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 20 年我国玉米淀粉产业快速发

展，已经进入稳定增长期。 2013 年，玉米

淀粉产量再创新高， 达到 2350 万吨，过

去十年淀粉产量增长约 170%，年均复合

增长率接近 10.4%。

同时，无论是从玉米淀粉产区分布还

是从企业分布看，我国玉米淀粉产业的集

中度都较高。

一、玉米淀粉产区主要分布

我国玉米淀粉产量分布主要集中在

华北和东北玉米主产区。 2013年前五大生

产省份依次为山东 （约 1032 万吨，占

43.9%）、吉林（约 417万吨，占 17.7%）、河

北（约 257 万吨，占 10.9%）、黑龙江（约

153万吨，占 6.5%）和河南（约 144万吨，

占 6.1%），五省合计产量占比约为 85.3%。

“十一五” 期间，我国玉米淀粉产量

区域分布格局变化不大，山东始终居全国

之首，吉林省则超过河北省跃居全国淀粉

产量第二位，占比由 2007 年的 13%跃升

为 17.7%；而河北省则从原来的第二位下

降至第三位，占比由 2007 年的 19%下降

至 2013年的 10.9%。

二、玉米淀粉产业集中度较高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玉米淀粉行

业集中度逐渐提高。 2013年，我国年产 10

万吨以上的玉米淀粉企业（集团）有43家，

淀粉产量达到 2262 万吨，占全国玉米淀

粉总产量的 96%； 排名前十位的加工企

业（集团）淀粉产量达到 1379万吨，占全

国玉米淀粉总产量的 59%。 在前十强企

业当中，山东省有六个，吉林省有两个，陕

西和辽宁各一个，这也反映出我国玉米淀

粉产业主要分为以山东为核心的华北区

和以吉林为核心的东北区两大部分。

三、玉米淀粉产业产能过剩，开工率不高

由于受到产能上升、需求下降以及国

家政策等因素影响，我国玉米淀粉企业陷

入长期亏损当中，尤其是东北玉米淀粉加

工企业。 同时，我国玉米淀粉产业的开工

率呈现波动下降态势，产能过剩现象依然

较为严重。

现货 3：玉米淀粉的生产情况

玉米淀粉现货基础知识讲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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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副总裁李豫：

