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裁致辞 

1996 年，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交所）认真贯彻落实中国证监会的

各项方针政策，坚持“规范、自律、提高”的指导思想。坚持规范运作，加强风

险控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期货交易再上台阶。全年共成交标准化期货合约 4498 万张，成交金额 20208

亿元，日均成交量 18 万张，日均成交金额 82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23℅和 70
℅。全年共注册仓单 8123 张，实物交割量 37792 张，办理提货手续 12650 张。 

现货交易稳步发展。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全年成交现货粮油 251 万吨，成交额 50

多亿元。元月份，我们建成并试运行的集诚现货网实现了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与全

国各大粮食批发市场、各省级粮贸公司及国家一些信息中心之间的联网。全年共

发展网员 96 家，其中基干网员 37 家。网员单位利用网上供求信息成交现货粮油

10 多万吨，成交金额 2 亿元。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正在由传统的交易方式发展成

为全国性的粮油信息中心、价格中心和交易中心。在广泛收集粮油交易信息的基

础上，我们编制并发布了全国粮油批发价格指数，填补了我国没有粮油批发价格

指数的空白。郑州价格的影响力和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日益明显。 

 

郑州市场的功能初步得以发挥。一年来，全国许多地区的农民根据郑州期货

价格及时调整种植结构和播种面积，国内许多大型粮油经营企业和加工企业通过

套期保值稳定经营成本，期货价格熨平了现货价格，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促进

作用开始发挥出来。 

 

6 月 5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了郑交所，听取了我们的工作汇报，

观看了期货交易大厅，对我们的工作给予肯定，对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

向，加强廉洁自律，按期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这三点体会给予高度评价，并鼓励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要把试点搞好”。 

 

展望未来，郑州市场前景广阔，目前，郑州市场是一个以农产品为主的市场，

随着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措施的实行，广大粮食流通企业与生产企业积极参与

套期保值业务，特别是各级储备粮通过郑州期货、现货市场进行轮换，郑州市场

将会更加健康发展。 

 

培育我国的期货市场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同

心同德，奋发进取，不辜负江泽民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把期货市场的试点办好。 

 



统计资料 

历年期货成交量及成交金额 

 

 成交量（万张） 成交金额（亿元） 

1993 135 306 

1994 1418 3473 

1995 3660 11877 

1996 4498 20208 

 

 

历年现货成交量及成交金额 

 

 成交量（万吨） 成交金额（万元） 

1990-1991 138 11 

1992 120 10 

1993 180 15 

1994 310 30 

1995 218 41 

1996 251 50 

 

 

1996 年分品种期货交易量及交易金额 

 

 小麦 玉米 绿豆 花生仁 胶合板 

交易量（张） 129620 4340 44848388 12 1696 

交易金额(万元) 225569 7410 201850129 52 1509 

 

 

1996 年各合约月份农产品分品种交易量、交割量及交割率  

 

 交易量（张） 交割量（张） 交割率（℅） 

小麦 39222 1722 4.39 

玉米 2710 90 3.32 

绿豆 39138352 35980 0.09 

 



各月份期货交易量及交易金额 

 

 交易量（张） 交易金额(万元) 

1 2980586 11686492 

2 1510076 6302677 

3 4056372 17798741 

4 3487214 15556663 

5 3574472 16069772 

6 6464922 30670107 

7 4061660 18706941 

8 4079432 18268212 

9 2534400 11238747 

10 4024256 17738336 

11 3419922 15521661 

12 4790744 22526320 

Total 44984056 202084669 

 

 

 



大事记 

1 月 10 日至 11 日 
郑交所召开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2 月 10 日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咨询研究组第八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2 月 24 日 
李经谋总裁赴新加坡参加“第七届亚太地区期货研讨会”。 
 
3 月 18 日 
投资 6 亿元，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米的期货大厦全部顺利结顶。 
 
3 月 20 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尚清考察郑交所并题词“期货是我国市场体系的组成

部分。” 
 
