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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后石油时代终结者

正如煤炭的大规模利用使得木炭价格一落千丈一样，黑

金时代的到来结束了鲸油价格的疯狂上涨，塑料制品、光导纤

维等替代品的大量涌现， 终结了铜、 锡等稀缺金属的过于昂

贵。 眼下的“页岩革命” ，正在悄悄改变全球的能源和经济版

图，但它是否会导致石油时代的终结？

期市“悲情英雄”大盘点

长安基金银闰铖功5号的清盘，让2013年问鼎私募冠军

的刘增铖再度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与去年评论者的惊

叹和褒奖不同，这次裹挟他的是质疑和唏嘘。 重仓豪赌固然

是其失败原因，但是为什么一份不活跃的合约会令刘增铖折

戟沉沙？ 到底是谁终结了刘增铖的绝地反击之梦？

玉米期货产业链“双城记” 即将上演

中国证券报记者深入采访调研，并了解到，随着玉米淀

粉期货推出的呼声越来越高，玉米期货产业链“双城记”大

戏有望在年底上演；同时，“两条腿走路”的玉米期货和玉

米淀粉期货将使玉米市场迎来风险管理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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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速递

衍生品市场呼唤新秩序

期交所竞争规范有望出炉

□本报实习记者 张利静

期货市场内外竞争不断加剧， 其背景是

国内经济趋于活跃开放，实体需求多样化；人

民币也正在走向市场化和国际化。 而欧美期

货市场竞争已经较为充分， 面对发展尚不完

善的中国市场，虽然面临多种阻力，但仍挡不

住“中国份额” 的美味诱惑；规范中国期货市

场竞争秩序， 提高以期货交易所为主导的期

货经营机构对外竞争力和对内服务能力，比

此前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获悉，期货市场发展

新形势之下， 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四家期货交易

所内外竞争秩序问题， 年底附近或将有相关举

措出台，内容或涉及在传统领域规范竞争秩序，

以及在集中清算方面的竞争及合作问题。

品种竞争“余额不足”

在传统领域， 期交所之间的竞争正趋于

白热化。

一位期货公司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商品期

货交易所在传统的上市品种竞争方面正在进

入“争无可争” 的境地，交易所以抢占品种为

手段进行产业客户争夺的同时，对金融投资机

构客户的争夺也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交易所越

过期货公司会员，直接“开发” 投资机构的现

象。“毕竟，成交量及成交额是期货交易所生

命线和业绩直接衡量指标，交易所在品种资源

和客户资源的争夺上可谓不遗余力。 ”

近两年商品期货交易所公布的筹备上市

品种清单中出现重叠现象，尤其期交所“自留

地”的区域特色面临打破、交易所跨区域上市

期货品种， 是期交所在传统领域竞争激烈的

最明显注脚。 其背后，是监管部门对品种上市

条件要求严格， 其中仅“须符合一定产业规

模” 的限制就将许多潜在上市品种卡在门外，

造成期货品种成为一种有限的稀缺资源，伴

随着品种上市速度加快， 期交所逐渐进入品

种“余额不足” 的窘境。

同时， 伴随着期货市场财富管理功能的

凸显，金融机构加速入市，对金融投资机构客

户资源的占领成为期交所的必争“高地” 。据

了解，去年以来，在产业调研及研讨会议中，

投资机构身影频频出现。 以优化手续费收取

方式为代表的， 针对这部分客户交易特点的

专门讨论研究及服务措施也密集进行及出

台。2012年以来，各家期交所均多次下调保证

金及手续费水平，不少品种降幅在50%以上。

这些举措在优化交易所服务的同时，却给

会员期货公司带来不少困扰。 华东一位期货公

司营业部负责人告诉记者， 交易所手续费降低

后返还空间缩小甚至取消返还， 对整个公司而

言压力或许不是很明显， 但对依靠经纪业务的

营业部来说，带来的结果是本不宽裕的“口粮”

显得更加可怜。 而部分交易所对投资机构客户

单方面优惠甚至变相直接开发， 则被部分期货

公司人士斥为“嫌贫爱富” 、逾越底线。

部分投资人士则表示， 这是期交所优化

费率结构，提升服务能力的表现。 “这些竞争

促使了交易所之间的竞争更加多元化， 符合

市场实际发展需求。 ”