外汇期货推出条件基本成熟

□本报记者 王超

在上周五中金所举办的

“周周开讲” 外汇期货专场

培训上， 主讲嘉宾上海金融

学院特聘教授、 原中国外汇

交易中心副总裁李豫先生指

出， 我国发展外汇期货非常

必要， 推出外汇期货有助于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

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目前推出外汇期货的市场条

件已基本成熟。

本次活动是在人民币

国际化日新月异、 境外离

岸和在岸人民币外汇期货

竞相发展的大背景下举办

的， 吸引了多家期货公司

高管、 业务骨干及部分投

资者踊跃参加。 除中金所

介绍了欧元兑美元、 澳元

兑美元期货产品仿真合约

主要条款与风险管理制度

外， 主讲嘉宾李豫先生深

入浅出地介绍了我国外汇

市场的发展情况，他指出，

推出欧元兑美元等外币对

期货不但不会影响我国人

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还可

以防范人民币国际化带来

的风险， 会议内容受到与

会者的热烈欢迎。

上期所：有色金属指数期货

不仅仅是品种创新

□本报记者 官平

上海期货交易所相关

负责人29日在“2014中国

有色金属指数期货与商品

期货ETF高峰论坛” 上表

示， 有色金属指数期货不

仅是一类品种创新， 也是

提升产业服务能力、 做深

做精现有品种的有效工

具。 一方面，有色指数期货

合约的推出， 形成指数期

货与组成期货品种之间套

利交易， 有色期货流动性

的提升将促进有色系列品

种做深做精；另一方面，有

色行业部分下游消费企业

参与期货套保意愿不强，

主要原因在于套保成本偏

高。 有色指数期货合约具

有规模适中、 避免阶梯性

追加保证金等低成本特

征， 有助于有色中下游企

业从事价格风险管理 ，提

升期货市场产业服务能力

和行业覆盖范围。

于11月29日在北京召

开的这次论坛是由中国国

际期货有限公司主办的。本

次论坛得到国家信息中心、

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中国期

货保证金监控中心的大力

支持。

对于投资机构比较关

心的商品期货ETF，与会的

境内外专家认为，商品期货

ETF是近年来在境外发展

较快、 相对成熟的品种，利

用我国商品期货市场现有

品种开发ETF产品具有积

极意义：一是可以引入机构

投资者参与商品期货市场

投资，有利于改善投资者结

构，进一步提升期货市场服

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二是广

大投资者借助基金的专业

管理可以参与大宗商品投

资， 拓宽基金业发展空间，

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建设；三是满足投资者多样

化资产配置需求，有效分散

投资风险。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

11

月

28

日）

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商品指数（

11

月

28

日）

指数名 开盘 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 涨跌 涨跌幅(%)

商品综合指数

73.21 73.44 -0.23 -0.31

农产品期货指数

876.47 870.86 876.68 868.29 876.92 -6.06 -0.69

油脂指数

589.05 578.23 589.47 577.41 589.96 -11.73 -1.99

粮食指数

1359.81 1370.52 1376.79 1357.26 1362.81 7.71 0.57

软商品指数

756.79 750.87 758.78 749.77 760.26 -9.39 -1.24

工业品期货指数

752.15 743.58 752.89 742.27 753.11 -9.53 -1.27

能化指数

645.99 644.87 650.73 642.57 659.41 -14.54 -2.20

钢铁指数

531.18 530.46 535.40 526.60 531.49 -1.03 -0.19

建材指数

624.88 625.39 629.42 620.52 624.83 0.56 0.09

点评： 上周宏观经济数据对当周的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

工业品期货指数总体上产生了利空效应。 从

11

月

28

日当周来

看，

CIFI

指数呈现震荡下行走势，

11

月

28

日

743.58

收低， 当周

最高上冲

755.79

， 最低探至

743.58

。 五个交易日涨跌交错；其

中，当周天胶大幅反弹，玻璃、焦煤、焦炭和铅小幅反弹，而塑

料、

PTA

、铜和白银出现大幅回落，螺纹钢、铝、

PVC

、锌和甲醇

小幅回调。从指数走势上看，

CIFI

指数在连续三周反弹之后开

始回落。

从三大分项指数来看，钢铁、建材和能化指数反弹力度

不一，在天胶及玻璃推动下，建材指数反弹最为强劲，天胶

是领头羊，玻璃和焦煤也出现大幅度的上涨。 钢铁指数也出

现大幅度的反弹， 而能化指数在塑料、

PTA

等产品的拉动之

下出现大幅回落。

从国际工业品期货价格指数来看， 期货保证金监控

中心工业品期货指数与标普高盛工业品指数周收盘价均

出现小幅下跌走势， 而

CRB

工业品现货指数出现小幅反

弹，与

CIFI

和标普高盛指数方向不同，主要原因是构成的

品种不同。

从当周保证金监控中心工业品期货整体走势来

看，

CIFI

指数出现短期下行走势， 钢铁、 建材出现反

弹，能化品种、白银和有色金属出现回落。 主要受到

当周德国、日本、英国经济数据负面影响，而国内经

济数据显示经济仍在负重前行，物价指数偏低、工业

增加值进一步放缓、 固定投资增幅回落均需要中央

政策进一步刺激举措的出台。 因此，预计

CIFI

指数在本

周可能出现加速下行的走势。同时关注中美欧日

11

月

PMI

指数

和美国就业

市场数据对

主要工业品

期货价格的

影响及传导

至国内主要

期 货 品 种

的 价 格 波

动。 （方正

中 期 期 货

王骏）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987.32 990.98 983.98 985.90 -2.72 987.41

易盛农基指数

1028.24 1035.52 1026.94 1031.10 2.20 10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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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速度哪家强

期货业掀起“装备竞赛”

□本报记者 官平

期货公司老板最听谁的话？估计好多人

猜不到。 且听下面一个小插曲：

夜里刚入睡不久， 期货公司总经理许强

（化名）的手机响了，睡眼朦胧的他很不情愿地

从桌边拿起手机， 还没等他接通对方就挂了。

翻开未接的电话记录， 是技术部总监打来的，

许强吃了一惊。 公司其他人的电话他可以不

接，但技术部总监的电话是非接不可，因为生

怕夜盘交易出了什么岔子。可接连几次回拨对

方也没有接听。恐慌了一夜，觉也没睡好，第二

天一大早， 技术部总监的回电让他啼笑皆非：

昨晚是孩子在玩手机，错拨了许强电话

......

