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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白糖、棉纱之后，苹果成为郑商所在 2017 年上市的第三个期货期权创新品种

首个鲜果期货落地郑商所
□本报记者 古筝 文图

核心提示 2017 年年末，苹果期货如约在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这也是继
白糖期权、棉纱之后，郑商所在今年上市的第三个期货期权创新品种。更为重
要的是，苹果期货的上市也填补了全球鲜果类期货品种的空白。
在 2016 年沉寂一年之后，中国的期货市场如今正在步入快速发展时期，
在推出新期货、期权品种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品种也在积极筹备、蓄势待发。

苹果期货在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

“扶贫果”
来了
12 月 22 日，苹果期货上市仪式在郑
商所举行。在上市仪式上，
中国证监会副
主席方星海表示，
苹果期货上市填补了全
球期货市场鲜果类产品的空白，
标志着郑
商所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迈上新台阶。
据记者了解，2016 年我国苹果总产
量 4380 万吨，是我国产量最大的水果品
种，苹果产业涉及农村从业人员上千万
人，
相关产业年产值超过 3000 亿元。
而苹果主产区与我国重点贫困区域
高度重合，苹果种植是当地农户重要收
入 来 源 。 数 据 显 示 ，在 农 业 部 公 布 的
122 个苹果重点基地县中，有 33 个是国
家级贫困县。近年来，苹果价格波动加
大，
广大产业企业和果农避险需求强烈。
对此，方星海表示，上市苹果期货，
为贫困地区产业企业和果农提供定价和
避险工具，支持贫困地区优势产业发展，
稳定贫困地区果农收入，是资本市场服

务实体经济和国家脱贫攻坚战略部署的
重要举措，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
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的实际行动。
除了精准扶贫的意义之外，在不少
行业人士看来，苹果期货上市还能指导
产业转型升级。中国苹果产业协会会长
杨易表示，目前，我国苹果产业正处于转
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数据显示，2005 年
到 2016 年间，
我国苹果产量从 2401 万吨
增长到 4380 万吨，增长幅度达到 82%。
人均消费水平也基本达到了全球最高位，
消费继续增加的空间比较有限。如今，
苹
果产业产销压力持续加大，
严重影响到产
业发展和果农收益的稳定性。
“苹果期货的上市，将为市场提供价
格信号和品质引导，能够有效指导果农
调整种植结构，提升苹果质量，实现‘优
质优价’，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步伐。”
上述人士表示。

研发周期最短的期货产品
据相关人士介绍，与其他期货产品
相比，苹果期货除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扶贫果”之外，苹果期货还是一个“创
新果”，因为上市鲜果期货，在世界上没
有先例。此外，苹果期货还被业界称作
一个“效率果”。苹果期货从研发到上
市，只有一年时间，是近年来研发周期
最短的期货产品。
说起来简单，其实过程并不容易。
比如，在苹果期货的研发过程中，郑商
所曾先后 20 余次深入陕西、山东、河
南、山西、北京等苹果主产、主销区，走
访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现货企业、质检
机构等单位 100 余家。并且与中国苹
果产业协会、中国果品流通协会、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等行业协会和科研机构
以及长安期货、鲁证期货、格林大华期
货等会员单位开展 7 项课题研究。此
外，还对现货企业进行过问卷调查，召
开过 10 多次论证会等。
“上市新产品本身不是目的，服务
实体经济发展才是我们的追求。”郑商
所理事长陈华平表示。按照他的说法，
下一步，郑商所不仅要深入细致地搞好
培训教育，密切跟踪市场运行情况，还
计划在苹果期货稳定有序运行、具备相
关条件的基础上，研究推出“保险+期
货”等新的服务方式，适时上市苹果期
权等新的衍生产品，进一步增强对苹果
生产经营主体的服务能力。

期货新品种上市步伐加快
在经历了 2016 年这一中国期货市
场的“荒年”之后，2017 年我国期货市
场实现了快速发展，在推出新期货、期
权品种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品种也在积
极筹备、蓄势待发，其中以保障民生的
农产品种类居多，但也不乏像原油期货
这种具有国际战略意义的品种。
2017 年 3 月 31 日，豆粕期权在大
连商品交易所上市。而仅仅不到一个
月，白糖期权也于 4 月 19 日在郑商所
上市交易。2017 年 8 月，棉纱期货也在
郑商所上市，为今年期货新品种在郑州
上市打响了
“头炮”。
据记者了解，除了此次上市的苹果
期货之外，目前各交易所都积极研发上
市更多期货、期权新品种，比如纸浆、红
枣、20 号标准橡胶、2 年期国债、生猪、

尿素以及铜期权等。而在豆粕、白糖期
权已经平稳运行的基础上，加快上市大
豆、玉米、棉花等农产品期权也纳入了
相关规划。
而备受市场关注的原油期货，也渐
行渐近了。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
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副总经理在本月
中旬曾公开表示，原油期货已做好上市
准备，
只等国务院批准。
并且，12 月 8、9 两日，上海期货交
易所、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与中国期
货市场监控中心、期货公司会员和石油
企业等相关机构，共同开展第五次原油
期货全市场生产系统演练。上海期货
交易所表示，通过本次演练，原油期货
正常上市的技术条件得到进一步验证，
系统已基本满足原油期货上市要求。

