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差交易成经营“护身符”

油料油脂企业：生意多不如定价巧

本报实习记者 张利静

近年来，国内外油脂油料价格波动加剧让相关企业充满了不安全感。 而伴随着国内大豆、豆油、豆粕等期货品种的出现和活跃，国际上成熟的“期货点价+基差”定价模式流入，国内基差交易应用愈来愈广泛。 用企业人士的话说，未来谁在价格管理上越花工夫，谁就越厉害。 在油脂油料领域，基差交易业已成为企业经营的护身符。

2014年3月以来，因美国大豆种植面积增加、生长期天气良好等利空因素，豆粕1501合约从5月底的每吨3600多元下跌到9月底的2900多元，再次激发市场广泛使用基差交易。

基差定价华丽外衣渐脱落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了多家油脂油料企业感知，企业人士眼中的基差定价交易的华丽外衣已逐渐脱落。 多家成规模的企业对基差交易的应用已经像吃饭穿衣一样平常。 而对期货盘面相关品种的走势，企业人士更是烂熟于心，并头头是道地对价格走势进行预判。

“基差定价”的销售模式是指的按“基差＋相应月份期货价格”的模式进行销售合同的定价。 该定价模式的出现最早是由于对于油厂而言，之前广泛采用的“一口价”定价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

据企业人士介绍，榨油企业在“一口价”定价模式中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当豆粕价格未来预期价格会下跌时，“一口价”的销售十分困难，销售量也很难保证。 二是豆粕现货市场短期的价格波动加剧给油厂的生产和销售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三是油厂“一口价”作价很难做到随行就市，经常不能达到需求方的预期价位（特别是在市场看跌时），因此在和一些较大的销售对象交易时的谈判和交易成本偏高。

期货价格参与定价的基差作价方式说起来很简单，应用起来却有千变万化的微妙。

原理上来讲，区别于传统的“一口价”交易，现货市场中的基差定价是指经现货买卖双方同意，以一方当事人选定的某月份期货价格作为计价基础，以高于或低于该期货价格若干金额来买卖现货，买卖双方不理会现货价格的涨跌变化，而直接以双方商定的基差来进行交易。 买方在提货前的约定时间内，根据对市场价格走势的判断在期货市场进行“点价”（通过报出一个可以在当天成交的指定月份期货价格，该期货价格加上先前买入基差就是最后的合同销售价格）。

而实际上，策略配置、时机、基差变化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到保值效果。 实际应用中，基差定价是以合同形式存在的，对交易双方产生约束。

期货对冲 买卖都不吃亏

山东新良油脂有限公司是一家有十多年经营历史的大型油脂加工企业，以加工大豆，生产油脂、豆粕及小包装油品等业务为主，兼营粮油贸易。 目前公司年加工大豆100万吨以上，年产值超过40亿元。 该公司从2012年开始接触基差交易，结合前期已经形成的销售模式共同定价，公司目前参与较多的是豆粕和豆油基差交易，两品种每次基差交易量控制在2万吨和1万吨左右。

“基差交易主要是以豆粕豆油产品为主，特别是在现货市场销售不畅、后期大豆排期正常的前提下，基差交易对于稳定销售有积极意义。 对应期货合约，制定好固定基差，销售给现货客户，既可以保证销售节奏，又可以避险价格下跌风险。 ”该公司负责人进一步解释说，具体的流程是，在让客户充分了解基差交易的结构组成、点价方式和风险后，制定相应基差合同，在与客户签订合同后，一般是立即在期货市场上卖出相应数量的期货对冲风险；然后等待客户点价，客户开始点价时，对相应数量的期货头寸进行平仓。

上述山东新良油脂相关负责人举例说明了公司基差交易操作典型手法。 2013年7月，该公司进行了一次豆油基差交易，数量2000吨。 当时现货销售不畅，豆油压库，价格不高，期货价格也下跌。 由于豆油有一定的保质期，若不及时销售，生产线将被迫停产，豆油销售也会面临更大的亏损。

