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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对冲工具 对冲基金热钱或捂冷

热衷于中国投资的对冲基金经理们，手中庆祝的酒杯

刚刚端起，盛宴已经戛然而止。 期指折足后，对冲操作空

间几乎丧失。 对冲基金从股市中撤出的热钱重新回到了

枕头下。

“油轮囤油” ：贸易巨头的“无风险套利”游戏

去年下半年油价下跌以来， 世界各地的公海上漂浮着

越来越多的大型油轮。 它们储存原油———待油价反弹后卖

出，为交易商赚钱。据悉，随着套利机会愈发明显，越来越多

的石油交易商转向这一生意经。

甲醇期货自述：“备胎”如何挑大梁

这几年来，不少人面对风云变幻的市场手足无措，但在

我的引导下，变得胸有成竹。 我就是危化品———甲醇期货，

虽然我被认为是能源替代品或者“备胎”的期货品质，但是

用我抵御风险却是不错的选择。

A06�期货·行情纵览 A07�期货·行业生态 A08�期货·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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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2� � � � � � � � � �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2015-066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证

券简称：南洋股份，证券代码：002212）自2015年4月27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分别于2015年

4月28日、2015年5月5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关于重大事项进展暨股票继续停

牌公告》。 2015年5月12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司

股票自2015年5月12日起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继续停牌。 公司分别于2015年5月

19日、2015年5月26日、2015年6月2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

告》，2015年6月5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延期复牌的公告》，计划

争取在2015年8月11日前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并复牌。 公司分别于

2015年6月12日至2015年8月7日期间，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由于项目进展相关事项仍需进一步的商讨和论证，标的资产涉及政

府相关部门的审批，程序较为复杂，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

11日开市起继续停牌，最晚将于2015年11月10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预案（或报告书）。 公司已于2015年8月11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

牌进展公告》，2015年8月13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延期复牌的

公告》，2015年8月20日、2015年8月27日、2015年9月7日、2015年9月14日、2015年9月21日

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日报》披露的公告。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等各项工作已

基本初步完成，公司正与交易对手方积极协商完善收购协议细节，就合作模式、后续发展规

划进行进一步磋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仍在进一步完善、调整和补充。 由于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涉及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程序较为复杂，仍需一定时间

进行有关问题的沟通和反馈工作，涉及的工作量较大。 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尽快完

成相关工作。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及

时公告并复牌。

公司股票在停牌期间，将根据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939� � � � � � � �证券简称：凯迪电力 编号：2015-104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公司简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公司名称变更的说明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7日和2015年8月23日分别召开了第

七届第五十三次董事会及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

公司中文名称由“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由“WUHAN� KAIDI� EIECTRIC� POWER� CO.,LTD.”变更为“KAIDI�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LTD.”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8月10日及2015年8

月2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第七届董

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及《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经国家工商总局和湖北省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2015年9月24日，公司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取得湖北省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名称由“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为“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英文名称由“WUHAN� KAIDI� EIECTRIC�

POWER� CO.,LTD.”变更为“KAIDI�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LTD.” 。

二、公司证券简称变更说明

鉴于公司发展需要，为更全面、准确地体现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后的战略和发展规划，公司名称及证

券简称做出相应的变更。

经国家工商总局和湖北省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2015年9月24日，公司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取得湖北省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公司证券简称由“凯迪电力”变更为“凯

迪生态” 。 公司证券简称英文名由“KAIDI� EIECTRIC”变更为“KAIDI� ECOLOGICAL” 。

三、其他事项说明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交所核准，公司证券简称自2015年9月28日起发生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由“凯迪

电力”变更为“凯迪生态” ，公司证券简称英文名由“KAIDI� EIECTRIC”变更为“KAIDI�

ECOLOGICAL” 。 公司证券代码不变。

公司于2015年8月7日和2015年8月23日分别召开了第七届第五十三次董事会及201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章程的议案》，本次在湖北省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时完成变

更的内容有：

1、公司注册资本由94,330.88万元变更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0,729.2372万元。

2、经过湖北省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最终核准，公司变更后的经营范围如下;

