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论坛上，多位嘉宾均表
示，未来场外市场服务实体经济
大有可为。

风险管理公司参与现货业
务有哪些优势？“跟传统大宗商品
贸易企业相比，风险管理公司的
优势就是强监管、高素质。强监
管是一个特点，尤其是在风险管
理公司成立初期，整个行业还处
在摸索阶段，证监会、中期协对风
险管理公司各方面的合规性进
行高强度监管，非常有利于行业
健康发展。同时，相较于贸易公
司，风险管理公司拥有高素质、专

业化的人才团队。此外，风险管
理公司与实体经济始终保持高
度融合、高度互补的态势。”国贸
启润资本副总经理崔耀章表示。

随着业务的拓展和监管的
改革，场外和场内的界限开始变
得模糊。“2008 年金融危机之
后，场外市场场内化成为趋势，
交易所更加深度介入场外交易，
通过纳入平台交易和提供集中
清算服务为场外市场提供更加
强大的信用担保和透明化管理，
进一步拉近场外市场和场内市
场的距离。”李蒙娜说。

在李辉看来，风险管理公司
未来的发展有四个方向：成为期
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具体功能
发挥的平台；推行基差贸易，成
为国内贸易升级的平台；成为国
内期货创新业务的平台；成为国
内公司国际化的平台。“风险管
理公司要秉承最初设立时的宗
旨，成为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
的平台，具体表现在以基差交易
模式推动国内贸易模式的升级，
成为期货市场各种创新试点的
平台，成为国内企业实现国际化
风险管理的平台。”李辉说。

对于白糖行业的发展，国家
一直在政策方面进行支持，在
2012年国家以高于市场的价格
对白糖进行收储。近几年，国家
又对白糖行业进行贸易救济，即
对进口的白糖进行税收调节。
据英茂糖业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是征税标准95%，明年是
90%，后年是85%，每年减5%，
进口成本的调整每吨在150块
到180块钱之间，这也是一个递
减过程。国家调整的最终目的
是限制非正常进口，对进口总量
进行控制。”

面对白糖价格周期性下
降，国家虽然对白糖行业进行
了政策方面的支持，但政策支
持，并不能改变大的市场环
境。据中粮屯河糖业相关人士
介绍，“2011年糖价7800元，不
少人认为7000元以下的糖价
见不到了，2012年6550元，当
时收储的糖现在还在库里面，
2014年跌到3900元，所以说任

何政策改变，也改变不了大的
格局，只改变了短期的运行轨
迹。”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白
糖的种植和销售也在与国际化
接轨，中国的白糖会销售到东
南亚，巴西、古巴的糖会漂洋过
海来到中国。全球化背景下，
白糖行业要提升国际化视野，
提升产品品质，降低生产成本，
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

刘汉德说：“最根本的，糖
业要种植、品种上都要实现机
械化，还要从粮种、水利各方面
下手，提高综合能力，降低总的
成本，提高跟巴西、泰国的竞争
能力，那我们糖业才能生存下
去。这三年，我们处于国家税
收政策的保护，竞争优势更为
明显，但这三年也是关键的时
期，糖厂不要等这三年，一定要
自己想办法提高竞争力，否则
这三年一过整个行业都是很麻
烦的。”

“随着夏天用煤高峰的结
束，未来一个月动力煤市场会
进入盘整，但受益于强劲的工
业用电（炼钢、电解铝等）增长，
短暂调整后，冬储开始后新一
轮的季节性上涨值得期待。从
中长期来看煤价依然会回归到
合理区间。”万贺融通有限公
司交易总监马用功，在9月9日
举办的2017第二届中国(郑州)
国际期货论坛的动力煤/甲醇
分论坛上说。

据了解，今年国内动力煤
市场走出了跟往年略微不一样
的结节性走势，波动明显加
大。但截至目前价格跟年初相
比变化不大，基本稳定。虽然
276天工作制已经全面恢复到
330天，但受煤管票、环保、安检
等因素影响，坑口价格相对坚
挺，港口价格不时跟坑口倒
挂, 进口煤特别是高卡煤表现
强势。

“国际三大煤炭市场价格
先跌后涨，走出了一个跟国内
煤炭市场类似的结构，其中以
澳洲纽卡斯尔价格波动最大。”
马用功表示，由于日澳长协谈
判以及某些国际大矿对现货市
场的空前控制能力，纽卡斯尔
现货一直保持对掉期市场的高
升水，对高卡的澳洲进口煤提
供了有力支撑。

按截止到目前的百分比涨
幅来看，国际煤价基本和年初
持平。虽然纽卡斯尔现货平台
和掉期成交量偏小，但其作为
亚洲海运煤炭市场的风向标，
依然决定着日韩的进口煤成
本，部分参考纽卡斯尔指数定
价的中高卡印尼煤的出口价格
也被相应抬高。

马用功认为，国际煤炭的
上涨直接推动了欧洲整个能源
价格中枢的上移。由于欧洲火
力发电存在煤炭和天然气的竞
争替代，英国天然气的价格从7
月以来也出现了较大的涨幅。

