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击2019中国玉米产业大会：

衍生品呵护“米袋子” 玉米产业链向纵深发展

本报记者 薛瑾

9月11日“2019中国玉米产业大会” 在大连召开。 玉米、饲料、

养殖相关产业链企业，金融机构和行业协会代表共聚一堂，在此平

台上沟通交流、研判形势，以实现产融结合、创新共赢。

与会代表指出，玉米产业链条关乎“米袋子” 和“钱袋子” ，用

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推进玉米产业链健康发展，不仅助推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三农”发展，有助于相关产业链企业完善

风险管理工具，获得更多稳健经营的保障，还能促进玉米产业链不

断优化升级，并朝纵深方向发展。

期货顺应产业链避险需求

“近年来，特别是临储政策改革以来，玉米价格波动幅度加大，

多元主体积极入市，相关机构避险需求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国际形

势复杂多变，为我国玉米加工贸易及饲料养殖等相关产业链发展带

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大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大商所）总经理王

凤海表示。为此，大商所积极探索期货市场服务玉米产业有效方式，

不断加强产业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融合发展。

作为玉米产业链保驾护航的主要工具，“玉米期货” 成为本届

大会上讨论的焦点之一。大商所党委书记、理事长李正强说，大商所

持续推动玉米期货市场行稳致远，积极为玉米市场化改革贡献“期

货力量” 。 李正强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玉米期货恢复

上市15周年，也是玉米市场化改革不断探索的15年。 玉米是我国三

大口粮之一，也是重要的饲料来源，服务玉米产业健康发展是期货

市场义不容辞的责任。

玉米期货也是大商所1993年开业首日就上市的期货品种。在经历了

全国期货市场清理整顿之后，2004年大商所重新上市了玉米期货，

从此翻开期货市场服务玉米产业的新篇章。

全国畜牧总站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聂善明表示，我国已成为

名副其实的畜牧业生产大国，2018年全国畜牧业总产值近3万亿元，

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近1/3， 畜牧业已成为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的

重要支柱产业。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品种，也是饲料工业和畜牧

业生产的主要投入品。

他指出，玉米产业链条覆盖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供求形势

关系饲料产业格局，也关系到城乡居民的“米袋子” 和“钱袋子” ，

因此，优化玉米产业结构，促进玉米市场健康发展，是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助力饲料工业及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业兴旺、

