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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商品交易所：

贡献“期货力量”彰显责任担当

上海期货交易所：

锚定建设世界一流交易所目标

利用期货市场为大宗商品进口利用期货市场为大宗商品进口

规避风险的操作规避风险的操作，，在新中国成立早在新中国成立早

期就已存在期就已存在。。当前当前，，国际上主要的国际上主要的

大宗商品已从传统的生产商或贸易大宗商品已从传统的生产商或贸易

商主导定价商主导定价，，逐渐转变为由相关多逐渐转变为由相关多

元各方参与的期货市场主导定价元各方参与的期货市场主导定价。。

历史实践和国际经验告诉我历史实践和国际经验告诉我

们们，，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全球化的今天，，利用好期货市利用好期货市

场对于规避国家经济风险场对于规避国家经济风险、、产业风产业风

险和企业风险十分重要险和企业风险十分重要。。我国现代我国现代

期货市场起步于上世纪期货市场起步于上世纪 9090 年代初年代初

期期 ，，经 过经 过 3030 年 披 荆 斩 棘年 披 荆 斩 棘 ，，成 绩 斐成 绩 斐

然然。。从期货交易从期货交易、、期货规则期货规则、、期货监期货监

管管、、期货投资者保护期货投资者保护、、期货功能发期货功能发

挥挥、、期货开放以及期货扶贫等多个期货开放以及期货扶贫等多个

维度维度，，都反映出鲜明的中国特点都反映出鲜明的中国特点，，产产

生了显著的世界影响生了显著的世界影响。。

上海期货交易所已成为全球第上海期货交易所已成为全球第

一大黑色金属期货市场和第二大有一大黑色金属期货市场和第二大有

色金属期货市场色金属期货市场；；上海原油期货成上海原油期货成

为全球第三大原油期货市场为全球第三大原油期货市场；；大连大连

商品交易所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商品交易所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

期货市场期货市场；；郑州商品交易所的棉纱郑州商品交易所的棉纱

期货与棉花期货期货与棉花期货、、PTAPTA 期货成为纺期货成为纺

织企业避险织企业避险““三剑客三剑客””，，被誉为被誉为““全球全球

纺织市场风向标纺织市场风向标””…………

一言以蔽之一言以蔽之，，期市正在绘制期市正在绘制““中中

国价格国价格””。。依托强大的实体经济依托强大的实体经济，，

我国已初步建成与经济金融发展我国已初步建成与经济金融发展

程度相匹配程度相匹配、、风险管理需求相适风险管理需求相适

应应、、竞争力强的期货衍生品市竞争力强的期货衍生品市

场场，，逐步形成了以期货价格为逐步形成了以期货价格为

核心核心、、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市场化定价体系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市场化定价体系。。

但是但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如何进一步服务和引领如何进一步服务和引领

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发展，，期市仍有很大潜力期市仍有很大潜力。。

目前目前，，我国经济步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步入新发展阶段，，面临更面临更

为深刻复杂的环境变化为深刻复杂的环境变化，，提高对要素资源配提高对要素资源配

置的全球影响力置的全球影响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十分紧迫十分紧迫。。期货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一个期货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一个

子项子项，，要按照党中央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国务院的要求，，进一进一

步深化改革步深化改革，，通过期货价格通过期货价格，，引导商品引导商品、、资资

本等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流通本等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流通、、配置配置，，以自以自

身特有的方式发出身特有的方式发出““中国声音中国声音””，，产生产生““中中

国影响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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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期货交易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资本市场、大

宗商品市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证监会的坚强领导

下，上期所坚持“抓党建就是抓全局”，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推动党的建设和市场改革发展各项工作紧密结

