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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化、普及化、常态化、标准化

大商所：四方面转型升级高校人才培训

□

本报记者 张利静

7月24日，大连商品交易所主办的期货知识进

高校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来自中国证监会、 教育

部、期货交易所、期货业协会、期货公司和企业的

代表，以及48所高校的83名教师参加会议。 座谈会

围绕“期货行业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期货教学

的标准化”等议题展开。与会代表交流分享高等院

校期货人才培养经验， 充分商讨期货知识进高校

的意义与发展路径，并就若干问题达成共识。

期货知识进高校是经济发展必然要求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致辞中表示，期

货市场能够在资产定价、资源配置和风险缓释中

发挥重要作用，证监会始终高度重视期货市场的

发展，大力发展期货业符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需要。证券期货知识的普及教育是市场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2013年以来，中国证监会和相关方

面积极推动，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试

点，涉及500多所学校，有上百万学生参与。 今年

3月，证监会与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证

券期货知识普及教育的合作备忘录》，力求进一

步推动全社会树立理性投资意识，提升国民投资

理财素质。

方星海提出，在教育部大力支持下，在大商所

和其他期货交易所、各大高校、行业协会的共同努

力下， 高校期货教育逐渐从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

势。 下一步，证监会将继续支持证券期货纳入国民

教育体系， 会同教育部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和规

范指导，在政策资源投入等方面加大力度。

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局长赵敏在致辞中表

示，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作为证券期

货投资者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 是从源头上提升

投资者素质的根本举措。 投资者教育不仅是证监

会的职责，也是全行业的共同义务，还需要社会各

方，特别是高校的共同参与。 她指出，高校在人才

储备、科研实力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期货行业应

该进一步加强与高校的合作， 不断丰富合作的形

式，通过联合开设期货课程，联合科研攻关，共建

研究中心等多种方式，将人才培育、产品研发等拓

展到高校环节。

据了解，自2017年起，大商所即启动高校期货

人才培育项目。 座谈会上，大商所李正强理事长系

统阐释了启动该项目的背景和动因。 他认为，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好微观企业的风险管理

问题。 而管理好波动与风险，需要企业具备相应的

人才队伍、建立良好的内控体系。 为企业参与利用

期货市场储备人才，这是交易所开展期货知识进高

校项目的初衷。 他表示，期货知识要在高校中得到

进一步普及，由当前零散的、讲座式的、参观式的教

育转变为常态化的一门学科， 开设固定的课程，配

备专业的教材，还需要持续探索。下一步，大商所将

朝着持续化、普及化、常态化、标准化的方向，不断

转型升级，继续做好高校人才培训项目。

期货业协会会长王明伟在座谈中表示， 在提

升期货从业人员的专业质量方面，高校与交易所、

行业协会开展合作大有作为。 期货行业是一个知

识密集型的行业， 期货行业的发展必须以高素质

的人才作为基础。 下一步，协会将探索面向高校学

生的技能型、实用型人才培养，并在从业人员后续

教育上与高校深化合作，打造长效培训机制。

期货知识高校人才培育工作硕果斐然

据悉， 大商所已与71所高校、8个地方期货业

协会、51家期货公司合作开展了100多个培育项

目，其中纳入学分的项目约占90%，已开班培训近

7000名学生。 71所高校里有38所211院校、21所

985院校，参与期货公司51家。 部分高校此前在课

程设置上从未涉及期货领域，正是借助大商所期货

人才培育项目的机会，开始与期货亲密接触。

参与座谈的嘉宾对高校期货人才项目给予了

高度评价。 期货一直是北京物资学院的特色课程，

该校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国胜说，“希望大商所的高

校人才项目能够永驻课堂，我们非常支持，也愿意

参与，学生的积极性也非常高” 。

对于期货教学效果，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党委书记叶鑫表示 “学经济管理的同学感觉受

益特别大， 有研究生开始准备做与期货有关的选

题，效果特别好” 。 吉林大学量化金融研究中心副

主任王皓则表示，吉大2016年开展期货课程，第一

期培训结束以后， 就有研究生从事了期货行业工

作，部分同学到期货公司实习，进入相关领域工作。

期货知识进高校发展路线坚定不移

座谈会上，嘉宾们还就教育标准化、特色化等

项目未来发展建言献策。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副院长林光华认为，规范教材非常必要，同时应