农村发展、农民致富的重要途径。

他还表示，玉米期货上市以来运行平稳，大商所期货品种价格

已成为国内市场的权威价格。许多饲料企业通过参与期货市场的套

期保值交易，规避了价格波动风险。 “保险+期货”模式充分利用市

场化手段为农民解忧，种植户在农产品价格上得到保障，降低了市

场风险。

在发展中完善

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玉米期货成交量4610万手，日均持

仓量95万手，同比分别增长43%和29%，分别占大商所农产品期货

成交量和日均持仓量的18%和26%。

玉米期货不仅在“量” 上有显著飞跃，在“质” 上也有明显提

高。 记者从大会上了解到，玉米期货上市以来“与时俱进” 特征明

显，合约制度不断优化，交易量、持仓量稳步提升，较好满足了市场

风险管理需求，有力服务了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了实体经

济有序发展。

十几年来，大商所不断推动玉米期货市场的完善。 据李正强介

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不断丰富玉米产业链的衍生工具和

产品，为产业企业利用期货市场管理价格风险提供多元化选择。 大

商所围绕玉米生产加工、饲料养殖的产业链条，在上市玉米期货基

础上持续推出了与该产业链相关联的鸡蛋、玉米淀粉期货和豆粕期

权、玉米期权、相关商品互换业务、商品指数，为玉米产业链企业提

供多元化的避险工具。 今年1至8月，玉米期货成交量6200万手，成

交额1.2万亿元，日均持仓94万手，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6%、55%

和35%，为产业企业管理风险提供了充足的市场流动性。 今年新上

市的玉米期权，已累计成交314万手、成交额8.5亿元，市场功能初步

显现。

二是持续优化玉米品种规则制度，不断提升市场运行质量和效

率。大商所贴近产业需求和产业实际，不断完善玉米交割质量标准，

实施“三步交割法” 、延伸交割、集团交割等交割管理制度，玉米交

割区域从辽宁港口扩展至东北三省一区，探索在玉米非主力合约上

试点期货做市商业务，提升了市场效率。

三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不断创新完善玉米产业服务

体系。 大商所依托产业大会、期货学院、EDP培训、产业（产融）培育

基地等服务品牌，加大市场培育力度，着力夯实市场基础。同时积极

推广“保险+期货” 试点、基差交易试点，持续探索服务玉米产业的

新模式新机制。 作为首批试点品种，2015年以来，大商所已开展97

个玉米“保险+期货” 试点项目，累计超过300万吨玉米生产得到价

格险或收入险保障。 今年以来，大商所已有8个玉米县域试点项目、

33个玉米分散试点项目和12个玉米场内期权试点项目完成立项或

备案，玉米产业服务不断拓展深化。

四是维护市场安全平稳运行，积极促进市场功能有效发挥。 今

年以来，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玉米消费大幅下降，不少玉米现货商

运用期货市场对冲风险，玉米期货正逐步成为现货企业的避风港和

现货产业链的稳定器。

产业链未来前景可期

近几年，随着玉米价格的回归，下游畜牧业、水产养殖业、玉米

深加工产业等成本降低，我国玉米产需缺口扩大，玉米库存消化速

度大大超过预期。 近期，玉米价格受国际经贸摩擦和非洲猪瘟因素

等影响较大，未来仍将受到政策性库存玉米投放等多重因素干扰。

聂善明指出，面对市场的大风大浪，应当充分发挥好金融工具

作用，利用期货等衍生品发现价格和规避风险功能，引导玉米种植

结构调整，指导饲料企业合理收购，更好维持生产稳定发展、促进市

场平稳运行和农民持续增收。

下一步，大商所将紧密结合玉米产业发展需求，持续推进衍生

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于具体举措，李正强指出了三大方向：一是不断完善玉米产

业链衍生产品体系。 大商所正积极推动生猪期货上市，加快研发食

用酒精、工业酒精和淀粉糖等下游品种，争取早日推出玉米淀粉期

权，努力为企业提供更多风险管理工具。 二是不断推进规则制度创

新。探索进一步创新交割制度、完善交割管理，推动玉米市场从北到

南、从产区到销区、从水路到陆路的全面融合和畅通。三是不断扩大

服务玉米产业的方式与手段。 持续推进“农民收入保障计划” 、“企

业风险管理计划” 试点，探索开展“新型粮食银行” 试点，积极推广

玉米基差贸易试点，努力形成可广泛复制的典型经验。 希望玉米产

业链企业更多地参与和利用期货市场， 更好地运用基差定价模式，

有效管理价格波动风险，推动传统贸易方式转型升级，从而不断提

升玉米产业的抗风险能力。

大商所农产品事业部副总监胡杰介绍，今年大商所针对玉米品

种开展了“新型粮食银行” 试点，覆盖东北三省一区，服务农户400

余户，帮助农户增收162.4万元。 对于未来的发展愿景，胡杰表示，玉

米期货将继续完善集团交割体系，并通过厂库等制度安排进一步盘

活港口及周边库容资源，有效促进期现货价格的回归；研究和推动

油脂油料品种的国际化， 积极吸引以产业客户为代表的境外投资

者。

2007年，大商所举办了首届玉米产业大会。 12年来，参会人员

累计近万人次，其中产业企业代表超过60%。 每年一度的玉米产业

大会已经成为玉米上下游企业与期货行业信息共享、合作共赢的重

要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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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S操作趋常态化 助力永续债扩容