生态环境技术研发、生态环境工程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电源的开发、投资和经营； 电力（热力）生

产和销售；灰渣利用；机电设备的安装修理；电力建设总承包，电力及环境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

理； 电厂运营检修、调试服务；生物质燃料/原料的收集、加工、成型、销售，生物质原料加工设备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物流、运输；林业资源的投资、开发利用，园林绿化，农林产品的加工、销售；碳资产的开发及

交易；页岩气及煤层气的勘探技术研发，综合利用；煤炭勘探、生产及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引进转让；

投资业务。 （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营。 ）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28日

中信建投货币市场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9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信建投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中信建投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738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运作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信建投货币市场

基金基金合同》、《中信建投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5年9月30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

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中信建投货币市场基金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将2015年9月30日的该基金

申购业务设置最高限额。

注：单日每个基金交易账户的单笔申购金额应不超过1000万元，单日每个

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金额应不超过1000万元。 如单日某基金交易账户的单笔

申购金额超过1000万元，中信建投货币市场基金的管理人有权拒绝该笔申请；

如单日某基金账户累计申购金额超过1000万元，中信建投货币市场基金的管

理人有权拒绝。 自2015年10月8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正常大额申购业务,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9-108-108）或登录本公司

网站（www.cfund108.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000529� � � � � � �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2015--34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控股股东广东省广弘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弘资产公司” ）正在筹划混合所有制改革事

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广弘控股，证券代码：000529）于2015

年8月14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分别于2015年8月14日、2015年8月21日、2015年

8月28日、2015年9月8日、2015年9月14日、2015年9月21日披露了《重大事项

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5-25)、《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

2015-26)、《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15-30、31、32、33)， 具体

内容详见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2015年9月25日公司接广弘资产公司通知，截止目前，广弘资产公司的股

东广东省商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报的 《广弘资产公司整体改制实施方案》

仍处于广东省国资委审批阶段。由于该事项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

披露的公平性，避免引起股票价格异常波动，保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

司股票（证券简称：广弘控股，证券代码：000529）自2015年9月28日起继续停

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上述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是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期指遇冷激活“僵尸” 品种

□本报记者 王朱莹

“股指期货交易受到限制后， 我就不再做

了，重新回到商品期货市场上来。以前一些成交

低迷的所谓‘鸡肋’ 品种，现在因为政策风向转

变等原因，反而出现了比较明确的趋势行情。 ”

期货投资人士沈先生表示，“以前股市火热的

时候大家没注意到这些‘僵尸’ 品种，现在市场

冷静下来，反倒激活了它们。 ”

数据显示，2015年6月29日， 沪深300股指

期货日成交量高达318.6万手， 而9月25日日成

交量仅17284手。 与此同时，部分商品期货品种

大举放量增仓，吸金效应显著。

来自中国期货业协会数据显示，8月份成交

量同比增长最快的是石油沥青， 增幅高达

5462.55%，其次是甲醇期货，增幅为2746.74%。

玉米、铁矿石、白糖、聚丙烯和油菜籽增幅也在

200%—300%之间。

那么， 这些低迷的品种在坐了多年冷板凳

后，缘何再度获得资金青睐从而大举增仓？资金

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是嗅到了金钱的诱惑？

低迷品种瞬变“万人迷”