期货市场的核心是交易，

IT

关乎期货公

司生死存亡。 前两年，一些期货公司发生了

交易系统故障，因为系统切换不及时，导致

客户不少损失。 现在，许强对公司

IT

的重视

已经超过了其他所有部门，技术部要上啥系

统，买啥设备，几乎不怎么考虑就直接上马。

动辄十万、百万元，甚至千万过亿元的

IT

技术投入， 在金融圈似乎见怪不怪了。 据统

计，

2013

年全国期货公司

IT

投入达到

12.6

亿

元，占净利润近

30%

。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发

现，目前期货业正掀起一波“装备竞赛”，不计

成本买设备上系统，用速度吸引客户，并未与

自身业务及实力匹配发展。

用速度换“炒手”交易量

期货公司速度哪家强？ 浦东张江找机

房。 期货市场里，有这么一群人，每天坐在

电脑前敲击着键盘，从事短线交易，在4个

小时的开市时间里， 交易次数经常能有一

两百次。

这群人被称为“人工炒手” ，他们借助

于期货交易的保证金制度以及T＋0交易规

则，日交易量常常有上万手，交易金额数千

万元，他们追求的是通过速度来谋利，将交

易软件部署在靠近机房的地方。 在上海期

货交易所以及上期所张江机房附近， 就有

不少“炒手” 在这里布局。

“炒单” 是期货圈子里的俗话，指的

是利用期货“T＋0” 的交易规则以及可

做多又可做空的制度， 进行快速交易的

一种方式，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交一次，数

万元资金一天可以做出数千万元成交

量，在4个小时的开市时间里几乎每分每

秒都在买卖， 这些超短线交易者就被称

作“炒手” 。

除了“人工炒手” 外，还有“电脑炒

手” ———程序化交易，是指设计人员将交

易策略的逻辑与参数在电脑程序运算后，

并将交易策略系统化，使用程序化交易可

以突破人的生理极限，交易从大脑所想到

手动需要一段时间来完成，而电脑程序交

易显然比人工快得多。

一位职业期货投资者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目前期货公司在主交易系统 (速

度稍慢些)之外，都为程序交易者提供专

门的快速交易系统，这个基础柜台系统基

本都是上期技术开发的CTP软件，将此软

件部署在上期机房(行业内所说的张江机

房)中，而客户交易服务器也放入同一机

房，此机房与上海期货交易所及中国金融

期货交易所有光纤直连，因此整个交易环

境相当于处在同一局域网内，以此达到最

快交易速度。

不管是人工炒手还是程序化交易，都

要求期货公司提供更快的交易通道，期望

通过专线，甚至更靠近机房的方式来提升

速度，譬如想将交易地点到机房之间的网

络延时从3微秒(毫秒)降低到1微秒。

上述职业投资者说，交易所每500微

秒发送一次行情信息， 一些客户希望自

己在收到行情之后， 以第一时间发出委

托， 将当前已经存在的买卖盘中的报价

“抢” 到，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可能的。 但

也有程序化交易在“漫长” 下一笔500

微秒后的行情到来前， 已经事先将委托

发出了。

本报记者独家获悉， 未来交易所具备

报单延迟降低至100微秒，每秒报单处理能

力达到6万笔， 数据中心切换时间降低至3

分钟以内的技术能力。

“因为能给期货公司带来交易量，很受

期货公司重视，一些公司为了吸引他们，愿

意提供各种便利条件，特别是部署专线，将

速度快作为一个重要的吸引点。 ” 一位业

内人士表示。

“装备竞赛”已经剑走偏锋

信息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高度集成是

我国期货市场近年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

著特点。 从投资者到期货公司，从期货公司

到期货交易所， 期货交易的各个环节都难

