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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大佬齐聚郑州，畅谈“期货市场如何服务国家战略”

“一带一路”催生期货新机遇
□本报记者 古筝 见习记者 何洪帅 文 白周峰 摄影

核心提示 | 9 月 7 日至 9 日，由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商所）和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主办的“2017 第二届中
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在郑州成功举办。论坛上，各界嘉宾围绕期货行业的对外开放、创新发展以及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进行了充
分探讨和热议。

中国期货行业的国际化路径
对于本届论坛而言，诸如“一带一
路”、期货市场创新等都成为诸多嘉宾热
议的焦点，然而，期货市场的对外开放和
国际化，
显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在本届论坛的开幕致辞中，中国证
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就表示，十八大以来，
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取得了新成绩。
而这一成绩主要体现在保税交割试点全
面展开、引入境外投资者取得重大进展
以及与境外证券期货市场机构股权合作
取得新突破三个方面。
据了解，就保税交割试点而言，在上
期所率先开展铜、铝期货保税交割试点
的基础上，大商所、郑商所相继开展了线
型低密度塑料、甲醇、铁矿石等期货品种
保税交割试点，为引入境外投资者打下
了坚实基础。
而在引入境外投资者方面，方星海
表示：
“ 我们充分利用有利时机，抓紧推
进原油期货上市工作，目前原油上市准
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不仅如此，在谈到与境外证券期货
市场机构股权合作取得新突破时，方星
海介绍说，中金所、上交所、深交所等３
家交易所联合竞购了巴基斯坦交易所
（以下简称巴交所）30%股权，成为其单
一最大股东。中金所、上交所与德意志
交易所在法兰克福合资成立了中欧交易
所，并上线了首支衍生品——沪深 300
指数 ETF 期货合约。部分期货公司收购
境外期货经营机构，成为主要国际交易
所的结算会员。
尽管成绩有目共睹，但从商品定价
机制看，当前国际上主要的大宗商品已
从传统的生产商或贸易商主导定价，逐
渐转变为由相关多元各方参与的期货市
场主导定价。
“ 在国际贸易定价体系中，
中国的声音还很弱，虽然中国商品期货
成交量已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位，但
主要由于没有足够数量的境外产业企业
和机构投资者参与，期货价格的权威性

还不够。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
对期货市场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
求。”
方星海表示。
对此，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
所所长胡俞越表示，当前全球化退潮正
为人民币参与大宗商品定价权提供了一
个战略良机。在他看来，大宗商品价格
下跌过程当中，恰好是建立新的定价体
系的绝佳时期，而目前全球大宗商品正
好处在下行过程当中，是建立新的贸易
规则和定价规则的好时期。
“原油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原油国
际贸易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的时间窗口，
原油期货要尽快推出，千载难逢的机会，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胡俞越表示。
对于下一步积极有序地推进期货市
场对外开放，方星海给出了几个方向：要
加快引入境外投资者的步伐；扩大境内
外交割区域；开展灵活多样的对外合作；
鼓励期货经营机构国际化发展；加强与
境外监管机构的跨境监管合作。
尤其在谈到引入境外投资者时，方
星海表示，把原油期货作为我国期货市
场全面对外开放的起点和试点，平稳推
进原油期货上市工作。积极推进铁矿石
等条件成熟的商品期货引入境外投资
者，支持和鼓励更多合格的境外投资者
参与国内商品期货交易。同时，积极研
究金融期货引入境外投资者的方案，为
我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提供更加
多样的风险管理工具。
作为美国商品交易委员会原主席，
蒂莫西·马萨德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他认为，期货市场必须有全球的参与，因
为现货市场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交易，金
属原油尤其如此，中国期货市场走向国
际，
一定要吸引更多的国际参与者。
此外，胡俞越也给出了自己心目中
的期货市场国际化路径选择，那就是交
易所国际化、品牌国际化、投资者国际
化。

“一带一路”带来的开放新契机
纺织行业作为我国传统的支柱行业
之一，在 2011 年前后经历了换挡减速之
后，今年各项经济指标有所回升，尤其是
化纤行业增速明显，对外出口大幅增加，
网络零售成为纺织行业的热点。

按照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孙
淮滨所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品输
出国，制造能力世界顶尖，亟待寻找新的
发展机遇。
而眼下，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这

种发展机遇已经到来。
数据显示，在纺织行业贸易方面，
今年上半年全球总出口额 1240 亿美
元，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累计
429 亿美元，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出
口区域。
而在投资方面，去年纺织行业全
球投资 26.6 亿美元，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投资达 6.4 亿美元，其中以周
边如新加坡、越南等国家为主。除了
周边国家，还出现了向非洲国家延伸
的趋势。
其实，
“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绝
非纺织行业独享，也已成为期货行业
对外开放的契机。
在胡俞越看来，
“ 一带一路”建设
可以实现一箭三雕：第一，可以促进中
国经济战略转型，促进中国产业的国
际空间转移；第二，
“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几乎都是资源型国家，我国可以通
过“一带一路”来有效利用这些资源，
因为大宗商品安全体系，就是资源可
控制、价格可承受；第三，可以形成以
中国为主导的贸易规则。
不仅如此，各交易所很显然也从
中看到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郑商所总
经理熊军认为，
“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及地区有着丰富的化工、能源、农副产
品等资源，与郑商所上市品种契合度
也很高。郑商所的棉花、白糖等期货