□

本报记者 罗晗

中国人民银行11日开展了今年第四次央行票据互换（CBS）操作，与上

次仅相隔1个月。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永续债发行规模扩大，CBS使用将更加频

繁。 有了CBS的支持，银行永续债流动性改善，利于进一步扩容。

又见CBS操作

11日，央行开展了50亿元央行票据互换（CBS）操作，期限3个月，中标机

构数量较前期有所增加。这是央行今年第四次开展CBS操作，此前三次分别于

2月20日、6月27日、8月9日开展，间隔时间明显缩短。 分析人士表示，CBS操作

趋于常态化，随着永续债发行规模逐渐扩大，CBS使用可能更加频繁。

央行此前曾表示，开展CBS操作的主要目的，是在银行永续债发行初期提

高其市场接受度，改善市场预期，启动和培育市场。 开展CBS操作是“以券换

券” ，不涉及基础货币吞吐，对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影响中性。 据了解，CBS操作

的中标机构可以将互换所得的央行票据用于抵押， 央行票据期限与互换期限

相同，原则上不超过3年。

此前，中国央行副行长潘功胜表示，央行票据互换目的在于提高永续债的

市场流动性，增强市场主体认购银行永续债的意愿，支持银行发行永续债来补

充资本。

规模方面，自首次操作以来呈增加态势，但均未超过50亿元。 首次CBS操

作规模仅15亿元，第二次为25亿元，第三次和第四次才增至50亿元。 此前，央

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表示，进行CBS操作，央行要按照市场化的标准收取

费用，市场化费用的具体标准，参考了银行间市场无担保融资和有担保融资之

间的利差确定，所以最终会实现市场的均衡，需求不会无限扩大。 目前来看，1

年期的CBS费率为0.25%，3个月的为0.1%。

永续债持续扩容

业内人士认为，有了CBS“撑腰” ，银行永续债发行将更加顺畅。自今年启

动发行以来，银行永续债市场持续扩容。 9月11日，渤海银行发行了规模为200

亿元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成为国内首家发行永续债的非上市银行、第7家发

行永续债的商业银行。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11日，算上渤海银行发行的200亿元债券，今年

