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割合约 交割日期

交割量

（手）

交割金额

（元）

交割地

JD1404 2014-4-18 1 37,840.00

山东德膳（

1

）

JD1405 2014-5-21 2 98,380.00

河北金凯（

1

）、江苏鸿轩（

1

）

JD1406 2014-6-19 5 236,400.00

湖北神鹭（

1

）、宜城襄大（

4

）

JD1409 2014-9-18 19 972,610.00

湖北神丹 （

1

）、 大连韩伟

（

5

）、青岛田瑞（

13

）

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商品指数（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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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4 73.63 -0.09 -0.12

农产品期货指数

890.97 883.24 891.59 882.62 891.35 -8.11 -0.91

油脂指数

592.01 588.81 593.27 587.87 592.78 -3.97 -0.67

粮食指数

1390.94 1376.23 1391.46 1375.40 1395.04 -18.81 -1.35

软商品指数

767.83 772.04 774.17 767.34 775.14 -3.10 -0.40

工业品期货指数

756.01 750.44 756.28 748.31 755.29 -4.85 -0.64

能化指数

662.56 663.51 671.40 660.06 670.10 -6.59 -0.98

钢铁指数

527.45 527.54 529.47 526.19 527.58 -0.04 -0.01

建材指数

623.72 622.77 625.90 621.84 623.60 -0.83 -0.13

注：欧美经济表现较好对上周监控中心中国工业品期货指数（

CIFI

）总体上产生

了助涨效应， 从

11

月

14

日当周来看，

CIFI

指数呈现震荡上行走势， 当周最高上冲

756.87

，最低探至

747.33

。 中间连续三个交易日上涨；其中，当周

PTA

、螺纹钢、焦煤和

甲醇大幅反弹，玻璃、铜、锌、白银和

PVC

小幅反弹，仅有橡胶、焦炭、塑料、铅、铝小幅

回调。 从指数走势上看，

CIFI

指数开始出现连续两周的反弹。

从三大分项指数来看，钢铁、建材和能化指数反弹力度不一，在

PTA

及甲醇推动

下，能化指数反弹最为强劲，

PTA

是领头羊，甲醇也出现大幅度的上涨。钢铁与建材两

个指数反弹力度较小，受房地产市场不振和基建季节性淡季影响，两大分项指数反

弹动能减弱。

从国际工业品期货价格指数来看，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工业品期货指数与标普

高盛工业品指数周收盘价均出现小幅反弹走势， 而

CRB

工业品现货指数出现下跌，

与

CIFI

和标普高盛指数方向不同，主要原因是构成的品种不同。

从当周整体走势来看，

CIFI

指数出现短期反弹走势，化工、钢铁、建材、铜锌白银

均出现反弹，主要受到当周美国、欧元区、德国经济数据较好推动，而国内经济数据

显示经济仍在负重前行，物价指数偏低、工业增加值进一步放缓、固定投资增幅回落

均需要中央政策进一步刺激举措的出台。因此，预计

CIFI

指数在本周可能维持震荡或

小幅上涨态势。 同时关注日本第三季度

GDP

数据和美国住房市场数据对主要工业品

期货价格的影响及传导至国内主要期货品种的价格波动。 （方正中期期货 王骏）

鸡蛋上市一周年

功能发挥好于预期

□银河期货 胡香君

时光荏苒， 又到一年寒冬时。

一年前，鸡蛋期货于2013年11月8

日在大商所上市了，它的诞生不仅

仅填补了我国生鲜品种期货的空