以脱离网络与通信技术的运用。

在期货市场大发展的背后， 信息技术

在期货公司运营中扮演的角色日渐重要。

据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

全国期货经营机构IT投入达到12.6亿元，

较2012年增长了9.67%。 IT投入占净利润

比值为29.6%。

去年， 中国期货业协会组织的一次抽

查显示，截至2013年底，达到《期货公司信

息技术管理指引》3类及以上要求的共计

60家，占比38.2%，较2012年增加27.7%；2

类和1类的达标公司均有所减少，较2012年

分别减少11.3%和33.3%。 就期货公司整体

技术水平而言， 技术实力明显增强，3类公

司占比越来越大， 有效保障了期货市场总

体安全平稳运行。

随着市场的快速发展， 夜盘交易等新

业务的不断推出， 对信息系统的运维保障

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花钱买安全，值不值得？ 特别是一

些个性化服务，期货公司要去考量，不是

一味地拼速度， 把系统放在张江机房里，

或者直接放在交易所里，要去匹配自身的

业务发展。 ” 一位不愿具名的期货公司高

层表示，实际上，过去基金公司三五千万

元的IT系统，在转为私募基金之后，可能

十分之一投入就可以完成了， 可能有技

术、管理层面的原因等。。

该高层还指出， 一些期货公司在经

营过程中，既想维稳保安全，又觉得技术

成本有大的下降空间， 期货公司又讲究

速度，毫秒级甚至纳秒级，但真正需要的

客户占比1%都不到，但为了1%，可能投

入就要翻倍，就是一种畸形的投资，从投

入产出比来说， 是不符合企业运行规律

的， 现在期货公司都来比拼这个就有些

剑走偏锋了。

东证期货总经理卢大印也向记者透

露， 其个人是IT出身， 深谙IT行业 “水

深” 。如果不是行家，很可能投入上千万乃

至上亿元还起不了什么真正作用，而懂得

行业的人，花一千万元可能起到上亿元的

作用。

上海一家大型期货公司资管业务负

责人也透露， 现在期货公司最快的速度

一般是几毫秒的， 有很多公司网卡都采

用万兆网卡， 数据传输能力强， 与服务

器网卡和网络设备要对应， 万兆网卡在

网络系统速度确实很快。 从本身数据，

通过发出去指令再回来， 经过专线，大

家都是一样的， 如果用万兆网卡， 速度

要快20倍左右。

目前， 比较大的期货公司诸如国泰君

安期货、 海通期货等期货公司均具备比较

强的IT技术能力，均有万兆网系统。一位知

情人士透露， 业内有一家期货公司欲将整

个网络都要改造成万兆网， 成本比千兆网

高很多，中等配置（千兆网）十多万，万兆

网大概要七八十万元，这是一套系统，很多

期货公司上一套系统（二级系统）给少量

客户用，但如果不上这些系统，客户就不来

了，期货公司没有办法。

期货行业初级阶段业务单一，系统建

设要求不高，但随着期货交易对速度要求

越来越高， 客户个性化要求也越来越多，

有的客户希望做程序化交易，有的则需要

高频交易，因此IT系统已成为期货公司核

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IT投入要与业务能力匹配

期货市场的核心是交易，IT关于期货

公司生死存亡。

在上世纪末， 一台服务器、 一条电话

线、 一台终端等三样设备构成了期货公司

“电子化交易平台” 的最初雏形。 以往交易

量小， 期货公司信息技术部也没什么系统

可以维护和建设。 如今， 创新业务层出不

穷，新品种相继推出，市场活跃度得到明显

提升， 交易量的跳跃式发展刺激了期货IT

系统规模性的投入， 不单需要对软硬件的

投入，也要对公司IT管理进行投入，招聘大

量的IT技术人才进行系统运维和开发。

“要估算一下划得来才行，根据业务发

展情况来考虑，IT信息技术有效应用应该

是期货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确实是期货公

司战略发展需要，有效投入是有必要的。 ”

