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中国保监会 《人身保险电话销售业务管理办

法》（保监发〔2013〕40号）要求，现将我公司委托广发

银行开展保险电话营销业务的新增呼出号码95508予以

公示。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电话销售中心

2014年11月18日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电话营销代理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产品呼出号码公示

海通期货“笑傲江湖”实盘精英大赛

注：海通期货长期业绩鉴证平台优秀交易者“金水”自

2013

年

11

月加入业绩平台以来，绩效稳定上升，累计实现收益率

243%

和总收

益额

345

万，目前位居马拉松组综合排名三十八名，更强势占据

100-

500

万组季度收益榜首。

“金水”是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曾在学校、企业和政府部门任

职。 二十多年来，他没有中断过战略管理以及股票、期货投资等方面

的研究，曾被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聘为特约研究员，

2012

年退休后正

式进入期货市场，

2013

年

9

月荣获“一战成名”全国期货实盘大赛总收

益率第三名。

“期货最大的魅力是风险大、挑战性强。 如果能化解风险并操作的好，则

能增长财富，对磨炼意志和全面提升素质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金水”如此评

价期货交易的魅力。事实上，初入市场的第一年曾让他感到很困惑，虽然投入

的资金不多，但是亏损的情况几乎成为他几十年来最棘手的事。 好在“金水”

