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髦又有范儿 港式小合约的“中国梦”

本报记者 官平

有人说我们身段小，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活跃的天性，在伦敦的金属兄弟们可以证明；有人说我们资历浅，但这并不是未来我们作为“明星港仔”的绊脚石———我们是来自香港的金属三兄弟，小铜、小铝、小锌，隶属于LME金属期货家族。

12月1日早间9时，我们将首度集体亮相，与诸位如约在K线上相见，不必计较红红绿绿，它是我们必经的弯弯曲曲的人生路，至少有上海、纽约、伦敦三地的金属兄弟们与我们同行；虽然身在香港，但我们心系中国大陆，与沪港证券界的同行一样，我们三兄弟也怀有“中国梦”，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是我们共同的理想。

身段虽小施展空间却大

12月1日，小雨。 在中国，雨水生财，是好兆头。 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和诸位见面，是我们的主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通称香港交易所，简称港交所）决定的。 在24年前的今天，隔河相望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

首次相见，请多多关照。 我们三兄弟在港交所上市，均用的是人民币来标识（计价），而非港币、英镑或者美元，但我们的真实身份还是伦敦铜、伦敦铝及伦敦锌。 伦敦是一个老牌大都市，也是金属投资者的“王国”，我们就从那里出身。

从主人———港交所之前告知大家的资料可以看到，我们3只伦敦金属期货小型合约，合约单位均为5吨，最终结算价为LME于相关合约最后交易日厘定并公布的伦敦铝、锌、铜期货合约正式结算价，合约月份包括即月及后续11个历月。 所有合约都是每月现金结算。

我们在伦敦的铜、铝、锌三兄弟个头是我们的5倍，合约单位是25公吨。 不过，涉世之初，选择小身段的“迷你合约”，是一个秘密，待日后便告知你们。

不过，小伙伴们都知道，从港交所上市迷你合约的期货品种来看，主要是三种工业金属铜铝锌的小型合约，既为适应中国内地投资者的交易习惯，又兼顾LME金属合约的国际化特点。 所以说，我们既时髦，但又不失中国范儿。

在期货市场上“轻车熟路”的内行人也说过，我们身段虽小，但有施展空间，一方面，把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金属大合约变成小合约，将每手25吨变成5吨，降低了投资者入市的门槛，吸引散户投资者和小企业参与，提高合约的流动性；另外，选择人民币计价，既可以方便国内投资者参与，又可以发挥香港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的优势，并实现离岸人民币融资功能。

说我资历尚浅，确不为过。 一些业内人士说，港交所金属小合约采用现金结算，同时结算价参考伦敦金属交易所铜、铝、锌期货合约公布的正式结算价，这可以避免香港实物交割方面缺乏经验和现货市场不够大的缺陷，又可以联通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同时也回避了伦敦市场上因为合约挂牌规则所带来的让一般投资者难以理解的调期问题，如合约展期、每日交割等问题，吸纳了上期所每月集中交割的模式。

与内地朋友每天交易时间不同，我们每天交易的时间更长一些，这也你们也不用担心，毕竟咱们都在一个时区，啥事好商量。 从交易时间上看，港交所金属小合约充分覆盖了上海期货交易所和LME的主要交易时段，便于国内外投资者跨市套利和套期保值，实现工业金属实时动态调整。

内地投资者欢迎你

曾经漂洋过海跑到伦敦的投资者朋友们，今后你们可以多多关注我们，或许你不必再那么辛苦劳顿。

当然，我们不是要和伦敦或者上海“抢生意”，我的存在只为内地投资者提供更多便利。 对比上海期货交易所工业金属合约可以发现，我们具备明显的互补性。

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从上期所工业金属合约来看，海期货交易所已在金属交易领域率先推出了保税交割和夜盘交易，可以说全球化的市场交易基本只差境外资金的参与及匹配全球化的交易规则制度等主要环节。 因此，港交所的工业金属迷你合约在境外资金参与和匹配全球化交易规则方面的优势可以弥补上期所工业金属合约的不足。