广发期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忠会说，期

货行业与其他行业不一样的地方， 个性化

需求比证券业更为迫切，高频交易，程序化

交易， 如果没有一个速度， 达不到他的要

求，期货公司要吸引和留住这些客户，不得

不采取一些措施。

据本报记者了解， 目前国内大多数期

货公司拥有多套交易系统、结算系统。 刘忠

会说，虽然系统多，但技术风险也加大了，

因为所有系统都要不同的系统配置和管理

人员，一旦出问题，主机系统要切换到备用

系统，而备用系统为了保证速度，配置的冗

余（备份）措施会比主系统少一些，这样系

统出问题的概率就会高一些。

他进一步指出， 期货公司在IT上的短

板，是由行业本身特点决定的，因为盈利不

多实力小，但实质性要求又很强，使得IT人

员数量和质量不一定能满足需求， 这是一

个矛盾， 且目前期货公司的薪资水平要留

住技术人员，压力比较大。

一些业内人士提出， 与其大家拼装备，

浪费资源，还不如用外包第三方的方式来节

约投入，有效解决信息技术难题。不过，也有

人反对，反对者认为，当前中国与国外环境

不同， 金融行业里面还没有养成这种习惯，

特别是保密机制还不健全，把客户资料给外

面的公司都不放心。

据了解，目前在行业机房建设中，机房

托管模式越来越受到行业期货公司的青

睐。 采用托管模式，一方面，能够避免在民

用建筑中建设机房的种种限制和不足，使

期货公司获得更为专业的机房环境和维护

服务；另一方面,� 也使公司节约了一定程

度的机房建设和维护开支， 将有限的资源

更多地投入到信息系统硬件扩容、 技术系

统应用、 市场开发以及期货品种研究等关

键业务上， 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内在价值和

核心竞争力。

多位期货公司高层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 期货公司只要自身的交易系统及内

部网络系统速度正常， 人工交易的客户就

不必为了追求速度而跑到张江机房， 期货

公司更不必盲目参与“速度竞赛” ，而应该

将有效资源利用好， 在转型当中提升企业

竞争力。

新华社图片

点评：上周宏观经济数据对当周的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工业品期货指数总体上产生了利空效应。从11月28日当周来看，CIFI指数

呈现震荡下行走势，11月28日743.58收低，当周最高上冲755.79，最低探至743.58。 五个交易日涨跌交错；其中，当周天胶大幅反弹，玻

璃、焦煤、焦炭和铅小幅反弹，而塑料、PTA、铜和白银出现大幅回落，螺纹钢、铝、PVC、锌和甲醇小幅回调。 从指数走势上看，CIFI指数

在连续三周反弹之后开始回落。

从三大分项指数来看，钢铁、建材和能化指数反弹力度不一，在天胶及玻璃推动下，建材指数反弹最为强劲，天胶是领头羊，玻璃

和焦煤也出现大幅度的上涨。 钢铁指数也出现大幅度的反弹，而能化指数在塑料、PTA等产品的拉动之下出现大幅回落。

从国际工业品期货价格指数来看，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工业品期货指数与标普高盛工业品指数周收盘价均出现小幅下跌走势，

而CRB工业品现货指数出现小幅反弹，与CIFI和标普高盛指数方向不同，主要原因是构成的品种不同。

从当周保证金监控中心工业品期货整体走势来看，CIFI指数出现短期下行走势，钢铁、建材出现反弹，能化品种、白银和有色金属

出现回落。 主要受到当周德国、日本、英国经济数据负面影响，而国内经济数据显示经济仍在负重前行，物价指数偏低、工业增加值进

一步放缓、固定投资增幅回落均需要中央政策进一步刺激举措的出台。 因此，预计CIFI指数在本周可能出现加速下行的走势。 同时关

注中美欧日11月PMI指数和美国就业市场数据对主要工业品期货价格的影响及传导至国内主要期货品种的价格波动。（方正中期期

货 王骏）

□本报记者 官平

期货公司老板最听谁的话？ 估计好多人猜不到。 且听下面一个小插曲：

夜里刚入睡不久，期货公司总经理许强（化名）的手机响了，睡眼朦胧的他很不情愿地从桌边拿起手机，还没等他接通对方就挂了。 翻开未接的电话记录，是技术部总监打来的，许强吃了一惊。 公司其他人的电话他可以不接，但技术部总监的电话是非接不可，因为生怕夜盘交易出了什么岔子。 可接连

几次回拨对方也没有接听。 恐慌了一夜，觉了没睡好，第二天一大早，技术部总监的回电让他啼笑皆非：昨晚是孩子在玩手机，错拨了许强电话......