在与客户沟通后，客户愿意通过基差点价的方式来签合同。 基差合同中双方签订了2000吨豆油交易量，该公司当天在期货Y1309合约上建仓200手空单。

“如果在期货价格下跌50元 /吨时，客户点价100手，我们就平仓100手Y1309，即使当天现货也跟跌50元 /吨，我们也不会亏损。 如果期货上涨50元/吨，客户点价100手，我们同样平仓100手Y1309，这样现货高卖了50元每吨，期货亏损50元每吨，同样锁定了利润。 ”该负责人说，这样客户既能在期货下跌的过程中以更低的价格拿到现货，我们也能锁定利润。

而基差协议中，买方并非无利可图，综合来看主要有三大经营效果。 一是锁定甚至降低原料采购成本。 二是减少资金占用，基差交易中，企业一般只需缴纳10%的保证金就可以订立未来采购协议。 三是提高库存管理效率。

“基差交易使得买方企业对未来豆粕的价格多了一个选择权，因为交易之初双方开始仅仅确定了基差，买方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和价格趋势在后来合适的时间点再定。 最终的成交价格为点出的期货价格＋基差+费用。 ”一位市场研究人士称。

他表示，基差交易能否顺利实施，关键在于协议基差水平的确定。 协议卖方在提出基差报价时需要考虑自身的成本、利润。 一般而言，基差越低对买方越有利，成交可能性越大。 因此，卖方在作出协议基差报价并确定双方合约时，通常采用在期货市场进行卖出保值，从而实现对自身风险的规避。

在现实操作中，当企业暂时无法明确判断价格未来的走势，可以在签订合约的同时，做套期保值，对锁住价格；也有企业在价格趋势确定了以后，平掉保值单，投机价格。

特色化基差定价模式成型

据了解，油脂油料产业企业对基差定价的应用，要数华东、华南地区最为广泛、成熟，这部分企业受外资企业的影响和带动也最为明显，在这样的环境中，一部分榨油企业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基差定价模式。

江苏张家港某粮油企业基差定价应用较为频繁，主要从事豆粕、豆油、棕榈油现货贸易，年销售额在30亿元左右。 该公司负责人解释说，公司对基差定价的依赖度越来越高，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目前华东地区工厂和进口商的报价方式较传统的一口价模式有了很大变化，以基差报价为主；二是基差定价可以规避经营中的风险。

“我们在贸易中以买入基差为主，基差对应的期货合约多以近月合约为主，在点价期内，点完价后通常会卖出套保到相应品种的期货合约，锁定基差。 另外如果一口价买入合同，通常会在期货对应的合约上卖出套保来锁定基差。 基差锁定后，我们会根据基差的回归情况，卖现货平期货或者直接交割来结清头寸。 目前基差交易几乎占到我们经营比例的90%以上，效果很好。 ”上述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企业在长期的基差定价参与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模式———基差交易主要结合期现套保业务来开展。 据介绍，这样的模式较为稳健，基本不留敞口，且多以近月合约作为套保对象，周期短、稳定性高。

在该负责人看来，基差交易对卖家而言可以提前锁定利润，对买家而言可以规避掉在点价期前一口价的剧烈波动风险，买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时机和价格进行点价。 基差使用得当将有助于企业规避风险，更多的产业客户参与到期货市场中来后，行业整体经营水平也将明显提升。

理论上，从事大豆种植的农民，榨油企业、饲料企业及各个环节的中间贸易商都可以通过基差交易规避风险、锁定利润。 发育成熟的国际农产品市场，产业链各环节对此定价模式均有深度参与。

随着基差交易在油脂油料、有色金属等行业的日益普及，该定价模式逐渐在更多的期货品种上得到尝试和推广。 2014年7月，日照钢铁集团与永安资本、中信寰球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了国内首单铁矿石基差贸易合同。 这对于以一口价、指数定价等方式定价的铁矿石贸易而言，无疑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尽管我国的相关期货品种已经成熟，油脂油料交易量在国际期货市场名列前茅，但据了解，受制于国内企业长期的贸易习惯，这一定价模式应用仍有提升空间。 目前的参与以榨油企业、部分饲料企业及相关贸易企业为主。 伴随着农产品场内外期权的研推加快，以及新兴期货品种市场流动性和参与度的双增高，基差定价作为一种新的金融手段，将是市场定价的新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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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实习记者 张利静