实际上，很多圈里人都说，港交所金属期货小合约的推出，有利于进一步打开亚洲市场，增加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丰富国内金属企业和贸易商的操作手段，最后也有助于打破LME在金属定价方面一枝独大的地位，与上海期货交易所共同为中国及亚洲地区争取更大的金属定价权。

当然，这不是随便说说的，我们最希望的是，内地投资者能够来参与，和我们一起狂欢，与我们在K线上共舞。

就像我们港交所亚洲商品部主管白碧梅之前说的，内地是重要的金属商品市场之一，而不少外国投资者亦有涉及内地商品市场的交易，但是两者都未有很好的风险对冲工具。 而港交所此次推出3种人民币伦敦金属期货小型合约，包括伦敦铝、伦敦锌及伦敦铜，正好迎合此需求，将内地商品市场和国际商品市场接轨。

她还明确说，我们三兄弟主要对象是内地零售投资者、LME(伦敦金属交易所)交易员，以及内地实物金属交易参与者。 香港取消了两万元人民币兑换上限后，有助投资者进行买卖。 据她此前透露，现时共有179个期货市场参与者，当中72个已通过系统测试，其中8个是LME参与者，28个有中资背景。 而目前有14个活跃交易者，对情况感到满意。

还要内地多多“关照”

大约半个月前，沪港两地证券界迎来了互联互通，投资者们欢欣鼓舞，因为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其实，不瞒大家，我们三兄弟也有这样的“中国梦”，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香港与内地的商品市场互联互通。

我们现任的港交所掌舵者李小加之前也在去年LME年会上说过，港交所与内地同业存在竞争与合作，但港交所的战略是“不在存量上竞争，共同合作创造增量”，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是港交所发展流动性和参与者的动力，希望可以把港交所逐步打造成一个国际产品可以接触内地市场、内地产品可以接触国际市场，“国际流量与内地流量逐步实现互联互通”的商品发展平台。

也就是说，吧沪港通的模式复制到商品市场领域。 在内地的格林大华期货总监李永民也说，今为止，国内期货国际化的程度远大于证券市场，这是因为影响国内期货价格走势的因素不仅包括国内因素，还包括国际因素，从实际情况看，国内期货价格与国际期货价格保持较高的相关性就是证明，从今后看，商品期货国际化可以通过互挂期货合约、甚至交割方面互通方式推动。

香港金山期货董事总经理程立军也表示，应该说区别比较大，证券市场沪港通意味着与国际市场部分接轨，期货市场与证券市场整个结构不同，也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开放过，但后来停下来了，真正的“商品同”不需太复杂，而是政策允许，因为核心是货币兑换问题，当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了，两地市场就真正实现互联互通了。

另外有一位期货界资深人士说，港交所收购伦敦金属交易所后的发展“三部曲”：第一步是整合伦敦金属交易所资源，搭建交易、结算等体系，第二步就是“东移”，伦敦金属交易所作为全球重要的金属定价地，亚洲投资者越来越多参与其中，但很多规则、制度对于亚洲投资者并不适应，“东移”就是要使伦敦金属交易所不适合中国交易者的规则、制度变得适合中国交易者。

第三步就是推动商品市场实现沪港通，使国内外投资者互通互联，通过这一制度安排使得国内外的投资者能够实现各自在本土市场通过各自本土的规则、制度投资于全球性市场，将原本无法克服的诸如交易时间、交割等制度上的差异消化掉，国内外的投资者只需要面对本地的交易所、经纪商和制度。

“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国内商品市场和国际市场接轨方面，港交所的迷你合约将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程小勇也这么认为，从国内市场来看，由于国内很多投资者参与国际商品市场交易面料诸多不便，尽管可以通过国内期货公司在香港的分公司，但是资金划算、头寸结算、交割和汇率波动等方面都面临很多障碍。 特别是对于具备国际化业务的机构投资者和实体企业，更是迫切需要沪港通之后的商品通，可以自由参与国际商品交易。

