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市欲推长假盘 “点赞”还是“吐槽”

本报记者 官平

中秋休市恰逢美联储“放鸽子”，市场“一边

倒”预估可能缩减

QE

，许昌华提前“埋伏”

5

手黄金

空单过节，惨遭“反埋伏”，纽约金价于节日当天暴

涨近

5%

，心急如焚盯着外盘行情如心电图一样，却

不能交易。

权威人士透露， 包括上期所在内的多家商品

期货交易所正在研究推出长假期间连续交易（“长

假盘”）， 另外继上海期货交易所

7

月推出黄金、白

银期货连续交易试点后， 近期有望推广至有色金

属品种。

法定假日不休市 推“长假盘”难度不小

许昌华仍心有余悸， 若不是暴涨次日美联储

官员放出“

10

月缩减”消息令金价回落

3%

，上海黄

金期货节后不会只高开

1.5%

，

2

万元亏损已经是因

祸得福了， 中秋的那次经历告诉他———长假持仓

需掂量。

“市场根本不缺机会，但长假里也确实蕴藏着

大量机会。 ”许昌华是一个专业投资者，但也不是

每天交易，碰到机会就大做一把，他说随时可以给

自己放假，很乐意交易所推出“长假盘”，“夜盘”推

出后可以躺着交易， 以后长假旅游时也可以做一

做。

大多数与期货相关的从业人员， 却难与许昌

华一样自由，只盼着长假休息或者旅游。 以

2013

年

为例，法定节假日（除周六、周日外）休市时间为

23

天，其中包括元旦节、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

节、中秋节、国庆节等节日，春节、国庆节休市时间

跨度最长，为

5

天。

相关法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在元旦，春节，

国际劳动节，国庆节，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休假

节日，应当依法安排劳动者休假。 此外，法定节假

日加班应按平常工作日薪资的三倍计算。 按此规

定，上海、郑州、大连等三地期货交易所均在法定

节假日休市不交易。

“享受长假是国家规定的福利，期货公司部分异地

员工也可能要回老家探亲， 而不愿意在假期加

班。 ”作为“老期货”，兴业期货高级研究员施海说，

他赞成期货交易所推出“长假盘”，以方便投资者

回避“长假风险”，而公司员工也可以增加加班费

等收入，但期货公司将增添人工成本，期货交易所

在适当程度上应帮助期货公司解决该困难。

另一位“老期货”则表示，不赞成节假日期间

交易，因为“期货交易本身对精力耗费就比较大，

需要利用节假日进行调整， 假期应该是身心放松

的时候，长时间连续交易对健康不利。 ”