该利用慕课的形式进行推广教学，开成课程组和课

程群。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主任童牧表

示，课程建设还需有更多的层次，面向不同专业的

学生，体现特色。 同时他号召高校与实体企业一起

建起案例库，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金鹏期货董

事长常清教授提出，要探索把标准化和差异化结合

在一起，对讲座类培训和专业类培训，先分类再进

行标准化，因地制宜。

座谈会后，证监会期货部巡视员鲁东升有感而

发： 高校期货教学为期货市场培育了三类人才：一

是从业人员，二是期货市场的投资者、使用者，三是

期货市场的理解者。其中，第二类、第三类人才的培

养尤为重要。 期货行业从业者只有六万多人，是一

个小行业，但却是个大市场。 现在还有很多产业客

户没有进入市场， 其中很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人才，

缺乏操作人员。 此外，不参与期货交易的其他人员

也一定要理解期货市场， 如果社会理解的人多了，

反对的声音也就站不住脚了。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巡视员武世兴总结道，期货知

识进高校开展以来， 高校与期货公司做了大量的工

作。 通过教育部、证监会推动证券期货知识普及教育

的契机，大商所的期货高校人才培育计划已经取得阶

段性的成果，初步形成了学校、行业、企业共同培养人

才的机制。未来应把高校的优质资源和行业协会的资

源进一步协同起来，投入到期货人才培养工作中。

在高校教师座谈会举办之前，大商所于7月22

日-24日举办了高校教师衍生品研修班。 大商所资

深专家陈伟、海鹏腾瑞总经理费忠海、国泰君安风

险管理子公司总经理魏峰、 热联中邦总经理劳洪

波、中期协原副会长李强、北京合益荣投资集团总

裁周世勇围绕期货市场的基本情况、大宗商品风险

管理、企业期货工具应用等主题进行授课，69位教

师接受培训。 据了解，2017年以来大商所已连续三

年邀请高校的老师开展衍生品知识培训班，累计培

训教师211人次。

■ 记者观察

全球宽松“时间差”催生汇市投资机会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当下，全球多数央行正开启全面进入宽