总共已发行银行永续债8只，发行总额为3700亿元。 具体来看，今年1月份以

来，中国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渤海银行

先后发行永续债，除了渤海银行发行的永续债，单只规模均在300亿元（含）

以上。 其中，农业银行发行了两只永续债，合计达1200亿元。

从发行时点上看，银行永续债发行集中在下半年。 上半年只数、规模都相

对较小，而7月至今已有5只共计2500亿元银行永续债发行。 CBS操作频率随

之提高，6月下旬以来已开展3次。

银保监会网站9月2日信息显示， 目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14.12%，

较上年同期上升0.58个百分点。

纸厂提价叠加旺季到来

纸价“金九银十”行情可期

□

本报记者 马爽

8月15日以来，A股造纸指数节节攀升，9月11日更是创下5月6日以来新

高；成分股方面，恒丰纸业、松炀资源等均出现显著上涨。 与之不同的是，近期

纸浆期货主力2001合约价格持续维持横盘震荡，9月11日收报4710元/吨，跌

1.22%。

分析人士表示，造纸业步入传统需求旺季以及国内造纸厂提价落地，给予

A股造纸概念股一定提振作用。但因纸浆需求滞后于成品纸需求，且目前尚未

看到明显好转，纸浆期货经过前期上涨后已升水现货，实则已包含旺季预期，

因此当前仍维持震荡走势。

股强期弱

近期，A股造纸概念股表现活跃。Wind数据显示，9月11日，造纸指数走势

偏强，最高至3183.94，创下5月6日以来新高，收涨1.66%，涨幅位居67个主题

行业指数中的第二位。 成分股方面，恒丰纸业强势涨停，松炀资源涨6.9%，宜

宾纸业、晨鸣纸业、银鸽投资、博汇纸业、仙鹤股份等均有不错涨幅。

现货方面，卓创数据显示，截至9月11日双胶纸均价为6100元/吨，较8月

底均价上调1.53%；铜版纸均价5813元/吨，较8月底均价上调1.98%。

针对近期纸价上涨的情况，卓创资讯文化纸分析师徐玲分析，其一，每年

8月底至11月期间为文化纸传统的需求旺季， 随着2020年春季教材招标工作

陆续开展，印厂将增加文化纸用纸的采购量，对双胶纸市场形成利好；其二，8

月以来，全国多家纸厂已陆续发布涨价通知函，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整体

落地情况良好；其三，近期党建类订单增多也增加了出版社类文化纸的需求。

尽管A股造纸板块走势强劲，但纸浆期货持续维持横盘。 截至9月11日收

盘，纸浆期货主力2001合约收报4710元/吨，跌1.22%，仍处于7月中旬以来的

运行区间。

方正中期期货分析师汤冰华表示，虽然成品纸逐渐进入需求旺季、纸企在

8月下旬开始频繁发布涨价函以及随着纸浆价格下跌，纸厂成本下降，使得利

润明显好转。 但纸浆需求滞后于成品纸需求，目前还未看到明显好转，且经过

前期上涨后，纸浆期货已升水现货，实则包含了旺季预期，因此当前仍维持震

荡走势，并未随造纸板块拉涨。

期价还需现货配合

徐玲表示，目前纸厂订单量处于较高水平，库存压力也不大，需求端也较

旺盛，预计10月底之前纸价仍有上涨空间。

纸浆方面，汤冰华表示，下游文化纸及生活用纸逐渐进入传统旺季，需求

有望好转。 纸浆中下游经过长期主动去库后，库存压力减小，因此若成品纸需

求回升，纸浆也将迎来一轮补库行情。 但因当前现货市场相对谨慎，且经过长

时间下跌后，市场投机需求明显减弱。 而纸浆期货2001合约价格在此前涨至

4800元/吨以上后快速回落，近期持续在4700元/吨附近展望震荡，预计在升

水状态下，纸浆期价若想进一步打开向上空间还需现货需求配合。

从大周期来看，汤冰华表示，全球经济下行趋势较明显，成品纸小周期的

季节性好转将受制于大周期的经济走弱， 因此对于今年旺季需求较谨慎。 不

过，在需求还未完全落地前，纸浆仍可关注回调后的做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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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加速参与大宗商品投资

□

本报记者 薛瑾

9月11日，“2019中国玉米产业大会” 在大连举

行。 此次大会的主角玉米是大宗农产品的代表，其背

后的农业产业投资动向受到业界关注。 与会人员表

示，若想实现更多产业资本力量介入到农业生产中，

农业生产风险控制体系必须建立和升级， 在此过程

中，期货市场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大宗农产品背后的大宗商品投资， 也受到来自

银行、保险、基金、证券、期货等金融机构的关注。 与

会人员讨论了市场对大宗商品投资产品的需求、金

融机构在大宗商品领域的产品开发思路等议题。

资本深入农业需风控保障

提起产业资本深入农业领域， 浙江物产化工集

团是一个典型代表。 2018年，浙江物产化工牵手吉林

当地农贸企业以及期货公司和保险公司， 构建了土

地、金融互助、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农业技术、仓

储、物流、销售“十位一体” 的“订单种植+保险+期

货+供应链销售” 的全产业链风险管理模式，成为大

商所“农民收入保障计划”里的明星案例。

在本届大会上，浙江物产化工副董事长、总经理

余飞鹏表示，目前农业产业化仍任重道远，将资本引

入农业发展中去将有效促进产业化转型。“我们作为

一股产业资本的力量， 现在正在介入到农业发展中

来。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很多产业链发展过程

中存在的痛点和短板。 可以说， 如果不引进社会资

本、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到整个农业中来，整个产业

化转型难度非常大。 ” 余飞鹏说。

余飞鹏说，大商所推出的“保险+期货” 模式引

入了期货公司帮其打造“安全边界” ，成为资本愿意

介入到农业中的重要因素。

在农业生产风险防范系统的形成中，期货市场正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我们这几年发展过程