但说及服务投资者， 多位接受中证报记者采

访的期货从业人员均称有必要。 格林期货研发总

监李永民说，对受外盘影响较大的品种来说，国内

长假期间，外盘可能正好交易盘，国内风险无法及

时释放，长假过后的风险会陡然加大。

按照目前交易制度，每逢国内长假、国外不休

假时， 期货交易所都会采取提高保证金比例及扩

大涨跌幅度的惯例措施来防范风险。 业内人士表

示， 提高保证金比例和扩大涨跌幅度直接减少了

投资者在长假期间持有头寸的数量， 进而起到控

制风险的作用。

难度在哪里 可否解决

实际上，国内也一直在酝酿推出“长假盘”。

9

月

17

日，上海期货交易所总经理刘能元表示，将适

时推广连续交易试点至其他品种， 并研究长假期

间的连续交易及进一步延伸连续交易时间等问

题。 据了解，此前大连商品交易所也对“长假盘”进

行过意见征集。

上期所今年

7

月

5

日推出黄金、 白银期货连续

交易（俗称夜盘，时间为

21

时至次日

2

时

30

分），夜

盘交易异常活跃，甚至超过日盘。 夜晚也是休息时

间，对期货从业人员来说，可能需要上夜班。

对此， 程小勇说，“长假盘” 对于期货公司而

言， 需要更多的成本投入特别是人力成本， 不像

“夜盘”，时间较短，期货公司安排值班的人员可以

就根据情况而定， 而长假盘实际上相当于正常工

作日开市，需要结算、风控、研发和客户等多个部

门在岗。 另外，“长假盘” 不利于员工的工作积极

性，在法定节假日安排值班，期货公司付出的加班

费也是一笔大支出。

本报记者对数十名期货从业者进行随机调

查，近

70%

持反对意见，其余则表示赞成或者中立，

反对者多以“不能牺牲休假时间为代价”反对长假

盘推出，赞成者则多从服务投资者立场出发考虑。

上海一期货公司技术部人员向本报记者介

绍，如交易所推出“长假盘”，就需要改进相关信息

设备，尽管交易所推出长假盘不存在技术障碍，但

是很多期货公司软件需要更新和改进， 这需要新

的资金投入。

除了资金以外，银期转账也是一个问题。 长江

期货一位高管对本报记者表示， 实际上期货公司

在技术和人员上都没有困难，只是工作时间增加，

一部分员工会加班，人力成本上升，但最重要的是

保证金问题，其中包括银期转账与保证金监控，银

行与保证金监控中心长假期间可能也要相应加

班。

银河期货研发中心总监冯洁则表示， 我国期

货交易和结算均是期货公司完成的， 交易与结算

是一个串联性制度， 就是在交易结束之后必须进

行结算，结算完成以后，客户才能进行下一天的交

易。

冯洁表示， 这必须给系统时间来进行结算及

备份，而国外是一种并行线路，交易归期货公司，

结算由专门的结算机构进行清算，边清算边交易。

尽管在技术上存在一些困难， 但对国内期货

市场来说，或可能是一次有益的探索。 国元期货研

发中心总经理姜兴春表示， 经济全球化以及内外

品种联动性增强，导致价格波动风险较大，与国外

市场交易时间对接， 推出长假盘有利于投资者防

范长假积累风险， 同时也是我国期货市场国际化

的必要之举。

不过，亦有业内人士指出，从防范风险的角度

来看，做好资金管理才是关键，而定价权、国际化

方面，不是单一推出长假盘就能解决的，定价权的

