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货+”再添新工具 满足企业个性化避险需求

商品互换“风生水起”

本报记者 周璐璐

在利用期货避险已成为企业经营常态的当下，可链接期货现货、场内场外的“期货+”新工具———商品互换正在萌发勃勃生机。

2018年12月19日，大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大商所”）上线商品互换业务。 在商品互换业务即将满一周年之际，为深入了解该业务的应用成效及企业的真实反应，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与大商所团队一起前往杭州对部分参与企业及潜在参与企业进行了调研。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商品互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意义，其个性化需求制定、操作便捷、不增加额外成本、到期一次性结算、避免频繁现金操作的特点受到众多有保值需求企业的追捧。 “商品互换作为国外一种比较成熟的业务模式，其避险功能被广为认可。 此次大商所推出商品互换业务，我们作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认为味道还是不错的。 ”杭州中菁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塑化事业部总经理柴铁松说，“如果大家一起吃的话，味道或许会更好！ ”

商品互换优势凸显

大商所商品互换业务在2018年12月19日上线。 其核心逻辑是交换基于商品价格或价格指数的现金流，而不是商品。 在客户与交易商之间的双边交易中，一般以某一商品价格或指数为标的，约定在未来某个时间点，由其中一方基于事先约定，支付固定价格，另一方支付浮动价格。 到期后，交易双方只需完成价格轧差的现金划转即可。

作为商品衍生品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品互换业务的推出，能够与场内市场工具共同构建互通共融、互促共进的风险管理生态圈，更好地满足实体企业和市场参与者的个性化风险管理，降低市场参与的门槛和成本、增大市场容量，进一步推动场外衍生品业务的深化发展。

大商所相关人士介绍，商品互换业务上线迄今，推行较顺利，目前共计引入66家交易商和51家企业客户，累计成交53笔，名义本金总额为5.62亿元。 为更好满足市场需求，大商所也在持续对商品互换业务进行完善。 今年8月26日，大商所推出了以跨期价差和跨品种价差为标的的商品互换业务新模式，进一步丰富商品互换业务的内涵和应用模式，为企业提供更加多样的套期保值工具。

商品互换业务的成功运行，为产业企业利用衍生品市场管理库存和价格风险开创了新路径，实现了参与各方多赢的效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在商品互换业务成功推行的背后，其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深受企业追捧。

首先，商品互换是场外衍生品交易，更加个性化。 其合约并不像期货合约那样具有标准化性质，而是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制订。 企业和交易商可以根据保值标的、数量（重量）、合约期限进行自主协调。 因此，更贴合企业实际采销节奏和套保需求，受到众多有保值需求企业的追捧。

其次，商品互换可提高客户资金利用率，降低交易成本。 商品指数互换解决了中长期套保中的连续性问题，企业不需要投入过多的精力研究月间差。 同时商品互换业务到期一次清算，可避免频繁的现金操作，提高资金利用率。

最后，商品互换可优化报表结构，便于财税管理。 在商品互换业务中，风险通过保证金变化来进行覆盖，不会产生每日的现金盈亏，实际盈亏在交易了结时一次性划转，交易期间的财务报表相对稳定。

总的来看，商品互换交易可以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期货以外的一种新的风险管理工具，以大商所期货价格、指数点位和价差组合为标的，满足其在产品种类、合约期限、市场容量等多方面的个性化风险管理需求。 同时，商品互换交易不仅面向参与期货市场的产业客户、机构，还面向其他未参与期货市场的产业客户和机构，进一步降低了这些企业风险管理的市场门槛，特别是对于一些因为专业性、管理难度等问题而无法参与期货市场管理风险的市场主体。

企业应用成效显著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随着产业链聚集度的提升，企业跨品种综合管理风险的需求不断增强，通过场内、场外相结合的方式为企业提供个性化的风险管理方案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欢迎。

本次杭州商品互换调研之行，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了两家最早参与商品互换业务的企业，分别是浙江特产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产石化”）、杭州中菁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中菁”）。 两家企业均表示，此次参与商品互换业务成效显著，商品互换提供了更灵活、个性化的衍生品交易模式，让期货工具更加接地气，从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特产石化总经理助理叶品浩和金融投资部副经理宋仕威介绍，特产石化属于贸易流通企业，主要经营PVC、PP、PE等多种化工原料，从我国西北地区或国外采购，再分销到华东、华南等主要消费地。 由于运输周期较长且上游供应具有不确定性，通常需要持有1个月以上的库存量来保证下游客户的需求。 主要面临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库存量大，占用资金多，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与管理成本；二是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库存商品有对应的期货品种，非交割品类的库存商品缺少风险对冲手段，企业不敢加大非标库存占比；三是库存周期长，进口货物从采购到到港一般耗时两三个月，在途期间的不确定因素较多。 在此背景下，一旦化工品市场出现大幅波动，企业经营便会面临较大风险。