12月26日，
郑州市政府发布《加快建设现代国际物流中心的实施意见》

郑州发展现代国际物流有了时间表
□本报记者 傅豪

核心提示 12 月 26 日，郑州市政府发布《郑州市人民政府加快建设现代
国际物流中心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郑州市人民政府加快现代物
流业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
《郑州市冷链物流转型发展工作方案》、
《郑州市
电子商务物流转型发展工作方案》、
《郑州市快递物流转型发展工作方案》等
一揽子政策意见，力挺郑州发展现代物流业，打造现代国际物流中心。

3 年初步建成现代国际物流中心
按照发展目标，经过 3 年努力，到
2020 年，郑州要初步建成现代国际物流
中心，基本形成布局合理、技术先进、便
捷高效、绿色环保、安全有序的现代物流
综合服务体系。
现代物流综合服务体系靠什么体
现？记者梳理意见发现，郑州市为现代
物 流 发 展 划 出 了 一 项 项 具 体 目 标 ：到
2020 年，郑州社会物流总额达到 3.5 万
亿元，增加值达到 1000 亿元；新增 2 家
以上冷链物流上市公司；快递业务收入
达 到 185 亿 元 ；快 递 业 务 量 达 到 20 亿
件；全市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 10000 亿
元；构建全球“1 天+N 小时”直达全球的
航空物流网络；3 年实现郑欧班列年开行
1000 班；开行国际货运航线 40 条通航
城市 50 个；推进主城区 120 个配送网点
建设等。
打造现代国际物流中心，完成上述
物流业发展既定目标，郑州又为实现《意
见》明确了建设途径：加快物流业特别是
冷链物流、快递物流和电商物流的转型

发展，构建以郑州为中心的“一中心、多
节点、全覆盖”的现代物流空间网络体
系。
冷链物流方面，郑州将依托郑州机
场、郑州国际陆港，建设国际航空和铁路
冷链物流枢纽，推动“新鲜卢森堡”双向
跨境贸易平台快速发展；到 2020 年，郑
州冷库总容量达到 600 万立方米，冷藏
运输车辆超过 7800 辆，形成现代冷链
物流体系。
快递物流方面，郑州依托郑州—卢
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开展国际快
件中转集拼业务，推行“卡车航班”搭载
国际快件模式；支持开展快递+大数据、
快递+高铁、快递+航空、快递+金融等业
态模式创新。
电商物流方面，郑州将通过提升电
商物流信息化水平，加快“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建设；促进跨境电商物流创新工
程，推动“跨境电商+航空物流”
、
“跨境电
商 +海外仓”建设等一系列措施构建全
球网购商品集疏分拨中心。

政策利好 资本掘金大物流
仅仅几天前，双汇集团牵手顺丰速
运着手布局冷链物流。12 月 21 日，顺
丰速运与双汇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致力于在生鲜食品运输、商业开发
等方面为消费者提供全新服务体验。
“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和资本对
政策利好总是异常敏锐。而此次发布
的《意见》也给物流企业发展释放了真
金白银的政策红包：郑州市财政设立 3
亿元物流业基金；每年安排支持物流业
发展专项引导资金 5000 万元；新设总
部企业，最高给予 1000 万元奖励；获得
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奖励 100 万元；获
得省级示范物流园区奖励 80 万元；物
流企业上市，给予 50 万元～305 万元奖

励；对成功申报 5A 级物流企业，奖励
100 万元等。而每一条政策利好都在
刺激着物流企业加快布局郑州的神经。
据郑州市商务局相关人士介绍，接
下来郑州将培育一批本土龙头物流企
业，力争到 2020 年，国家 5A 级物流企
业达到 8 家；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物流
企业总部或区域总部，力争到 2020 年，
引进 2～3 个中国 500 强企业的物流企
业总部。
此外，包括河南鲜易郑州温控供应
链产业基地、中国邮政航空邮件处理中
心、万邦生鲜电商仓储配送中心等在内
的 39 个冷链物流、快递物流、电子商务
物流方面的重大项目将加快推进。

洛宁县首次开通新能源纯电动公交
□本报记者 李金雨
12 月 26 日上午，20 辆新能源纯电
动公交车开始在洛宁县城运营，结束了
该县不通城市公交的历史。城市公交
属于投入大、见效慢的公益事业，上亿
元的投入，对于一个贫困县来说，很难
承受。该县通过与河南中创高科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的方式，解决了这
一难题。中创高科成立洛宁县联合公
交有限公司，专门负责投资和运营。中

创高科的母公司、河南联合化工能源集
团董事长郭晓建在开通仪式上说：洛宁
是我的故乡，今天，能为洛宁的公益事
业贡献绵薄之力深感荣幸。一家有使
命的企业，其存在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盈
利，更是为了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下
一步，公司还将逐步推广光伏发电、污
水处理、垃圾发电和生物质发电等新兴
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