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货期权双箭齐发

我国期货市场改革开创新局面

本报记者 周璐璐

9月初的郑州，秋风凉爽，但在不经意间能够感受到期货市场掀起的热浪。

9月2日，2019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主论坛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本次论坛以“改革新局面 开放新步伐———深化期货供给侧改革 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各方就深化期货供给侧改革、扩大期市对外开放、提升市场国际化程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展开讨论。 论坛由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商品交易所、芝商所集团联合主办，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河南证监局、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支持，郑东新区管委会、郑

州市金融工作局、期货日报社共同承办。

供给侧改革稳步推进

中国期货市场自起步探索以来，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 近两年，中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也越来越快。 在此背景下，期货供给侧改革、扩大期市对外开放、提升市场国际化程度显得尤为重要。

以郑商所为例，郑商所理事长陈华平在论坛上表示，郑商所将深入贯彻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的部署和要求，坚持“四个敬畏、一个合力”，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对外开放，努力提升市场运行质量，为实体经济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陈华平指出，一是改善产品供给。 郑商所将以实体经济需求为导向，持续推进产品创新，提升产品质量，近期重点推动纯碱期货、PTA期权早日上市，加快推进瓶片、短纤、PX、咖啡、花生期货和菜油、菜粕、甲醇等期权品种的研发，扎实做好价格指数、新型材料等期货品种的储备，同时，紧跟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和现货市场变化，完善小麦、稻谷等已上市期货合约，努力使郑商所市场产品种类更加丰富、结构更加合理、质量持

续提升。

二是完善规则制度。 2017年起郑商所先后在动力煤、PTA、棉花、白糖、甲醇等期货品种上引入做市商交易机制，后续将总结经验、完善制度，把做市商交易推广到更多期货品种上。 同时，郑商所还将优化主要品种限仓标准；借鉴成熟市场经验，结合中国市场实际，研究改进保证金收取和管理方式，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降低投资者交易成本。

三是优化技术系统。 郑商所今年制定了信息系统发展规划，并将以落实信息系统发展规划为抓手，推动现有系统全面升级，进一步完善新一代结算平台，运用物联网等技术建设交割业务管理平台，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打造新一代市场监察平台。

四是创新服务方式。 郑商所将推动优化“保险+期货”运作模式，点面结合、以面为主，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支持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使更多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享受到稳收增收的好处。 此外，也将为广大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和财富管理提供新的途径和方式。

五是扩大对外开放。 去年11月，PTA期货引入境外交易者启动，郑商所市场对外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 下一步，郑商所将继续推动相关政策措施的优化完善，为境外投资者参与PTA期货交易提供更加便利条件，不断提高PTA期货市场的国际化程度。 同时，积极推进甲醇等期货品种引入境外交易者，探索与境外交易所开展产品互挂，研究上市以境外基础资产为标的的期货合约。

期权市场发展基础逐步夯实

随着期货市场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期货服务实体的主体结构、运作体系、工具手段、模式机制也逐步得到健全和丰富。

据了解，近年来，在白糖等首批商品期权试点平稳运行的基础上，我国商品期权市场品种不断扩容，投资者参与积极性明显提升。 特别是棉花、玉米和天然橡胶三大期权上市，为相关产业企业提供了更加精细化的风险管理工具，这也标志着我国衍生品市场发展迈上了新台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进一步得到提升。

在2019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期权分论坛上，郑州商品交易所相关负责人表示，郑商所将从丰富期权品种供给、优化规则制度供给、增强市场服务能力三方面不断夯实期权市场发展基础，补足市场短板，增强服务能力，促进功能发挥。

“相对于海外市场，国内商品期权市场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杭州热联集团期权服务部总经理管大宇表示：“相对来说，海外期权市场属于比较成熟的市场，像美国的标普期权市场规模超过股票市场1.6倍，东亚一些市场的期权发展也较为成熟。 上证50ETF期权是国内市场上市最早的期权品种，也才走过了四个年头，但这四年的发展超出所有人想象。 ”