2017年9月，化工品市场经历了一波较大幅度的价格调整，之后的10月，PE、PP、PVC价格走势出现分化，PE、PP价格稳步上行，PVC价格跌幅扩大。 由于三个品种之间的相关性，价格存在一定的传导效应，现货库存风险有所累积，化工品现货组合面临价格下跌风险，企业需要运用衍生品工具进行套保。 根据特产石化的风险管理诉求，结合当时的市场行情，永安资本及浦发银行向特产石化推荐了大商所的商品互换业务试点方案。 2017年年底，永安资本、特产石化和浦发银行分别作为对冲方、产业客户和中间方参与了试点，通过化工期货指数互换有效规避了PE、PP、PVC三个品种库存的价格波动风险，取得了预期效果。

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特产石化在2018年12月19日，大商所商品互换业务上线的当天，通过大商所综合服务平台达成了平台首笔商品互换交易。 特产石化与永安资本合作，在PVC这个品种上进行套保，特产石化作为卖方与永安资本达成了以PVC期货价格指数为标的的商品互换交易，业务期限3个月。 通过该笔业务，特产石化锁定了PVC库存品的未来销售价格，并将移仓换月的操作风险转给了更加专业的永安资本，最终实现了以较低成本实现风险管理目的的效果。

同为化工类企业的杭州中菁，与特产石化类似，也面临着由于运输周期较长且上游供应具有不确定性而带来的诸多库存管理问题。 柴铁松介绍，杭州中菁是嘉悦物产有限公司的一级子公司，以能源化工、黑色金属、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产业为主 ,致力于为上下游客户提供供应链服务的企业，主营PE、PP、PVC、MA等多种化工商品。

2019年1月份PP市场呈现出现货价格较稳而期货价格上涨的行情，期货价格在向现货价格靠拢，对贸易商来说，出现了一个期现套利套保较好的窗口期。 在此背景下，2019年1月杭州中菁向大商所申请商品互换开户，并与交易商南华资本达成了国内首笔PP价格指数互换交易，取得了不错成效。

具体而言，在交易存续期间（1月21日—3月29日），大商所PP期货价格指数在1450点到1500点之间震荡，指数互换工具发挥了对冲现货头寸风险的作用。 交易期间指数下跌52.23点，套保端的获利成功对冲了贸易商在3月底前的库存跌价风险。

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商品互换业务满足了产业客户多样化的风险管理需要，为银行参与境内商品市场提供了途径，提升了期货风险管理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和金融属性，取得多赢效果，是期货市场发挥功能、服务实体和满足产业企业多样化风险需求的一项业务创新。 交易所在探索商品场外互换业务、深化银期合作、实体与金融合作、建设多层次衍生品市场体系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具有较大推广价值和重要战略意义。

商品互换仍需加强推广

为深入了解市场需求，除调研特产石化和杭州中菁两家已经参与商品互换业务的企业外，中国证券报记者还走访了目前还未参与商品互换业务的两家企业———浙江物产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物产金属” ）、浙江景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景诚” ）。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作为商品互换业务的潜在参与企业，浙江物产金属和浙江景诚十分认可商品互换为企业避险所带来的便利。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景诚在座谈会结束后便现场向大商所递交了材料，企业对于参与商品交易互换业务的期待可见一斑。

浙江物产金属目前已完成大商所商品互换业务开户，但目前还未开展交易项目。 在此次调研中，浙江物产金属也表达了对商品互换业务的期待和需求。 “国内商品互换市场正处于起步的一个阶段，我们希望这个市场未来能够足够开放，让我们的兄弟公司以及交易商能够有足够的交易体量去参与其中。 ”浙江物产金属衍生金融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大商所增加互换标的品种，同时能进一步完善询价机制，以便于企业能够更加便捷和公开地和市场交流。 加大市场培育力度，让更多企业参与进来，增强商品互换市场的活跃度。 ”