今年的相关数据显示，1-9月份， 全国期

货市场累计成交量1693百万手，成交金额183

万亿元。 其中，上期所、郑商所、大商所、中金

所 成 交 量 占 比 分 别 为 31.66% 、27.52% 、

32.9%、7.91%，成交金额比例分别为24.65%、

8.88%、17.32%、49.15%。 “三家商品期货交

易所仍基本处于势力均衡状态， 各家交易所

多一分少一分的争夺都将直接影响到自身的

地位。 ” 上述市场人士称。

场外高地不可错失

以品种及投资机构客户资源的争夺为代

表， 国内期货交易所进入了全面竞争及深度

竞争阶段。 一位市场研究人士指出，伴随着实

体需求多样化及衍生品工具丰富， 国内衍生

品市场环境正在悄然变化，现货交易所、OTC

市场的发展以及境外市场主体的深度参与，

正将期交所推向更加广阔的竞争领域。

根据美国期货业协会 （FIA） 统计的

2013年全年成交量数据，大连商品交易所、上

海期货交易所、 郑州商品交易所和中国金融

期货交易所在成交量全球排名中分别录得第

11位、第12位、第13位和第19位的好成绩，豆

粕、豆油、菜粕、螺纹钢、铜、白银等多个品种

在全球名列前三。

部分市场研究人士认为， 上述成绩并不

能说明中国期货交易所的竞争力有多强，毕

竟中国在多个工业、 农业链条具有庞大的基

础市场资源优势， 反而显示了中国在国际市

场上金融期货等高级产品的匮乏，在服务、技

术等软实力方面， 与国际市场相比国内期交

所也有很大提升空间；欧美市场竞争充分、空

间狭小与中国市场庞大、发展初级的对比，不

可避免地将使一部分国际玩家“闻香而来” ，

这些交易者身经百战、策略成熟，市场有其逐

利性， 如果国内交易所之间没有形成规范的

竞争秩序，尤其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当下，有可

能出现一些不当的套利行为。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在商品期货交易所

内部冲突形成解决机制之前， 衍生品工具需

求的市场发现促使一些具备实力现货交易所

不断完善功能， 提升客户吸引力， 场外清算

“头筹” 也花落别家，本来在衍生品结算领域

有先天优势的期交所似乎略显仓促和被动。

在央行的批准下，上海清算所于今年8月

4日正式启动国内首批场外大宗商品金融衍

生品清算业务———人民币铁矿石掉期和人民

币动力煤掉期中央对手清算业务。 虽然在标

的选择上， 这和商品期货交易所存在较大区

别， 且交易机制采取做市商报价的场外交易

模式，但部分市场人士反映，这对期货市场已

经形成一定客户分流效应。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在场外清算领域，期

货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牌照放行之初， 永安

期货总经理施建军在一次会议中提出， 凭借

期货市场在衍生品风控及结算方面的优势，

可考虑建立以期交所为主导、 期货公司参股

形式的场外清算平台即中央对手方。“交易所

的数据全面性和处理能力， 以及与产业结合

方面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场外市场，期交

所是不可避免要充当着探路者角色。” 民生期

货市场发展部副总经理说。

而一些行业人士认为，在此方面，上海清

算所已经领先一步， 期交所若不及时绸缪或

错失“高地” 。

另有知情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 部分经

济前沿的地方政府也在场外清算领域有所谋

划。 对此，上海一位资深市场研究人士表示，

场外市场空间巨大、主体多元、方式灵活，但

这些优点的背后是监管空白、竞争无序、违约

风险，因此，在场外清算等核心环节的监管及

竞争规范的统一尤为重要和迫切。

留住期货“阿里巴巴”

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知情人向记者透露

出， 目前香港地区代理国内外盘期货交易的

机构已达30余家，其中包括2006年前后走出

去的六家期货公司分公司。 而伴随着交易平

台信息技术的进步， 部分机构凭借便利的网

络平台甚至展开互联网揽客、 网上服务模式

推广外盘代理业务。

外盘交易走俏的背后，国内期货市场保证

金规模近年来一直徘徊在2000亿元水平。 有

市场人士指出，类似阿里巴巴出逃现象在期货

市场早已有之，2000亿元规模难以突破，有很

多值得市场反思的地方，国内缺乏足量沉淀资

金，巨型企业选择在国外市场保值，背后不乏

各交易所之间的竞争因素，往更深追究，是国

内外市场的包容程度和吸引力的区别。

而国际市场在发展成熟、 竞争充分的情况

下，以中国为交割地的离岸期货合约的接连开发，

以及纸原油、纸黄金等曲线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外

“期货品种”，表明国际力量已经深度参与进来。

上述资深市场研究人士指出，国内期交所

的竞争规范不应该为了规范而规范， 而应该与

释放市场活力同步进行， 否则规范将最终带领

市场主体走向“死路” 。 他表示，比如我们奉行

的“单一品种标的”原则，品种虽大却容易顾此

失彼，造成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不健全，“大品

种”不一定意味定价权，定价权是由产业链条

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的。“一个品种固然好

管理，但我国资源分布有地域特色，不是现有的

交割制度能够完全解决的，必要情况下，一个期

货品种可以根据市场实际设两个标的。另外，同

一个期货品种在两家期交所上市交易也不能理

解为乱象，这样反而是将选择权利交给市场，倒

逼交易所提高服务能力。 ”