上海海通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同林也认为，国内市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增长期，前景非常广阔，“国内的期权品种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借鉴国外的经验来说，国内期权市场挖掘的空间是无限的，未来所有成熟品种可能都会推出相应期权；随着供给侧改革开展及产业不断深入发展，像期权这种非限性收益能更好匹配所有产业的客户对风险管理的更多需求” 。

许同林还指出，整个市场风控制度建设和整体交易结算系统研究基础建设非常重要，要坚决把握住风控底线，提高自己识别风险的能力和保护自己的能力，一起维护好期权市场。

服务经济实体功能有效发挥

分析人士指出，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风险管理和资产配置的功能，归根结底便是具有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

谈及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一方面，期货市场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壮大。 我国期货市场经过近30年的探索发展，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品种体系，培育了一定的市场深度，开启了国际化的进程。 从规模上看，截至目前，我国已上市68个期货、期权品种，广泛覆盖农产品、金属、能源化工、金融等国民经济主要领域。 期货市场为实体企业提供了公开、透明、连续的价格信号和高效

的风险管理工具，为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也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壮大，社会各界的认可度也在逐渐提高。

另一方面，李超认为期货市场在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第一，期货市场提供了一种市场化的产业调节方式 。 这种调节方式既体现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作用上，也体现在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上。 第二 ，期货市 场 通 过 合 约 设 计 体 现 国 家 产 业 政 策 导 向 。 期 货 市 场 交 易 的是标 准化合约 ，其上市 运行的 品种也 是 标 准 化 的 ， 这 对 于 行 业 具 有 示 范 效

应 。 第 三 ，“保 险 + 期 货 ” 试 点 助 力 农 业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 2018 年 以 来 ， 各 家 商 品 交 易 所 开 展 了 县 域 全 覆 盖 试 点 ， 在保障农民利益、稳定农业生产、优化农业扶持方式、促进农业供给侧改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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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期货将继续震荡