3 月 22 日 
中国证监会主席周道炯视察郑交所。 
 
3 月 27 日 
郑交所召开第二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 
 
4 月 12 日 
李守堂副总裁赴香港参加“国际外汇期权研讨会”。 
 
4 月 23 日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视察郑交所。 
 
5 月 3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视察郑交所。 
 
6 月 5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视察郑交所。在听取理事长兼

总裁李经谋的工作汇报后，江总书记指出“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要把

试点搞好”。 
 
6 月 14 日 
全天成交 567568 张标准化合约，创郑交所历史最高纪录。 
 



6 月 19 日 
以常驻联合国大使秦华孙为团长的驻外使节考察团视察郑交所。 
 
6 月 25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视察郑交所并题词“培育市场，搞

活流通”。 
 
7 月 16 日至 22 日 
集诚现货网第二次工作会议在山东青岛召开。 
 
8 月 2 日 
英国伦敦国际金融期货期权交易所主席杰克威格尔斯沃思先生访问郑交所。 
 
8 月 6 日 
内贸部副部长何济海视察郑交所并题词“中国第一市”。 
 
8 月 14 日 
香港期货交易所运作总裁陈庆华访问郑交所。 
 
9 月 6 日 
李经谋总裁赴丹麦哥本哈根参加第十届国际期权期货研讨会，随后顺访丹麦、德

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瑞士、英国等国交易所。 
 
10 月 10 日 
香港期货交易所董事局主席黄钢城先生率董事局成员访问郑交所。 
 
10 月 20 日至 25 日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杰弗利威廉斯、安妮派克和密执安大学副教授朴之水来郑交

所从事合作课题研究。 
 
10 月 26 日 
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视察郑交所。 
 
11 月 6 日 
国务委员陈俊生视察郑交所。他指出，在中国办交易所，不论现货还是期货，都

要办出中国特色来，同时勉励郑交所“你们要按照这条路走下去”。 
 
11 月 15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东宛、何康、朱启祯视察郑交所。同日，美国著名期货

专家高德利先生来郑交所访问并作专题报告。 
 
12 月 25 日 
郑交所与经济参考报社联合主办，有人民日报、新华社等 12 家首都新闻单位参

加的“96 中国十大经济新闻”评选揭晓。 



会员名单 

成都大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商丘地区粮油总公司 
河南省畜产品进出口公司 
河南大成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郑州阳光实业有限公司 
山东省粮食批发市场 
哈尔滨三样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河南省读来读去读书社 
上海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天津兆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天津通联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鞍山东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新纪元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开封市粮油贸易总公司 
上海中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哈尔滨物资供销集团公司 
邓州市粮油总公司 
郑州中农信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大华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物资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河南中期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上海大陆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成都南洋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中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河南万达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深圳新基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上海新宇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中信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浙江金达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华远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郑州魏兴贸易公司 
浙江省粮食总公司 
扶沟县粮油贸易公司 
南阳南市粮食总公司 
武汉融利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涌金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天津金谷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河南省粮食贸易公司 

福建省饲料工业公司 
辽宁海湾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驻马店地区粮食（集团）公司 
获嘉粮油集团总公司 
河南省远洋贸易开发公司 
河而格林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郑州三元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浙江省诸暨市粮食总公司 
南阳鑫粮实业（集团）公司 
濮阳市豫龙粮油贸易企业集团 
河南省金珠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国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郑州大众实业有限公司 
苏州中辰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江苏东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周口地区粮油（集团）总公司 
广西桂林金鑫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北京中环实业集团公司 
中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河南南阳金汇商品交易有限总公司 
河南省粮食购销公司 
郑州亨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郑州润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江西瑞奇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中国绿色食品总公司郑州绿野实业发

展公司 
海南民力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郑州汇丰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万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浙江金马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河南省饲料公司 
哈尔滨大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郑州市粮油贸易公司 
河南银丰商品交易公司 
河南博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省石油化工供销总公司 
河南宏达房屋建设开发公司 
海南中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河南鑫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河南省粮食储运公司 