多年在国企和政府

部门的任职经历，使

他沉淀下稳健作风

和良好心态，经过自

己不断总结反思，很

快在策略部署上进

行了全方位的调

整， 交易绩效迅速

实现逆转并且稳健

增长至今。 （海通

期货 肖小珊）

2014年度综合排名

2014-3-1至2015-2-28

排名 选手 综合分值 收益率 收益额

1

成冠财富

70.9 174.8% 27304706

2

成冠投资（稳健）

70.1 161.4% 32035980

3

摩元投资

1

号

59.6 186.0% 34602542

4

茂源资本

39.4 123.6% 14844209

5

摩元投资

2

号

38.6 194.4% 13596086

6

往事如风

31.1 113.6% 9329699

高频组

排名 选手 综合分值 收益率 收益额

1

茂源资本

39.4 123.6% 14844209

2

往事如风

31.1 113.6% 9329699

3

贪食蛇

20 152.9% 2407772

战队组

排名 选手 综合分值 收益率 收益额

1

期指梦之队

22 90.8% 7502199

2

一舜资本

-

郑州

5.9 94.5% 672308

3

喜洋洋战队

2 17.4% 1373123

马文胜：对冲基金在期市机构

投资者中占比上升

□本报记者 官平

由新湖期货有限公司、中国

绝对收益投资管理协会联合主

办，由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

品交易所特别支持的 “申城论

剑—第六届衍生品对冲套利

（国际） 论坛” ，11月17日在上

海举行。

会上， 新湖期货总经理马

文胜表示， 国内期货市场投资

者结构变化中商业机构头寸越

来越集中， 对冲基金占比越来

越大， 以做市商为商业手段的

机构将快速出现， 应壮大专业

机构投资者成为市场主体，当

前证券公司、商业银行、基金公

司、信托公司已逐步进入期货，

也应鼓励国内期货公司设立资

产管理公司， 在对冲基金管理

上有所突破。

同一场合，上海期货交易

所总经理助理党剑表示，发展

商品期货ETF具有改善商品

期货市场投资者结构、 推动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

分散投资风险、 增强中介机

构服务投资者和实体经济的

能力等重要意义， 相信商品

ETF会成为资金机构核心资

产配置的工具， 可以预见在

相关法律法规落地之后，中

国商品期货ETF可以有更为

光明的前景。

□本报记者 官平

创新排头兵，改革先锋队。近年

来，中国期货市场发展迅速，新品

种上市步伐不断加快，市场规则制

度和改革效果显著，紧跟现货市场

发展规律，动态调整期货合约和规

则体系，进一步简政放权 ，加大监

管转型。

伴随着期货经营机构改革逐步

推进， 期货市场也发生了一系列变

化， 一是增量不增资的现象得到改

变，过去市场创新虽然不断加快，但

是市场资金创新量有限，随着近年来

对投资者培育力度不断增强；另一方

面，投资者结构进一步优化，尤其是

金融机构投资者发展迅速。 与此同

时，市场持仓量不断加大，大多数品

种法定客户成交量和持仓量都呈上

升趋势。

当前《期货法》立法工作正在紧

锣密鼓进行， 下一步期货市场法规体

系将更为健全。业内人士认为，应该继

续大力推动期货市场改革， 一方面加

快市场规则体系等基础建设， 积极推

进对内对外开放， 打破投资者入市障

碍； 另一方面应加快期货衍生品市场

发展， 使场内、 场外两个市场相互促

进、共同发展。

改革果实丰硕

期货品种是服务实体经济的

载体，每新增加一个品种，就是拓

展一个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

领域，老“国九条” 颁布十年来，期

货市场从原来8个品种， 增长到目

前45个，基本覆盖了关系国计民生

的重要领域。

尤其是2010年，成功推出股指期

货， 标志着中国金融市场的正式起

步，去年又成功推出我国第一个场内

利率衍生品，顺利上市了全球首个纯

股指期货的产品，并且在煤炭等战略

领域取得新的突破，木材、鸡蛋新的品

种推出， 更是弥补了林木和畜牧产品

的空白。

据中国证监会期货监管部主任宋

安平此前公开表示，今年以来，为提升

我们在全球大宗商品创新市场的定价

影响力， 监管层积极推动期货交易所

进行交易机制创新。近两年在黄金、白

银、焦炭等期货品种上开展连续交易，

使得期货产品的连续性和平滑度增

强，也降低了期货市场运行的风险，同

时期货市场套保交易规模显著增长，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不亚于上市一个新

的期货品种。

关键的是， 期货市场运行成本也

在快速降低。 随着各交易所陆续推出

套利交易保证金优惠， 单向多边保证

金优惠措施，据测算，三家商品交易所

日均减免交易所近60亿， 法人客户受

益明显，减免金额占一半，显著降低了

市场运行成本。

市场法规体系也不断健全。 此

前，监管部门表示，要进一步简政放

权，加大监管转型，在从事保证金存

款资格审批和境外业务风险敞口年

度审批基础上，研究取消目前七项许

可中涉及到交易所合并、分立、场所

变更等行政审批事项可行性，进一步

精简备案登记等事项，将事前报告事

项改为事后报告事项，修改完善期货

业务活动的指引， 研究加强事前、事

中、事后监管思路。

衍生品市场前景好

2012年以来证监会逐步推进场外

衍生品市场业务， 出台了一系列业务

规范与工作指引， 推动国内场外衍生

品市场（OTC）快速发展，市场上出现

了一系列以场外衍生品为基础且构造

复杂的结构型产品。

当前， 期货业在服务实体经济方

面虽然起到了不小作用， 但由于标准

化合约满足不了绝大多数市场需求，

造成需要服务的实体经济并没有受

益，而在国际上，实体需求多在衍生品

市场上得到满足。

场外市产品不同于场内标准

化产品，其特性灵活多变主要为满

足机构投资者个性化需求而设计。

业内人士表示，下一步期货市场在

衍生品市场方面将有很大的施展

空间。

我国场外衍生品市场发展较为

滞后。 近年来，作为我国大宗商品场

外市场发展的探索，各类以中远期电

子交易为特征的大宗商品电子交易

市场蓬勃发展，并以其个性化的合约

设计和便捷的交易方式， 被广大现货

企业普遍接受。

相较于欧美成熟的大宗商品场外

市场， 我国大宗商品电子市场在交易

品种、运行机制、市场主体等方面都存

在明显差距，更有一些市场违规经营，

加大了区域性金融风险， 整体上对促

进期货市场功能的发挥和优化大宗商

品资源的配置作用并不明显。因此，建

立健全我国大宗商品场外市场， 完善

大宗商品市场体系， 对于促进期货市

场功能发挥， 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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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商品指数（

2014

年

11

月

17

日）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

2014

年

11

月

17

日）

期货业改革春风劲吹

衍生品市场迎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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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83 1012.82 993.68 996.11 -8.76 999.53

易盛农基指数

1042.10 1050.33 1034.89 1036.59 -7.15 103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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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3 73.54 -0.31 -0.42