争夺在于金融工具的创新和熟悉游戏规则， 目前

大多数商品的定价权在欧美市场主要因其金融市

场发达，衍生品工具丰富，可选对冲工具多，市场

化程度很高。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相比国外， 国内期货市场本身交易时间就较

短。 按照目前市场交易规则，国内期货市场只有

4

小时交易时间（实际上，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交易时

间为

3

小时

40

分，大连和郑州商品交易所的交易时

间为

3

小时

50

分，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股指期

货交易时间为

4

小时

35

分），这个

4

小时交易时间和

股市的时间制相当，但起始时间不完全相同（上、

下午各有半个小时时差）。

而国际上众多期货品种的交易时间长达

20

小

时，外汇、黄金、原油的交易甚至实行的是

24

小时

交易制度。 一位老期货表示，国内实行

4

小时交易

制度，上午

9

：

00

开盘，盘中休息

15

分钟；距离下午

开盘两小时空当， 给投资者提供午餐和午间休息

的时间；且国内程序化交易还并不成熟，大部分都

停留在人工自助交易阶段， 缩短交易时间也是从

人性化考虑。

就长假盘来说，国外也未有此说法，因为休假

制度并不一样。 前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CME

）产品

战略部总监黄劲文向本报记者介绍， 美国并未有

中国类似春节、国庆等长假，一般是根据工龄、资

历进行带薪休假，少则一周，多则一月以上，遇到

元旦、圣诞节等传统节日，一般会在节日前一天中

午提前收市并于节日当天休市， 节日过后便继续

开市。

“期货是杠杆交易，如果国外交易，国内休假，

信息可能不能充分、连续地反映到期货盘面上，跳

空行情就很容易出现， 比如多个涨跌或者跌停都

有可能。 ”黄劲文指出，国内有必要推出长假盘，或

者

CME Globex

电子交易平台也是一个不错的尝

试。

据介绍，

CME Globex

是芝商所的电子交易平

台，也是全球首个期货与期权电子交易平台，除了

能够处理每月超过

60

亿笔交易外， 它也提供横跨

各平台最长的交易时间， 每周

6

天，

24

小时不间断

交易，高成交速度，直接提供交易、结算与实时市

场讯息，以及服务点遍及全球等。

多位接受中证报采访的期货专业人士建议，

推出期货“长假盘”，并非每个品种都需要，国际化

程度很高的包括贵金属、工业金属

(

特别是铜

)

、橡

胶、豆类、油脂等品种较为合适，因为不容易出现

因客户参与减少而出现操纵价格的现象， 配套的

交易和风控制度需要相对成熟， 且需要经过市场

长期运行和多次风险事件检验。

■

高端访谈

责编：王超 美编：马晓军 电话：010－63070401� � E-mail:chao0845@126.com

2013年9月30日 星期一

Futures Vision

A08

期货大视野

冯洁：期货“长假盘”