相比于去年7月至今年6月份，市场各路资金

蜂拥杀入股市， 助推股指马不停蹄地狂飙三千

点。但随后股市震荡及股指期货交易限制措施的

出台，让惯于在杠杆市场上弄潮的资金，或转而

投向外盘的怀抱，或回流商品期货市场。 不少对

冲基金人士表示，股指期货主力合约每天都在减

仓，市场基本没有流动性，即使有套保，编码等方

面的限制也使得也难交易。 在流动性匮乏、套保

交易缺乏对手盘，唯一的选择只有离场。

“最近我不再做股指期货交易，重新回到商

品期货市场上。 以前成交低迷的所谓‘鸡肋’期

货品种，因为政策风向转变等原因，现在出现了

比较明确的趋势行情。以前股市火热的时候大家

没注意到，现在市场冷静下来，反倒激活了这类

不受关注的品种。 ” 期货投资人士沈先生表示。

玉米期货便是资金回流的受益品种之一。

2013年至2015年年初，玉米期货很是过了一段

苦日子，成交量长期低迷。 但今年上半年，玉米

期货突然一改往日门前冷落景象， 摇身变成了

当下大连期货市场最炙手可热的明星品种。

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大商所玉米期货

成交量为439万手，同比增长17%；法人持仓量

占比达58%，换手率为20%，成为大商所法人客

户持仓占比最高的农产品期货品种。而7月份以

来， 玉米期货的成交量更是再上一层楼，9月18

日， 玉米期货主力1605合约单日增仓19.17万

手，持仓高达97.78万手。

那么，玉米在多年低迷后，缘何再度获得资

金青睐从而大举增仓？

“随着鸡蛋、 玉米淀粉期货品种的上市及

日益成熟，玉米品种产业避险链条更加完善。玉

米和玉米淀粉期货构成较为完备的玉米深加工

产业链避险体系，贸易、饲料和深加工龙头企业

均利用两品种进行风险规避。玉米、豆粕和鸡蛋

期货又形成了鸡蛋产业链避险体系， 玉米品种

得以跨越两个产业链， 拓宽了期货市场服务实

体经济的深度和广度。 ” 业内专家表示。

交割制度层面的变化也是市场分歧的来源

之一。 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指出， 自2015年以

来，交割质量出现明显抬升，对于容重、霉变玉

米的要求提高以及对替代品的扣价更为严格，

甚至在2016年1月开始，由于毒素的要求，交割

标准继续提高； 后期玉米期价更多的是反映优

质玉米的价格； 尽管玉米现货市场的弱势预期

不变，但由于2014年新玉米上市后降雨影响，整

体霉变数量增多， 目前普遍在3％-4%左右，即

大部分玉米是无法参与交割环节。

而从现货市场来看，尽管需求不旺，但对优

质玉米的需求依然偏强，价格预期也相对偏高。

按照目前9月份的期货价格而言，如果卖方参与

交割不占据优势， 市场后期存在风险。 甚至说

1601合约也存在风险， 这就是近期市场为何出

现多空巨大分歧、 资金对玉米期货关注度空前

高涨的原因。

市场化改革箭在弦上

中国期货业协会数据显示，即便在8月份资金

不断回流商品期货市场的背景下， 仍有不少期货

品种成交低迷、持仓寥寥无几，二者在整个期货市

场的占比几乎为零。 这些品种包括锡、燃料油、线

材、早籼稻、油菜籽、普麦、强麦、硅铁、锰铁、粳稻、

晚籼稻、黄大豆二号、胶合板、纤维板等。

“部分品种的活跃， 还与其基本面息息相

关。 ”有市场人士分析，以玉米期货为例，托市收

储政策可能有变、市场多空双方分歧加剧令资金

不断入驻， 玉米期货也一改往日门前冷落景象，

摇身变成了当下大商所最炙手可热的明星品种。

“更为令市场担忧的是，托市收储政策可能

要变。 如果步大豆、菜籽等后尘，由收储改直补，

对玉米价格而言，将带来巨大冲击；一旦玉米市

场由政策呵护转向面临市场考验，价格将面临很

大的下跌压力，这也是前期玉米持续快速下挫的

主要原因。 ”方正中期期货分析师王晓囡表示。

近期，多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2015年东

北地区国家临时存储玉米收购有关问题的通

知》。 并表示，2015年国家继续在东北三省和内

蒙古自治区实施玉米临时收储政策， 收购期限

为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

《通知》明确表示，2015年国家临时存储玉

米挂牌收购价格为1元/斤， 相邻等级之间差价

按每市斤0.02元掌握。 据有关测算，今年玉米收

储价格将大幅下调， 各产区下调幅度在220—

