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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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58 1081.21 1075.32 1078.77 -2.48 1078.5

易盛农基指数

1309.24 1311.2 1304.02 1308.26 -3.06 1307.92

大商所举办2017年基差试点项目结项评审会及业务座谈会

支持基差贸易 大商所创新黑色产业链服务模式

□本报记者 张勤峰

3月13日，大商所在大连举办“2017

年基差试点项目结项评审会” 。 国信期

货、永安期货、中信期货、华西期货、国投

安信期货等5家期货公司申报的5个项目

完成试点并最终通过评审。 评审结束后，

大商所组织10家黑色产业链企业和8家

期货公司的有关领导和代表举行“2017

年基差试点工作座谈会” ，对2017年基差

试点工作开展的成功经验、 存在问题和

意见、建议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

基差交易连接企业与期货

5家期货公司申报的5个项目包括4

个铁矿石品种和1个焦炭品种，22万吨铁

矿石和1万吨焦炭。 2017年大商所基差试

点项目涉及10家具有较强代表性的实体

企业，涵盖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贸易企

业、焦化企业和钢铁企业，价格基准地和

非基准地区的企业等多种类型。均以“期

货价格+基差” 作为贸易价格，用基差贸

易替代原有的长协或一口价并进行相应

的风险管理， 将企业生产经营与期货市

场价格紧密联系起来。

基差交易模式不仅能够满足贸易双

方灵活多变的谈判需求， 更具有延期定

价，减少价格风险，锁定成本和利润，规

避基差风险等优势； 企业可根据不同的

需求和目标， 择优成为基差制定方或点

价方， 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灵活的点价

期与交货期， 改变了贸易双方的价格对

抗局面。 更值得一提的是，基差贸易使企

业可在不直接参与期货的情况下也可利

用期货价格， 为企业利用衍生品市场拓

展经营模式、进行风险管理提供了新路。

国信期货铁矿石基差试点项目以鞍

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

司这两家龙头国企作为市场主体，为国企

参与基差贸易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通

过基差贸易，鞍钢股份避免了铁矿石价格

上涨导致的成本扩大风险；中国建材则提

前完成销售， 并在行情上涨时完成点价，

获得了行情上涨利润， 并拓宽了贸易渠

道，达到双赢。

永安期货、国投安信期货的铁矿石试

点项目以永安资本和西王特钢作、浙江热

联中邦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和河北辛集

市澳森钢铁有限公司为主体。根据铁矿石

期货贴水结构， 以买入低估的现货盘面，

卖出高估的现货为主要逻辑进行操作，提

高了企业采购资金利用效率。既具备了基

差一单一议的灵活性，又以期货交易价格

为定价基础，更具备透明、公平的定价公

允性。 与此同时，明确的交货时间和数量

既方便工厂更加合理地安排生产计划又

可避免进口船货带来的亏吨风险。华西期

货铁矿石基差试点项目则以钢厂和矿企

为主，由华西期货的风险管理子公司设计

买方点价的基差贸易模式，买方在行情有

利时进行点价， 以达到买方提前锁定货

权，降低采购成本，同时不影响卖方的销

售收入的目的。

中信期货基差项目是五个试点项目

中唯一一个以焦炭作为标的试点项目。由

供货方江西宏宇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卖出

基差，需求方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择期点价。 焦炭基差贸易模式的推广，将

为传统的焦炭现货定价模式提供新的选

择，有助于引导企业充分运用焦炭期货这

一风险管理工具进行成本控制与精细化

管理。

加大试点支持力度

评审结束后， 大商所组织10家黑色

产业链企业和8家期货公司的有关领导

和代表举行“2017年基差试点工作座谈

会” ，对2017年基差试点工作开展的成功

经验、存在问题和意见、建议进行深入交

流与探讨。

与会人员首先对大商所为黑色产业

链企业提供基差贸易的平台和支持给予

了充分肯定。 鞍钢股份有关领导表示，近

三年来，鞍钢充分利用期货市场的价格发

现和风险管理功能使企业受益匪浅，期货

套期保值现已在鞍钢深入人心。 鞍钢和中

建材此次积极参与大商所基差贸易试点

的目的是为了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为生产

型、加工型企业提高服务水平，并探索与

大型、 稳定客户形成长期战略性的合作，

同时，作为国有企业先走出尝试基差贸易

的扎实一步。

在谈及基差贸易的优势时， 热联中

邦黑色金属部副总经理丁国平表示，作