期货市场的核心是交易，IT关于期货公司生死存亡。 前两年，一些期货公司发生了交易系统故障，因为系统切换不及时，导致客户不少损失。 现在，许强对公司IT的重视已经超过了其他所有部门，技术部要上啥系统，买啥设备，几乎不怎么考虑就直接上马。

动辄十万、百万元，甚至千万过亿元的IT技术投入，在金融圈似乎见怪不怪了。 据统计，2013年全国期货公司IT投入达到12.6亿元，占净利润近30%。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发现，目前期货业正掀起已一波“装备竞赛” ，不计成本买设备上系统，用速度吸引客户，并未与自身业务及实力匹配发展。

用速度换“炒手”交易量

期货公司速度哪家强？ 浦东张江找机房。 期货市场里，有这么一群人，每天坐在电脑前敲击着键盘，从事短线交易，在4个小时的开市时间里，交易次数经常能有一两百次。

这群人被称为“人工炒手” ，他们借助于期货交易的保证金制度以及T＋0交易规则，日交易量常常有上万手，交易金额数千万元，他们追求的是通过速度来谋利，将交易软件部署在靠近机房的地方。 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以及上期所张江机房附近，就有不少“炒手”在这里布局。

“炒单”是期货圈子里的俗话，指的是利用期货“T＋0”的交易规则以及可做多又可做空的制度，进行快速交易的一种方式，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交一次，数万元资金一天可以做出数千万元成交量，在4个小时的开市时间里几乎每分每秒都在买卖，这些超短线交易者就被称作“炒手” 。

除了“人工炒手”外，还有“电脑炒手”—————程序化交易，是指设计人员将交易策略的逻辑与参数在电脑程序运算后，并将交易策略系统化，使用程序化交易可以突破人的生理极限，交易从大脑所想到手动需要一段时间来完成，而电脑程序交易显然比人工快的多。

一位职业期货投资者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目前期货公司在主交易系统(速度稍慢些)之外，都为程序交易者提供专们的快速交易系统，这个基础柜台系统基本都是上期技术开发的CTP软件，将此软件部署在上期机房(行业内所说的张江机房)中，而客户交易服务器也放入同一机房，此机房与上海期货交

易所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有光纤直连，因此整个交易环境相当于处在同一局域网内，以此达到最快交易速度。

不管是人工炒手还是程序化交易，都要求期货公司提供更快的交易通道，期望通过专线，甚至更靠近机房的方式来提升速度，譬如想将交易地点到机房之间的网络延时从3微秒 (毫秒)降低到1微秒。

上述职业投资者说，交易所每500微秒发送一次行情信息，一些客户希望自己在收到行情之后，以第一时间发出委托，将当前已经存在的买卖盘中的报价“抢”到，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可能的。 但也有程序化交易在“慢长”下一笔500微秒后的行情到来前，已经事先将委托发出了。

本报记者独家获悉，未来交易所具备报单延迟降低至100微秒，每秒报单处理能力达到6万笔，数据中心切换时间降低至3分钟以内的技术能力。

“因为能给期货公司带来交易量，很受期货公司重视，一些公司为了吸引他们，愿意提供各种便利条件，特别是部署专线，将速度快作为一个重要的吸引点。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装备竞赛”已经剑走偏锋

信息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高度集成是我国期货市场近年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从投资者到期货公司，从期货公司到期货交易所，期货交易的各个环节都难以脱离网络与通信技术的运用。

在期货市场大发展的背后，信息技术在期货公司运营中扮演的角色日渐重要。 据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期货经营机构IT投入增达到12.6亿元，较2012年增长了9.67%。 IT投入占净利润比值为29．6%。

去年，中国期货业协会组织的一次抽查显示，截至2013年底，达到《期货公司信息技术管理指引》3类及以上要求的共计60家，占比38.2%，较2012年增加27.7%；2类和1类的达标公司均有所减少，较2012年分别减少11.3%� 和33.3%。 就期货公司整体技术水平而言，技术实力明显增强，3类公司占比越来越大，

有效保障了期货市场总体安全平稳运行。

随着市场的快速发展，夜盘交易等新业务的不断推出，对信息系统的运维保障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花钱买安全，这种买值不值得？特别是一些个性化服务，期货公司要去考量，不是一味地拼速度，把系统放在张江机房里，或者直接放在交易所里，要去匹配自身的业务发展。 ”一位不愿具名的期货公司高层表示，实际上，过去基金公司三五千万元的IT系统，在转为私募基金之后，可能十分之一投入就可