竞争与合作是无法隔离的两个问题。 屈

晓宁表示，对于期货交易所而言，合作更大于

竞争， 特别是在国家战略意义和海外金融市

场的冲击下，交易所在带领期货公司向外走、

向上走中起到了很大作用。“最近几年上市品

种的越来越国际化和拟上市的期权、 外汇期

货，无不体现出这点。 交易所之间的沟通程度

和相互学习将直接决定中国期货市场在面对

国外金融机构时的地位。 ”

对于期交所的竞争途径，有市场研究人士

建议，交易所在产品竞争之外，还可以在费率结

构等专业服务能力方面进行差异化竞争， 同时

珍惜品种资源，做精做细，盘活“僵尸”品种；此

外，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须引起足够重视。

一周黑马

沪银中长期弱势难改

□本报实习记者 叶斯琦

上周，沪银大幅跳水，连续暴跌之后，沪银

价格创下历史新低。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从

11月3日至7日， 沪银主力合约在5个交易日内

累计大幅下跌8.18%，报收于3291元/千克。

消息面上，当地时间10月29日，美国联邦

储备委员会宣布结束资产购买计划， 第三轮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正式宣告结束。消息一出，

对流动性高度敏感的贵金属旋即暴跌， 沪银

走低，下挫之势延续多日。此后的11月5日，共

和党在美国中期选举中提前锁定胜局。 由于

共和党主张削减财政赤字， 共和党赢得选举

被视为对风险资产利好。 因此，美国股市迅速

攀升，贵金属集体承压。 受此影响，沪银再度

大跌。

值得注意的是，上周五晚公布的美国10月

份非农就业数据显示，美国10月季调后非农就

业人口增加21.4万人，预期增加23.1万，前值由

增加24.8万上修至增加25.6万。 市场人士认为，

当月就业人数增幅状况略微不及此前预期，利

好贵金属。 周五夜盘，沪银获得支撑反弹，向上

修复。 截至收盘，沪银主力合约大幅上涨95元/

千克或2.9%，报收3369元/千克。

分析人士指出，短期来看，由于前期单边下

跌幅度巨大，多头或开始反击，因此短期沪银仍

有可能出现修复性上涨行情。 不过， 中长期来

看， 美联储升息预期依旧主宰着整个贵金属市

场，在美元进一步走强的同时，贵金属的避险性

逐步弱化，投资需求料下滑，因此白银跌势可能

尚未结束。

东北商品交易中心开市

□本报记者 王超

11月7日， 东北商品交易中心在辽宁鞍山

正式开市。

据介绍，东北商品交易中心将依托现货

交易模式和电子交易、市场服务、资金结算、

物流仓储、供应链金融服务和价格发布等六

大服务平台，提供商品买卖方竞价、东北商

城交易的电子交易和融资服务，实现商品贸

易、融资融货、商品投资、阳光化定价等高端

功能。

在当日于鞍山召开的“2014（第五届）中

国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发展论坛（CBSE）暨东

北商品交易中心开市盛典（DBCE）” 上，东北

商品交易中心总经理申延福介绍， 交易中心亮

点表现为其颠覆了传统购销“一手交钱、一手

交货” 的交易方式，创造出具有采购、集散、结

算、定价“四大功能”的产业供应链。同时，积极

引导交易商由线下交易到线上签约交易、结算、

融资，线下进行实物交收。

据悉，东北商品交易中心结合生产、贸易、

消费等企业经营的特色商品， 逐步安排上市交

易商品种类。 当前已上市交易品种有钢材、矿

产、黑色金属、农副产品等类别的商品。

有色金属指数期货

及相关衍生品有望推出

□本报实习记者 叶斯琦

11月8日，由华西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主办、

上海期货交易所支持的“有色金属指数及相关

衍生品投资论坛” 在成都举行。 来自上海期货

交易所、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期货公司、

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银行、保险及相关企业的

120余名业内专家参加了本次论坛。

华西期货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熊佳斌表

示，中国证监会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指引第1号———商品期货交易型开放式基金

指引》公开征求意见以来，国内商品期货市场

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从全球商品指数的发展经