松周期进程。 由于各国具体情况不同，各央

行宽松“靴子”落地将存在一定“时间差”，这

将为汇市投资者带来绝佳机会。

不出意料的话， 美联储将在下周降息。

然而， 此次降息可能更多只是 “预防性降

息”，幅度大概率为

25

基点。 换言之，美元兑

主要货币可能在一个月左右的短期内存在

贬值可能性，随后则大概率企稳，即使此后

强美元格局难以持续， 也不会出现大幅贬

值，因此投资者需要抓住议息会议之后一个

月左右的时间窗口。

但事无绝对，除了降息

25

基点这一大概

率可能性，如果美国经济在接下来一周中表

现过好或过差，不排除美联储做出按兵不动

或降息

50

基点的可能。 如果是前者，强美元

格局有望抬头，一些非美货币可能暂时受到

打压；而如果是后者，则美元兑主要货币汇率

可能加速回落。

接下来市场要面对的便是美联储 “预防

式降息”会否转化为“持续式降息”，并使其他

央行效仿。 目前市场预计欧洲和英国央行年

内都可能降息。 但是欧央行可能会在

9

月降

息，英国央行可能会在

11

月降息。因此在美联

储率先降息之后， 欧元兑美元可能会暂时保

持相对强势， 市场会进一步观望欧央行降息

的可能性和力度到底有多大。 而如果欧央行

如期在

9

月降息，市场关注点将转移至英国脱

欧进程，如果英国真的在

10

月底出现“无协议

硬脱欧”，则英国经济和市场都将面临前所未

有的压力， 英国央行即使不愿意也不得不在

11

月进行降息，届时英镑兑美元、欧元都可能

出现断崖式下跌， 做空英镑等资产的套利机

会也将随之出现。

总体来看， 在美国真正进入持续的降息

周期之前， 日元和新兴市场货币都将获得不

错收益。日元方面，日元本身就具有较为明显

的避险属性， 当前全球经济疲软使得日元作

为避险货币的价值进一步凸显。此外，相对于

其它绝大多数主要央行而言， 由于日本通胀

水平过低等因素， 日本央行的降息空间非常

有限， 日本与其它经济体之间的利差日益缩

小。如果欧美等主要央行相继降息，释放出更

多流动性， 还可能使日元套息交易平仓的规

模有所扩大，这将明显支撑日元汇率。

对新兴市场而言，美欧如果率先降息，其

相对脆弱的本币无疑将获得支撑， 国内资金

外流压力大幅减弱， 制定货币政策也将具有

更大的空间。 一些处于降息观望的央行很可

能采取定向宽松等较为灵活的手段， 而并不

一定采取大幅“放水”措施，这也对新兴市场

货币构成暂时利好。

然而经济前景最终还是货币政策的决定

因素，一旦美国经济不稳，美联储不得不持续

大幅降息，日元预计仍能表现较好，但是新兴

市场货币可能将出现分化， 一些基本面较为

良好的新兴经济体货币仍能体现出抗压性，

但那些经济较差的新兴经济体可能被迫降息

的幅度更大， 其本币疲软甚至是大跌的可能

性仍较高， 投资者需要同步观察美联储和相

关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而及早抽身。

民生品种轮番涨价

“舌尖上的商品” 拱不起CPI

□本报记者 马爽

你方涨罢我登场

继水果、 大蒜价格大涨并逐渐回归理性之

后，步入7月，受暴雨天气影响，我国南方多地蔬

菜出现减产，本该是蔬菜集中上市的季节，不少

蔬菜价格却不跌反涨。比如，小白菜、油麦菜、红

尖椒、小葱、苦瓜等价格均出现小幅回升。

在暴雨袭击南方的同时， 新一轮高温天气

开始肆虐全国，鸡蛋也因减产价格一路走高。以

京城 “菜篮子”———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

场信息为例，7月25日，散装鸡蛋平均价为4.7元

/斤，7月1日则为4.00元/斤，累计涨幅超17%。

此外， 全国生猪均价近期延续向上攀爬的

步伐。卓创资讯数据显示，截至7月25日，全国外

三元生猪出栏均价为18.94元/公斤， 较月初累

计上涨13.27%。

“近期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在于气候和

相关疫情导致的供给收缩。 ” 兴业研究宏观分

析师郭于玮表示，一方面，2018年下半年自然灾

害使得水果产量下降， 由于2019年初水果消费

仍依靠2018年的储备， 因此今年5、6月水果价

格上涨较快。不过，随着气温回升和应季水果供

应的增加，水果价格已经回落。 另一方面，相关

疫情使得生猪供应减少， 导致猪肉供需缺口扩

大，价格不断抬升。

如何看待民生品种轮番涨价情况？ 中电投

先融期货宏观金融分析师田瑞表示，参考往年

消费分项数据来看，今年的食品端价格变化确

实有些异常，这其中既有季节性因素，也有周

期性供求变化的影响。 “从CPI中消费分项变

化幅度来看，今年确实有别于往年，除了季节

性因素略有差别之外，更多受周期性供求失衡

的影响。 ”

然而，从大的商品价格运行周期来看，南华

期货研究所农产品团队负责人赵广钰表示：

“大宗商品价格随供需情况产生波动是很正常

的情况，从长周期视角看，上述水果、猪肉及鸡

蛋等商品也曾因供给增加而大幅下跌。 ”

CPI中占比几何

食品价格变化在CPI中占比几何？

虽然国家统计局并未公布CPI各分项的具

体权重，但从CPI大类构成方面来看，主要包括

食品烟酒、服装、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

信、教育文娱、医疗保健和其他杂项。

赵广钰认为， 鲜菜在CPI权重中占比约为

2.38%，鲜果在CPI权重中占比约为1.66%，猪肉

在CPI权重中占比约为2.13%。

“猪肉和鲜菜价格在CPI中的占比都在

2.5%左右， 虽然占比不高， 但由于价格波动较

大，对CPI有一定影响。 ”郭于玮说道。

这一点， 可以从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

据方面得到印证，6月CPI同比上涨2.7%， 涨幅

连续四个月处于“2时代” 。

具体来看，6月份， 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6.1%，影响CPI上涨约1.79个百分点；鲜果价格