以完成了，可能有技术、管理层面的原因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该高层还指出，一些期货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既想维稳保安全，又觉得技术成本有大的下降空间，期货公司又讲究速度，毫秒级甚至纳秒级，但真需要的客户占比1%都不到，但为了1%，可能投入就要翻倍，就是一种畸形的投资，从投入产出比来说，是不符合企业运行规律的，现在期货公司都来比拼这个就

有些剑走偏锋了。

东证期货总经理卢大印也向记者透露，其个人是IT出身，深谙IT行业“水深” 。 如果不是行家，很可能投入上千万乃至上亿元还起不了什么真正作用，而懂得行业的人，花一千万元可能起到上亿元的作用。

上海一家大型期货公司资管业务负责人也透露，现在期货公司最快的速度一般是几毫秒的，有很多公司网卡都采用万兆网卡，数据传输能力强，与服务器网卡和网络设备要对应，万兆网卡在网络系统速度确实很快。从本身数据，通过发出去指令再回来，经过专线，大家都是一样的，如果用万兆网卡，速度

要快20倍左右。

目前，比较大的期货公司诸如国泰君安期货、海通期货等期货公司均具备比较强的IT技术能力，均有万兆网系统。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业内有一家期货公司欲将整个网络都要改造成万兆网，成本比千兆网高很多，中等配置（千兆网）十多万，万兆网大概要七八十万元，这是一套系统，很多期货公司上一套

系统（二级系统）给少量客户用，但如果不上这些系统，客户就不来了，期货公司没有办法。

期货行业初级阶段业务单一，系统建设要求不高，但随着期货交易对速度要求越来越高，客户个性化要求也越来越多，有的客户希望做程序化交易，有的则需要高频交易，因此IT系统已成为期货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IT投入要与业务能力匹配

期货市场的核心是交易，IT关于期货公司生死存亡。

在上世纪末，一台服务器、一条电话线、一台终端等三样设备构成了期货公司“电子化交易平台”的最初雏形。 以往交易量小，期货公司信息技术部也没什么系统可以维护和建设。 如今，创新业务层出不穷，新品种相继推出，市场活跃度得到明显提升，交易量的跳跃式发展刺激了期货IT系统规模性的投

入，不单需要对软硬件的投入，也要对公司IT管理进行投入，招聘大量的IT技术人才进行系统运维和开发。

“要估算一下划得来才行，根据业务发展情况来考虑，IT信息技术有效应用应该是期货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确实是期货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有效投入是有必要的。 ”广发期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忠会说，期货行业与其他行业不一样的地方，个性化需求比证券业更为迫切，高频交易，程序化交易，如果没有

一个速度，达不到他的要求，期货公司要吸引和留住这些客户，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

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国内大多数期货公司拥有多套交易系统、结算系统。 刘忠会说，虽然系统多，但技术风险也加大了，因为所有系统都要不同的系统配置和管理人员，一旦出问题，主机系统要切换到套备用系统，而备用系统为了保证速度，配置的冗余（备份）措施会比主系统少一些，这样系统出问题

的概率就会高一些。

他进一步指出，期货公司在IT上的短板，是由行业本身特点决定的，因为盈利不多实力小，但实质性要求又很强，使得IT人员数量和质量不一定能满足需求，这是一个矛盾，且目前期货公司的薪资水平要留住技术人员，压力比较大。

一些业内人士提出，与其大家拼装备，浪费资源，还不如用外包第三方的方式来节约投入，有效解决信息技术难题。 不过，也有人反对，反对者认为，当前中国与国外环境不同，金融行业里面还没有养成这种习惯，特别是保密机制还不健全，把客户资料给外面的公司，都不放心

据了解，目前在行业机房建设中，机房托管模式越来越受到行业期货公司的青睐。 采用托管模式，一方面，能够避免在民用建筑中建设机房的种种限制和不足，使期货公司获得更为专业的机房环境和维护服务；另一方面,� 也使公司节约了一定程度的机房建设和维护开支，将有限的资源更多地投入到信

息系统硬件扩容、技术系统应用、市场开发以及期货品种研究等关键业务上，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内在价值和核心竞争力。

多位期货公司高层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期货公司只要自身的交易系统及内部网络系统速度正常，人工交易的客户就不必为了追求速度而跑到张江机房，期货公司更不必盲目参与“速度竞赛” ，而应该将有效资源利用好，在转型当中提升企业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