农产品期货指数

883.04 880.68 887.13 878.89 883.24 -2.56 -0.29

油脂指数

588.39 588.70 594.50 587.64 588.81 -0.11 -0.02

粮食指数

1367.60 1370.58 1378.87 1366.74 1376.23 -5.65 -0.41

软商品指数

770.71 768.59 781.23 762.49 772.04 -3.46 -0.45

工业品期货指数

750.83 754.27 760.97 749.55 750.44 3.83 0.51

能化指数

669.15 658.68 675.45 658.45 663.51 -4.83 -0.73

钢铁指数

527.41 526.06 529.86 525.12 527.54 -1.48 -0.28

建材指数

623.08 621.81 625.46 621.40 622.77 -0.96 -0.15

纽约原油创1986年以来

最长周度连跌纪录

□本报记者 王超

尽管上周五纽约原油期货

收高， 但仍创下1986年来最长

周度连跌走势，原因在于疲弱的

供需前景继续打压市场。

与此同时，布兰特原油期货

连续第八周下挫， 创1988年以

来最长周度连跌。

北京时间11月17日21：00，

NYMEX12月原油期货合约收

每桶75.82美元。 上周五该合约

收盘价创9月3日来最大单日升

幅。 该合约上周下跌3.6%。

1月布兰特原油期货合约

收升1.92美元，或2.5%，报每桶

79.41美元。 该合约上周下跌

5.4%。

6月中旬以来国际油价已

下跌约30%，因供应增速超于需

求增速。上周四纽约油价在过去

四年来首次跌破每桶75美元，

因美国能源资料协会（EIA）表

示美国原油产量飙升至几十年

来最高位水平，且美国原油期货

交割地库欣的原油库存急增，令

本已担心原油供应过剩的交易

商更加不安。

国际能源署 (IEA) 上周五表

示，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而美

国页岩油发展繁荣，油价短期内不

大可能恢复至高位。IEA表示：“经

济发展不再像曾经那样刺激石油

需求增长，尤其是在工资得不到提

高的情况下。 ”“油价重返此前高

位可能是件遥不可及的事情。 ”