中， 农业生产风险防范系统已经有了很大层次的提

高。 可以说，目前农业生产的风险管理已从1.0进入到

1.5版本。 ”浙商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军表示。

张英军还表示，从去年开始，农产品场内期权产

品也陆续推出，对风险管理对冲提供了很好的工具。

“未来现货市场的完善、期货市场的扩容以及政策和

资金的支持都具备的时候， 农业生产风险控制的体

系才能真正进入到2.0阶段。 ” 他说。

中国工商银行大连市分行机构部总经理张野表

示，未来在大宗商品特别是农产品领域的投资方面，

衍生品风险管理理念的深入渗透将成为发展趋势。

提高金融机构参与度

大宗农产品乃至大宗商品的投资， 其实不仅仅

包括资金流入到产业链的“一线” ，还包括大宗商品

相关金融产品的投资。

大商所清算部经理初奇介绍， 近年来大商所在

商品指数研发和应用方面开展了很多工作。 目前大

商所已正式发布37只商品期货指数及2个现货指数

系列， 基本形成覆盖农产品、 工业品品种的包含综

合、成份、主题、单商品及定制等各类指数的指数体

系。 其中，农产品相关的期货指数共20只，包含玉米

品种的期货指数共6只。

这些指数在应用方面“全面开花” ，多个挂钩大

商所指数的产品实现了落地。 初奇介绍，今年1月至8

月， 各类外部机构基于大商所指数共发行了银行结

构性存款、银行理财、期货资管计划及券商收益凭证

共16只， 产品规模总计2.49亿元；4家风险子公司基

于大商所指数完成5笔互换交易，名义本金总计8955

万元；3家保险公司基于大商所指数开发3只保险产

品，均已签出首单，共计为6.64万头生猪提供饲料成

本保障金额5834万元。

“从证券公司角度来看，对大宗商品投资的需求很

大。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衍生部副总经理张黎说，

一方面，大宗商品是证券公司自营、资产管理的重要投

资标的，其与权益资产相关性低，与权益投资可以形成

良好的互补；另一方面，大宗商品投资是证券公司开展

FICC业务的关键领域，是证券公司从通道类业务向资

本中介、风险中介业务转型的重要方向，证券公司借此

可以为客户提供研究、投资、融资、风险管理等全方面

的综合金融服务，提高服务实体企业的能力。

关于金融机构在大宗商品布局方面的规划，浦

发银行资产管理部固收及专户处副处长罗英宗表

示，浦发银行的目标是“提速、提规模” ，不断丰富挂

钩大宗商品的金融产品品类。 对于行动方向， 他指

出：一是产品面会越来越宽，挂钩商品从黄金、外汇、

豆粕逐步往铁矿石、PTA方面去延伸；二是不仅仅局

限于大宗商品，还关注一些专业基金公司的ETF、商

品指数方面的产品；三是发行主题型产品，如具有抗

通胀概念的猪肉、饲料或一些其他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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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4 924.54 921.57 923.54 -0.1 923.13

易盛农基指数 1212.51 1215.1 1210.38 1213.94 1.42 1213.01

指数名 今开盘 今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昨收盘 涨跌 涨跌幅(%)

商品综合指数 87.54 87.46 0.08 0.09

商品期货指数 1057.65 1059.71 1061 1055.57 1058.08 1.62 0.15

农产品期货指数 856.73 853.64 857.32 852.1 855.18 -1.54 -0.18

油脂期货指数 474.61 473.78 478.72 472.05 472.87 0.91 0.19

粮食期货指数 1187.38 1181.06 1188.17 1179.44 1186.01 -4.95 -0.42

软商品期货指数 766.31 768.3 769.26 763.1 765.93 2.38 0.31

工业品期货指数 1117.18 1120.08 1122.05 1114.53 1118.61 1.47 0.13

能化期货指数 640.05 636.71 641.27 634.5 639.8 -3.09 -0.48

钢铁期货指数 1357.01 1362.61 1368.26 1347.56 1357.19 5.42 0.4

建材期货指数 1095.8 1097.06 1100.76 1091.23 1095.49 1.57 0.14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9月11日）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9月11日）

