税务部
门共办理出口退税10052亿元，同比增长9.5%。

国家税务总局：

加快出口退税办理进度

本报讯 记者郭子源报道：作为我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一直备受关注。为了
进一步深化民营企业金融服务，丰富服
务层级、提高响应效率，中国工商银行已
与 100 家民营骨干企业签署《总对总合
作协议》，行业类别涵盖装备制造、食品
饮料、环境保护、交通运输、IT 与电信、
纺织、化工等，企业包括新希望集团、创
维集团、博天环境集团、九州通医药集
团、恒力集团、大禹节水集团、重庆猪八
戒网等。

根据协议，工行将通过专属服务团
队，为上述民营企业提供“融资+融智”的
全方位金融服务。同时，该行还将与其中
的部分企业开展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

业务合作，助力民营企业优化财务结构、
提升市场价值、增强发展后劲。

其中，今年 9 月份，国内新能源龙头
企业——江苏协鑫集团旗下的协鑫智慧
能源公司5亿元债转股项目已获工行审
批。据悉，这是国内银行系首单能源类民
企债转股。

“工行此次签约非常及时，在关键
时期有特殊意义。”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刘永好说，一方面，有针对性地缓解企
业现实需求，为破解企业“贷款难”与银
行“难贷款”提供了有效途径；另一方
面，民企也受到了鼓舞，增强了信心，坚
定了方向。

“通过此次签约座谈，工行不仅增
强了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预期和信心，

也 增 强 了 做 好 民 营 企 业 服 务 的 责 任
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工行董事长易
会满说，实体经济永远第一位，银行与
企业相互陪伴、相互支持，没有好的经
济、好的企业就不会有好的金融、好的
银行。

他表示，工行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过
程中，坚决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有效传
导货币政策，坚持“不唯所有制、不唯大
小、不唯行业、只唯客户优劣”的指导思
想，努力实现与优秀企业合作共赢、共同
发展。

截至目前，工行民营企业融资余额已
近2万亿元，领先同业，其中，今年前9个
月，工行对民营企业的融资余额、客户数
持续增加，平均融资利率处于市场较低

水平。
“接下来，工行将从四方面入手，进

一步提升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水平。”
易会满说。他表示，一是坚定不移地贯
彻落实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要
求，加强货币政策传导，继续加大对民营
企业的信贷投入和支持力度；二是进一
步坚持分类指导和差异化的政策，让优
秀的民营企业成长得更好、走得更远；三
是进一步推进金融服务转型，从单一的
信贷服务提供商加快转变为综合金融服
务的提供商，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加综合
化的金融服务；四是进一步发挥好财务
顾问的作用，加强投资银行服务，为民营
企业的发展当好参谋，帮助企业实现健
康和可持续发展。

国有大行深化民营企业金融服务

工行与百家民营骨干企业签署“总对总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