■ 时闻快讯

南华期货积极布局外汇业务

南华期货总经理罗旭峰11月11日在南华外汇

（香港）有限公司开业仪式上表示，公司以往专注于

期货业务，随着证券、外汇业务相继开展，公司将在衍

生品市场业务的基础上，向其他金融市场迈进。

“今后， 南华外汇将充分发挥南华期货的股东优

势，紧紧抓住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机遇，为有需求

的投资者提供优质的杠杆式外汇交易服务，帮助客户在

全球外汇市场中抓住投资机会，为资本增值。 ”他说。

南华外汇（香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并于

同年4月获得香港证监会的第3类受规管活动(杠杆式

外汇交易)牌照，注册资本为3,000万港币。 公司为客

户提供7种主要外汇货币对以及7种交叉盘货币对交

易，保证金杠杆最高为20倍。

有业内人士称，南华外汇的成立是南华期货在香

港金融市场相继成立境外期货公司、 证券公司后又一

重要战略性布局。南华外汇董事总经理胡建锋表示，“由

于香港证监会对授予第3类受规管活动牌照(杠杆式外汇

交易)的公司资质要求较高，同时香港的监管环境也较其

他国家地区严格，使得开展该类业务的公司更多地选择

其他国家和地区设立公司，因此导致了国内杠杆式外汇

交易服务乱象横生。”南华外汇董事总经理胡建锋说。对

于“炒汇黑平台泛滥，受骗客户投诉无门”的现象，胡建

锋承诺，南华外汇在最严格的环境中接受监督，将会全

力保障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同日，由南华期货、南华美国、南华紫荆花俱乐部

等联合支持的Midas� Global� Financial� Market�

Institution� limit（又称MGFMI或Midas全球金融

学院）在上海成立。 （王超）

基金大范围增仓大宗商品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最新报告显

示，截至11月11日当周，对冲基金及其他大型投机者

大范围增持多种期货品种，包括棉花、糖、玉米和大豆

等。 而黄金净多仓连续第三周减少，则显示基金看空

黄金的观点没有变化。

CFTC数据显示，截至11月11日当周，对冲基金

及其他大型投机者持有的纽约棉花期货净多头为2,

046手，较前周增加4,945手，或170.58%，净持仓为

七月中旬以来首次由空转多。

截至11月11日当周，对冲基金及大型投机者持

有的原糖净多头仓位回升至8,509手， 较前周增加

2,268手， 或36.34%。 其中， 非商业多头头寸261,

525手，空头头寸253,016手。总持仓进一步回升11,

342手，至809,762手，较前周增加1.42%。当周，巴西

国有石油公司意外上调燃料价格， 促使投资者预期

糖产量下降。

基金增持芝加哥玉米期货净多头至五个月高位

210,392手，为连续第五周增加。 其中非商业多头持

仓增持1,848手至451,884手，空头减持20,917手至

241,492手，总持仓升至1,328,322手。

基金持有的CBOT大豆净多头为25,115手，较之

前一周增加11,823手。 其中非商业多头持仓增持2,

533手至199,063手， 空头持仓则连续第四周减持至

173,948手，总持仓升至660,607手。

黄金是对冲基金看空的品种。 截至11月11日当

周， 对冲基金及其他大型投机者持有的黄金净多头

仓位减少 7,182手， 至 56,043手， 较前周下降

11.36%，为连续第三周减持，显示投机客看空黄金的

意愿持续。 （王超）

■ 期货业创新措施落地瞭望系列之一

编者按：今年以来，为推动期货业创新发展，监管层连续打出了利好行业变革

的"组合拳"：新"国九条"、《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

见、《关于进一步推进期货经营机构创新发展的意见》等规则，从顶层设计上为期

货业发展制定了美好蓝图和路线，但至今未见具体措施落地。 不过，业内人士预

计， 即将召开的"第十届中国(深圳)国际期货大会"上，相关政策的落实细则将陆

续浮出水面。

巴黎银行陈兴动：

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涉及五方面改革

□本报实习记者 张利静

在昨日举行的中国大宗商品衍生品

交易与风险管理论坛上， 法国巴黎银行

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表示， 中国经济正

在经历结构调整， 不能用解决周期性问

题的方法来解决结构矛盾， 必须面对结

构性问题进行结构改革。

他表示， 目前中国的结构问题主要

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外贸不可能继续成

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第二，产

能过剩；第三，债务率较高。“宏观债务率

已经难以为继， 但是这个阶段不能让宏

观债务率下滑， 必须保持充足的货币政

策，以免出现所谓金融风险。 ”

陈兴动表示， 中国必须面对新状

态：一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向中

高速转变， 中高速现在的定义是

7%

；二

是中国经济结构要转型要升级，转型升

级的结构当中第一点表现出来，即服务

业和消费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

主要贡献点；三是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

距要进一步下降；四是居民收入在国民

收入中比重大幅度上升；五是增长要惠

及绝大多数人，改变未来的收入分配和

财务分配； 六是未来的增长不再来自于

投资或出口。

“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个人认为五个方

面的改革最关键：一是政府的行政组织体

系的改革；二是国企改革；三是通过户口

改革推动人的城镇化；四是金融体系的改

革；五是财政制度改革。 ”陈兴动说。

全球商品市场孵化中国“大投行”