期货顺应避险需求

“近年来，特别是临储政策改革以来，玉米价格

波动幅度加大，多元主体积极入市，相关机构避险需

求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为我国

玉米加工贸易及饲料养殖等相关产业链发展带来新

的机遇和挑战。 ” 大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大商

所）总经理王凤海表示。 为此，大商所积极探索期货

市场服务玉米产业有效方式， 不断加强产业企业和

金融机构的融合发展。

作为玉米产业链保驾护航的主要工具，“玉米期

货”成为本届大会上讨论的焦点之一。大商所党委书

记、理事长李正强说，大商所持续推动玉米期货市场

行稳致远， 积极为玉米市场化改革贡献 “期货力

量” 。 李正强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玉

米期货恢复上市15周年， 也是玉米市场化改革不断

探索的15年。 玉米是我国三大口粮之一，也是重要的

饲料来源， 服务玉米产业健康发展是期货市场义不

容辞的责任。

玉米期货也是大商所1993年开业首日就上市的

期货品种。 在经历了全国期货市场清理整顿之后，

2004年大商所重新上市了玉米期货， 从此翻开期货

市场服务玉米产业的新篇章。

全国畜牧总站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聂善明表

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畜牧业生产大国，2018年

全国畜牧业总产值近3万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的近1/3，畜牧业已成为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的重要支

柱产业。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品种，也是饲料工业

和畜牧业生产的主要投入品。

他指出，玉米产业链条覆盖种植业、养殖业和加

工业，供求形势关系饲料产业格局，也关系到城乡居

民的“米袋子” 和“钱袋子” ，因此，优化玉米产业结

构，促进玉米市场健康发展，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助力饲料工业及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

业兴旺、农村发展、农民致富的重要途径。

他还表示，玉米期货上市以来运行平稳，大商所

期货品种价格已成为国内市场的权威价格。 许多饲

料企业通过参与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交易， 规避了

价格波动风险。“保险+期货” 模式充分利用市场化

手段为农民解忧，种植户在农产品价格上得到保障，

降低了市场风险。

在发展中完善

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玉米期货成交量4610

万手， 日均持仓量95万手， 同比分别增长43%和

29%， 分别占大商所农产品期货成交量和日均持仓

量的18%和26%。

玉米期货不仅在“量” 上有显著飞跃，在“质”