上涨42.7%，影响CPI上涨约0.71个百分点；畜肉

类价格上涨14.4%， 影响CPI上涨约0.59个百分

点(猪肉价格上涨21.1%，影响CPI上涨约0.45个

百分点)；禽肉类价格上涨7.4%，影响CPI上涨约

0.09个百分点；鸡蛋价格上涨6.1%，影响CPI上

涨约0.03个百分点； 鲜菜价格上涨4.2%， 影响

CPI上涨约0.10个百分点； 粮食价格上涨0.6%，

影响CPI上涨约0.01个百分点；水产品价格下降

0.5%，影响CPI下降约0.01个百分点。此外，其他

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一降。其中，其他用品和服

务、 医疗保健、 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分别上涨

2.7%、2.5%和2.4%，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

务价格分别上涨1.8%、1.6%和0.8%； 交通和通

信价格下降1.9%。

“值得注意的是，近五年中，鲜菜、鲜果、猪

肉三项食品对CPI的贡献呈减少趋势，尤其是猪

肉价格相比于五年前的约3%有较大幅度的下

降。 ”赵广钰表示。

对CPI影响有限

此轮民生产品涨价会否拱高CPI？

“近期民生品种轮番上涨确实使得民众消

费成本有所提升，但未必会拱高CPI，尤其是对

中期CPI影响有限。 ” 田瑞表示，从6月份CPI食

品端分项数据环比来看， 鲜菜等已开始或逐步

回落。 此外，即使未来猪肉价格继续上涨，也会

受多方因素制约，例如禽肉、鱼肉和牛羊肉的替

代， 生猪养殖产能逐步有所恢复加上进口因素

增加未来供给等。

赵广钰认为，上述品种价格上涨对CPI影

响有限，预计在长周期内我国CPI环比有基础

且有条件保持健康稳定。 首先，CPI指标属于

宏观长周期指标， 中短期的商品价格波动对

其影响不大。 其次，食品类品种对于CPI的贡

献呈下降趋势， 因此会淡化个别商品价格上

涨对CPI带来的贡献度。 再有，水果类商品在

供需向宽松演变的过程中， 价格并不具备持

续上涨的基础。最后，生猪价格不断上涨可能

会在长周期上对CPI产生一定影响，但在此前

两轮猪周期中，其对CPI带来的提振作用已在

不断减弱，此轮“猪周期” 即便生猪的绝对价

格达到以往高点， 其相对波动幅度为CPI带

来的贡献度也将有所下降。 如果低存栏时间

持续较长，生猪价格突破前两轮猪周期的高

点，有可能会给CPI上行带来一定压力，但在

食品类权重中其他商品价格较为稳定的前

提下， 仅蛋白类商品价格上涨对CPI的影响

并不大。

另有分析人士表示， 虽然近期南方地区部

分蔬菜价格回升，但天气影响只是结构性问题，

且目前处于蔬菜集中上市的季节， 待天气条件

好转，价格自然会出现回落。 对鸡蛋而言，虽然

短期看高温天气仍会对产量形成一定影响，但

随着后期天气转凉，以及养殖户会在学校开学、

中秋节备货阶段增加市场供应， 价格进一步上

涨空间有限。

展望下半年，郭于玮表示，虽然近期食品

端价格上涨使CPI同比上升至2.7%的水平，但

由于居民购买力增速平稳，非食品价格较为稳

定。 整体来看，CPI上行压力有限，年内同比涨

幅料难超3%。

橡胶期货反弹难以为继

□

本报记者 周璐璐

7月25日，国内期货市场“红肥绿瘦” ，

截至白天收盘，上期所橡胶期货主力1909合

约涨近2%，领涨国内期货市场各类品种主力

合约。 据了解，橡胶期价自2019年6月中旬起

持续下挫，于7月17日跌至年内低点，随后自

7月18日迄今的6个交易日内走出了五涨一

跌的短线反弹行情。

业内人士表示， 近日橡胶期价的反弹主

要是受印尼减产的刺激， 但目前看印尼减产

影响不大，橡胶基本面未有明显改善，因此期

价上扬的幅度有限，后市仍将呈弱势走势。

减仓预期促胶价反弹

7月25日，上期所橡胶期货主力1909合

约可谓是国内期货市场上涨大军中的 “领

头羊” 。 据Wind数据，截至当日白天收盘，

橡胶主力涨1.97%，报10860元/吨，创半个

月以来新高。

从历史数据上看， 橡胶主力自2019年6

月12日起持续下挫， 于7月17日跌至年内低

点10445元/吨， 与6月12日12550元/吨的日

内高点相比，橡胶主力在期间25个交易日内

下跌了逾两成。 不过，自7月18日迄今的6个

交易日内， 橡胶主力走出了五涨一跌的短线