对内地投资者来说，套期保值交易是很看重的一点。 对于国内企业而言，由于港交所的工业金属迷你合约已经实现了人民币计价，并且包含了到岸升水等潜在的溢价，因此可以直接通过港交所迷你合约进行保值，只不过需要额外增加对每日在岸人民币和离岸人民币价差进行对冲，其他的套期保值的模式和用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工业金属几乎是相同的。

另外，我们迷你合约是现金结算的，因此企业运用港交所迷你合约进行套期保值可以节省很多交割费用，如运费，仓储费之类的，但需要关注基差变动风险。

一位香港的期货界人士说，港交所一直在积极拓展相关工作，包括修改规则、重心东移，真正效果还需要实践检验，事实上LME自身七八年前推出过迷你合约，与新交所三四年前也推出过类似迷你合约，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港交所离成功更近一些，既是LME股东，推出的又是人民币小合约。

所以，拭目以待吧。

玉米淀粉期货有望年内上市

□

本报记者 王姣

11月29日，大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大商

所” ） 进行首次玉米淀粉期货合约全市场交易测

试。 测试过程顺利、各项功能点显示正常，全面检

验了交易系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本次测试保留了现有品种并增加已经获批的

新品种玉米淀粉，其合约代码为“cs” ，（当日玉米

淀粉期货测试双边交易量129万手，双边总持仓量

995万手。 ）据介绍，当日参加测试会员158个，登

录席位超过300个，测试参与人员包括会员出市代

表、远程交易系统和结算系统的相关人员，以及行

情信息商等。在测试过程中，会员单位交易人员完

成了登录、开仓、平仓、交易数据是否正确、下单反

馈速度、成交回报反馈速度、实时行情、预备单委

托、资金变化等各项功能的测试工作。

大商所系统测试组织工作相关人员表示，此

次玉米淀粉期货交易模拟测试，会员积极参与，热

情度高， 从业务和技术角度既检验了交易技术系

统的运行，又使参与人员熟悉了品种的交易规则，

测试过程和结果均令人满意，交易和结算均正常。

市场人士表示， 随着系统测试工作的顺利进

行， 表明玉米淀粉上市已有技术和业务运作流程

保障，玉米淀粉期货上市时间或将为期不远，如果

具体的合约规则能于近期获批， 玉米淀粉年内上

市或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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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髦又有范儿 港式小合约的“中国梦”