上也有明显提高。 记者从大会上了解到，玉米期货上

市以来“与时俱进” 特征明显，合约制度不断优化，

交易量、持仓量稳步提升，较好满足了市场风险管理

需求，有力服务了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了实

体经济有序发展。

十几年来， 大商所不断推动玉米期货市场的完

善。据李正强介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不断丰

富玉米产业链的衍生工具和产品，为产业企业利用期

货市场管理价格风险提供多元化选择。大商所围绕玉

米生产加工、饲料养殖的产业链条，在上市玉米期货

基础上持续推出了与该产业链相关联的鸡蛋、玉米淀

粉期货和豆粕期权、玉米期权、相关商品互换业务、商

品指数， 为玉米产业链企业提供多元化的避险工具。

今年1至8月，玉米期货成交量6200万手，成交额1.2万

亿元，日均持仓94万手，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6%、

55%和35%，为产业企业管理风险提供了充足的市场

流动性。 今年新上市的玉米期权，已累计成交314万

手、成交额8.5亿元，市场功能初步显现。

二是持续优化玉米品种规则制度，不断提升市场

运行质量和效率。 大商所贴近产业需求和产业实际，

不断完善玉米交割质量标准，实施“三步交割法” 、延

伸交割、集团交割等交割管理制度，玉米交割区域从

辽宁港口扩展至东北三省一区，探索在玉米非主力合

约上试点期货做市商业务，提升了市场效率。

三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 不断创新完

善玉米产业服务体系。 大商所依托产业大会、期货学

院、EDP培训、产业（产融）培育基地等服务品牌，加

大市场培育力度，着力夯实市场基础。 同时积极推广

“保险+期货”试点、基差交易试点，持续探索服务玉

米产业的新模式新机制。作为首批试点品种，2015年

以来，大商所已开展97个玉米“保险+期货” 试点项

目，累计超过300万吨玉米生产得到价格险或收入险

保障。 今年以来，大商所已有8个玉米县域试点项目、

33个玉米分散试点项目和12个玉米场内期权试点项

目完成立项或备案，玉米产业服务不断拓展深化。

四是维护市场安全平稳运行， 积极促进市场功

能有效发挥。 今年以来，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玉米

消费大幅下降， 不少玉米现货商运用期货市场对冲

风险， 玉米期货正逐步成为现货企业的避风港和现

货产业链的稳定器。

未来前景可期

近几年，随着玉米价格的回归，下游畜牧业、水

产养殖业、玉米深加工产业等成本降低，我国玉米产

需缺口扩大， 玉米库存消化速度大大超过预期。 近

期， 玉米价格受国际经贸摩擦和非洲猪瘟因素等影

响较大， 未来仍将受到政策性库存玉米投放等多重

因素干扰。

下一步，大商所将紧密结合玉米产业发展需求，

持续推进衍生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于具体举措，李正强指出了三大方向：一是不

断完善玉米产业链衍生产品体系。大商所正积极推动

生猪期货上市，加快研发食用酒精、工业酒精和淀粉

糖等下游品种，争取早日推出玉米淀粉期权，努力为

企业提供更多风险管理工具。二是不断推进规则制度

创新。探索进一步创新交割制度、完善交割管理，推动

玉米市场从北到南、从产区到销区、从水路到陆路的

全面融合和畅通。三是不断扩大服务玉米产业的方式

与手段。 持续推进“农民收入保障计划” 、“企业风险

管理计划”试点，探索开展“新型粮食银行” 试点，积

极推广玉米基差贸易试点，努力形成可广泛复制的典

型经验。希望玉米产业链企业更多地参与和利用期货

市场，不断提升玉米产业的抗风险能力。

大商所农产品事业部副总监胡杰介绍， 今年大

商所针对玉米品种开展了“新型粮食银行” 试点，覆

盖东北三省一区，服务农户400余户，帮助农户增收

162.4万元。 对于未来的发展愿景，胡杰表示，玉米期

货将继续完善集团交割体系， 并通过厂库等制度安

排进一步盘活港口及周边库容资源， 有效促进期现

货价格的回归；研究和推动油脂油料品种的国际化，

积极吸引以产业客户为代表的境外投资者。

2007年，大商所举办了首届玉米产业大会。12年

来，参会人员累计近万人次，其中产业企业代表超过

60%。 每年一度的玉米产业大会已经成为玉米上下

游企业与期货行业信息共享、合作共赢的重要桥梁。

直击2019中国玉米产业大会：

衍生品呵护“米袋子”

玉米产业链向纵深发展

□本报记者 薛瑾

近一年玉米期货价格走势

� 9月11日“2019中国玉米产业

大会” 在大连召开。 玉米、饲料、养

殖相关产业链企业，金融机构和行

业协会代表共聚一堂，在此平台上

沟通交流、研判形势，以实现产融

结合、创新共赢。

与会代表指出，玉米产业链条

关乎“米袋子” 和“钱袋子” ，用期

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推进玉米产

业链健康发展，不仅助推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助力“三农” 发展，

有助于相关产业链企业完善风险

管理工具，获得更多稳健经营的保

障，还能促进玉米产业链不断优化

升级，并朝纵深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