合。锚定建设世界一流交易所目标，坚持以世界眼光谋划

未来，以国际标准建立规则，以本土优势彰显特色，脚踏实

地、大胆探索、稳中求进、砥砺前行，服务能力和水平进一

步增强，高质量发展取得良好进展。

服务实体上台阶

上期所步入产品体系多层次、场内场外聚合发展的新

阶段。截至2021年6月底，上期所上线了铜、锡、黄金、螺纹

钢、燃料油、天然橡胶、纸浆、低硫燃料油等 20 个期货品种

以及 6个期权合约。场外业务方面，已上线 13个品种的标

准仓单交易业务，并推出天然橡胶延伸仓单、仓单质押、现

货报价专区等功能。

上海原油期货上市领航期货市场国际化，目前已成为

世界第三大原油期货市场。之后又复制原油期货成功模

式，加快国际化品种供给，上市了 20 号胶、低硫燃料油、国

际铜期货和原油期权 4 个国际化品种。20 号胶、低硫燃料

油、国际铜期货价格已开始在国际贸易中作为计价基准。

同时，通过在低硫燃料油期货上试点跨境交收业务、纸浆

期货结算价授权挪威浆纸交易所等方式，拓展国际化发展

路径，开辟制度型开放新空间。

2020 年以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剧烈，实体产业

避险需求强烈。2020 年上期所套期保值客户数同比增加

19.9%，铜等 13个期货品种的套期保值效率超过 90%，在保

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方面发挥了积极成效。一大批产业

企业利用期货交割功能化解疫情期间的产供销难题，实现

稳产保供。

防控风险有成效

上期所坚持底线思维，保持战略定力，市场经受住新

冠肺炎疫情和复杂外部环境等多重冲击考验。

自 1999年成立以来，上期所在业务发展、技术系统、市

场推广和培育方面一共实现了 28项全国第一和首创，如首

家启动保税交割、首次启动连续交易制度、建立首个编码

标识行业标准、上市首个对外开放期货品种、首推交割仓

库分类评估、首家实现交易系统在异地灾备中心运行、创

立我国期货和衍生品行业首个国际论坛等，为市场平稳运

行、高质量发展打下扎实基础。

上期所始终牢记监管的人民性，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

监管取向，充分利用科技监管手段，不断强化事前防范、事

中监管及事后查处，严肃查处各类违规行为，坚决抑制过

度投机，强化一线监管职责，充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努

力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

险的攻坚战、持久战。

面对 2020年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

上期所科学研判、迅速行动、精准施策，严格依据规则，精

细化风险管理，科学动态调整保证金、涨跌停板，多措并

举保证市场平稳运行。2020年上半年，上海原油期货主力

合约日均波幅在 3.6%左右，远低于同期布伦特和 WTI原油

期货主力合约日均波幅 7.2%和 9.0%的水平。通过原油期

货套保审批与交割环节的联动、稳步扩充交割库容，切实

满足实体企业对冲风险和实物交割需求，帮助企业渡过疫

情难关。境内外知名涉油企业积极参与交割，2020年上海

原油期货共完成交割8516万桶，同比增长380%。

深化改革开新局

我国经济已步入新发展阶段，面对更为深刻复杂的环

境变化，提高对要素资源配置的全球影响力，维护产业链

供应链的稳定十分紧迫，期货市场发展正处于前所未有的

战略机遇期。

作为大宗商品要素市场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上期所

将打造场内场外聚合、线上线下融合、期货现货结合、商品

金融联合的综合化国际化的一流衍生品服务平台，产生更

加真实、可信、合理价格，实现商品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顺

畅流通和优化配置。做好业务主线由场内驱动向期现一

体化双轮驱动、市场布局由以境内为主向境内外联动发

展、科技战略由支撑发展向主动赋能、管理模式由传统经

营向现代化治理的“四大转型”。

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期所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中

心，坚持落实国家战略，坚持遵循市场发展规律，结合“十

四五”规划做好谋篇布局，开启转型发展新征程。

大连大连商品交易所：

坚守风控底线 传承创新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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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郑州商品交易所办公大楼郑州商品交易所办公大楼。。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②② 20212021 年年 11 月月 88 日日，，生猪期货在大连商品交易所生猪期货在大连商品交易所

挂牌上市挂牌上市。。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③③ 上海期货交易所交易大厅上海期货交易所交易大厅。。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本版文字稿件均由本报记者祝惠春采写）

郑州商品交易所成立 31年来，始终以服务实体

经济和国家战略为己任，发挥期货市场功能作用，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服务实体经济和国

家战略，围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六稳”“六保”、

脱贫攻坚战略等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努力贡献“期货

力量”，彰显责任与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郑商所加快产业创新步伐，不

断完善衍生品体系，先后研发上市苹果、粳稻、棉纱、红

枣（全国首个干果期货）等8个农产品期货品种，玻璃、

动力煤、尿素（全国首个农资期货）等7个非农产品期

货品种，以及白糖、棉花、菜籽粕等6个期权品种，实现

期货与期权协调发展，品种工具体系日益丰富。

目前，郑商所共上市 23 个期货品种，位居全国

期货交易所首位，覆盖粮、棉、油、糖、果，以及能源、

化工、纺织、冶金、建材、农资等重要国民经济领域，

为相关产业稳健发展提供风险管理工具。

近年来，郑商所推动市场改革创新，优化上市品

种的合约规则，多渠道做好市场培育服务，期货市场

功能不断深化；履行一线监管职责，监测指标体系日

趋完善，风控能力全面提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上

线国内期货交易所首个场外业务平台——郑商所综

合业务平台，开展仓单交易和基差贸易；建信易盛郑

商所能源化工期货 ETF 在深交所挂牌交易，推进证

券基金市场与商品市场的直接连通；连续 4 年成功

举办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已成为国内外期货

人士重要业务交流平台，行业影响力逐年提升。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郑商所市场规模