□

本报记者 罗晗

9月首个交易日， 在经济数据超预期和A股上涨等

因素影响下，国债期货全线下跌，现券收益率上行。近期

由于市场分歧等因素影响，市场波动不断。展望后市，分

析人士认为，多空交织影响下，债市将继续震荡，中长期

限利率债年内仍将走强。

国债期货走弱

9月2日，国债期货低开后一度上行，但盘中转跌且幅

度扩大，截至收盘全线下跌，其中，10年期、5年期期债主

力合约分别跌0.19%、0.09%。 现券市场上，Wind数据显

示，截至收盘，国债活跃券收益率190006、190010分别上

行1.5基点、2基点，国开债活跃券190210上行1.75基点。

分析人士指出，债市走弱与经济数据超预期有关。 盘

中，8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公布，为50.4，高于市场预期的

49.8以及前值49.9，较7月上升0.5个百分点，重返荣枯分界

线以上，为4月以来最高，显示制造业景气度小幅改善。 消

息一出，国债期货随即走低，上述利率债活跃券收益率快

速上行。 此外，股市反弹也对债市起到跷跷板作用。

近期，债市波动不断。 上周，10年期和5年期期债主

力合约走势震荡，一周内发生两次涨跌周期切换。 也因

为波动加剧， 即便10年期和5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均

在上周四创下8月6日以来最大涨幅，一周的累计涨幅也

仅分别为0.15%、0.01%。

现券市场上，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仍在3%徘徊。以国

债活跃券190006为例，8月中旬突破3%关口后，快速回

到3%上方，至今仍徘徊在3%之上，虽然期间有所下行，

但始终难以向下突破。Wind数据显示，上周国债活跃券

190006收益率仅下行1基点。

整体来看，8月债市收益率呈现先下行后震荡的走

势。 申万宏源证券孟祥娟团队在研报中指出，8月，央行

完善LPR形成机制降低实体利率、海外风险偏好下行均

对债市偏利好，8月初债市快速走强后维持区间震荡，月

内10年期国债和国开债利率分别下行9.8基点和6.4基

点，报收3.06%和3.47%。 分析人士还指出，近期债市波

动背后是市场分歧加大。 一方面是负债端成本刚性；另

一方面，当前利率债收益率普遍偏低。

震荡行情或延续

展望后市，分析人士认为利空、利多因素交织，债市

将继续上演震荡行情。

孟祥娟团队认为，9月债市影响因素多空交织。一方

面，月度经济金融数据仍有下行压力，货币政策仍有空

间，宏观大环境仍利好债市；另一方面，这些利好因素的

预期差缩窄，同时国内逆周期调节政策出台概率增加。

东兴证券固定收益团队在研报中指出，展望未来，经

济探底过程仍在观察之中，美国经济衰退特征明显，全球

避险情绪蔓延，外需会持续走弱。“对于债市而言，利多

远大于利空因素，预计基本面态势短期难有好转，收益率

震荡走弱，短期内中长期限利率债仍有较大空间。 ”

长城证券固定收益分析师吴金铎预计， 年内利率债

仍可能震荡走强。 他说：“物价可能受到猪肉价格影响而

上行， 短端利率短期上升， 导致利率债二级市场多空胶

着。资金面较前两个季度不会更松，预计10年期国债收益

率会僵持在3%水平，是否向下及持续幅度取决于短端利

率下降幅度，预计年内利率债仍可能震荡走强。 ”

PTA期货国际化以来运行良好

郑商所将打造聚酯产业链期货板块

□

本报记者 周璐璐

9月2日下午，2019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

坛PTA分论坛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中国

证券报记者在PTA分论坛上获悉，PTA期货国

际化以来市场运行良好，在为相关企业规避风险

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现货贸易的定价提供了参

考。 基于此，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商

所”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大力推进短纤、

瓶片、PX等产业链品种研发上市，打造聚酯产业

链期货品种板块，助力聚酯产业稳健运行。

PTA期货国际化提速

2018年11月30日，郑商所PTA期货开始引

入境外交易者。 PTA期货是我国期货市场第一

个化工品种， 也是第一个引入境外交易者的化

工品种，也是继原油、铁矿石期货之后的第三个

国际化期货品种， 是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以

及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分论坛上了解到，PTA

期货国际化以来， 共有115个境外客户开户，境

外客户持仓量突破1万手。 此外，有29家境外经

纪机构完成备案， 可以开展PTA期货的境外经

纪业务。

对此，交通银行总行金融机构部副总经理徐

俊婷表示，PTA产业链上下游产品的国际贸易

量大，且主要贸易国家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

在人民币国际化和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背景下，

PTA期货引入境外交易者， 进一步推动我国成

为全球聚酯产品的定价中心，提升国际影响力。

郑商所相关负责人在分论坛上表示， 当前

PTA期货功能发挥良好。在价格发现方面，PTA

期货价格已经成为现货贸易的定价基准， 行业

内普遍采用期货价格加升贴水的模式确定贸易

价格， 多年来PTA期现货价格相关性均在0.90

以上；在规避风险方面，产业企业参与PTA期货

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 今年1至8月PTA期

货法人客户持仓量占比达62%； 产业链企业利

用PTA期货工具规避风险的方式方法灵活多

样，如点价交易、仓单融资、代理加工、产能预售

和套保套利等。

PTA期货市场服务实体企业的能力持续增

强，在2019年上半年国内期货品种功能评估中，

PTA期货位列化工品第一。

聚酯产业链将迎利好

本次分论坛为境内外企业搭建沟通交流平

台， 会议吸引了国内外众多PTA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参加，包括英国石油（BP）、意大利GSI、巴

基斯坦ICI和嘉能可等境外生产贸易企业与国

内行业龙头企业， 论坛开展期间境内外企业就

现货贸易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一位业内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以