260元/吨。

“2015年东北地区玉米国储政策落地，三

省一区价格统一，都定格在2000元/吨，收购价

格较去年出现10%左右的下滑。 目前国内玉米

市场面临沉重的内外压力，市场供需关系失衡，

保护价大幅下滑， 将是开启国内玉米市场化的

重要一步。 ” 卓创资讯分析师张晓朋指出。

为了防止市场价格偏低伤害农民利益，国

家自2007年起对玉米实行临时收储政策。 在

2007年，临时收储价是0.7元/斤，至2013年已涨

至1.12元，上涨了近60%。

“今年玉米临储价格下降是大势所趋，没

法再像往年那样只涨不跌了。 ” 中国社科院农

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表示。

中国国储玉米库存已经占到全球总量的半

数以上，巨量库存等待被消耗，玉米收储政策已

经走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

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测， 我国新季玉米

产量有望达到2.32亿吨，再创历史新高。 而国家

交易中心今年拍卖情况显示， 本年度至今累计

拍卖成交玉米量仅为586万吨，远低于市场预期

的2000-3000万吨规模。若考虑期初库存，我国

玉米结余量有望首次达到2亿吨以上。

而与国内玉米价格只涨不降形成鲜明对

比，国际市场价格却连续3年走低，对国产玉米

形成了强势的挑战。据测算，目前美国玉米到中

国口岸完税价格为1600元/吨左右，按南方港口

2500元/吨左右的现货价格计算，玉米进口利润

理论上为900元/吨左右。也因此，近年来我国玉

米、高粱、大麦、木薯、木薯淀粉等玉米及替代品

进口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上年

度我国共进口上述各类商品达2850万吨，预计

本年度超过3000万吨。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副主任王晓辉在日前举

办的“第八届国际玉米产业大会”上曾表示，玉

米是需求量大、产业链条长、国内外市场关联程

度高的品种。 临储政策的调整要坚持两个方向：

一是坚持市场定价原则，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

中起决定性作用；二是要推进农产品价补分离。

重演棉花空头故事？

“现在的玉米期货就像以前的棉花期货，

1850元/吨这个价位的玉米，有点类似15000元

/吨的棉花。 想想看，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标准刚

发布的时候， 市场认为棉花期货价格跌到

15000元/吨就差不多到底了，结果期价跌到现

在12000元/吨。 ”某期货人士表示。

仔细对比，投资者确实可以发现，玉米期货

身上有着棉花期货的影子。 棉花期货也曾在辉

煌之后经历一段沉寂期。

2010至2011年间， 棉花期货是郑商所的绝

对“明星”品种，日均持仓量一度保持在30万至

40万手之间。 2011年5月10日，郑棉09合约更是

创下日交易320万手的天量，而2013年6月份郑棉

主力合约的交易量仅为高峰时期的八百分之一。

究其原因， 在于90%的现货资源是通过收

储进入国储系统， 导致市面上可用于期货交割

的棉花资源十分有限。 无奈之下，有关方面上调

合约保证金至18%以降低9月合约面临的风险，

从而导致资金不断离场。

而棉花收储政策实施多年来也逐渐面临困

境。 一方面，目前的收储价格仍不足以调动棉农

种植积极性， 棉花种植面积逐年递减。 另一方

面， 收储政策导致的高棉价已经严重损害了纺

织企业的利益。 我国是纺织品服装出口大国，但

棉纺行业却面临严峻挑战， 除了出口市场需求

增长乏力、汇率变动侵蚀纺企利润、国际竞争更

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等，人工和棉花

原料成本增加使得我国外贸传统优势丧失。

棉花收储政策正在扭曲整个产业链条，高

价收储模式已近穷途末路， 市场对直补的呼吁

日渐高涨。 2014年，棉花直补政策花落新疆，市

场化之手逐渐发挥作用。 而在此预期之下，棉花

期货价格从20000元/吨附近辗转跌落至如今的

12000元/吨附近。

棉花期货殷鉴在前， 玉米期货会否重演这