基差定价华丽外衣渐脱落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了多家油脂油料企业

感知，企业人士眼中基差定价交易的华丽外衣已

逐渐脱落。多家成规模的企业对基差交易的应用

已经像吃饭穿衣一样平常。而对期货盘面相关品

种的走势，企业人士更是烂熟于心，并头头是道

地对价格走势进行预判。

“基差定价” 的销售模式是指按“基差＋相

应月份期货价格” 的模式进行销售合同的定价。

该定价模式的出现最早是由于对于油厂而言，之

前广泛采用的“一口价” 定价存在着一些难以克

服的问题。

据企业人士介绍，榨油企业在“一口价” 定

价模式中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当豆粕价格未来预期价格会下跌时，“一口价”

的销售十分困难，销售量也很难保证。 二是豆粕

现货市场短期的价格波动加剧给油厂的生产和

销售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三是油厂 “一口

价” 作价很难做到随行就市，经常不能达到需求

方的预期价位（特别是在市场看跌时），因此在

和一些较大的销售对象交易时的谈判和交易成

本偏高。

期货价格参与定价的基差作价方式说起来

很简单，应用起来却有千变万化的微妙。

原理上来讲，区别于传统的“一口价” 交易，

现货市场中的基差定价是指经现货买卖双方同

意，以一方当事人选定的某月份期货价格作为计

价基础，以高于或低于该期货价格若干金额来买

卖现货， 买卖双方不理会现货价格的涨跌变化，

而直接以双方商定的基差来进行交易。 买方在提

货前的约定时间内，根据对市场价格走势的判断

在期货市场进行 “点价”（通过报出一个可以

在当天成交的指定月份期货价格， 该期货价

格加上先前买入基差就是最后的合同销售

价格）。

而实际上，策略配置、时机、基差变

化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到保值效果。 实

际应用中， 基差定价是以合同形式存

在的，对交易双方产生约束。

期货对冲 买卖都不吃亏

山东新良油脂有限公司是一家有十多年经

营历史的大型油脂加工企业，以加工大豆，生产

油脂、豆粕及小包装油品等业务为主，兼营粮油

贸易。目前公司年加工大豆100万吨以上，年产值

超过40亿元。 该公司从2012年开始接触基差交

易， 结合前期已经形成的销售模式共同定价，公

司目前参与较多的是豆粕和豆油基差交易，两品

种每次基差交易量控制在2万吨和1万吨左右。

“基差交易主要是以豆粕豆油产品为主，

特别是在现货市场销售不畅、后期大豆排期正

常的前提下，基差交易对于稳定销售有积极意

义。 对应期货合约，制定好固定基差，销售给现

货客户，既可以保证销售节奏，又可以规避价

格下跌风险。 ” 该公司负责人进一步解释说，具

体的流程是，在让客户充分了解基差交易的结

构组成、点价方式和风险后，制定相应基差合

同，在与客户签订合同后，一般是立即在期货

市场上卖出相应数量的期货对冲风险；然后等

待客户点价，客户开始点价时，对相应数量的

期货头寸进行平仓。

上述山东新良油脂相关负责人举例说明了公

司基差交易操作典型手法。 2013年7月，该公司进

行了一次豆油基差交易，数量2000吨。 当时现货

销售不畅，豆油压库，价格不高，期货价格也下跌。

由于豆油有一定的保质期，若不及时销售，生产线

将被迫停产，豆油销售也会面临更大的亏损。

在与客户沟通后，客户愿意通过基差点价的

方式来签合同。基差合同中双方签订了2000吨豆

油交易量，该公司当天在期货Y1309合约上建仓

200手空单。

“如果在期货价格下跌50元/吨时， 客户点

价100手，我们就平仓100手Y1309，即使当天现

货也跟跌50元/吨， 我们也不会亏

损。 如果期货上涨50元/吨，客户点

价 100手 ， 我们同样平仓 100手

Y1309，这样现货高卖了50元每吨，

期货亏损50元每吨， 同样锁定了利

润。 ” 该负责人说，这样客户既能在

期货下跌的过程中以更低的价格拿

到现货，我们也能锁定利润。

而基差协议中， 买方并非无利

可图， 综合来看主要有三大经营效

果。 一是锁定甚至降低原料采购成

本。 二是减少资金占用， 基差交易

中， 企业一般只需缴纳10%的保证

金就可以订立未来采购协议。 三是

提高库存管理效率。

“基差交易使得买方企业对未