□

本报记者 官平

身段虽小施展空间却大

12月1日，小雨。在中国，雨水生财，是

好兆头。 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和诸位见

面，是我们的主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

有限公司 （统称香港交易所， 简称港交

所）决定的。 在24年前的今天，隔河相望

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

首次相见，请多多关照。 我们三兄弟

在港交所上市， 均用的是人民币来标识

（计价），而非港币、英镑或者美元，但我

们的真实身份还是伦敦铜、伦敦铝及伦敦

锌。 伦敦是一个老牌大都市，也是金属投

资者的“王国” ，我们就从那里出生。

从主人———港交所之前告知大家的

资料可以看到， 我们3只伦敦金属期货小

型合约，合约单位均为5吨，最终结算价为

LME于相关合约最后交易日厘定并公布

的伦敦铝、锌、铜期货合约正式结算价，合

约月份包括即月及后续11个历月。所有合

约都是每月现金结算。

我们在伦敦的铜、铝、锌三兄弟个头

是我们的5倍，合约单位是25公吨。 不过，

涉世之初，选择小身段的“迷你合约” ，是

一个秘密，待日后便告知你们。

小伙伴们都知道，从港交所上市迷你

合约的期货品种来看，主要是三种工业金

属铜铝锌的小型合约，既为适应中国内地

投资者的交易习惯，又兼顾LME金属合约

的国际化特点。 所以说，我们既时髦，但又

不失中国范儿。

在期货市场上“轻车熟路” 的内行人

也说过，我们身段虽小，但有施展空间，一

方面，把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金属大合约变

成小合约，将每手25吨变成5吨，降低了投

资者入市的门槛，吸引散户投资者和小企

业参与，提高合约的流动性；另外，选择人

民币计价， 既可以方便国内投资者参与，

又可以发挥香港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的

优势，并实现离岸人民币融资功能。

说我资历尚浅，确不为过。 一些业内

人士说， 港交所金属小合约采用现金结

算， 同时结算价参考伦敦金属交易所铜、

铝、锌期货合约公布的正式结算价，这可

以避免香港实物交割方面缺乏经验和现

货市场不够大的缺陷，又可以联通国际市

场和国内市场，同时也回避了伦敦市场上

因为合约挂牌规则所带来的让一般投资

者难以理解的调期问题， 如合约展期、每

日交割等问题，吸纳了上期所每月集中交

割的模式。

与内地朋友每天交易时间不同，我们

每天交易的时间更长一些， 这些你们也

不用担心，毕竟咱们都在一个时区，啥事

好商量。 从交易时间上看，港交所金属小

合约充分覆盖了上海期货交易所和LME

的主要交易时段， 便于国内外投资者跨

市套利和套期保值， 实现工业金属实时

动态调整。

内地投资者欢迎你

曾经漂洋过海跑到伦敦的投资者朋

友们，今后你们可以多多关注我们，或许

你不必再那么辛苦劳顿。

当然， 我们不是要和伦敦或者上海

“抢生意” ，我的存在只为内地投资者提

供更多便利。 对比上海期货交易所工业

金属合约可以发现， 我们具备明显的互

补性。

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从上期所工业金

属合约来看，上海期货交易所已在金属交

易领域率先推出了保税交割和夜盘交易，

可以说全球化的市场交易基本只差境外

资金的参与及匹配全球化的交易规则制

度等主要环节。 因此，港交所的工业金属

迷你合约在境外资金参与和匹配全球化

交易规则方面的优势可以弥补上期所工

业金属合约的不足。

实际上，很多圈里人都说，港交所金

属期货小合约的推出，有利于进一步打开

亚洲市场，增加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

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丰富国

内金属企业和贸易商的操作手段，最后也

有助于打破LME在金属定价方面一枝独

大的地位，与上海期货交易所共同为中国

及亚洲地区争取更大的金属定价权。

当然，这不是随便说说的，我们最希

望的是，内地投资者能够来参与，和我们

一起狂欢，与我们在K线上共舞。

就像我们港交所亚洲商品部主管白

碧梅之前说的，内地是重要的金属商品市

场之一，而不少外国投资者亦有涉及内地

商品市场的交易，但是两者都未有很好的

风险对冲工具。 而港交所此次推出3种人

民币伦敦金属期货小型合约， 包括伦敦

铝、伦敦锌及伦敦铜，正好迎合此需求，将

内地商品市场和国际商品市场接轨。

她还明确说，我们三兄弟主要对象是

内地零售投资者、LME (伦敦金属交易所)

交易员， 以及内地实物金属交易参与者。

香港取消了两万元人民币兑换上限后，有

助投资者进行买卖。 据她此前透露，现时

共有179个期货市场参与者， 当中72个已

通过系统测试， 其中8个是LME参与者，

28个有中资背景。而目前有14个活跃交易

者，对情况感到满意。

还要内地多多“关照”