白，更带给了困境中的人们一线希

望，脆弱的鸡蛋行业从此多了一种

避险利器。 如今，鸡蛋期货已走完

整整一年的历程，回顾这段波澜壮

阔的日子，鸡蛋期货一如当初人们

所希冀的那样，较好的发挥了它的

市场功能。

波动剧烈 成交活跃

上市以来， 鸡蛋期货一直受到

投资者热捧，因其行情波动剧烈，具

有较高的投资价值。截至2014年11

月7日， 鸡蛋期货指数日内最低价

格为3813元/500kg， 日内最高为

5299元 /500kg， 区间振幅达到

38.97%。 波动幅度较大，吸引了大

量投资者入场， 日内最高成交量达

到111.9万手，日内平均成交量在35

万手左右，作为一个新上市的品种，

其活跃程度不亚于大豆、 油脂等成

熟的农产品期货品种。

期现货价格相关性较高

选取鸡蛋期货活跃合约收盘价

和主要产销区鸡蛋现货均价进行期

现货走势对比，经计算，截至2014

年11月7日， 两者相关度约为1405

合约0.9，1409合约0.84， 走势大体

一致， 且期货价格一般较现货先行

做出反应， 符合期货市场的功能特

点。 鸡蛋期货波动基本上反映了现

货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化， 能够较为

准确地反应未来的需求情况和价格

走势， 这对于蛋鸡企业安排生产计

划和经营作用将起到良好的引导作

用。 随着鸡蛋期货参与者特别是产

业客户的增加， 鸡蛋期货价格的走

势相关性将不断增强。

货源充足 交割顺利

鸡蛋期货自2013年11月8日

上市以来，截至1410合约结束，共

完成27手鸡蛋交割，总计135吨鸡

蛋。 其中厂库交割数量共115吨，

占整个交割数量的85%， 仓库交

割数量共20吨， 占整个交割数量

的15%。 大商所共设10个交割厂

库，5个交割仓库。 其中已参与交

割厂库数量有7个， 参与比例为

70%； 已参与交割仓库数量有1

个，参与比例为20%。 整体来看，

交割库参与比较积极， 较好地实

现了期现的联动。 其中交割厂库

由于交割成本较低、方便快捷，参

与的积极性更高。

套利模式有待进一步探索

鸡蛋是饲料的转化物，一般情

况下，约2.3公斤饲料生产1公斤鸡

蛋，而蛋鸡的饲料主要为玉米和豆

粕， 两者分别占饲料成本的60%

-65%和20%-25%，饲料成本约占

鸡蛋成本的70%。 因此，鸡蛋成本

42%-46%来自玉米，14%-17.5%

来自豆粕。

从价格关系上看，鸡蛋与玉米、

豆粕的价格走势具有一定相关性，

其中鸡蛋价格与玉米价格相关系数

达0.74， 与豆粕价格相关系数达

0.59。两者均谈不上高度相关，如果

进行跨品种套利， 三者受同一因素

的影响表现难免会出现较大分歧，

如2014年美豆丰产，玉米丰产等这

些因素对玉米和豆粕产生的利空作

用非常明显，正常情况下，饲料成本

下降，鸡蛋的价格也会受到影响，而

我们看到鸡蛋价格基本没有受到这

方面的干扰。目前来看，三者套利关

系的基础尚不牢靠， 但鉴于它们之

间存在这种上下游转化的关系，在

后市发展过程中， 这种模式仍然值

得我们期待。

A07

■ 责编：王朱莹 电话：

010－63070467 E-mail:chao0845@126.com

■ 2014年11月17日 星期一

期货·行业生态

utures� Industry

F

散户 财富神话可遇不可求

□本报实习记者 张利静

期货交易的舞台上，不应只有盛大庄严，不应只

有英雄赞歌，波澜壮阔的荣辱悲喜背后，那些细碎的

呻吟和枝梢的痛痒，更是一个市场的灵魂所在。

小C的故事

11月过半， 北京的银杏叶黄簌簌地落了一地。

APEC会议过后， 映着错落的灰瓦胡同和单调的写

字楼，空气中泛起一层薄薄的灰霭。

不到收盘时间， 小C已经从期货公司营业部的

操盘室出来，步伐轻快地钻进地铁，奔向西单的苹果

专卖店。 自从上次相亲的姑娘特意瞄了两眼他那血

统不甚高贵的手机后， 小C便饱受刺激。 做期货的

人，受不得别人眉眼高低。

小C，这个85后的炒单青年，将车子、房子、姑娘

都押给了红红绿绿的期货盘面。

回想这一天的交易经历，不到九点，小C就开始

了一天的“劳作” 。 煤焦钢品种尤其是铁矿石是小C

一直擅长的品种， 而前段时间在铁矿石上 “失蹄”