验来看，商品指数不仅是连接期货市场与机构

投资者的桥梁，也为产业客户高效利用期货市

场进行风险管理提供了保障。 有色金属指数期

货与现有的有色金属期货结合密切，有色金属

指数期货的推出将给予实体企业更多的套保

策略选择， 为更多元化的套保提供了可能，有

望填补目前商品指数期货在中国的空白，指数

交易的特性，又将为广大量化交易投资者带来

更多的投资机会。 未来随着商品指数期货在优

化市场结构、改善流动性、丰富套保套利手段

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加强，将成为期货市场上重

要的创新工具。

■ 微视角

交易所创新 公信力为重

□本报实习记者 张利静

创新二字是时下金融市场最应景的词汇之

一。期货市场，期货交易所创新举措关乎效率的

同时，也与市场公平紧密相关。对于此类具有权

力色彩的市场主体而言， 创新活力被激发的同

时， 另一个问题也浮出水面———公众如何理直

气壮地要求公平。

防止创新走偏

期货创新大会之后， 涵纳期货交易所在内

的期货经营机构概念提出， 多少为期交所创新

节奏带来压力，相关举措也时刻为市场瞩目。

研究人士指出，国内期交所考虑的战略要点

主要包含两点：一是保持自身规模优势和品种资

金优势，二是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不败地位。 目前

来看，国内期交所尤其是三家商品期货交易所在

客户及资金规模上，一直辛苦维持动态平衡。 国

内期货交易所竞争内涵中更多的是前者。

创新，部分意味着权利及机遇。 港交所总裁

李小加称，中国期货交易所与国际期货交易所面

临的机遇和挑战是完全不同的。国际上的机遇和

挑战主要来自于监管、成本、竞争，特别是最近金

融危机以后的风险管控；而内地交易所情况完全

不同，面临的是发展的挑战，扩大自己产品的挑

战，扩大自己疆域的挑战，国际化的挑战。

一个是欲望的收敛，一个是野心的扩张。

分析人士称， 这反映在国内期货交易所竞

争格局特点中， 更多的是基于产业链条品种层

面粗放式的扁平分化，而在服务能力、专业技术

方面尚未出现明显的立体分层， 业务的结构及

层次无明显差别。

国际交易所市场并购案例显示， 交易所的

竞争优势无外乎三方面：组织制度、交易品种和

交易成本。“依靠降价手段博取市场好感的时代

已经过去。当下的期货交易所创新，更多比拼的

是组织创新、技术创新以及服务创新，而不应是

应景式、 挤压式和选择式创新。 凭借超规则竞

争、假创新之名牟取不当利润，都终将丧失市场

公信力。 ”有市场人士建议，交易所内部自主分

层是应对全面深度竞争的有效途径， 防止在创

新过程中出现恶性竞争。

须要立法保障

从经营角度讲， 期货交易所本质上无外乎

一家公司，只有交易活跃才有利润保障。 期交所

为活跃交易而审时度势， 采取创新措施自然无

可厚非。 而不可忽视的是，在其他期货市场主体

眼中， 交易所秉轴持钧， 本身具有一定权力色

彩，其细则毫差，关乎千里。 而弱者的利益往往

最容易被遗忘。

“交易所方面的创新事关改革红利的释放，诸

如保证金、 手续费乃至其他交易细则方面的变更

创新，虽不能无死角惠泽，但以中小投资者为代表

的市场弱势群体利益伤害与否、 需求顾及与否应

被考量。 ”一位投资者表示，交易所对内对外的竞

争手段，不仅仅关乎自家利润，还有行业形象。

然而，以道德为基础的约束向来单薄，如何将

暧昧的交易所的权利义务落实到法律、 制度层面

可能是《期货法》制定之际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规定，期货交易

所不以营利为目的， 按照其章程的规定实行自

律管理。 国际惯例则是，会员制期货公司通常不

以营利为目标； 公司制期货交易所通常以营利

为目标，追求交易所利润最大化。

这并不意味公司制交易所可以“放肆”。 一位

法律研究人士表示，营利性交易所不但不会削弱，

反而会提高市场的公平、公正性。 “尤其是交易所

到了上市公司的层面， 要面对公众和会员的双重

监督，行为不当的话不仅会失去会员支持，还会失

去公众信任。 此类交易所不敢轻易涉险。 ”

他表示，《期货法》 的出台是对期货交易所

的法律性质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的契机， 希望

从期货交易所发展角度， 对期货交易所的法律

地位进行明确，引导期交所朝着维护市场秩序，

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形象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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