值得注意的是，近日动力
煤进口利润下滑明显。“主要是
国内价格随着气温下降缓慢下
跌但进口煤价格保持坚挺所
致，贸易商操作难度和风险加
大。”马用功说。

据相关人士介绍：“随着新
增优质产能的逐步释放，未来
动力煤市场将在合理区间内波
动，季节性的强弱决定波峰波
谷。随着环保和安检的常态
化，以及铁路运输能力的逐年
攀升，类似坑口供应和物流瓶
颈对市场的边际影响力会逐渐
减弱。展望四季度，还是比较
看好四季度的走势，除了冬天
用电高峰的到来，整个工业用
电的增幅还是值得期待的。”

价格下行 白糖企业待强身

□本报记者 古筝 见习记者 何洪帅

白糖价格进入价格收窄区间

“从周期来看，三年的下降
周期跑不了，今年是第一年，明
年是第二年，2019年是第三年，
牛市已经结束。”中国糖业协会
副理事长、广东中轻糖业集团董
事长刘汉德对我国白糖行业的
判断，引起了在场嘉宾的深思。

在 9 月 9 日上午举办的
2017第二届中国（郑州）国际期
货论坛白糖分论坛上，白糖行业
的领军人物、资深专家齐聚一
堂，探讨在国家政策保护下，白
糖行业的发展与挑战。

我国白糖行业在 2016、

2017年，经历了一个上涨周期，
白糖价格的上涨使白糖行业的
相关企业盈利颇丰，但随着去年
到今年市场供应量的增加，今年
白糖价格将向下浮动。

“我国的糖产量，上一年度
结余是 146万吨，今年的产量
929万吨，估计会达到1430万
吨到1450万吨之间。预计到9
月底，糖的结余量应该接近180
万吨到200万吨。从这个数来
看，今年的价格比去年低，是比
较正常的。”据刘汉德介绍。

国内外白糖主产地的原材

料丰收是白糖供应量上涨的主
要原因。中粮国际食糖业务亚
洲区负责人丹尼尔·贝利齐说，

“我们了解到，大部分国家预测
今年甘蔗的生产产量将有所提
高，从990万吨提高到了1150
万吨。我们看到巴西的产量非
常好，而且在泰国增长会达到
16%。其他非常重要的一些国
家和地区，比如欧洲，现在要按
照他们配额的系统政策，将会更
加自由，可以出口到全球国家。
比去年多出来的产量，对于全世
界的市场来说有很大的影响。”

国家扶持民族产业
企业也急需提高自身竞争力

场外市场助力作用显现
□本报记者 古筝 见习记者 何洪帅

风险管理公司业务模式逐渐成熟

“2013年才有20家风险管
理公司，现在已经增加到66家。
资产规模层面，总资产、净资产和
注册资本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业务收入和利润也在稳定增长。”
中国期货业协会李蒙娜在2017
第二届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
场外市场分论坛上表示。

“虽然盘面活跃度无法达到
前年的水平，但交割额明显增
加。今年上半年，期货交易额达
到48.9亿元，较去年和前年的同
期水平分别抬升50.5%和37%，
反映出期现结合业务的良好进
展。此外，随着豆粕期权、白糖
期权的推出，风险管理公司的场
外期权交易也逐渐放量。”李蒙

娜说。中期协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7月，有29家风险管理
公司开展了商品场外期权业务，
新增名义本金806.45亿元，同
比增长1165%。

据了解，目前风险管理公司
形成了综合型、专业型和创新型
三种发展方向。其中，综合型涉
及交易品种多，业务类型广泛，资
本雄厚；专业型品种聚焦，以基差
交易为主；创新型业务包括场内
做市业务、场外期权、“保险+期
货”等。

在业务模式上，经过多年的
发展，风险管理公司探索出了多
个趋于成熟的业务模式，包括仓
单服务、合作套保、定价服务、基

差交易、场外期权等。“可以说，
国内风险管理公司的业务已经
初具规模。”上海华信物产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李辉说。

从仓单服务、合作套保到基
差交易、场外期权，风险管理公司
一直致力于业务创新。“期货市场
发展到现在，正处于第三个阶段：
1.0是经纪业务，2.0是财富管理，
发展到3.0，应该是工具创新阶
段，谁先掌握像场外期权、互换、
远期点价等模式，并应用到现货
贸易或者是结合到经营中，谁就
占领了制高点。通过这些工具
的运用，风险管理公司的现代服
务晋升到一站式服务的境界。”华
泰长城资本副总经理周博表示。

场外市场场内化成为趋势

动力煤季节性
上涨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 古筝 见习记者 何洪帅

这三年，白糖行业受国家税收政策保护，竞争优势明显，但需强身健体，应对以后的竞争

白糖价格的下降和消费者
的饮食习惯也有极大关系。“现
在大部分国家的健康卫生组织
都在说糖对人身体不好，不要
吃太多的糖，人们就更多地减
少对糖的消费，新加坡、墨西
哥、菲律宾，开始对糖进行征

税。”丹尼尔·贝利齐说，“通过
对全球消费者的饮食习惯研究
发现，在2014、2015、2016年是
几乎无增长的年度，它的增长
从2014年到2018年只有0.6%
的增长，对于全球的糖的消费
是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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