为保障商品互换业务后期顺利开展，在此次调研中，企业也提出了相关建议。 例如，相关企业希望有更多具有优势和特色的品种指数推出，创新开发更加多样的风险管理产品。 针对企业自身贸易和经营上的差异，在后期可以尝试为龙头企业提供个性化指数板块，根据企业自身贸易情况设计个性化产品。 还要看到，在目前信用体系尚未完备的市场环境下，产业客户和机构参与衍生品市场的资金成本较高、企业参与程度有待提升等问题。

“商品互换还需要加强市场推广，让更多企业参与其中，提高市场流动性。 商品互换业务只要成功推进第一步后，这个市场便会逐渐发展起来，我们公司也将尽快参与到商品互换业务中去。 ”浙江景诚总经理俞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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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盛农期综指

监控中心工业品指数继续调整

随着全球经济数据陆续公布，经济疲态下行的态势令市场参与者操作谨慎，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工业品指数受挫下行。截至10月18日当周，CIFI最终收于

1069.74，当周最高上冲至1100.58，最低探至1059.96，全周下跌2.45%。

从10月18日当周分品种看，工业品普遍飘绿。 黑色系品种领跌，铁矿石下跌

6.38%。有色金属镍表现疲弱，下跌5.55%。受油价回调拖累，甲醇跌幅超过5.00%。

锡和玻璃逆势上涨，涨幅分别为3.22%和2.26%。

铁矿石期货明显下调，炉料端短期需求明显萎缩，钢厂采购意愿明显下降，现货

成交价格持续回落。盘面价格的反应更为剧烈，一度跌破600点整数关口。 从成材数

据看，钢材5大品种产量增幅明显收窄，仅环比增加11.91万吨，其中螺纹钢周产量

354.18万吨，环比小幅增加11.48万吨，市场一直顾虑的电炉集中复产暂未出现。

镍价显著调整，主力跌破130000元整数关口。镍因前期主要利多因素印尼禁

矿消息兑现，且随着不锈钢传统旺季临近尾声，需求预期依然缺乏改善，镍至不

锈钢均出现显著回调。 从供需面来看，国外库存大降，国内库存本周略有回升。

LME镍现货升水状态收窄，现货紧张情况趋于改善。 伴随近期海运费回落，周内

中高品镍矿从高位呈回落走软，矿价上涨动能略显不足。镍铁价跟随镍价下调对

矿石采购有所观望。 镍铁相对电解镍经济性较前期下滑。

甲醇延续跌势，依次向下突破2350元、2280元重要支撑位，重心深度受挫，

回踩2180元附近支撑逐步止跌，连续七日收跌。 国内甲醇现货市场积极跟跌，沿

海地区加速下滑，内地市场表现相对偏强。主产区企业库存压力不大，报价维持

高位，但出货不畅，部分厂家窄幅调整报价。 西北地区部分装置恢复运行，导致

主产区开工负荷明显上涨，超过80%。 企业生产利润改善，生产积极性较高。 期、

现市场联动下跌，业者信心受打击，避险情绪升温。 贸易商降价让利排货，但下

游接货谨慎，逢低适量采购。甲醇需求端支撑力度不足，新兴需求烯烃行业消耗

稳定，维持刚需采购。但传统需求行业旺季不旺特征明显，除了醋酸维持高开工

外，其他均处于低负荷运行状态，难以对甲醇形成有效提振。由于沿海市场甲醇

价格较低，在部分周边地区拿货带动下，港口库存回落至125 .44万吨，仍处于较

高水平。（方正中期期货 夏聪聪 王亮亮）

易盛农期指数小幅上行

易盛农期指数上周小幅上行，10月14日开盘于914.06点， 截至10月18日，指

数收报918.55点。

棉花方面，9月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月度供需报告对于棉花市场较利空。 目前

国内供应充足，而需求疲软，基本面较弱势。 印度8月以来天气情况改善，产量预

计较乐观，预期将在2600万包左右的水平。 我国新疆大部分棉田棉花长势良好，

预计今年大概率将出现增产。 从需求端来看，中国将购买400亿-500亿美元美国

农产品，对市场产生较正面影响，虽然现阶段下游消费依然没有起色，但棉花的

绝对价格已经处于近5年来较低水平，棉花消费有积极的边际改善，棉花价格明

年有望走出一波阶段性反弹行情。

白糖方面，国际糖业组织（ISO）上调了2019/2020榨季全球食糖供应缺口的预

估量， 全球食糖缺口预计将达476万吨。 印度2019/2020榨季糖产量预计将从

2018/2019榨季的3290万吨减少至2820万吨，同比下降14.4%。泰国2019/2020榨季糖

产量预计同比减少10.8%至1320万吨。 中国2019/2020榨季糖产量预计同比减少7.1%

至1000万吨。 巴基斯坦2019/2020榨季糖产量预计同比下降9.3%至540万吨。 在需求

端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国内2018/2019榨季较低的糖厂结转库存推升白糖价格，