为一种贸易方式， 基差贸易是市场发展

的必然产物， 以大连铁矿石期货价格为

基准的基差贸易具有众多优点： 一是期

货市场的保证金制度可以降低资金占

用；二是期货市场交易效率高，企业的远

期交易诉求基本能够满足； 三是基差贸

易的合同条款可协调性高， 铁矿石基差

贸易方式比船货优势明显。 中信期货总

经理方兴表示， 基差贸易可以将全市场

价格波动的大风险， 逐步转换成基差波

动的小风险， 对于买卖双方都具有积极

意义。 永安期货副总经理石春生则表示，

风险管理子公司应充分发挥其创新优

势，积极推动基差业务的开展。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主任吴京晶表

示， 有赖于衍生品市场的价格发现作用，

实体企业可利用基差贸易等先进的工具

和手段服务生产经营。希望交易所和期货

公司等金融机构可以为实体企业提供更

好的服务，助力实体企业创造价值、分享

价值。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金

融处处长李燕杰表示，目前黑色产业链企

业对期货套保、场外期权、基差贸易的理

解正在逐步加深。 通过此次试点，企业对

基差贸易提供更灵活的采购方式、选择权

和价值的认识较为统一，可以说试点取得

了初步的成功。

大商所副总经理朱丽红在座谈会总

结发言中表示，为推动期货市场功能更好

地融入现货贸易体系，提升期货市场服务

实体经济的质量，大商所支持期货公司率

先在黑色品种针对产业客户推广基差贸

易。未来，大商所将积极促进合约连续性、

交易标的稳定性和衍生品工具的完备性，

加大试点支持力度和市场培育及研究，并

将以铁矿石国际化为契机， 强化产业服

务，持续探索大商所黑色系期货品种服务

产业和实体经济的新路。

“2018华中地区期现结合实战

研修班”顺利召开

□本报记者 张勤峰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

入推进， 期货市场功能发挥水平

不断提升， 期市培育工作重要性

日益显现。 日前长江期货联合大

商所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举办

“2018华中地区期现结合实战研

修班” ，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50

余家实体企业高管、 期货部负责

人参加。

长江期货董事长谭显荣在

致辞中表示， 当前我国期货市

场正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伴

随着期权工具上市、 国际化进

程提速等全面铺开， 期货市场

服务实体经济、 服务国家战略

的能力得到显著增强， 希望通

过本次培训为产业链龙头现货

企业打造学习、交流、资源对接

的平台， 帮助产业客户更好地

掌握期货衍生工具， 提升风险

管理和财富管理水平。

大商所已成为全球最大的

煤炭、铁矿石期货交易市场，创

新推出贸易商厂库交割制度、

仓单服务商制度， 吸引了大量

产业客户参与到期货市场中

来。 “铁矿石自上市以来，由于

产能、消费方面的问题，黑色整

体承压显现， 从900元/吨跌到

280元/吨。 如果单纯进行贸易，

贸易商亏损概率很大， 但部分

贸易商利用期货市场基差变

化， 不仅规避了系统性下跌风

险， 还获得了微薄的贸易利润

之外的基差利润” ，日照钢铁控

股集团期货投资部负责人侯典

银表示。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市场信息

处处长曹智认为， 随着全球油料

作物产量增长以及棕榈油产量恢

复增长， 全球油脂供应压力将逐

渐释放。

大商所特聘讲师王军认为，

产业链相关企业在积极参与期

货市场的同时， 还可以通过与

期货风险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

合作， 运用基差点价、 场外期

权、产能保值、合作套保等来满

足企业发展所需的全方位金融

支持。

原油期货交割仓库和检验机构昨日授牌

上期能源：原油期货上市准备就绪

□本报记者 王姣

3月15日， 上海期货交易所 （简称

“上期所” ）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

心（简称“上期能源” ）在上海举办原油

期货指定交割仓库和指定检验机构授牌

仪式暨期货交割业务培训。 中国石化石

油储备公司、中油燃料油、中化兴中、大

连中石油储运、青岛港董家口、洋山石油

等6家指定交割仓库、3家备用交割仓库

和4家指定检验机构的代表出席授牌仪

式并参加了原油期货交割业务培训。

做好万全准备 提高服务能力

上期所党委书记、理事长、上期能源

董事长姜岩出席仪式并为指定交割仓库

和指定检验机构代表授牌。 上期所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上期能源总经理席志勇

出席仪式并致辞。 上期所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滕家伟主持授牌仪式。

席志勇在致辞中表示， 各指定交割仓

库和指定检验机构要尽快熟悉原油期货交