大约半个月前，沪港两地证券界迎来

了互联互通，投资者们欢欣鼓舞，因为中

国资本市场国际化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

步。 其实，不瞒大家，我们三兄弟也有这样

的“中国梦” ，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香港

与内地的商品市场互联互通。

我们现任的港交所掌舵者李小加之

前也在去年LME年会上说过，港交所与内

地同业存在竞争与合作，但港交所的战略

是 “不在存量上竞争， 共同合作创造增

量” ， 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是港交所发

展流动性和参与者的动力，希望可以把港

交所逐步打造成一个国际产品可以接触

内地市场、 内地产品可以接触国际市场，

“国际流量与内地流量逐步实现互联互

通” 的商品发展平台。 也就是说，把沪港通

的模式复制到商品市场领域。

在内地的格林大华期货总监李永民也

说，迄今为止，国内期货国际化的程度远大

于证券市场，这是因为影响国内期货价格走

势的因素不仅包括国内因素，还包括国际因

素，从实际情况看，国内期货价格与国际期

货价格保持较高的相关性就是证明，从今后

看， 商品期货国际化可以通过互挂期货合

约，甚至交割方面互通方式推动。

香港金山期货董事总经理程立军也表

示， 证券市场沪港通意味着与国际市场部

分接轨， 期货市场与证券市场整个结构不

同，也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开放过，但后

来停下来了，真正的“商品通” 不需太复

杂，而是政策允许，因为核心是货币兑换问

题，当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了，两地市场就

真正实现互联互通了。

另外有一位期货界资深人士说，港交

所收购伦敦金属交易所后的发展 “三部

曲” ：第一步是整合伦敦金属交易所资源，

搭建交易、结算等体系，第二步就是“东

移” ， 伦敦金属交易所作为全球重要的金

属定价地， 亚洲投资者越来越多参与其

中，但很多规则、制度对于亚洲投资者并

不适应，“东移” 就是要使伦敦金属交易

所不适合中国交易者的规则、制度变得适

合中国交易者。 第三步就是推动商品市场

实现沪港通， 使国内外投资者互通互联，

通过这一制度安排使得国内外的投资者

能够实现各自在本土市场通过各自本土

的规则、制度投资于全球性市场，将原本

无法克服的诸如交易时间、交割等制度上

的差异消化掉，国内外的投资者只需要面

对本地的交易所、经纪商和制度。

“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国内商品市

场和国际市场接轨等方面， 港交所的迷

你合约将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 宝城期

货程小勇也这么认为，从国内市场来看，

由于国内很多投资者参与国际商品市场

交易诸多不便， 尽管可以通过国内期货

公司在香港的分公司，但是资金划算、头

寸结算、 交割和汇率波动等方面都面临

很多障碍。 特别是对于具备国际化业务

的机构投资者和实体企业， 更是迫切需

要沪港通之后的商品通， 可以自由参与

国际商品交易。

对内地投资者来说，套期保值交易是

很看重的一点。 对于国内企业而言，由于

港交所的工业金属迷你合约已经实现了

人民币计价，并且包含了到岸升水等潜在

的溢价，因此可以直接通过港交所迷你合

约进行保值，只不过需要额外增加对每日

在岸人民币和离岸人民币价差进行对冲，

其他的套期保值的模式和用上海期货交

易所的工业金属几乎是相同的。

另外， 我们迷你合约是现金结算的，

因此企业运用港交所迷你合约进行套期

保值可以节省很多交割费用， 如运费、仓

储费之类的，但需要关注基差变动风险。

一位香港的期货界人士说，港交所一

直在积极拓展相关工作， 包括修改规则、

重心东移， 真正效果还需要实践检验，事

实上LME七八年前推出过迷你合约，新交

所三四年前也推出过类似迷你合约，但最

终都不了了之， 但港交所离成功更近一

些，既是LME股东，推出的又是人民币小

合约。

所以，拭目以待吧。

前11月期货市场成交再创新高

预计全年可达24亿手

□

本报记者 王超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资料表明，2014年

1-11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21.89亿手，累

计成交额为234.27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5.53%

和下降4.8%。2013年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20.61

亿手，2014年前11个月的成交量已经超过2013年

全年，并且创造了中国期货市场有史以来的新高，

说明中国期货市场的交易规模再创历史纪录。 根

据相关测算， 预计2014年全年中国期货市场成交

量将达到24亿手。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根据期货市场交易规模

的季节性规律分析，11月份国内期货市场交易量

和交易额回升是符合季节性走势， 预计12月份期

货市场成交量将反季节性继续上升， 这将意味着

2014年期货成交量将创20多年来期货市场历史新

纪录，而成交额将会是仅次于2013年的历史次高。

11月份成交大幅增长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资料表明，11月全

国期货市场交易规模较上月有所上升， 以单边计

算，当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272,919,931手,

成交额为294,528.17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79.33%

和42.47%,环比分别增长22.34%和35.96%。 1-11

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2,189,033,281

手，累计成交额为2,342,712.34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15.53%和下降4.8%。