后，小C至今心有余悸，决定近期不再碰这个品种。

这天他准备在农产品上碰碰运气。 从习惯跳空开盘

的豆粕到上蹿下跳的白糖，观察了大概30分钟之后，

盘感得到了充分的调动， 配合一向自认为稳重犀利

的研判风格，他决定在豆粕上下手。

上午9点25分，小C在2970元/吨点位空单进场，

一直拿到下午2点，2935元/吨出场。资金经过前期的

折耗， 本习惯拿趋势单的他不得不收敛手脚从日内

交易中积攒实力。 对于这一天的收获，小C还是比较

满意的。前期亏损后有意无意缩减生活开支的他，在

近期实力有所恢复后，压抑的心情也变得轻松起来。

小C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雪手机之耻。

对于前段时间的交易经历，小C的朋友旁白称，

他整个人都变得沉默起来，甚至有些敏感。 小C本人

回忆起来，失落之余却流露出难掩的庆幸。

5月下旬，铁矿石1409合约跌破700元/吨，远月

1501合约早在几天前已经跌破这一价位；而在2013

年底，1409合约还在900元/吨上方， 前后跌幅在

20%以上。 小C认为抄底的时机到了！ 在价格继续下

挫到690元/吨时，小C果断多单进场。 然而反弹并没

有来得那么顺利，截至6月中旬，铁矿石价格一路顺

畅向下探到660元/吨， 尽管这样的低价出乎小C意

料，但他还是毅然执行了“抗单” 策略。 之后铁矿石

出现一波快节奏反弹，到6月底终于突破700元/吨关

口，站上720元/吨，此间，由于回本儿并出现盈利，小

C并没有急于平仓，他判断上方应该还有空间。

在接下来的近两个月时间里， 小C多数时间在

成本线下方一直忍耐着，期间出现浮盈但最终错过。

直到8月底，铁矿石期价跌破600元/吨，小C一度追

加保证金， 但600元/吨被击破的同时小C的心理防

线也最终崩溃，只能认亏出局。

而此后铁矿石期价继续一路下跌， 直奔500元/

吨关口，小C傻眼的同时，暗暗捏了一把冷汗。

小C是在四年前从期货公司技术部门出来后开

始全职期货交易的。 这个85后炒单青年和市场磕碰

磨合之后， 渐渐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交易方法，盈

利稳定之后偶尔也接些资金。 靠着几万块资金垫底

的小C在期货市场挣下了北京N环外的一套房子，然

而作为外地人， 这个城市依旧让他充满了不安全

感，交易顺利时能够暂时感到安慰，交易不顺时日

子尤其难捱。

谈及傅海棠、林广茂等市场骄子，小C笑道，自

己只是从市场中讨个生活， 能够成为少数的盈利者

和幸存者已然不易， 财富神话的出现需要天时地利

人和，可遇而不可求。

小散 哪里去

一位在二线城市期货营业部盘房服务工作多年

的职工李姐说， 这么多年陆陆续续有盘手从这里离

开，不过还没见过带着盈利出去的。

综合多位期货公司营业部人士的数据， 有稳定

盈利能力的客户占全部客户的比例在一成左右。 一

家规模中型的期货公司营业部负责人苦笑道， 期货

市场盈利格局比“二八” 更为惨烈，用“一九” 形容

更为合适。“这几年，媒体对财富神话人物的塑造很

多，偶尔有小散户因交易失败而酿成悲剧的新闻。这

个市场是零和甚至负的博弈，每一个财富神话背后，

更多的是失败的交易案例。身临其境，有些故事令人

啼笑皆非，捧腹的同时，你不知道哪一天会走到同样

的田地。 ”