有好处也有障碍

□本报记者 官平

由于我国休假制度的集中性， 在期货交易当

中

,

长假的风险一直是受到期货业内以及交易者的

重视。银河期货研究中心总监冯洁对中证报记者表

示，由于长假不能交易，当客户出现持有大规模不

利头寸的时候，客户没有办法及时止损，不能完全

规避市场风险，而且在这种交易过程中，大规模提

高保证金，可能会降低客户资金使用率，所以一些

投资者一直在呼唤是否能够在假期也能继续进行

交易。

中国证券报：如何认识国内期货市场的“长假

风险”？

冯洁： 我国是从

1999

年

10

月

1

日开始推出长假

期休假制度的，当时是为了通过假期推动旅游业的

发展，来刺激国内消费。从

1999

年

10

月

1

日开始到目

前为止，我国一般一年当中会出现三个时段的集中

性休假，就是春节、五一、十一。一直到现在，大概来

讲我们应该度过了

42

个左右的黄金周。我们统计了

那些与国际交易相关联的重要品种。

比如说铜的指数，在出现长假之后（注：国内

首个涨跌停板一般大部分品种为

4%

，我们以

4%

为例对相关联品种进行统计）， 铜指数在

42

个长

假当中， 它出现超出

4%

的涨跌停次数有

8

个，棉

花指数有

16

个，糖指数有

16

个，大豆指数有

5

个。

我们分析这些大的涨跌，这里面出现较大的涨跌

幅的情况基本上是与该品种基本面相结合的，一

般基本面出现重大供需矛盾时会出现大的涨跌

幅度。 也有整个宏观的影响，在

2008

年的全球金

融风暴时，所有的品种都在十一期间出现了超大

幅度跌停。

中国证券报：每逢节假日出现较大幅度的涨跌

停次数的概率还是有的，投资者如何有效的来规避

市场价格风险？

冯洁：推出长假连续交易制度也是一种解决的

办法。第一，投资者可以及时参与交易，规避全世界

范围内出现的极端行情，可以第一时间利用交易作

出反应。 如果假期推出连续交易制度的话，就没有

必要在节前集中大幅度提高客户保证金幅度，提高

了客户资金使用率。期货价格连续性也得到了很好

的表现。不会因为连续长假的停市而出现大幅跳空

缺口。

第二，假期连续交易有利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

场接轨， 真正的有效的大幅契合全球交易的时间

段。 从这个角度来讲，假期推出连续交易制度是有

利的。但是目前为止，推出假期连续交易制度，也存

在着很多的实际障碍。

中国证券报：推出长假盘有哪些障碍，请详细

说明。

冯洁：如果推出了长假盘，围绕交易的各方面

是否匹配，如银期转账的问题。 长假期间如果银行

休息，银期窗口可能会在银行端口进行关闭，银期

转账功能无法实现。 一旦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需

要客户追加保证金的情况下，客户无法通过银期进

行有效的转账，形成的风险责任在于谁，谁来承担，

这是很大的问题。

第二，技术性问题。我们知道一般来讲，国内期

货公司，大的交易系统的升级和维护，包括交易数

量越频繁，交易数据的备份都需要时间，这时候如

果取消了连续休假，对于技术的考验非常严峻。

第三，对于期货公司来讲，会增加人员加班的

成本，收益和支出成本很可能不匹配。

每个客户由于需求不同，他的交易时间和交易

策略及交易习惯都不一样，对于那些需要长期持有

头寸，并且有套保需求的客户来讲，可能长假连续

交易。 但对于那些个体投资者，甚至于部分专业投

资者， 他们对于长假连续推出交易制度需求并不

大，大部分客户都会利用长假休息以备假日归来再

交易。 而且我们觉得一个交易者在全年交易过程

中，应该是有张有弛，在全年投资活动当中应该是

有交易，有休息，只有一个懂得休息的交易者，才是

一个好的交易者。 期货的机会每天都会存在，但不

是每个机会都适合于每个投资者，必须在适合自己

交易的情况下，抓住自己交易机会进行投资，在不

利于自己，或者难以把控机会的时候，要学会休息，

学会远离期货市场， 甚至于跳出期货市场看期货，

这样才是比较成熟的投资者心态。

综合整个市场情况， 长假连续交易的推出有

利有弊，业内对于长假盘的争论，也一直存在。 不

管怎么说，任何一种交易制度的推出，都必须有利

于投资者，有利于业内公司的生存发展。只有出现

双赢的局面，才是市场长期有效、稳定持续发展的

基石。

有色金属

有望入席期货“夜宴”