上海期货交易所11月成交量为108,517,966

手，成交额为62,766.69亿元，分别占全国市场的

39.76%和 21.31% ， 同比分别增长 123.13%和

39.53%，环比分别增长28.65%和26.48%。 11月末

上海期货交易所持仓总量为3,111,203手， 较上

月末下降9.31%。 1-11月上海期货交易所累计成

交量为 728,934,038手， 累计成交额为 563,

860.3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56%和1.80%，分别

占全国市场的33.3%和24.07%。

郑州商品交易所11月成交量为68,910,221

手，成交额为23,614.92亿元，分别占全国市场的

25.25%和 8.02% ， 同比分别增长 108.32% 和

90.62%，环比分别增长18.79%和12.40%。 11月末

郑州商品交易所持仓总量为2,900,646手， 较上

月末下降3.81%。 1-11月郑州商品交易所累计成

交量为 592,864,616手， 累计成交额为 207,

199.70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22.06%和20.84%，分

别占全国市场的27.08%和8.84%。

大连商品交易所11月成交量为73,141,916

手，成交额为33,608.26亿元，分别占全国市场的

26.80%和11.41%， 同比分别增长34.37%和下降

3.65%，环比分别增长12.2%和6.05%。 11月末大连

商品交易所持仓总量为4,852,723手，较上月末下

降7.13%。 1-11月大连商品交易所累计成交量为

695,396,434手，累计成交额为382,539.85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7.64%和下降12.66%， 分别占全国

市场的31.77%和16.33%。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11月成交量为22,349,

828手，成交额为174,538.31亿元，分别占全国市

场的8.19%和59.26%， 同比分别增长39.37%和

52.48%，环比分别增长43.77%和52.70%。 11月末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持仓总量为230,567手，较上