□本报实习记者 张利静

国内大宗商品市场的发展渐入佳

境，场外衍生品业务蓄势待发，不断更新

的市场环境给市场各方带来了崭新的机

遇， 中国投行成长及未来期货经纪商角

色定位， 成为昨日举行的中国大宗商品

衍生品交易与风险管理论坛上的两个核

心话题。

两个话题展开的背景是， 随着国民

经济的快速发展， 目前中国已成为大宗

商品主要需求国。 2013年，中国铁矿石、

原油及大豆进口量分别达到8.19亿吨、

2.82亿吨及6338万吨， 分别同比上升

10.20%、4.03%以及8.60%， 继续保持世

界第一大铁矿石、 大豆进口国和第二大

原油进口国的市场地位。

中国投行迎来成长期

根据国际经验，大宗市场的发展结

果是市场主体的分工更加合理化、层

次化。

国泰君安期货闻勇翔解释称， 以美

国市场为例，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

代前， 美国缺乏完全从事经纪业务的专

业型期货经纪商， 稍有名气的期货公司

都背靠现货商， 以集团本身的套期保值

为经营目的，比如RJ奥布润、富士通都以

专门从事粮食、 农产品贸易加工的集团

公司作为背景。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

林体系解体，金融期货品种应运而生，投

资银行通过收购或设立的方式建立了专

门的期货业务部门或子公司， 如美林证

券和摩根大通、高盛集团；进入21世纪，

随着期货市场的成熟， 市场竞争日益剧

烈， 欧美的大型期货公司纷纷进入合并

潮流。

“一些实力较弱的期货公司在竞争

中逐渐退出市场， 并购狂潮成就期货帝

国。 ”他说。

中国商业银行早已意识到大宗市场

将是银行下一个业务蓝海， 而国际大型

交易商已经开始布局国内市场。

中国银行总行贸易金融部供应链

融资团队主管王新良表示，近年来，广

大中资大宗商品企业纷纷走出国门，

在世界范围内从事大宗商品的勘探、

开采、生产及贸易等经营活动，对全球

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与

此同时，以嘉能可、托克、摩科瑞为代

表的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商纷纷注意到

了中国市场的增长潜力， 通过在中国

进行投资布局， 大举进入中国大宗商

品市场。

王新良表示，中外资大宗商品企业经

营模式的变化，再加上大宗商品所具有的

交易金额大、价格波动剧烈、期现货市场

活跃等特点，使其迫切希望银行能够在其

全球化经营过程中提供包括结算、 融资、

套保等在内的综合金融服务，以实现其在

大宗商品采购、生产与销售等环节的顺利

流转。“虽然中资银行在大宗商品业务领

域取得长足发展， 但与国外先进同业相

比，还处于业务发展的初级阶段，在组织

架构、业务布局、产品服务、风险管理以及

人才队伍等方面还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业务专业性有待增强。 ”

对于未来投行业务的推进，王新良

建议还有多项工作需要跟进完善：完善

组织架构搭建； 完善业务全球布局；加

快结构性产品创新；推进商投行产品融

合；提供全产业链服务；制定行业授信

政策；实行专业化授信审批；开发授信

审批工具等。

中介服务更加多元化层次化

业内人士认为， 期货经营机构的业

务分离与转型也将伴随大宗市场尤其是

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而出现崭新的面貌，

从中介内涵的基础上衍生发展为多层次

的丰富市场生态。

传统的中介服务仍不可抛弃。 据

介绍， 传统中介机构的职能主要包括

三大方面： 根据客户指令代理买卖期

货合约、办理结算和交割手续；管理客

户资金账户，控制客户交易风险；为客

户提供期货市场信息， 充当客户的交

易顾问。

闻勇翔表示， 未来中介机构的范围

和职能还将在此基础上衍生发展， 主要

有融资中介、贸易中介、清算中介以及技

术中介等四个方向。

他表示， 融资中介的服务范围主要

包括为投资理念成熟的个人或者机构提

供融资支持，扩大投资杠杆；促进散户机

构化、机构客户产品化的发展；为产业客

户提供更多基于实物的融资服务需求。

贸易中介的服务范围主要有： 为产业机

构搭建仓单置换、仓单质押、仓单交易的

平台；完成从贸易、仓储、物流、风险咨询

等期现结合的对冲服务，探索场外交易，

为实体经济提供个性化的风险管理服

务。 清算中介职能主要体现为：扩大中介

服务范围，引导投资者参与各类场外、境

外交易； 为境外投资机构和个人提供境

内衍生品市场的结算服务； 扮演中央交

易对手方， 为各类业务提供统一清算和

结算服务。

另外， 在专业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中介机构也将享有相当的市场份额，

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

搭建全球化的网络交易平台； 为量化交

易客户提供高速、便捷的系统接入服务；

开发专业化个性化的交易系统， 以提升

中介服务的核心竞争力等。

“中国的衍生品市场大裂变会迎来

大机遇， 中国的期货经纪商一定会在未

来的市场化竞争中，在法治化的环境下，

在国际化的大舞台上展现出自己独特的

魅力。 ”闻勇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