浙江远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河南中租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上海欧亚美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贸易开发总公司 
中国植物油公司 
上海众生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浙江新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河南省粮油工业总公司 
河南省油脂公司 
广东省南方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苏州通宝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开封物资集团公司 
宁波金盆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海南海信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浙江新世纪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广西玉林金玉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上海远东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中国抽纱河南省进出口公司 
黑龙江天琪明货经纪有限公司 
深圳大尊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河北省粮油集团总公司 
嘉信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浙江大地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中保信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谷工贸公司 
上海大禹贸易发展公司 
黑龙江北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河南利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萧山市粮油总公司 
银建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洛阳市粮食局第三仓库 
河南九鼎实业有限公司 
河北际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深圳耐博工贸公司 
内蒙古金字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郑州五彩集团有限公司 
吉发明货经纪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面粉公司 
上海中期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浙江衢州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河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 
置地集团公司 
陕西五矿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温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省金属材料总公司 
淄博鼎鑫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山西三立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沈阳盛京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海日万汇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河南汇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郑州商城高技术经济协作公司 
长江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郑州万事利实业有限公司 
陕西银粮商贸有限贸任公司 
西安天久粮油贸易公司 
浙江锦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中国包装新技术实业总公司 
厦门开元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珠海中实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湖南先锋朗货经纪有限公司 
河南金降达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恒银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浙江汇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国银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四川天元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河南宏丰实业开发公司 
广州华信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上海南都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四川嘉陵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河南省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 
新乡华联物资总公司 
河南万国（集团）公司 
山东省粮食贸易公司 
浙江天马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驻马店植物油集团公司 
河南信大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金迪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河南省中原创业工贸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北京达因科技发展总公司 
宁波鑫源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北京金泰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物资集团公司 
陕西长安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深圳沙头角集团总公司 



浙江金安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大连保税区大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有色金属材料总公司 
郑州永通钢联有限公司 
河南省卷烟销售公司 
青岛双飞龙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宁波杉杉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湖北楚天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濮阳银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瑞达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南阳金丰粮油有限公司 
广东广信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内蒙古五洋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辽阳广大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浙江南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三隆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常州建证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德安期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中期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苏州光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深圳中期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云南恒丰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深圳实达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无锡建昇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河南金源商品交易有限公司 
冠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中华棉花总公司 
江苏无锡金万达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上海良茂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辽宁中期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浙江中盛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天津汇金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 
常生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贸实业开发公司 
驻马店开元粮油实业集团公司 
青岛国大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方圆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郑州冠亚达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环球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深圳鹏鑫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浙江衢州商业（集团）公司 
上海利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山东中慧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中海贸经济贸易开发公司 
湖南裕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北海中天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正大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宁波信物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武汉华中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郑州瑞福乐商务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良时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上梅卡斯特科技实业公司 
北京首创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江西江信国际咨询公司 
江苏三山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江苏金陵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齐鲁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南通开发区东海明珠投资公司 
海南深海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南京东建朗发经纪有限公司 
豫港（河南）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纵横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黑龙江天昊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河北金圆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湖北金宝利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湖南省粮油工业公司 
山东莘县对外贸易公司 
北京天星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天津中环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沈阳中期期货经纪有限公 
司温州市银宇实业公司 
湖北华泰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物资装备总公司 
山东省济宁市粮油总公司 
厦门国贸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黑龙江金汇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江苏苏物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海南泰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浙江天地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安徽省粮油贸易公司 
四川和正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河南隆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原商品交割贸易有限公司 
华煜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深圳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高斯达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深圳财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北京马斯特集庆 
南阳市粮油总公司 
上海浙石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海南海证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河南永基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中安信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四川兴鑫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永信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重庆润厌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浙江诸暨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广东汇储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上海东信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苏州外企物资供应公司 
武汉江海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浙江大越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河南省商业总公司 
东航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黑龙江金谷贸易有限公司 
衢州市衢信商务发展有限公司 
商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北京市综合投资公司 
华圣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沈阳政兴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上海百事顺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天津大洋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浙江众鑫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寰宇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长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湖北金龙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湖南鑫众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乡水泥厂 
山西物产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河南大京九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常信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上海太平洋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河南省粮油对外贸易总公司 
无锡良友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福建润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深圳海达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无锡江南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南召县粮油总公司 
上海振茂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天津金震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海南中期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海南兆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永泰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国丰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河南德丰农产品有限公司 
珠海天太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郑州金海禽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中南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华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神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经易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濮阳宏丰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海南浩洋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材料总公司 
新天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汕头亿峰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四川华样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河南省燃料总公司 
海南光大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统计资料 

郑州商品交易所历年成交量、成交金额对比图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历年成交量、成交金额对比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