割相关的法规政策、制度规定和工作流程，

做好万全准备，迎接原油期货交割业务，确

保当原油期货首批交割业务到来时， 原油

交割商品“进得来、装得下、存得好、出得

去” ；要提高服务能力，服务各种类型的市

场参与者， 满足原油期货市场发展的各项

要求；要紧抓安全生产，在日常经营中加大

安全生产方面管理力度， 力争各类风险隐

患排查无死角，确保在库原油商品的安全。

据悉，经过周密准备，原油期货上市

的各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会员入会方

面，上期能源已批准149家期货公司会员

资格和7家非期货公司会员资格；交割业

务方面，确定启用6家指定交割仓库，共8

个存放点，总核定库容595万方，其中一

期启用315万方，启用4家指定检验机构，

同时启用3家备用交割仓库，备用交割仓

库核定库容260万方； 结算业务方面，批

复同意12家银行从事境内存管业务、8家

银行从事境外存管业务， 银行账户开立、

保证金管理和结算业务培训工作有序进

行；市场投教宣传工作稳步推进，举办各

类原油期货培训活动400余场；风险防范

和技术系统的准备工作也已基本完成，相

继进行5次全市场生产系统演练。

带动原油市场进一步发展

原油期货作为我国第一个国际化的期

货品种，第一步是引入境外投资者参与，探

索期货市场国际化的市场运作和监管经

验，今后还将探索走出去的可能性，让世界

从“认识”中国原油期货到“认知” 中国原

油期货，最终“认可”中国原油期货。

中国石化集团石油商业储备有限公

司总经理周立伟表示，原油期货是我国第

一个允许境外投资者参与的商品期货交

易品种，是我国建立现代高效的石油市场

体系、 提升在国际石油市场的话语权、推

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实体企

业优化资源配置、规避价格波动风险的重

要工具。 我公司能够参与原油期货业务，

为原油期货上市顺利进行提供支持，倍感

自豪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将努力做

到规范运营、办事高效、绿色安全，为原油

期货交割企业提供一流的服务。

东北中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总经理张红岩指出，我国推出原油

期货，能够为企业提供有效的价格风险管

理工具和套期保值手段。原油期货采用实

物交割的方式，有助于更好地紧密连接期

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目前在沿海地区设立

的交割仓库，既为沿海的炼化企业提供了

新的进口原油获取渠道，也将带动我国原

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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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期货短期下跌空间料有限

□本报记者 张利静

上周以来， 玻璃期货止涨震

荡回调，从1500元/吨一线回落至

1450元/吨一线。 截至昨日收盘，

玻璃期货收报1457元/吨，总成交

39.13万手，总持仓52.66万手。

分析人士表示， 目前玻璃现

货报价偏强运行， 市场信心较为

充足，且盘面贴水大幅回升，对期

货价格形成支撑， 短期玻璃期货

做空空间不大，长期来看，价格走

势将取决于产能回升及需求复苏

情况。

现货市场信心较充足

现货市场上，2018年3月15

日中国玻璃综合指数1202.86点，

环比上涨1.03点； 中国玻璃价格

指数1229.75点， 环比上涨1.46

点； 中国玻璃信心指数1095.32

点，环比上涨-0.67点。原料方面

，重质纯碱价格持稳。

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国内玻

璃现货市场总体走势尚可， 生产

企业维持正常的产销率， 部分地

区市场报价小幅上涨； 但是由于

近期部分区域现货价格上涨幅度

比较大， 贸易商和加工企业信心

略有回落， 采购玻璃的积极性也

有一定的减缓。

生产线与库存方面，截至目

前，浮法玻璃生产线总数362条，

总产能12.96亿重量箱； 生产线

开工数232条, 生产线开工率

64.09%； 生产线库存3475万重

量箱。

方正中期期货玻璃分析师汤

冰华表示， 目前玻璃现货报价偏

强运行，南方地区调价后，近日沙

河及西北地区报价上涨， 市场信

心较强，随着出库好转，大厂库存

压力有所减小但仍然偏高。

短期做空空间有限

从原料来看， 新湖期货玻璃

分析师周小燕表示， 纯碱价格企

稳，玻璃成本近期相对平稳，但随

着现货提涨，利润进一步走高，目

前处于历史高位， 驱动生产线加

快点火步伐， 从后期生产线计划

看，产能有进一步增加趋势。

需求方面，周小燕分析，南方

地区下游需求基本复工， 订单情

况良好， 而北方部分地区深加工

开工受限。 目前行业库存同比去

年春节后增加幅度较大，3月底

后，随着北方需求释放，库存压力

有望缓解。 “沙河区域的高库存

压力能否有效缓解， 还需持续关

注，若需求跟不上，企业的挺价操

作也将承压。 ”