前任何一个品种都是3到5年算作一个产业的景

气周期或者非景气周期， 如果把2016年下半年

作为行业景气周期的起点来看， 到目前PTA市

场也只是进入到起点的状态。 国家的环保政策

以及现在零售模式改变，使聚酯产业周期从3到

5年可能延伸到5到7年，因此现在整个行业也只

是进入景气周期持续期的初期。 对于明年行情

整体的期待度，PTA还是整个产业链中比较值

得期待的一个品种。

展望未来，上述郑商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郑商所将重点着力五方面，继续维持聚酯产业链

的健康发展。 一是将大力推进短纤、瓶片、PX等

产业链品种研发上市，打造聚酯产业链期货品种

板块，助力聚酯产业稳健运行。 二是将创新业务

模式。 近日， 挂钩郑商所能化商品指数的公募

ETF产品获批，上市后将丰富投资者参与商品期

货市场的途径。 三是加快推进PTA期权上市，满

足实体企业个性化、多样性的风险管理需求。 四

是持续开展产业基地建设， 加大市场培育力度，

提升企业风险管理水平。五是稳步推进PTA期货

引入境外交易者工作，支持期货公司在境外举办

推介会，加大服务全球聚酯产业力度。

流动性持续向好

白糖期货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

本报记者 周璐璐

9月2日下午，2019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

坛白糖分论坛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来自

境内外白糖行业和期货市场的专家学者、 世界

各地近百家白糖企业代表共计300余人参加。今

年以来，在市场各方共同努力下，白糖期货市场

获得稳步发展，市场流动性持续向好的同时，产

业客户参与积极性也较高涨。

今年以来运行平稳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论坛现场获悉， 今年以

来，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商所” ）推进

改革创新、开展服务实体经济工作，在市场各方

的共同努力下， 白糖期货和期权市场运行平稳、

功能有效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持续增强。

首先， 市场流动性持续向好，2019年1-8月，

白糖期货累计成交7827万手（单边，下同），已经

超过去年全年的成交量， 日均成交量和持仓量分

别为49万手和43万手， 同比分别增长104%和

20%；同时，白糖期权的日均成交量和持仓量分别

达到3万手和13万手，同比分别增长69%和21%。

其次，市场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客户参与积

极。 2019年1-8月，白糖期货法人客户日均成交

量达11万手，日均持仓达19万手，国内80%以上

的大型生产、加工和贸易企业都参与了白糖期货

风险管理。 中粮糖业、云南农垦等龙头企业也积

极探索利用期权开展风险管理，并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最后，白糖期货价格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今