小散在市场中的结果不一而足。 拿房子首付做

交易的工薪青年因交易失败而自杀的故事一直是

交易圈里的一抹魅影； 也有数次爆仓终成正果的，

偶有一面之缘的老张便是这样的人物， 爆过十次

仓、现在操作上亿资金并能够在期指、铜等品种上

持续稳定的他回忆起过往的“修炼” 过程，沧桑难

掩，回忆起最苦的日子，竟到了卖都市报为儿子筹

几元钱的医药费的地步。 然而，极少听闻有人知难

而返或急流勇退。

澳门的张先生则是另外一般情形。 资金规模可

观，操盘经验丰富且收益稳定的他狡黠地说，大多数

人喜欢死扛，不过我是见情形不对就跑。另外资金使

用比例尽量不要太高，比例一大心态肯定要变化，拿

全部家当来做交易几乎是必输， 因为谁也不可能一

直盈利， 只要一输心态就会变化, 输只是个时间问

题。 “就今年的行情来说，看上去是一路下跌，但其

实很不顺畅，一个反弹足以把很多人逼出去。 ”

而谈起交易， 浸淫市场二十年的老期货郑州老

崔总是既爱又恨。一方面，二十年来他培养了自己的

一支团队作战、收益稳定的交易队伍，在代客理财的

过程中，不仅没有亏过客户的钱，团队和自己在其中

还获得实惠；另一方面，见多了失败收场的故事，他

深知交易背后牵涉的可能是交易者乃至其家人的饥

饱冷暖，甚至是人生轨迹。

在老崔的微信中， 时常可以见到他如此这般对

市场的感悟—————“期货市场是一个杀伤力、 淘汰

率很高的行业， 人们在这里每天如履薄冰、 小心翼

翼，如果你三年最多五年没有出成果，没有赚钱，就

要尽快离开，这是对自己和家人的负责，毕竟，这是

个丛林市场。 期货市场的成功对资源和青春非常苛

刻，不一定坚持下去就能成功，而人生没有多少个三

年五年的青春” 。

交易 不要想太多

“无论从哪方面看,今年的行情是最难做的。 ”

一位期货私募表示，虽然没有数据，但估计今年倒下

了不少人，即使是机构，死亡率也应较往年高。

长期在一线从事投资者教育工作的长江期货研

究员李富表示，期货市场小投资者亏损甚至是爆仓的

情况一直存在，市场存在典型的二八特征（甚至赚钱

的数量还不到两成）。 分析其原因，可从两个方面去

看，一是宏观环境的变化导致市场波动加剧，增加了

期货参与者的市场风险；另一方面，投资者本身的投

资素质问题如缺乏专业的分析能力、资金管理意识不

足以及心态较差等都是导致投资者亏损的原因。

李富说， 在现在越来越机构化、 专业化的市场

中，中小散户要生存首先要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至

少需要知道自己投资品种的基本属性以及涨跌规

律，无论是基本面分析还是技术分析，都需要不断的

学习，特别是现在期货市场品种创新不断，涉及新的

领域需要有扎实的知识储备。“另外，单纯主观的去

猜测市场涨跌已不太适应当前市场， 建立自己完善

的投资体系， 遵循客观交易规律有助于延长在市场

的存活周期以及提高胜率。 ”

交易圈里有句话—————低手死于趋势， 高手死

于震荡。 中融汇信期货青岛营业部总经理袁辉亮认

为，尽管市场环境变了，但是小散户仍然有不可忽视

的优势。小散户资金小、灵活度高，不管行情怎样，比

大资金容易抽身多了， 大资金只有操作大行情才有

利可图,在震荡市里它们因为船大不好掉头,散户正

好相反；而且散户往往以自有资金为主，等于没有成

本,机构的资金就要考虑融资成本问题。

“我从业至今，见到几个客户，挨过了新手期三

年之后，后面慢慢不断稳健成长，几万块钱做到几十

万、上百万。 ”