展望后市，汤冰华解释，长期

来看， 环保对深加工企业仍有影

响， 高利润下在产产能较前期低

点回升，且仍有增加趋势；房地产

新开工下滑将对玻璃需求产生影

响， 因此需看采暖季后终端需求

复苏力度。“短期来看，随着玻璃

期货价格回调、现货价格上涨，盘

面贴水大幅回升， 对期货价格形

成支撑， 但在实际需求未明了之

前，上方压力仍存，建议短期维持

波段操作思路。 ”

“整体看， 短期现货价格还

将强势为主。 操作上，目前沙河

地区玻璃折合盘面价格为1510

元/吨-1540元/吨左右， 高库存

压力做多有风险，而近月合约贴

水，现货挺价较强，做空区间不

大，建议短期观望为主。 ” 周小

燕说。

60美元还是70美元

“挺油派”分化 激辩油价变盘点

□本报记者 张利静

3月份以来，在美元低位反弹、美国

产量持续增加两大“拦路虎” 面前，原油

期货高位回落，眼下再一次进入60美元/

桶关口的争夺战。

本周， 美国EIA数据再次搅动油市。

分析人士表示， 美国原油库存增幅超预

期，但馏分油和汽油库存降幅超预期，数

据喜忧参半，油价料将步入夹板行情。

美原油增产 利多黯然失色

3月14日盘中（纽约时间），美国能源

信息署（EIA）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9

日当周，EIA原油库存增加502.2万桶，预期

增加250万桶，连续3周录得增长。汽油库存

减少627.1万桶，预期减少110万桶，前值减

少7808万桶。 馏分油库存减少436万桶，预

期减少170万桶， 连续5周录得下滑， 且创

2017年10月27日当周以来新低。 美国国内

原油产量增加1.2万桶至每天1038.1万桶，

连续3周增长，继续刷新历史新高。

相关分析人士解释，上述数据显示，

美国原油库存增幅为1月底以来最大。 但

汽油和馏分油库存降幅远远超预期，而

美国原油产量续创新高，数据喜忧参半。

数据公布后， 美油小幅反弹后再次

回落至60美元/桶附近。 截至昨日，美国

原油期货主力合约报60.2美元/桶， 布伦

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报64.92美元/桶。

上述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石油

输出国组织（OPEC）减产对油市带来的

利好支撑。

根据OPEC2月份月度报告，OPEC2

月减产执行率为147%，1月份这一数据

为137%。但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石油需求

将增加160万桶/日， 高于之前的预估的

159万桶/日，但OPEC以外的原油供应量

增加166万桶/日 （此前预期为140万桶/

日），能够覆盖该需求。

OPEC在这一月度报告中将非OPEC

产油国的原油供应增长预估上调了26万

桶/日， 将美国的原油供应增长预估上调

12%，至146万桶/日。

业内人士表示，这已经是OPEC连续

第四个月上调对美国和其他产油国的供

应增长预期。 该前景表明，随着新增产量

特别是美国新增产量的出现，OPEC和俄

罗斯通过减产来消除全球供应过剩的努

力所带来的效果将被抵消。 虽然OPEC依

旧严格执行减产协议，但美国产量的持续

增加让减产协议影响力在逐渐减弱。

“近期美国内政部公开招标近海石油

区块以贯彻特朗普的 ‘优先海上能源战

略’ ，未来随着海上原油逐步开发，美国原

油产量将会更上一层楼。 ” 方正中期期货

分析师隋晓影、张子策表示，原油基本面

偏弱，美元维持震荡，看弱二季度油价。

在美国原油产量增加的利空衬托下，

油市出现的其他利好消息都已黯然失色。

中国国家统计局3月14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1-2月份，原油产量3037万吨，同比

下降1.9%，降幅比去年同期收窄6.1个百分

点；日均产量51.5万吨。原油进口保持较快

增长。1月份和2月份分别进口原油4064和

3226万吨，同比增长19.6%和1.5%。

报告称，随着部分停产检修的原油加

工企业开工，原油加工量恢复较快增长态

势。1-2月份，原油加工量9340万吨，同比

增长7.3%， 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3.0个百

分点；日均加工量158.3万吨。 汽油、煤油

和柴油产量分别增长6.4%、8.8%和2.4%。

上述数据表明，中国进口需求依旧保

持强劲，但这一来自需求端的利好消息显

然对原油价格的提振效果有限。

“挺油派”分化：60美元还是70美元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原油产量的

增加与原油价格上涨的博弈，将决定未来

原油价格的波动空间。

挪威咨询公司Rystad� Energy� 分

析副总裁Artem� Abramov� 表示， 如果

明年油价平均每桶70美元， 美国原油日

产量将比处于每桶60美元条件下的日产

量增加60万桶。

高盛表示，美国页岩油开采活动已经回

暖， 尽管目前钻井数量还只是呈现温和增

长。 根据以往原油价格与钻井变动之间的时

滞，预计开采活动将在未来几周飙升。“而考

虑到原油需求维持强劲增长、OPEC维持较

高的减产执行率，预计全球原油库存将在三

季度进一步朝5年均值水平下降。 ”