年以来， 国内白糖期现货价格相关系数达到

0.85，价格“风向标”作用凸显，国内生产和贸易

企业的销售以及终端消费企业的采购都将白糖

期货价格作为重要参考依据。

功能发挥仍有空间

白糖期货自2006年上市迄今已有十余年，

市场成熟度较高，受到广泛关注。

郑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2019/2020年榨

季，国内外食糖市场形势错综复杂，国际食糖库

存高企，主要产糖国的政策不确定性增大，国内

制糖企业经营依旧面临较大困难， 白糖期货期

权的功能发挥还有提升空间。

为更好地发挥出白糖期货、期权的功能，郑

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围绕以下五个

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持续跟踪产业市场变化，优

化白糖交割库布局及升贴水设置， 在新榨季前

将在广西和云南增设1-2家交割仓库。二是依托

产业基地、 期权讲习所持续举办形式多样的培

训活动，发挥产业基地的示范带动作用，也希望

企业能够积极参加产业基地的建设和培训。 三

是积极探索场外交易平台白糖仓单交易、 仓单

买断式回购业务， 在白糖期货非主力合约试点

引入做市商， 为白糖现货企业提供更多服务和

套保便利。 四是做好今年的“保险+期货” 试点

工作，今年郑商所在广西罗城和云南孟连、景谷

开展了县域全覆盖的项目试点， 交易所将推进

这两个试点稳步落地。 五是强化市场监管，严控

白糖期货期权市场风险， 切实保障投资者合法

权益。

中粮期货总经理王庆在论坛上表示， 随着

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内外环境的变化、 不确定的

因素增加，实体所面临的大宗商品风险，利率、

汇率等风险进一步加剧， 实体企业对风险管理

工具的需求激增。

据了解， 目前已经有不少白糖产业链企业

直接通过参与期货市场进行风险管理， 也有一

些企业借助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利用期货

市场服务生产经营。

不过，业内人士提醒，期货工具专业化程度

相对较高，利用期货管理风险，需要有专业团队

支持，并完善内部相关机制和流程，最重要的是

结合自身生产经营情况， 严守交易纪律合理参

与，做好风险控制，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期

货工具服务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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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1 85 .02 -0.01 -0.02

商品期货指数 1040.02 1047.41 1047.54 1039.74 1036.69 10 .72 1 .03

农产品期货指数 863.94 867.97 871.39 863.94 862.77 5 .21 0 .6

油脂期货指数 474.84 477.24 479.81 474.06 473.15 4.09 0 .86

粮食期货指数 1189.55 1194.47 1200.36 1188.55 1188.26 6 .21 0 .52

软商品期货指数 767.26 763.81 770.4 762.8 767 .76 -3.96 -0.52

工业品期货指数 1085.42 1095.51 1095.67 1083.95 1081.72 13 .78 1 .27

能化期货指数 627.43 628.42 630.15 623.8 627 .07 1 .35 0 .22

钢铁期货指数 1292.08 1321.95 1323.06 1289.25 1293.96 28 2.16

建材期货指数 1061.9 1078.68 1079.83 1058.84 1063.95 14.73 1 .38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9月2日）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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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57 915.57 909.49 910.52 0.24 912.89

易盛农基指数 1193.43 1199.61 1192.67 1193.9 4.03 119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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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稳步推进