来豆粕的价格多了一个选择权，因为

交易之初双方开始仅仅确定了基差，买方企业可以

根据自己的判断和价格趋势在后来合适的时间点

再定。 最终的成交价格为点出的期货价格＋基差+

费用。 ”一位市场研究人士称。

他表示，基差交易能否顺利实施，关键在于

协议基差水平的确定。协议卖方在提出基差报价

时需要考虑自身的成本、利润。 一般而言，基差越

低对买方越有利，成交可能性越大。因此，卖方在

作出协议基差报价并确定双方合约时，通常采用

在期货市场进行卖出保值，从而实现对自身风险

的规避。

在现实操作中，当企业暂时无法明确判断价

格未来的走势，可以在签订合约的同时，做套期

保值，锁住价格；也有企业在价格趋势确定了以

后，平掉保值单，投机价格。

特色化基差定价模式成型

据了解，油脂油料产业企业对基差定价的应

用，要数华东、华南地区最为广泛、成熟，这部分

企业受外资企业的影响和带动也最为明显，在这

样的环境中，一部分榨油企业逐渐形成了自己独

特的基差定价模式。

江苏张家港某粮油企业基差定价应用较为

频繁，主要从事豆粕、豆油、棕榈油现货贸易，年

销售额在30亿元左右。 该公司负责人解释说，公

司对基差定价的依赖度越来越高，主要有两方面

原因，一是目前华东地区工厂和进口商的报价方

式较传统的一口价模式有了很大变化，以基差报

价为主；二是基差定价可以规避经营中的风险。

“我们在贸易中以买入基差为主， 基差对应

的期货合约多以近月合约为主， 在点价期内，点

完价后通常会卖出套保到相应品种的期货合约，

锁定基差。 另外如果一口价买入合同，通常会在

期货对应的合约上卖出套保来锁定基差。基差锁

定后，我们会根据基差的回归情况，卖现货平期

货或者直接交割来结清头寸。目前基差交易几乎

占到我们经营比例的90%以上，效果很好。” 上述

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企业在长期的基差定价参与中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模式———基差交易主要结合期现套保

业务来开展。 据介绍，这样的模式较为稳健，基本

不留敞口，且多以近月合约作为套保对象，周期

短、稳定性高。

在该负责人看来， 基差交易对卖家而言可

以提前锁定利润， 对买家而言可以规避掉在点

价期前一口价的剧烈波动风险， 买家可以根据

自身的情况选择时机和价格进行点价。 基差使

用得当将有助于企业规避风险， 更多的产业客

户参与到期货市场中来后， 行业整体经营水平

也将明显提升。

理论上，从事大豆种植的农民，榨油企业、饲

料企业及各个环节的中间贸易商都可以通过基差

交易规避风险、锁定利润。发育成熟的国际农产品

市场，产业链各环节对此定价模式均有深度参与。

随着基差交易在油脂油料、有色金属等行业

的日益普及，该定价模式逐渐在更多的期货品种

上得到尝试和推广。 2014年7月，日照钢铁集团与

永安资本、中信寰球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了国内首

单铁矿石基差贸易合同。 这对于以一口价、指数

定价等方式定价的铁矿石贸易而言，无疑又向前

迈出了一大步。

尽管我国的相关期货品种已经成熟，油脂油

料交易量在国际期货市场名列前茅， 但据了解，

受制于国内企业长期的贸易习惯，这一定价模式

应用仍有提升空间。 目前的参与以榨油企业、部

分饲料企业及相关贸易企业为主。 伴随着农产品

场内外期权的研推加快，以及新兴期货品种市场

流动性和参与度的双增高，基差定价作为一种新

的金融手段，将是市场定价的新蓝海。

■

知识链接

什么是基差交易？

基差是指现货价格减去期货价格

的差，即基差

=

现货价格

－

期货价格。 现

货价格高于期货价格， 则基差为正数，

又称远期贴水或现货升水；现货价格低

于期货价格，则基差为负数，又称远期

升水或现货贴水。 基差主要反映现货和

期货两个市场之间的运输成本和持有

成本。

所谓基差交易， 区别于传统现货贸

易商习惯的“一口价”定价方式，是通过

“期货盘面点价

+

基差”这一计算模型还

原出一个价格，作为报价。

具体操作中，手中有货的一方，可卖

出基差，锁定所持有货物的价格，从而锁

定利润；未来需要买货的一方，则可买入

基差，规避价格上涨风险，锁定成本。 二

者均需要在期货盘进行套保操作。 一批

货物可分多次多笔进行点价操作。 相较

于单纯的期货套保，“期货点价

+

基差”

