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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30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杜岩说，在从社会

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对

世界规模最大、情况最复杂的中国商品市场进行改革，完

成从统购统销向价格双轨制、从不成熟的现货市场到市场

经济高级形态期货市场的跨越，对期货市场第一代改革

者、实践者而言，堪称“极具挑战性、极具探索性、极具风险

性”的工作。

1978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
改革开放的序幕。1988 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行至中流，
为突破计划经济的价格壁垒，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作出
重要批示，要求探索开展期货交易。1990 年，经国务院批
准，中国第一家期货市场试点单位落户郑州。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把握住时代赋予的宝贵机遇，勇当
排头兵，敢为先行者，在没有先例可借鉴的条件下，结合国
际经验与中国实际，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从现货到期货的
跨越，圆满完成了国务院交予的试点任务。进入新世纪以
来，郑州商品交易所规范发展，开拓创新，正实现从期货到
期权，从场内到场外，从国内到国际的新跨越，向具有重要
国际影响力的期货交易中心这一发展目标昂首迈进。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郑州探索出了一条具
有中国特色的期货市场发展之路，为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和流通体制改革做出了积极贡献。”原国家体改委市场流
通体制司司长杜岩回忆说。

勇担使命 争做期市探索排头兵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中国开始了粮食价格体制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粮食
价格市场化和市场化流通有利于促进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但是粮食价格波动将使企业和百
姓面临越来越多的价格风险，在粮食统购统销的基础上启
动购销市场化，则面临着缺乏统一市场，交易活动分散无序
的矛盾。

在这样的背景下，探索期货交易的需求日益强烈。当
时，李鹏总理指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组织研究期
货制度，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安志文也从分管领导处接受了
研究期货市场的任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任务派给了
常务干事田源，而国家体改委的任务则落到了杜岩头上。

“1988 年年初，我和田源碰了头，两家单位想法一致，
干脆一起搞。在请示了各自领导后，成立了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国家体改委期货市场研究小组。”杜岩回忆说。

期货市场研究小组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期货市场理论研
究的大幕正式拉开。

“研究小组通过几次工作会议形成了《关于结合国情试
办期货市场的研究报告》，上报国务院批示，李鹏总理最终
同意了这一报告。”杜岩告诉期货日报记者：“当时我们考虑
开展期货市场试点，面临着很多具体工作，而国家体改委不
适合直接出面。我拿着总理圈阅的文件找到了商业部部长
胡平，请商业部出面主持期货市场的后续研究。胡平同意
了，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的张其泮、吴硕、赵尔烈，政策研
究室的朱玉辰等也加入了研究小组。”

据杜岩回忆，当时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选择期货市
场试点地区时，意见是有分歧的。有同志认为，与沿海城市
相比，郑州地处内陆，试点的阻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相比
之下，河南省最重视期货市场试点工作，时任河南省常务副
省长秦科才多次带队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研究会议。河南省
粮油期货市场课题组研究得最深入，拿出的试点方案获中
央机构专家一致好评。最终考虑到河南是农业大省、粮食
调出大省，而且地处中原交通枢纽，区位优势明显，郑州获
准成为中国第一家期货市场试点单位。

“三公”楷模 敢为规范发展先行者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郑州得风气之先，迈出了中国期
货市场建设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一步。在随后的时间里，郑
州商品交易所开拓创新、规范发展，引领了中国期货市场的
建设潮流，成为被广泛效仿的样本。

1993年 3月 1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启用“中国郑州商
品交易所”的名称，同年 5 月 28 日成功推出标准化期货合
约，实现了由现货交易起步向期货市场发展的试点目标。
回顾历史，郑州商品交易所不仅是我国期货市场的发源地，
而且出台了我国第一部期货交易规则，开发了我国第一套
电子化期货交易系统，参与起草了第一部地方期货法规，成
为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初期同业学习的榜样。

1990年以来，我国先后建立了以发展期货交易为目标
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和上海金属交
易所等。它们普遍引用了国际期货市场的运行机制和管理
模式，在形成规范交易秩序和有影响的预期价格方面，显露
出远比一般批发市场巨大的优越性。这些交易所的出现，
不仅繁荣了现货市场，而且为最终实现贸易方式变革、逐步
过渡到期货交易奠定了基础。

“在我国粮食价格体制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由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粮油批发价格、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
价格组成的‘郑州价格’，充分发挥了价格发现作用，成为国
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参考，得到中央部分领导的认可和很高
的评价。”杜岩说。