显著增长，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2020年，郑商所累

计成交 17.02 亿手，在国际期货业协会（FIA）全球交

易所排名中位居第 12位，在商品衍生品成交量排名

中位居第三位。菜籽粕、白糖、棉花等品种成交量连

续多年名列全球农产品期货前 10 名，甲醇、PTA 期

货连续多年名列全球其他类期货前 2 名。目前全国

已有 85%以上的重点制糖集团参与白糖期货，80%

以上的大中型棉花贸易企业参与棉花期货，90%以

上的 PTA 生产企业、贸易企业和 80%以上的聚酯企

业参与 PTA 期货，约 50%进入中国企业 500 强的煤

电企业参与动力煤期货。

2020年，在实体企业面临严峻考验的形势下，郑

商所主动担当，克服困难保障市场正常运行，使相关

产业企业在面对极端行情时，能够通过期货市场价格

发现、套期保值、库存管理等功能规避经营风险。同

时，郑商所多举措为产业链稳定运行保驾护航。比如，

及时推出 PTA 期货交割“弹性库容”管理模式，不仅

使上游企业把超量的 PTA 现货注册为仓单，保持稳

定生产，由于调整了供需关系，使得PTA价格保持相

对稳定，有效助力聚酯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展望未来，郑商所将聚焦国家战略需要、实体避

险需求、产业发展要求，持续完善期货期权品种体

系，持续提升市场运行质量，持续强化各类风险防

范，更好发挥期货市场功能，不断取得服务实体经济

和国家战略新成效，奋力谱写新篇章。

大连商品交易所立足市场实际大胆创新探索、

坚守市场风险防控底线，传承服务和创新的基因，从

品种、工具、市场创新到“三农”、产业和市场服务，从

强化监管、完善规则制度、防控风险到促进市场功能

作用发挥，持续为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

展转换提供新动能、新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商所上市了全球首个实物

交割的铁矿石期货、我国首个生鲜品种——鸡蛋期

货、我国首个商品期权——豆粕期权等品种工具，市

场形成了既有期货又有期权的产品体系。2020年，

大商所品种由农产品、化工、黑色三大板块拓展至能

源，并开创了国内期货、期权同步上市的先河；今年

年初，我国首个活体交割期货品种——生猪期货等

衍生品工具，开始为我国超2万亿规模、关系国计

民生和乡村振兴的大产业提供服务。至今，大

商所期货品种已达 21 个，期权 8 个，形成了

粮食、油脂油料、木材、禽畜、化工、能源

矿产等品种板块。

为建设国际一流衍生品交易

所，合力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

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大商

所一方面强化市场监管，严

格坚守市场风险防控底

线，确保市场安全稳

健运行；另一方面，

强化合约规则制度创新，不断提升市场运行质量。

在制度建设上，大商所跟踪市场运行及产业发

展变化，持续创新完善合约规则制度，不断提升市场

运行质量。大商所立足自身、对标国际，在国内交易

所中率先采用“业务办法—品种细则”规则体系，为

期货市场更好地适应多元开放转型发展需要、保证

未来各项业务顺利推进奠定了制度基石。

2020 年，大商所自主研发上线了 DCE 交易 7.0

系统，该系统是大商所首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核心交易系统，支持 200 个品种、50 万个合约、

1200 万个客户、1 万个并发在线席位，系统容量、业

务处理能力分别提升 4.5倍、3.3倍，多项指标处于行

业领先水平。

在连续多年平稳运行的基础上，大商所市场运

行质量稳步提高，投资者结构不断优化，服务实体经

济的能力持续提升。2020年，大商所成交量排名在

全球衍生品交易所中升至第七位，现已成为全球重

要的农产品及塑料、煤炭、铁矿石期货市场。

2015 年，大商所首倡“保险+期货”服务“三农”

新模式，并连续 6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六年来，大

商所累计投入资金 6.4亿元，引导 54家期货公司、12

家保险公司、10 家商业银行开展了 359 个“保险+期

货”项目，实现赔付超过 9 亿元，惠及 27 个省份的近

112 万农户，已成为新时期期货市场助力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