月末增长14.04%。 1-11月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累

计成交量为171,838,193手， 累计成交额为1,

189,112.49亿元， 同比分别下降3.38%和8.36%，

分别占全国市场的7.85%和50.76%。

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2014年前11个月，中国12个期货成交量最大

品种分别是螺纹钢、菜籽粕、豆粕、沪深300股指、

白银、PTA、白糖、铁矿石、天然橡胶、玻璃、棕榈油

和铜期货。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院长王骏统计，上

述12大品种成交量占全市场比重分别为15.89%、

12.59% 、8.48% 、7.82% 、7.46% 、4.52% 、3.99% 、

3.83%、3.71%、3.34%、3.19%和2.89%。

今年前10个月， 最活跃的12个品种分别是螺

纹钢、菜籽粕、豆粕、沪深300股指、白银、PTA、白

糖、天然橡胶、铁矿石、玻璃、棕榈油和焦炭期货。

前10个月上述12大品种成交量占全市场比重分别

为14.88%、13.07%、8.59%、7.78%、7.29%、4.23%、

3.96%、3.80%、3.74%、3.54%、3.07%和3.07%。

经方正中期研究院计算，2014年1-11月最活

跃12大期货品种的总成交量占比达到77.70%，相

比1-10月的占比77.01%持平，在第四季度期货市

场成交量占比的变化可以显示出我国期货市场品

种活跃品种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三大主因推动成交回升

从11月份期货市场交易数据来看， 受到股市

普涨、股指大幅飙升，股指期货、国债期货成交量

大幅攀升。 商品期货大部分品种继续下跌，熊市格

局更加显著。11月份交易日比10月份增加，季节性

回升。

王骏认为，总体上看，商品期货与金融期货成

交量并肩大幅回升促使11月份期货市场成交量呈

现季节性的上升，但金融期货市场是主要推动力。

今年5-7月中国期货市场成交量出现连续三

个月的环比增长态势，但在8月份又出现了下滑走

势，9月再次出现回升，10月份下降。 王骏分析，11

月份国内期货市场成交特征决定了市场变化，主

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第一，11月份国内无节日休市，正常交易日相

比10月份的国庆节假期多了6个交易日，这种季节

性令本月成交量回升是一个重要因素，11月全国

期货市场成交量为2.72亿手, 成交额为29.45万亿

元，环比分别增长22.34%和35.96%。

第二， 商品期货市场成交量11月份为2.5亿

手，高于10月份的2.07亿手，环比出现11.61%的大

幅增长，其中，26个商品期货品种的成交量环比上

升，只有18个商品期货的成交量环比下滑，本月活

跃品种中的甲醇MA、白银、黄金、PTA、棕榈油、

菜籽粕、聚丙烯、天然橡胶、菜籽油、聚乙烯、螺纹

钢和铁矿石期货的成交量均出现较大增长， 尤其

是螺纹钢、菜籽粕、白银、铁矿石、PTA、棕榈油和

天胶等大品种本月成交量增长。

第三， 金融期货成交量在11月份继续延续了

10月份的上升态势，当月成交量为0.22亿手，成交

额为17.45万亿元； 金融期货成交量环比增长

17.2%，其中，国债期货成交量环比增长228.7%，

股指期货环比增长42.9%。11月份期货市场成交量

呈现季节性的回升，金融期货市场是主要推动力。

普氏能源：明后年铁矿石持续供大于求

□

本报记者 官平

11月28日， 普氏能源资讯中国区相关负责人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接下来的两年里，会看到市

场上有越来越多的铁矿石供应， 供过于求的局面

将在未来两年持续。 普氏能源是一家全球能源和

金属信息提供商。

62%含铁量矿石的价格今年年初价格在每吨

130美元以上，但是此后迅速下跌，到今年的10月

份价格已经跌至每吨77美元， 直到11月27日价格

依然处于低于每吨80美元的价格。

为什么价格会下降如此之大？ 该机构表示，价

格是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反应， 今年中国的需求量

大大减少在中国而言， 非但中国的宏观经济GDP

增速放缓，房地产投资规模也放缓，导致对钢铁的

需求量减少，另一方面，如果是有海外更多的铁矿

石供给，明显供大于求，也会导致价格下跌。 从海

外矿商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分析来看，2013年前8个

月和2014年前8个月，澳大利亚市场份额从50%上

升到57%。

上述普氏能源资讯中国区负责人表示， 中国

的GDP增速在第三季度和第一季度都是小于7.5%

的， 之所以GDP增速放缓是因为对GDP贡献比较

大的投资在放缓。 投资的缩减主要是体现在诸如

住宅住房的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的缩减，直接导致

和房产相关的钢铁市值在下降。

该负责人还指出， 并不是所有生产出来的钢

都会消费掉，同比情况下消费量有一个负增长，相

当于下降了0.3%。 也就意味着很多中国生产的钢

材并不是在中国的本土市场上面消耗掉的， 尤其

房地产市场的萎缩， 加上银行信用贷款额度的收

紧，如果不考虑证券市场上的股价，中国市场萎缩

比较明显， 大部分生产的钢铁都是在海外被消费

的。 这就意味着当表面的消费量没有太大规模的

增长， 实际消费量是向海外疏导， 这就是为什么

2014年钢材的出口量有一个迅猛的增长。 在今年

的前9个月中国钢材的出口量同比增长达到惊人

的39%。

普氏能源认为，从全球来看，钢铁原材料铁矿石

价格显著下跌， 虽然一定程度导致钢材产品整体价

格有所下跌，但是最终产品售价下跌幅度有限，较之

2012年炼钢厂普遍利润有所上升。

有人说我们身段小， 但这并

不影响我们活跃的天性， 在伦敦

的金属兄弟们可以证明； 有人说

我们资历浅， 但这并不是未来我

们作为 “明星港仔” 的绊脚

石———我们是来自香港的金属三

兄弟，小铜、小铝、小锌，隶属于

LME金属期货家族。

12月1日早间9时，我们将首度

集体亮相， 与诸位如约在K线上相

见，不必计较红红绿绿，它是我们

必经的弯弯曲曲的人生路，至少有

上海、纽约、伦敦三地的金属兄弟

们与我们同行； 虽然身在香港，但

我们心系中国大陆，与沪港证券界

的同行一样， 我们三兄弟也怀有

“中国梦” ， 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

是我们共同的理想。

CFP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