回顾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清理

整顿是不能回避的阶段。杜岩表示，回头来看，当时期货市
场没有全国集中统一监管，且法律法规缺位，部分地方未经
任何审批就兴办交易所，运作中只重视短期利益和同业竞
争，导致期货市场陷入了盲目发展阶段。

郑州商品交易所在成立之初，就将公开、公平、公正的
“三公原则”确定为立市之本，“三公原则”后来也成为行业共
同遵守的准则。在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年代，郑州商品交易
所不负国家试点厚望，在市场中始终树立规范、自律的良好
形象。

孜孜不倦 研究中国期货市场管理体制

“在期货市场初露盲目发展端倪的时刻，国家体改委经
与有关部门多次沟通,组织起草了期货市场法律法规，设计了
独立的期货监管机构、期货业协会等方案，但是因为种种原
因未能实行，期货市场后来交由中国证监会管理。”杜岩说。

杜岩在1993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从国际经验来
看，一个有效的组织、监督和管理体系是期货市场健康发展
的保证。期货市场是市场发育的高级形态，它具有回避价
格风险和发挥预期价格的功能，同时它又是高风险行业，因
此，国际上对期货市场不仅有严格的法律和规则，并设立专
门机构进行管理。尽管各国在具体组织管理框架上有一些
差别，但大体都是采用政府专门管理机构统一监管、期货业
协会行业管理、期货交易所自律管理相结合的体系。

在期货市场法规建设方面，杜岩认为，从中国发展期货
市场的进程看，现在急需对期货市场进行必要的法律规范，
以保护期货业的正常运行和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但目前
进行全国性期货立法，条件尚不具备。根据我国期货市场
的发展过程，整个立法工作可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先制定

《期货市场管理的试行办法》，作为期货立法的前期准备；第
二步在经过试运行取得经验的基础上，由国务院颁发《期货
市场管理条例》，使其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三步在我国期货
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正式立法条件具备时，由全国人大批
准实施《期货市场法》。

对期货市场盲目发展阶段兴起的境外经纪业务，杜岩
认为，逐步参与国际期货市场的运作，是我国期货市场发展
的方向。但在我国期货市场刚刚起步，尚缺乏经验和人才，
法规也不健全的情况下，对境外客商进入境内期货业和境
内客商从事境外期货业务，都应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当前
要严格加以限制，原则上不允许境外客商与境内企业合资
办交易所或期货经纪公司。当我国期货市场有了一定程度
的发展，建立了统一的期货管理机构和制定了统一的期货
交易法规以后，再考虑放宽政策。

25 年弹指一挥间，回头看对杜岩在 1993 年时的采访，
他对当时中国期货市场发展阶段、管理体制建设的判断十
分准确，与日后期货市场的发展路径惊人的相似。这表明
中国第一代改革者对期货市场的认识当时已十分深入，这
为期货市场日后的稳定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记忆犹新 向中国期货市场第一代改革者致敬

在杜岩看来，中国期货市场试点推出的前前后后，留下
了第一代改革者的身影。这些同志主要分三类：一是政府部
门和地方领导，包括白美清、胡平、高尚全、秦科才等同志；二
是理论政策研究人员，包括田源、常清、廖英敏、刘俊英等同
志和地方一大批具体课题研究人员等；三是交易所和期货经
纪公司创建人员，包括李经谋、乔刚、郑元亨等同志。

回顾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杜岩说，在从社会主义计划
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对世界规模
最大、情况最复杂的中国商品市场进行改革，完成从统购统
销向价格双轨制、从不成熟的现货市场到市场经济高级形
态期货市场的跨越，对期货市场第一代改革者、实践者而
言，堪称“极具挑战性、极具探索性、极具风险性”的工作。

在那个特定年代，郑商所在李经谋等同志的带领下，自
觉担当起为改革实验的崇高使命，在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可
参考的基础上，解放思想，攻坚克难，在挑战中不断成长，在
探索中持续前进，在破解难题中屡开新局，在批评质疑中坚
定前行，不仅圆满完成了国务院交予的试点任务，而且在期
货交易规则、期货法规建设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实现零的
突破，发挥了试点对改革全局的带动作用，有力地促进了中
国期货市场的建设与发展。