在这一问题上，OPEC也开始出现阵

营分化：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一方希望

原油价格能够涨到70美元以上； 而伊朗

代表的一派则认为， 油价如果涨到70美

元/桶以上， 就会促使美国页岩油大量增

产，从而再度令油价大跌，伊朗石油部长

赞加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欧佩

克采取行动， 让油价保持在每桶60美元

附近，从而遏制页岩油生产商。

当前的油市形势似乎更加支持后者

的做法。

华泰期货分析师潘翔表示，从OPEC

月报可以看出，OPEC此前一向低估了非

OPEC供应的增长空间， 且与IEA和EIA

预测相差较大，因此，自去年四季度以来

OPEC已经在持续上修其供应增长预期。

“考虑到页岩油增产以及出口的放缓，近

期美国原油累库的风险依然较高。 ”

等待旺季多头机会

多位投资人士表示，虽然上述EIA报

告对原油期货带来了明显压力，但由于数

据多空参半， 目前尚不足以引导市场下

跌，油价短期或在区间内震荡。

国际能源署表示， 未来5年全球石油

需求增长强劲。 同时，非欧佩克产油国石

油产量未来5年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其

中美国、巴西、加拿大和挪威产量增长尤

为强劲。 未来5年国际油价不太可能出现

大幅上涨， 预计将维持在每桶60美元/桶

左右，但不排除一旦某些产油国出现不稳

定状况，短时间油价可能出现较大波动。

短期来看，已经有投资者显示出离场

意愿。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3

月9日发布的报告显示， 投机者持有的原

油投机性净多头减少17597手合约，至

686507手合约， 表明投资者看多原油的

意愿有所降温。

“油价持续上扬面临压力，对美国原

油产量的担忧一直滋扰市场，预计油价将

在当前价位震荡。 二季度，油价或在驾车

旅行高峰季的支持下迎来强势反弹机会，

操作方面，建议暂时观望。 ” 广州期货分

析师马琛分析。

上期所与挪威浆纸交易所

签署谅解合作备忘录

□本报记者 王朱莹

3月15日， 上海期货交易所

（简称“上期所” ）与挪威浆纸交

易所（NOREXECO� ASA，The�

Pulp� &� Paper� Exchange）在

上期所签订谅解合作备忘录，共

同谋求在更广泛领域开展合作。

备忘录属框架性协议， 内容涵盖

信息沟通与互换、员工培训、市场

交流等方面。上期所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席志勇，上期所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滕家伟等出席签约仪

式； 挪威浆纸交易所总裁Stein�

Ole� Larsen及市场推广部主管

Anita� Skjong出席签约仪式。

开盘价 收盘价 结算价 前结 涨跌幅

跨所农产品指数

105.21 104.71 104.75 105.29 -0.55%

跨所能化指数

94.88 94.82 94.78 94.84 -0.02%

东证大商所农产品指数

102.60 102.03 102.05 102.59 -0.55%

东证煤焦矿指数（大商所）

91.83 91.55 91.49 90.73 0.90%

东证能化指数（大商所）

104.41 104.27 104.36 104.30 -0.03%

东证工业品指数（大商所）

89.04 88.87 88.82 88.36 0.57%

易盛东证能化指数

86.71 86.69 86.59 86.71 -0.02%

易盛东证棉糖指数

86.42 86.64 86.55 86.54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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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48 84.45 0.03 0.04

商品期货指数

988.09 984.29 989.43 981.83 986.83 -2.54 -0.26

农产品期货指数

920.19 915.86 920.62 913.62 919.51 -3.65 -0.4

油脂期货指数

526.91 524.73 527.69 522.54 526.09 -1.36 -0.26

粮食期货指数

1305.11 1298.59 1305.11 1294.45 1304.07 -5.48 -0.42

软商品期货指数

860.51 861.82 862.74 858.88 860.86 0.96 0.11

工业品期货指数

1006.07 1002.18 1007.73 998.9 1004.17 -1.99 -0.2

能化期货指数

695.8 695.39 696.84 692.47 694.97 0.42 0.06

钢铁期货指数

973.99 972.58 978.98 965.64 972.85 -0.27 -0.03

建材期货指数

907.01 907.21 910.07 902.58 904.5 2.71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