□本报记者 官平

期货“夜宴”目前只有黄金、白银两个席位，有色金属

有望尽快“入席”。 据本报记者了解，上海期货交易所将适

时推广连续交易试点至其他品种，其中国际化程度较高的

有色金属品种有望步金银后尘。

金银“夜宴” 狂欢

今年

7

月

5

日，上期所正式推出黄金、白银期货连续交

易（周一至周五，

21

时至次日

2

时

30

分，俗称“夜盘”）试点。

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18

日收盘，连续交易上线已有近

三个月时间（共

53

个交易日），黄金、白银品种交易活跃，

市场参与度显著提升，产业及机构客户参与积极，市场运

行平稳。 连续交易时段共成交

1.09

亿手，成交金额

9.88

万

亿元， 其中黄金期货成交

1296.09

万手， 白银期货成交

9580.16

万手。

上期所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 连续交易上线以来，黄

金期货日均成交量

35.81

万手，白银期货日均成交量

311.00

万手， 其中黄金日均成交量较连续交易前环比增长

3.07

倍，白银日均成交量较连续交易前环比增长

6.51

倍。

另外，

7

月

8

日至

9

月

18

日，黄金日间交易时段日均成交

11.36

万手，较连续交易前环比增长

29.24%

；白银日间交易

时段日均成交

105.79

万手， 较连续交易前环比增长

155.59%

。 随着连续交易的开展，上期所黄金、白银市场活

跃度全面提升，市场潜力得到激发。

夜盘一招盘活市场格局

在上线夜盘之前，金银期货可谓不冷不热。 但连续交

易上线以来，客户参与数显著增长。上期所数据显示，黄金

期货日均参与客户数为

6.08

万户，较连续交易前环比上升

205.12%

；白银期货日均参与客户数为

15.79

万户，较连续

交易前环比上升

198.66%

。

值得注意的是，黄金、白银市场投资者结构不断优化，

其中产业客户参与度明显提升，截至

9

月

18

日，黄金品种单

位客户日均持仓量较连续交易前环比增长

43.76%

， 白银

品种单位客户日均持仓量较连续交易前环比增长

92.97%

。 黄金品种日均套保持仓量较连续交易前环比增

长

38.28%

， 白银品种日均套保持仓量较连续交易前环比

增长

135.30%

。 单位客户持仓量和套保持仓量的大幅攀升

显示连续交易上线以来产业客户参与度显著提升， 黄金、

白银市场功能的发挥更加充分。

另外，机构投资者参与度显著上升。 随着连续交易的

开展，各类机构投资者参与度显著提升。 连续交易上线以

来，参与黄金品种的日均单位客户为

962

户，较连续交易前

增长

101.26%

； 参与白银品种的日均单位客户数为

1558

户，较连续交易前增长

100.26%

。

跟着走还是“走着瞧”

据相关机构研究发现，连续交易上线以来，交易时间

基本覆盖国际贵金属主要交易时段，国际相关市场之间的

联动更加紧密。黄金、白银价格与

COMEX

对应品种价格关

联紧密， 连续交易时段黄金主力合约收盘价与

COMEX

黄

金主力合约对应时间价格之比平均为

6.23

， 波动区间

6.10-6.47

， 白银主力合约收盘价与

COMEX

白银主力合约

对应时间价格之比平均为

6.31

， 波动区间为

6.08-6.62

，两

品种价格均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

上述研究统计表明，连续交易上线以来，上期所在全

球贵金属期货市场中份额显著提升。截至

9

月

18

日，上期所

黄金成交量与同期

COMEX

黄金标准合约成交量之比由连

续交易上线前均值

0.08

增长至

0.34

，提高约

4.2

倍（按照合

约乘数换算后，上期所黄金合约为

1

千克

/

手，

COMEX

黄金

标准合约为

100

盎司

/

手，约合

3.11

千克

/

手）；白银成交量与

同期

COMEX

白银标准合约成交量之由连续交易上线前均

值

0.28

增长至

2.74

，提高约

9.8

倍（按照合约乘数换算后，上

期所白银合约为

15

千克

/

手，

COMEX

白银标准合约为

5000

盎司

/

手，约合

155.52

千克

/

手），其中，连续交易上线以来白

银期货成交量已稳超

COMEX

同期白银成交量。

期市欲推长假盘 “点赞” 还是“吐槽”

□

本报记者 官平

中秋休市恰逢美联储

“放鸽子”，市场“一边倒”预

估可能缩减

QE

， 许昌华提

前 “埋伏”