中国期货市场自起步探索以来，经历

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 近两

年，中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也越来

越快。 在此背景下，期货供给侧改革、扩大

期市对外开放、提升市场国际化程度显得

尤为重要。

以郑商所为例， 郑商所理事长陈华平

在论坛上表示， 郑商所将深入贯彻金融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的部署和

要求，坚持“四个敬畏、一个合力” ，深化改

革创新，扩大对外开放，努力提升市场运行

质量，为实体经济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陈华平指出，一是改善产品供给。 郑

商所将以实体经济需求为导向，持续推进

产品创新，提升产品质量，近期重点推动

纯碱期货、PTA期权早日上市， 加快推进

瓶片、短纤、PX、咖啡、花生期货和菜油、菜

粕、甲醇等期权品种的研发，扎实做好价

格指数、 新型材料等期货品种的储备，同

时，紧跟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和现货市

场变化，完善小麦、稻谷等已上市期货合

约， 努力使郑商所市场产品种类更加丰

富、结构更加合理、质量持续提升。

二是完善规则制度。 2017年起郑商所

先后在动力煤、PTA、棉花、白糖、甲醇等

期货品种上引入做市商交易机制，后续将

总结经验、完善制度，把做市商交易推广

到更多期货品种上。 同时，郑商所还将优

化主要品种限仓标准； 借鉴成熟市场经

验，结合中国市场实际，研究改进保证金

收取和管理方式，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降

低投资者交易成本。

三是优化技术系统。 郑商所今年制定

了信息系统发展规划，并将以落实信息系

统发展规划为抓手，推动现有系统全面升

级，进一步完善新一代结算平台，运用物

联网等技术建设交割业务管理平台，运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打造新一代

市场监察平台。

四是创新服务方式。 郑商所将推动优

化“保险+期货” 运作模式，点面结合、以

面为主，稳步扩大“保险+期货” 试点，支

持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使更多农业生

产经营主体享受到稳收增收的好处。 此

外，也将为广大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和财富

管理提供新的途径和方式。

五是扩大对外开放。 去年11月，PTA

期货引入境外交易者启动，郑商所市场对

外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 下一步，郑商所

将继续推动相关政策措施的优化完善，为

境外投资者参与PTA期货交易提供更加

便利条件，不断提高PTA期货市场的国际

化程度。 同时，积极推进甲醇等期货品种

引入境外交易者，探索与境外交易所开展

产品互挂，研究上市以境外基础资产为标

的的期货合约。

期权市场发展基础逐步夯实

随着期货市场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

期货服务实体的主体结构、运作体系、工具

手段、模式机制也逐步得到健全和丰富。

据了解，近年来，在白糖等首批商品

期权试点平稳运行的基础上，我国商品期

权市场品种不断扩容，投资者参与积极性

明显提升。 特别是棉花、玉米和天然橡胶

三大期权上市， 为相关产业企业提供了更

加精细化的风险管理工具， 这也标志着我

国衍生品市场发展迈上了新台阶， 服务实

体经济的能力进一步得到提升。

在2019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期

权分论坛上， 郑州商品交易所相关负责人

表示，郑商所将从丰富期权品种供给、优化

规则制度供给、 增强市场服务能力三方面

不断夯实期权市场发展基础， 补足市场短

板，增强服务能力，促进功能发挥。

“相对于海外市场， 国内商品期权市

场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 杭州热联集团

期权服务部总经理管大宇表示：“相对来

说，海外期权市场属于比较成熟的市场，像

美国的标普期权市场规模超过股票市场

1.6倍，东亚一些市场的期权发展也较为成

熟。 上证50ETF期权是国内市场上市最早

的期权品种，也才走过了四个年头，但这四

年的发展超出所有人想象。 ”

上海海通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许

同林也认为， 国内市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

增长期，前景非常广阔，“国内的期权品种

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借鉴国外的经验来说，

国内期权市场挖掘的空间是无限的， 未来

所有成熟品种可能都会推出相应期权；随

着供给侧改革开展及产业不断深入发展，

像期权这种非限性收益能更好匹配所有产

业的客户对风险管理的更多需求” 。

许同林还指出， 整个市场风控制度建

设和整体交易结算系统研究基础建设非常

重要，要坚决把握住风控底线，提高自己识

别风险的能力和保护自己的能力， 一起维

护好期权市场。

服务经济实体功能有效发挥

分析人士指出， 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

现、风险管理和资产配置的功能，归根结底

便是具有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

谈及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 中国证

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一方面，期货市场在

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发展

壮大。 我国期货市场经过近30年的探索发

展，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品种体系，培育了一

定的市场深度，开启了国际化的进程。从规

模上看，截至目前，我国已上市68个期货、

期权品种，广泛覆盖农产品、金属、能源化

工、金融等国民经济主要领域。期货市场为

实体企业提供了公开、透明、连续的价格信

号和高效的风险管理工具， 为国民经济健

康稳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这个过程

中也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壮大， 社会各界的

认可度也在逐渐提高。

另一方面，李超认为期货市场在服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第一，期货市场提供了一种市场化的产业

调节方式。 这种调节方式既体现在价格信

号的引导作用上，也体现在促进产业结构

的调整上。 第二，期货市场通过合约设计

体现国家产业政策导向。 期货市场交易

的是标准化合约，其上市运行的品种也是

标准化的，这对于行业具有示范效应。 第

三，“保险+期货” 试点助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2018年以来，各家商品交易

所开展了县域全覆盖试点， 在保障农民

利益、稳定农业生产、优化农业扶持方式、

促进农业供给侧改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

� 9月初的郑州，秋风凉爽，但在不经意间能够感受到期货市场掀起

的热浪。

9月2日，2019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主论坛在郑州国际会展

中心开幕。 本次论坛以“改革新局面 开放新步伐———深化期货供给侧

改革 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各方就深化期货供给侧改革、扩大

期市对外开放、提升市场国际化程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展开讨论。

论坛由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商品交易所、芝商所集团联合主办，河南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河南证监局、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支持，郑东新

区管委会、郑州市金融工作局、期货日报社共同承办。

期货期权双箭齐发

我国期货市场改革开创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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