反弹行情，6个交易日累计上涨2.79%。

据印尼7月24日消息， 印尼农业部一位

高级官员周三表示，受真菌性病虫害的影响，

印尼2019年天然橡胶产量料较2018年的376

万吨下降15%。 橡胶期价的此波短线反弹就

是出现在这一背景下。 不过，中信期货认为，

目前橡胶期货仓单维持高位水平， 在最近一

段时期，胶价预计往复波动，但难以反转并形

成强势牛市格局， 价格上涨可能要在主力换

月以后。 目前看，印尼减产对市场影响有限，

对橡胶期价提振作用也将受限。

基本面疲弱态势未改

从基本面来看，市场人士称，天然橡胶市

场供大于求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 因此橡

胶期价后市仍将走弱。

中信建投期货研报指出，供应方面，目前

国内外各大主产区天气情况良好， 暂无极端

天气预报，且逐步进入旺产季，天然橡胶产出

将持续增加；需求方面，轮企开工保持平稳，

多维持在七成以上， 但厂家和经销商库存压

力均较大， 虽然厂家试图通过降价促销的方

式来促进销量，但实际效果一般，后期轮企开

工还存在进一步下降的可能，同时，本属淡季

的7月国内车市仍然承受着较大的压力，后

期天然橡胶需求整体表现维持弱势。 总的来

说， 天然橡胶疲弱的基本面仍是胶价上涨的

第一大阻力。

中粮期货研究指出， 虽然目前橡胶期价

下跌幅度已经很大， 但是并没有有效的方法

衡量价格对基本面的反映是否完全透支。 目

前形势是基本面向下， 技术面也向下。 整体

上，橡胶期价还处于下跌之中，只是下跌速度

出现了变化。

从前段时间的水果、 大蒜，到

近期的鸡蛋、蔬菜以及持续走高的

猪价，食品价格轮番上涨，不仅增

加了消费者生活成本，也引发市场

猜测会进一步推高

CPI

。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

业内人士表示， 虽然相比往年，今

年食品价格表现确实有些异常，但

随着应季蔬菜水果上市、 供应增

长，需求旺季鸡蛋供应有望增加以

及肉类资源丰富的背景下，后期食

品价格进一步涨价空间将受限，不

会显著抬高

CPI

。

2019年以来农业农村部猪肉平均批发价走势图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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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3 85.55 0.38 0.44

商品期货指数

1042.81 1044.6 1045.97 1042.04 1041.83 2.77 0.27

农产品期货指数

843.71 843.43 845.08 841.48 842.68 0.75 0.09

油脂期货指数

442.8 443.58 445.52 442.49 442.51 1.07 0.24

粮食期货指数

1231.04 1231.46 1233.76 1229.5 1231.12 0.34 0.03

软商品期货指数

785.27 781.43 785.99 779.41 783.76 -2.33 -0.3

工业品期货指数

1118.73 1120.54 1122.45 1117.43 1118.13 2.4 0.21

能化期货指数

649.5 646.54 650.54 646.27 648.51 -1.96 -0.3

钢铁期货指数

1436.03 1452.98 1454.91 1433.71 1438.3 14.67 1.02

建材期货指数

1108.27 1119.39 1120.77 1107.03 1109.8 9.59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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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27 932.42 925.69 927.45 2.07 928.19

易盛农基指数

1219.83 1221.07 1211.86 1217.88 5.47 121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