5

手黄金空单过

节，惨遭“反埋伏”，纽约金

价于节日当天暴涨近

5%

，

心急如焚盯着外盘行情如

心电图一样，却不能交易。

权威人士透露，包括上

期所在内的多家商品期货

交易所正在研究推出长假

期间连续交易（“长假盘”），

另外继上海期货交易所

7

月

推出黄金、白银期货连续交

易试点后，近期有望推广至

有色金属品种。

冯洁 银河期货

研发总监、 上海期货

交易所杰出产业分析

师， 从事期货行业近

10

年。在农产品、金属

及化工等期现货领域

有着深入的研究，对

于行情的认知有其独

特的理解和判断，且

善于把握各类机构投

资者需求， 量身制定

服务策略， 获得业内

广泛称赞。

法定假日不休市 推“长假盘”难度不小

许昌华仍心有余悸， 若不是暴涨次

日美联储官员放出“

10

月缩减”消息令金

价回落

3%

，上海黄金期货节后不会只高

开

1.5%

，

2

万元亏损已经是因祸得福了，

中秋的那次经历告诉他———长假持仓需

掂量。

“市场根本不缺机会，但长假里也确

实蕴藏着大量机会。 ”许昌华是一个专业

投资者，但也不是每天交易，碰到机会就

大做一把，他说随时可以给自己放假，很

乐意交易所推出“长假盘”，“夜盘”推出

后可以躺着交易， 以后长假旅游时也可

以做一做。

大多数与期货相关的从业人员，却

难与许昌华一样自由， 只盼着长假休息

或者旅游。 以

2013

年为例， 法定节假日

（除周六、周日外）休市时间为

23

天，其中

包括元旦节、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

节、中秋节、国庆节等节日，春节、国庆节

休市时间跨度最长，为

5

天。

相关法律明确规定， 用人单位在元

旦，春节，国际劳动节，国庆节，法律、法

规规定的其他休假节日， 应当依法安排

劳动者休假。 此外，法定节假日加班应按

平常工作日薪资的三倍计算。 按此规定，

上海、郑州、大连等三地期货交易所均在

法定节假日休市不交易。

“享受长假是国家规定的福利，期货

公司部分异地员工也可能要回老家探

亲，而不愿意在假期加班。 ”作为“老期

货”，兴业期货高级研究员施海说，他赞

成期货交易所推出“长假盘”，以方便投

资者回避“长假风险”，而公司员工也可

以增加加班费等收入， 但期货公司将增

添人工成本， 期货交易所在适当程度上

应帮助期货公司解决该困难。

另一位“老期货”则表示，不赞成节

假日期间交易，因为“期货交易本身对精

力耗费就比较大， 需要利用节假日进行

调整，假期应该是身心放松的时候，长时

间连续交易对健康不利。 ”