的定价方式给了企业更多的价格选择。

通过这种模式， 企业自身的贸易风险只

是相对价格变化， 而非传统的绝对价格

变化。

基差交易中，基差水平由卖方报价，

买方选择是否接受这一报价。 基差越低

对买方越有利，成交可能性越大。

近年来， 国内外油脂油料价格波动加剧让相关企业充满了不安全感。

而伴随着国内大豆、豆油、豆粕等期货品种的出现和活跃，国际上成熟的

“期货点价+基差” 定价模式流入，国内基差交易应用愈来愈广泛。 用企业

人士的话说，未来谁在价格管理上越花工夫，谁就越厉害。 在油脂油料领

域，基差交易业已成为企业经营的护身符。

2014年3月以来，因美国大豆种植面积增加、生长期天气良好等利空

因素， 豆粕1501合约从5月底的每吨3600多元下跌到9月底的2900多元，

再次激发市场广泛使用基差交易。

CFP图片 制图/王力

农产品基差定价生根中国

□

本报实习记者 张利静

交收货的时间差带来的价格风

险、 仓储风险等一直是现货产业的心

头之忧。 应对此类风险的基差交易最

早应用于港口农产品出口定价。 上世

纪60年代，这一模式在新奥尔良港口

应用普遍，随后推广到内陆各地。

国际上， 对规模较大的农产品贸

易公司来说， 基差图已经成为经营中

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 而且就像白领

对办公软件的应用一样普遍和娴熟。

基差图记录了上个世纪60年代

起各地点每天或每周的基差变化，既

有现货价格与近月合约的基差图，也

有现货价格与远月合约的基差图。 每

家公司的图在此基础上又存在差异。

据了解，嘉吉、ADM等公司在全

国各地都设有收购站， 采用收购站的

买入报价作为当地的现货价格， 并据

此计算当地的基差。

我国大豆产业链上存在百余家压

榨企业及万余家饲料企业， 豆类产品

的国际化程度较高， 国际大豆价格波

动很容易对国内相关经销商事业带来

冲击。 而国际粮商均装备有经营“护

身符”———以基差交易为主的成熟定

价模式。

在我国， 基差交易始于2004年。

一些经验意识超前的浙江榨油企业在

国内率先开展了基差定价在国内豆粕

市场的最先尝试。

其背后，一方面，传统豆粕现货销

售中的“一口价” 定价由于缺少灵活

性， 导致豆粕交易的谈判和交易成本

偏高； 特别是贸易商和饲料厂豆粕价

格未来预期价格会下跌时，“一口价”