一空头故事呢？ 中国玉米网总裁冯利臣表示，今

年对玉米市场来说是一个变革年，对产业是一个

拐点，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跟以往的走势会有比较

大的区别，同时存在几方面的风险需要注意。

第一是原料价格风险。 今年前几个月国内

饲料企业进口的DGES随着豆粕价格波动，可能

出现损失。 玉米行业、饲料行业可能会重现进口

大豆的风险。

第二，今年收储政策不同于过去。2014年南

方产区没有出现黑龙江玉米，今年会不会有？ 黑

龙江玉米和辽宁玉米的差价又会如何变化？ 值

得思考。

第三是在新粮大量上市时， 销区还充斥着

大量进口替代品， 今年四季度尤其是要关注这

个问题。

■ 微视角

满足实体需求

复活僵尸品种

□本报记者 王朱莹

在商品期货市场上，有一些品种成交低迷，主

要由于国家政策对于价格的强制干预从而抑制波

动所致。此类品种以棉花、糖和玉米等为代表。一旦

政策面发生变化， 此类商品的活跃度有望瞬间恢

复。 但也有一类品种，被称为僵尸品种，如铅、燃料

油、线材、硬麦、普通白小麦和黄大豆二号等，这类

期货品种的年内成交量、成交额和持仓量占整个市

场的比例微乎其微，有些甚至零成交。

新湖期货董事长马文胜分析认为，一个期货

品种能否活跃， 最根本的原因是要看它能否满足

实体企业的需要。对于上述零成交现象，他认为具

体原因如下：一是现货产业链发生了变化，缺乏实

体企业的保值需求，如燃料油。 反之，一旦现货产

业链需求回升，期货市场就会活跃，如焦炭期货。

二是合约设计不符合现货流通业的标准， 合约大

小不能满足包括中小企业的需求。 三是交割方式

不符合现货物流走向。四是从交易规则的角度看，

无法有效吸引流动性的提供者———投机商的进

入。 如最小点位、手续费和保证金水平等。

“这需要我们在设计合约的时候要更加科学，

而不是简单地认为， 只要能上市就一定会活跃，只

要能争取一个品种就算成功了。 ”马文胜表示，最

根本的原则是立足服务实体企业，发挥期货市场功

能，而且能够适应流动性的提供方和买方的需要。

业内专家表示， 现货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较

高，生产、贸易企业积极参与，期货市场就会活

跃。例如铜、大豆和PTA等。此外，合约设计还要

与现货市场相匹配， 帮助贸易企业规避风险。

“2010年以来， 国际市场几乎都在发展迷你合

约，我们却在放大合约；全球都在降低成本，提

高效率，我们却在降低效率，提高成本。 ”

“评价期货市场运行的成功与否，重要的标

准之一在于交易是否活跃。 而一个期货品种能否

活跃，最终取决于其能否满足实体企业的需求。 ”

银河期货总经理姚广指出， 一个期货品种能否活

跃， 最终取决于其能否满足实体企业的需求。 此

外，现货市场状况、合约设计、交割方式以及能否

吸引投机者进入等也是重要影响因素。

首先，合约设计符合市场需求。成功的期货

合约首先要适应现货市场需要。 如适当的保证

金水平、 交割月份、 涨跌停板限额和市场流动

性。避免形成明显有利于多空任何一方的情况，

同时要有完善、切实可行的规则，确保合约设计

必须符合市场需求。

其次， 交割体系和制度的合理性是发挥期

货市场功能和套期保值功能的重要保障。 由于

中外市场环境体制和诚信体系建设方面的差

异， 国内套期保值和交割业务依然存在着一些

影响市场功能充分发挥的因素。

此外，业内人士认为引入交易所竞争机制，

也是减少或激活僵尸品种的一条路径。 金鹏期

货公司总经理喻猛国提出，对于不活跃品种，交

易所要有义务和责任去改进和完善。“就像生孩

子一样，生之前确实要注意很多事项。 然而，生

出来之后即便有缺陷，总不能就不要了吧？ ”一

家交易所只能上市一个品种， 限制了交易所之

间的竞争，也降低了交易所完善品种的积极性。

他说，豆粕期货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以前交

易不活跃，后来交易所通过调研和论证，按照各

方实际需要改进厂库交割， 豆粕期货开始日趋

活跃。 如果按照上述逻辑，不活跃就退市，现在

也不会出现豆粕这个“明星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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