但说及服务投资者， 多位接受中证

报记者采访的期货从业人员均称有必

要。 格林期货研发总监李永民说，对受外

盘影响较大的品种来说，国内长假期间，

外盘可能正好交易盘， 国内风险无法及

时释放，长假过后的风险会陡然加大。

按照目前交易制度，每逢国内长假、

国外不休假时， 期货交易所都会采取提

高保证金比例及扩大涨跌幅度的惯例措

施来防范风险。 业内人士表示，提高保证

金比例和扩大涨跌幅度直接减少了投资

者在长假期间持有头寸的数量， 进而起

到控制风险的作用。

难度在哪里 可否解决

实际上，国内也一直在酝酿推出“长

假盘”。

9

月

17

日，上海期货交易所总经理

刘能元表示， 将适时推广连续交易试点

至其他品种， 并研究长假期间的连续交

易及进一步延伸连续交易时间等问题。

据了解，此前大连商品交易所也对“长假

盘”进行过意见征集。

上期所今年

7

月

5

日推出黄金、 白银

期货连续交易（俗称夜盘，时间为

21

时至

次日

2

时

30

分），夜盘交易异常活跃，甚至

超过日盘。 夜晚也是休息时间，对期货从

业人员来说，可能需要上夜班。

对此， 程小勇说，“长假盘” 对于期

货公司而言，需要更多的成本投入特别

是人力成本，不像“夜盘”，时间较短，期

货公司安排值班的人员可以就根据情

况而定，而长假盘实际上相当于正常工

作日开市，需要结算、风控、研发和客户

等多个部门在岗。 另外，“长假盘”不利

于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在法定节假日安

排值班，期货公司付出的加班费也是一

笔大支出。

本报记者对数十名期货从业者进行

随机调查，近

70%

持反对意见，其余则表

示赞成或者中立，反对者多以“不能牺牲

休假时间为代价”反对长假盘推出，赞成

者则多从服务投资者立场出发考虑。

上海一期货公司技术部人员向本报

记者介绍，如交易所推出“长假盘”，就需

要改进相关信息设备， 尽管交易所推出

长假盘不存在技术障碍， 但是很多期货

公司软件需要更新和改进， 这需要新的

资金投入。

除了资金以外， 银期转账也是一个

问题。 长江期货一位高管对本报记者表

示， 实际上期货公司在技术和人员上都

没有困难，只是工作时间增加，一部分员

工会加班，人力成本上升，但最重要的是

保证金问题， 其中包括银期转账与保证

金监控， 银行与保证金监控中心长假期

间可能也要相应加班。

银河期货研发中心总监冯洁则表示，

我国期货交易和结算均是期货公司完成

的，交易与结算是一个串联性制度，就是

在交易结束之后必须进行结算，结算完成

以后，客户才能进行下一天的交易。

冯洁表示， 这必须给系统时间来进

行结算及备份，而国外是一种并行线路，

交易归期货公司， 结算由专门的结算机

构进行清算，边清算边交易。

尽管在技术上存在一些困难， 但对

国内期货市场来说， 或可能是一次有益

的探索。 国元期货研发中心总经理姜兴

春表示， 经济全球化以及内外品种联动

性增强，导致价格波动风险较大，与国外

市场交易时间对接， 推出长假盘有利于

投资者防范长假积累风险， 同时也是我

国期货市场国际化的必要之举。

不过，亦有业内人士指出，从防范风

险的角度来看，做好资金管理才是关键，

而定价权、国际化方面，不是单一推出长

假盘就能解决的， 定价权的争夺在于金

融工具的创新和熟悉游戏规则， 目前大

多数商品的定价权在欧美市场主要因其

金融市场发达，衍生品工具丰富，可选对

冲工具多，市场化程度很高。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相比国外， 国内期货市场本身交易

时间就较短。 按照目前市场交易规则，国

内期货市场只有

4

小时交易时间 （实际

上，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交易时间为

3

小时

40

分， 大连和郑州商品交易所的交易时

间为

3

小时

50

分，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的股指期货交易时间为

4

小时

35

分），这

个

4

小时交易时间和股市的时间制相当，

但起始时间不完全相同（上、下午各有半

个小时时差）。

而国际上众多期货品种的交易时间

长达

20

小时，外汇、黄金、原油的交易甚

至实行的是

24

小时交易制度。 一位老期

货表示，国内实行

4

小时交易制度，上午

9

：

00

开盘，盘中休息

15

分钟；距离下午开

盘两小时空当， 给投资者提供午餐和午

间休息的时间； 且国内程序化交易还并

不成熟， 大部分都停留在人工自助交易

阶段，缩短交易时间也是从人性化考虑。

就长假盘来说，国外也未有此说法，

因为休假制度并不一样。 前芝加哥商业

交易所（

CME

）产品战略部总监黄劲文向

本报记者介绍， 美国并未有中国类似春

节、国庆等长假，一般是根据工龄、资历

进行带薪休假， 少则一周， 多则一月以

上，遇到元旦、圣诞节等传统节日，一般

会在节日前一天中午提前收市并于节日

当天休市，节日过后便继续开市。

“期货是杠杆交易， 如果国外交易，

国内休假，信息可能不能充分、连续地反

映到期货盘面上， 跳空行情就很容易出

现，比如多个涨跌或者跌停都有可能。 ”

黄劲文指出，国内有必要推出长假盘，或

者

CME Globex

电子交易平台也是一个不

错的尝试。

据介绍，

CME Globex

是芝商所的电

子交易平台，也是全球首个期货与期权电

子交易平台，除了能够处理每月超过

60

亿

笔交易外，它也提供横跨各平台最长的交

易时间， 每周

6

天，

24

小时不间断交易，高

成交速度，直接提供交易、结算与实时市

场讯息，以及服务点遍及全球等。

多位接受中证报采访的期货专业人

士建议，推出期货“长假盘”，并非每个品

种都需要， 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包括贵金

属、工业金属

(

特别是铜

)

、橡胶、豆类、油

脂等品种较为合适， 因为不容易出现因

客户参与减少而出现操纵价格的现象，

配套的交易和风控制度需要相对成熟，

且需要经过市场长期运行和多次风险事

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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