的销售缺乏市场吸引力。另一方面，大

商所豆粕期货市场在2003年、2004年

后得到迅猛发展，油厂、饲料厂及贸易

商对豆粕期货的参与度逐步提高，大

商所豆粕期货价格逐渐成为国内现货

价格的风向标。

华北地区企业参与基差交易晚于

华东榨油企业。据市场研究人士介绍，

基差在国内油脂油料企业中的推广经

历了外资公司推广———南方企业———

东北、 华北企业这样的接受过程。

2006年，以Cargill、Luis� Dryfus公司

为代表的合资与独资油脂企业开始将

基差定价模式成规模、 成系统地在国

内豆粕和豆油销售中开始推广， 并在

豆粕市场中取得较好的反响。 2008年

前后， 南方的部分民营榨油企业也开

始加入豆粕基差定价模式的试点。

2010年，以九三为代表的国有油脂企

业吸收国内外基差定价经验， 开始从

国内原料收购到成品销售的全产业链

基差定价创新，并取得不错成绩。

据了解，目前路易达孚、嘉吉等外

资榨油企业均开展了豆粕、 豆油的基

差定价合同交易， 但开展基差定价的

企业占国内榨油市场规模仍有提升空

间， 基差作价合同在试点榨油企业总

销售量中所占份额、 基差报价连续性

都有待提高。

油企饲企购销模式变局

□

本报实习记者 张利静

2000年开始， 中国大豆压榨行

业的重心，经历了从产区到沿海的布

局变革。市场人士称，此次变革中，但

凡没有走向沿海建厂扩张规模的企

业，要么处在半停产状态，要么走向

了消亡。 十多年后，豆粕的上下游企

业再次来到历史关口。

不同于上次，此次转折孕育在无

形的购销模式变化中，率先实现基差

贸易的油企饲企及相关贸易企业已

经赢得了更多生存筹码。

较单边价格更易把握

据介绍，本轮淘汰赛中，企业的

压力并不一定来自竞争对手，而更多

在于自身应对价格风险的能力。

“目前率先实现基差贸易的大

豆压榨企业会更早更多地积累基差

数据、基差定价经验，更能提前占领

客户资源，占领产品销售面，降低跌

价风险，另一方面积累了

经验，也更好地维护了和

大豆压榨企业之间的关

系。 如果经过若干年发

展，依旧以一口价为主要

定价模式的大豆压榨企

业，必然会受到来自于基

差定价大豆压榨企业的

强有力竞争，很有可能会

面临淘汰出局的命运。 ”

国投中谷期货农产品研

究员刘国良表示。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

解， 基差交易在有色金属

产业中应用最为普遍和成

熟， 目前这种新型定价方

式在以油脂油料品种为代

表的农产品市场也逐渐兴

起。在基差的应用中，除了

期现基差，还涉及到跨市、

跨品种等多种操作方式。

银河期货产业客户

总部助理总经理郭云峰一直致力于

期现结合领域的研究实践。 他表示，

一般来说， 只要有相关性就能进行

相应的基差操作，比如金属市场铝、

铜的替代操作以及农产品上的菜

粕、豆粕间的基差应用。 目前国内油

脂油料企业应用最多的是线性基差

即期现价差。 “中粮、益海嘉里等国

内甚至跨国大型粮商更多采用的就

多是这类套保套利的手法， 就是用

相应的头寸去锁定价格风险， 但是

都会留下一定的风险敞口。 这不同

于现货市场的单边风险敞口， 而是

仅对部分头寸买一个基差， 类似买

一个产品， 而不在期货上做对冲保

护。 ”

据了解，基差至少包含两个头寸，

目前大豆产业链企业应用最普遍的基

差交易，一般采用“期货某合约价格+

升贴水” 的方式，无论是其中的期货

头寸和现货头寸，单边来看，都存在风

险敞口， 基差交易的原理就在于锁定

期现价差，从而锁定产品价格，规避单

边价格波动风险。

“相对于单边的价格走势， 基差

的走势相对更容易预测。 ” 郭云峰解

释说， 这是因为影响基差的因素是既

定的， 变化逻辑也相对明朗， 具体来

看，其影响因素依次是库存、运输、消

费、资金等，可以通过一些主流的方式

来判断未来基差的走势。

参与形式主要有三种

郭云峰表示， 从参与者的参与目

的划分， 目前参与基差交易的形式主

要有三种。第一，个人投资者在期货盘

面利用期现价差进行套利， 如换月套

利、反套利。 第二，产业企业站在稳定

价格风险、扩大收益的角度做基差。第

三， 一些主流投资公司通过对基差的

分析预测，做反基差回归的套利，他们

更注重的是买基差的盈利。

目前，大豆产业链企业所进行的基

差交易属于上述第二种。据业内人士介

绍，这类基差交易在实际操作中的实现

主要通过基差定价合同的购销，具体主

要有五大步骤。 一是卖家报基差，买家

询基差，二是买卖双方签订豆粕价差定

价采购合同，三是买家按照合同约定交

纳履约保证金，四是买方点价，五是提

货、结算，对于未点价部分如果买家想

先提货后点价，可以按照合同约定比例

支付溢价货款， 也就是先提货后点价；

而对先点价后提货的买家而言就是结

清货款、提货，对于先提货后点价的买

家而言，就是结清货款。

至于这一过程中点价操作应遵循

的要点，则主要有四方面：接近提货月

点价； 分批次多次点价； 测算利润点

价；买卖基差，不理会期货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