但国储库存依旧充足，糖价持续攀升很可能引发抛储，对价格形成压制。 国际方面，

印度2018/2019榨季将有多达1420万吨的库存结转到2019/2020榨季， 泰国库存在

600万吨以上，巴西库存也创下历史新高达850万吨。 综合来看，虽然2019/2020榨季

供给端出现一定程度减产，但上一榨季结转库存充裕，糖价将难有强势表现。

菜粕以及菜油方面，国庆节后，沿海地区油厂开机率大幅下降至2.33%，菜籽

进口到岸同比大幅减少导致菜粕供应减少，预计后市油菜籽到岸量依旧不多，菜

粕、菜油供给将不断缩紧。 同时，美国农业部报告显示，美国大豆库存低于预期，

优良率低于往年以及11月可能受到早霜灾害影响，大豆单产遭持续下调，推升豆

粕和菜粕价格。虽然水产养殖逐渐进入淡季对菜粕价格产生一定利空，但在生猪

丰厚的养殖利润以及近期出台政策的刺激下，生猪补栏有望改善，仔猪价格持续

上涨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养殖户补栏意愿的回升。 综合来看， 未来一段时间菜

粕、菜油价格仍将保持偏强运行。（格林基金 冯翰尊）

商品互换优势凸显

大商所商品互换业务在2018年12月19日上

线。其核心逻辑是交换基于商品价格或价格指数的

现金流，而不是商品。 在客户与交易商之间的双边

交易中，一般以某一商品价格或指数为标的，约定

在未来某个时间点， 由其中一方基于事先约定，支

付固定价格，另一方支付浮动价格。到期后，交易双

方只需完成价格轧差的现金划转即可。

作为商品衍生品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

品互换业务的推出，能够与场内市场工具共同构建

互通共融、互促共进的风险管理生态圈，更好地满

足实体企业和市场参与者的个性化风险管理，降低

市场参与的门槛和成本、增大市场容量，进一步推

动场外衍生品业务的深化发展。

大商所相关人士介绍， 商品互换业务上线迄

今，推行较顺利，目前共计引入66家交易商和51家

企业客户，累计成交53笔，名义本金总额为5.62亿

元。 为更好满足市场需求，大商所也在持续对商品

互换业务进行完善。今年8月26日，大商所推出了以

跨期价差和跨品种价差为标的的商品互换业务新

模式， 进一步丰富商品互换业务的内涵和应用模

式，为企业提供更加多样的套期保值工具。

商品互换业务的成功运行，为产业企业利用衍

生品市场管理库存和价格风险开创了新路径，实现

了参与各方多赢的效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

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在商品互换业务成功推行的

背后，其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深受企业追捧。

首先，商品互换是场外衍生品交易，更加个性

化。 其合约并不像期货合约那样具有标准化性质，

而是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制订。企业和交易商可

以根据保值标的、数量（重量）、合约期限进行自主

协调。因此，更贴合企业实际采销节奏和套保需求，

受到众多有保值需求企业的追捧。

其次，商品互换可提高客户资金利用率，降低

交易成本。商品指数互换解决了中长期套保中的连

续性问题， 企业不需要投入过多的精力研究月间

差。 同时商品互换业务到期一次清算，可避免频繁

的现金操作，提高资金利用率。

最后， 商品互换可优化报表结构， 便于财税管

理。在商品互换业务中，风险通过保证金变化来进行

覆盖，不会产生每日的现金盈亏，实际盈亏在交易了

结时一次性划转，交易期间的财务报表相对稳定。

总的来看，商品互换交易可以为市场参与者提

供期货以外的一种新的风险管理工具，以大商所期

货价格、指数点位和价差组合为标的，满足其在产

品种类、合约期限、市场容量等多方面的个性化风

险管理需求。 同时，商品互换交易不仅面向参与期

货市场的产业客户、机构，还面向其他未参与期货

市场的产业客户和机构，进一步降低了这些企业风

险管理的市场门槛， 特别是对于一些因为专业性、

管理难度等问题而无法参与期货市场管理风险的

市场主体。

企业应用成效显著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随着产业链

聚集度的提升，企业跨品种综合管理风险的需求不

断增强，通过场内、场外相结合的方式为企业提供

个性化的风险管理方案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欢迎。

本次杭州商品互换调研之行，中国证券报记者

走访了两家最早参与商品互换业务的企业，分别是

浙江特产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产石化” ）、

杭州中菁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中菁” ）。