谈及中国期货市场正以“扩大全球定价影响力为发展
目标”时，杜岩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说，1995年曾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了一个“商品期货定价中心东移”的判
断。他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中心将向亚太
地区的中国转移，与之相伴的是世界商品期货定价中心向
中国转移。他当时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较
高，商品价格的波动会相对变小，而中国的商品价格波动会
越来越大，这也会提高中国在世界商品期货定价体系中的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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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并不因已存在的价值而精彩，却因自我创
造的价值而美丽。“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20世纪
90年代初，我国第一个引进期货交易机制、规范化
的国家级粮食批发市场——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正
式开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一“破天荒”之举，离
不开一些伟大的实践者，在他们身上，“坚持”两字有
着沉甸甸的分量。

国家体改委的前身是1980年5月成立的国务院
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1982年改名为国家经济体制
改革委员会，它是一个从全局出发设计改革方案的
机构。作为计划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计划
体制的坚定改革者，国家体改委在郑州期货市场的
建设上承担了重要参谋和先锋的角色。8月23日上
午，在北京的汇晨老年公寓，原国家体改委市场流通
体制司司长杜岩接受了期货日报记者的采访。

初见杜岩，这位年近九旬高龄的老人在公寓楼
下恭候着访友们的到来。慈眉善目，十分和蔼可亲，
是记者对杜老的第一印象。记者随老人来到了他所
居住的地方，60平方米左右的屋子，整理得井井有
条，阳光透过侧窗，洒在客厅的每一个角落，使一种
温暖沁入心房。

接下来，一个小时的交流，记者的思绪被带进了
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滚滚洪
流，国家体改委老人们“心怀天下”“鞠躬尽瘁”“笔耕
不辍”为国家改革建言献计。

国家体改委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打开大门，以
开放的思维，在学习、借鉴中探索中国改革道路，包
括期货市场试点的建设，也是在一点点的摸索中。

在杜岩看来，期货市场建立是流通体制改革的
一个标志性事件。期货市场是资本市场的一个组成
部分，同时也是市场流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领导
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实践，相当重视。

但这个实践的路子并没有想象中容易。面对眼
前的困难，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放弃；要么前
进、坚持。

“改革就是要搞好顶层设计，我们体会很深。试
点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形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不断充实。试点推进过程中，我们也是在‘摸着石头
过河’，顶着各种压力，执着坚持地走下去。”杜岩感慨
道，那时，真的是上下一条心“热气腾腾”，领导亲自抓
试点，广大实践者和研究者专注于事业，这些下了不
少功夫的群体都应记录在期货市场发展的功臣录中。

离休前，杜岩坚持站好了最后一班岗，离休后的
他仍心系着国内期货市场，关心着国内市场的变化
发展。杜老的这份坚持不仅体现在对工作的热爱
上，在面临生命的考验时，这份坚持也让他奋勇向
前，化险为夷。

离休之前，杜岩就想读《二十四史》。书也买了，
但结果眼睛出了问题，突患眼疾，什么都看不清楚。
一位医生告诉他，有一个偏方，要能办到也许会有好
转，那就是“从现在起，不看书不看报”。这对于一个
喜欢阅读的人来讲，是何等的打击。已经开始读《史
记》的杜岩只能被迫停下。大概坚持了10年，他的
眼睛才能够重新看清楚东西。现如今戴着花镜，杜
岩每天都要多读几页书，一步步完成自己的梦想。

除了看书读报外，杜岩平时还坚持练练小楷，写
点东西。“以现在的身体状况来看，能吃能睡能干，一
辈子没掉过牙，牙好胃口就好，活到100岁我很有信
心。”杜岩笑称，活到百岁，写到百岁，要坚持把《我的
百年回忆》完成。

虽然年近九旬，但杜岩依旧精神矍铄。“走圈”和
“打台球”是他健身的两大“法宝”。每天早晨，杜岩
都会坚持和老伴儿一起在院子里走上两圈，3000多
步半个小时，早饭后，自己还会坚持打一小时的台
球。看着他充满活力地在场上打台球，很难想象这
是一位耄耋老人。

在杜岩的身上，可以看到，有一种生活，叫作平
凡；有一种执著，叫作坚持。工作需要，就是志向。
做什么爱什么，干什么学什么，坚持做事，并把它做
到极致，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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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当排头兵勇当排头兵 敢为先行者敢为先行者

为中国期市走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中国期市走出一条成功之路

图为杜岩在接受采访图为杜岩在接受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