硬币总是有另一面。袁辉亮说，散户往往没有机

构那么好的操作系统，即便资金规模一样，机构会有

下单员、分析师、项目主管、风控员等组成的一整个

团队去开发和执行交易策略， 散户基本是自己一拍

脑袋， 很难有完善的交易计划以及严格的执行力。

“国内期货市场机构化程度很快会像证券市场那样

迅速, 大多数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时间的散户们的资

金会被集合成理财产品的方式被专业投资者管理,

对于小散户来说，有多大能力干多大事，自己真的不

适合在市场中搏杀的话， 还是直接买基金信托等理

财产品省心省力。 ”

“投资有风险的道理谁都懂， 在高杠杆的期货

市场尤其如此。如果真的对期货交易感兴趣，当事业

来做，就一定要理性对待，合理控制仓位比例，不断

提升交易技能，赌徒心理要不得，也最好不要把交易

之外多余的东西带进来。 ” 一位从事期货投资多年

的人说。

机构时代散户需改变生存法则

□本报实习记者 张利静

虽然没有明确的数据表明目前期货市场机构客

户比例占优，但不少交易人士隐隐预感：机构厮杀的

时代已经到来，散户可能要改变生存法则，重新评估

自己在这个市场中的生存能力。

“我们公司情况就非常明显， 今年开的特殊法

人户数量是去年的数倍， 特殊法人户不同于简单的

法人户，是指资管、私募基金、基金专户等。这类账户

全年享受交易所手续费返还， 各家交易所都有对特

殊法人账户的鼓励政策。 ” 中融汇信期货青岛营业

部总经理袁辉亮说。

一位接近交易所的市场研究人士称， 虽然官方

统计的数据是散户占据交易主体的主要比例， 但是

从博弈力量上看， 近年来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较大

变化。“而且从政策倾斜上来看，个人户盈利后是不

需要纳税的， 而企业法人户在期货市场的盈利则要

在会计核算中在增值税中体现出来， 即企业交易盈

利需缴纳税金。 这可能会让一部分企业借道个人户

进行交易。而欧美市场由于鼓励创业的氛围，对企业

纳税比例特别宽松， 甚至针对套保等避险经营有补

贴，企业更愿意用法人名义开户。这可能是导致不同

市场上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比例数据截然不同的一个

重要原因。 ”

有研究人士称，去年的期货冠军刘增铖的基

金清盘， 从基本面看遭到现货巨头捕杀虽然有

其必然性，但这也可能说明，机构的操盘能力越

来越专业了， 无论是现货套保企业还是专业投

资的机构，伴随着博弈升级，未来可能会出现越

来越多的机构基金清盘的事情， 散户的生存环

境更堪忧了。

千军万马，小散何以自处？

春鸭知水暖， 早有部分机敏的个人投资者通过

各种途径探知大鳄投资路径并加以跟随。此种方式，

北京长安德瑞威投资有限公司经理崔陵渝认为并不

可取。

“有一种聪明的小海鱼经常在大鲨鱼后面吃

着大鲨鱼嘴里掉下来的残羹剩饭自由自在， 但是

它们不知道大鲨鱼在前面没有目标的时候， 突然

掉过头来把聪明的小海鱼吃了， 它们自以为在大

鳄后面很安全，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做期货一个

道理，紧跟大鳄只是暂时的安全，大鳄天生靠宰杀

生存， 食物链底端的生物只能时刻防止自己被吃

掉。 ” 崔陵渝说。

严格止损而不能获利、原先盈利的方法失效、不

断充电却收获甚微—————一位个人投资者在一封公

开信中表达了自己对市场越来越迷茫之感。 “随处

可见的高手访谈和事迹给了我动力， 各种交易理念

让我如获至宝，而两年来，无论如何努力和测试，单

周期、单品种的一个盈利策略也找不到，我不知道前

进的方向在哪里。 ” 他说。

鸡蛋期、现货价格走势

（单位：元

/500kg

）

鸡蛋期货上市以来交割情况

新华社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