两家企业均表示， 此次参与商品互换业务成效显

著，商品互换提供了更灵活、个性化的衍生品交易

模式，让期货工具更加接地气，从而更好地服务实

体经济。

特产石化总经理助理叶品浩和金融投资部副

经理宋仕威介绍， 特产石化属于贸易流通企业，主

要经营PVC、PP、PE等多种化工原料， 从我国西北

地区或国外采购，再分销到华东、华南等主要消费

地。 由于运输周期较长且上游供应具有不确定性，

通常需要持有1个月以上的库存量来保证下游客户

的需求。主要面临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库存量大，占

用资金多， 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与管理成本；二

是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库存商品有对应的期货品种，

非交割品类的库存商品缺少风险对冲手段，企业不

敢加大非标库存占比；三是库存周期长，进口货物

从采购到到港一般耗时两三个月，在途期间的不确

定因素较多。 在此背景下，一旦化工品市场出现大

幅波动，企业经营便会面临较大风险。

2017年9月，化工品市场经历了一波较大幅度

的价格调整，之后的10月，PE、PP、PVC价格走势出

现分化，PE、PP价格稳步上行，PVC价格跌幅扩大。

由于三个品种之间的相关性，价格存在一定的传导

效应，现货库存风险有所累积，化工品现货组合面

临价格下跌风险，企业需要运用衍生品工具进行套

保。 根据特产石化的风险管理诉求，结合当时的市

场行情，永安资本及浦发银行向特产石化推荐了大

商所的商品互换业务试点方案。 2017年年底，永安

资本、特产石化和浦发银行分别作为对冲方、产业

客户和中间方参与了试点，通过化工期货指数互换

有效规避了PE、PP、PVC三个品种库存的价格波动

风险，取得了预期效果。

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 特产石化在2018年12

月19日，大商所商品互换业务上线的当天，通过大

商所综合服务平台达成了平台首笔商品互换交易。

特产石化与永安资本合作，在PVC这个品种上进行

套保，特产石化作为卖方与永安资本达成了以PVC

期货价格指数为标的的商品互换交易， 业务期限3

个月。 通过该笔业务，特产石化锁定了PVC库存品

的未来销售价格，并将移仓换月的操作风险转给了

更加专业的永安资本，最终实现了以较低成本实现

风险管理目的的效果。

同为化工类企业的杭州中菁， 与特产石化类

似，也面临着由于运输周期较长且上游供应具有不

确定性而带来的诸多库存管理问题。 柴铁松介绍，

杭州中菁是嘉悦物产有限公司的一级子公司，以能

源化工、黑色金属、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产业为主,致

力于为上下游客户提供供应链服务的企业， 主营

PE、PP、PVC、MA等多种化工商品。

2019年1月份PP市场呈现出现货价格较稳而

期货价格上涨的行情， 期货价格在向现货价格靠

拢，对贸易商来说，出现了一个期现套利套保较好

的窗口期。 在此背景下，2019年1月杭州中菁向大

商所申请商品互换开户， 并与交易商南华资本达

成了国内首笔PP价格指数互换交易， 取得了不错

成效。

具体而言，在交易存续期间（1月21日—3月29

日）， 大商所PP期货价格指数在1450点到1500点

之间震荡，指数互换工具发挥了对冲现货头寸风险

的作用。 交易期间指数下跌52.23点，套保端的获利

成功对冲了贸易商在3月底前的库存跌价风险。

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商品互换业务满足了产

业客户多样化的风险管理需要，为银行参与境内商

品市场提供了途径，提升了期货风险管理公司的风

险管理能力和金融属性，取得多赢效果，是期货市

场发挥功能、服务实体和满足产业企业多样化风险

需求的一项业务创新。交易所在探索商品场外互换

业务、深化银期合作、实体与金融合作、建设多层次

衍生品市场体系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具有较大推

广价值和重要战略意义。

商品互换仍需加强推广

为深入了解市场需求，除调研特产石化和杭州

中菁两家已经参与商品互换业务的企业外，中国证

券报记者还走访了目前还未参与商品互换业务的

两家企业———浙江物产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浙江物产金属” ）、浙江景诚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江景诚” ）。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作为商品互换业务的