价格已经成为相关企业贸易定价的基
准和经营的依据，PTA、甲醇等期货
价格已经成为国际相关行业的“风向
标”。对郑商所而言，只有国际化发
展，才能巩固并扩大自己在国际市场
的定价影响，
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新加坡交易所上海区总经理陈世
亮表示，全球海陆贸易已经从欧洲走
向亚洲，50%到 60%的航运贸易都是
在亚洲。新加坡交易所的证券、债权、
衍生品市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会受
到正面影响。
而巴交所副总经理游航认为巴交
所在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中资企业和
其他企业提供融资平台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他指出，利用巴基斯坦交易
所资本平台为“一带一路”尤其是中巴
经济走廊项目提供融资方面是巴交所
必须要做的事情。
据记者了解，中欧国际交易所由
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
所和德意志交易所共同出资设立，于
2015 年末在德国法兰克福开业，是重
要的欧洲离岸人民币金融工具交易平
台。
德意志交易所北京代表处首席执
行官姒元忠认为，在中欧国际交易所
平台下，可以跟中国的合作伙伴一起
来协助实体，帮助他们去推进“一带一
路”
建设。

期货创新与服务实体步伐加快
除了对外开放之外，如何更好地
其实，近年来，围绕服务实体经
服务实体经济，也是本次期货论坛的
济，期货业创新业务焕发勃勃生机，其
重要议题之一。
中的“保险+期货”业务，多次被写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研究所
中央“一号”文件，在服务三农方面效
原所长任兴洲在演讲中说，在助力农
果显著。
产品价格改革中，期货市场进行了积
九州期货副总经理郝刚介绍说，
极的实践和创新，包括完善市场规则、 从 2015 年开始，
“ 保险+期货”服务三
健全品种体系、优化交割机制、创新
农模式至今已运行了两年，期货交易
“保险＋期货”模式等方面。她认为， 所逐年扩大业务试点范围，期货公司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正在进一步
则不断探索新的商业模式。从价格险
深化，而服务于这种改革，就需要加快
到收入险，包括场外期权、订单农业，
期货市场创新发展。
“保险+期货”业务模式越发丰富，服
对此，郑商所理事长陈华平表示， 务三农效果显著。
要持续推出新产品新业务。
“郑商所将
“新疆是我国最大的棉花产区，当
积极响应国家发展和实体企业需求， 地有一半以上农民从事棉花生产，每
努力争取各方支持，推动苹果、红枣等
年棉花收入占 60%，可以说近年来新
期货品种早日上市；在确保白糖期权
疆饱受棉花价格波动之苦，因此利用
平稳运行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棉花、 好期货这类市场化工具规避价格波动
PTA 期权研发工作；适应实体企业多
风险尤为重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
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争取尽快推出场
八师西部银力棉业副总经理马力表
外交易平台。通过这些措施，使郑商
示，受各方面条件制约，棉农短期难以
所的产品种类更加丰富，产品体系更
直接参与期货市场进行风险管理，而
加完善，产品结构更加合理，服务方式 “保险+期货”业务的推广，降低了棉
更加多样，以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广
农的参与难度，既能将棉农亏损降到
度和深度。”
陈华平表示。
最低，也保留了棉花价格上涨时农民
不仅着力开发推出新品种，郑商
获益的机会，提高了农民参与的积极
所还计划着力做深做细现有品种。据
性，在服务三农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效
陈华平表示，郑商所将根据现货市场
果。
变化和实体经济需求，适时修改完善
尽管如此，有行业人士建议，期货
业 务 规 则 和 期 货 合 约 ，平 稳 推 进
公司与保险公司要不断优化保费成
PTA、动 力 煤 期 货 连 续 活 跃 相 关 工
本，同时呼吁政府实行长效补贴。另
作，促进现有品种功能更好发挥；完善
外，期货和保险两个行业要加强协作，
产 业 企 业 服 务 体 系 ，坚 持 开 展“ 点 ” 进一步提高效率。
“面”基地建设，引导更多产业企业参
此外，新湖期货副总经理金玉卫
与期货市场；继续深入推进“保险+期
建议，
“ 保险+期货”业务应争取与银
货”试点，研究推出更多支持实体企业
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合作，形成融资、担
利用期货市场的政策措施。通过这些
保、保险+期货多位一体的新模式，为
措施，提升市场运行质量，扩大市场服
高保障水平的价格保险引入担保功
务范围，为产业企业利用期货期权管
能，增强农民、地方政府参与的积极
理风险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