潜在参与企业，浙江物产金属和浙江景诚十分认可

商品互换为企业避险所带来的便利。 值得一提的

是，浙江景诚在座谈会结束后便现场向大商所递交

了材料，企业对于参与商品交易互换业务的期待可

见一斑。

浙江物产金属目前已完成大商所商品互换业

务开户，但目前还未开展交易项目。在此次调研中，

浙江物产金属也表达了对商品互换业务的期待和

需求。 “国内商品互换市场正处于起步的一个阶

段，我们希望这个市场未来能够足够开放，让我们

的兄弟公司以及交易商能够有足够的交易体量去

参与其中。 ” 浙江物产金属衍生金融部相关负责人

表示，“希望大商所增加互换标的品种， 同时能进

一步完善询价机制，以便于企业能够更加便捷和公

开地和市场交流。 加大市场培育力度，让更多企业

参与进来，增强商品互换市场的活跃度。 ”

为保障商品互换业务后期顺利开展，在此次调

研中，企业也提出了相关建议。例如，相关企业希望

有更多具有优势和特色的品种指数推出，创新开发

更加多样的风险管理产品。针对企业自身贸易和经

营上的差异，在后期可以尝试为龙头企业提供个性

化指数板块，根据企业自身贸易情况设计个性化产

品。 还要看到，在目前信用体系尚未完备的市场环

境下，产业客户和机构参与衍生品市场的资金成本

较高、企业参与程度有待提升等问题。

“商品互换还需要加强市场推广，让更多企业

参与其中，提高市场流动性。 商品互换业务只要成

功推进第一步后， 这个市场便会逐渐发展起来，我

们公司也将尽快参与到商品互换业务中去。 ” 浙江

景诚总经理俞海说。

“期货+” 再添新工具 满足企业个性化避险需求

商品互换“风生水起”

□本报记者 周璐璐

国内商品期货品种持仓变化及涨跌幅

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甲

９７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电话：编辑部

６３０７0３86

发行部

６３０７0３２６

、

６３０７0３２４

广告部

６３０７２６０３

传真：编辑部

６３０７０４83

、

６３０７０480

广告部

６３０７１０２９

零售价格：

4．0０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

００１９

号

在利用期货避险已成为企业经营常态的当下，可链接期货现货、场内场外的“期货+” 新工具———

商品互换正在萌发勃勃生机。

2018年12月19日，大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大商所” ）上线商品互换业务。在商品互换业务即

将满一周年之际，为深入了解该业务的应用成效及企业的真实反应，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与大商所团

队一起前往杭州对部分参与企业及潜在参与企业进行了调研。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商品互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意义，其个性化需求制定、操作便捷、不增加

额外成本、到期一次性结算、避免频繁现金操作的特点受到众多有保值需求企业的追捧。 “商品互换作

为国外一种比较成熟的业务模式，其避险功能被广为认可。 此次大商所推出商品互换业务，我们作为第

一批吃螃蟹的人，认为味道还是不错的。 ” 杭州中菁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塑化事业部总经理柴铁

松说，“如果大家一起吃的话，味道或许会更好！ ”

‘

’

本报记者 周璐璐 摄

CIFI指数品种 当周涨跌幅% 上周涨跌幅% 双周涨跌幅% 本月涨跌幅%

铁矿石 -6.38 0.38 -6.00 -6.03

镍 -5.55 -0.42 -5.97 -5.95

甲醇 -5.29 -3.37 -8.66 -8.48

石油沥青 -4.67 -3.02 -7.69 -7.55

焦炭 -4.46 -0.59 -5.05 -5.02

螺纹钢 -2.85 -1.82 -4.67 -4.61

PTA -2.74 -0.27 -3.01 -3.01

热轧卷板 -2.14 -2.63 -4.77 -4.71

PVC -1.32 -0.46 -1.78 -1.78

白银 -1.22 1.87 0.65 0.63

LLDPE -1.21 -1.39 -2.60 -2.59

动力煤 -1.20 -0.81 -2.01 -2.00

焦煤 -0.84 0.48 -0.36 -0.36

硅铁 -0.82 0.20 -0.62 -0.61

铜 -0.72 -0.72 -1.44 -1.44

锌 -0.61 1.50 0.89 0.88

聚丙烯 -0.60 -0.26 -0.86 -0.86

锰硅 0.27 -1.85 -1.58 -1.58

铝 0.44 -1.61 -1.17 -1.18

铅 0.92 -0.12 0.80 0.80

天胶 1.29 1.26 2.55 2.57

玻璃 2.26 0.00 2.26 2.26

锡 3.22 1.00 4.22 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