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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年初，博士毕业后，张邦辉直接进入中国证监会期货部。此后，

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扎根服务期货市场，从监管层的视角，见证了

中国期货市场“由乱到治，规范发展”的全过程。

2006年，张邦辉由中国证监会期货部副主任空降郑州商品交易所，任职

副总经理，后任理事长、监事长，直至2014年退休。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他

作为管理者之一，参与了郑商所走出低谷、重塑辉煌的全过程。

期货市场之于张邦辉，是付出21年，并继续发挥余热的沃土。张邦辉之

于期货市场，是无数个呕心沥血的奉献者之一，正是因为这些奉献者的同心

协力，才有了如今中国期货市场的生机勃发。

谈感情、谈缘分，对郑商所情有独钟

2006年 2月 14日，张邦辉任职郑商所副总经理，当时他是作为
现任证监会副主席赵争平的副手出任这一职务的。对于在西方“情
人节”这个特别的日子从中国证监会期货部空降郑商所，在张邦辉的
心里一直都是美好而温馨的回忆。

实际上，对于郑商所，张邦辉一直怀有情有独钟的特别感情。当
中国证监会选派干部到郑商所任职例行谈话时，张邦辉说，他到郑商
所任职的意愿是强烈的，态度是坚决的，正如时任证监会副主席屠光
绍在任职大会上所说的那样——“邦辉对郑商所情有独钟”。

这种情有独钟和义无反顾，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张邦辉的
记忆里，有三件事情催生了他对郑商所这种特殊的情感：

一是张邦辉进入中国证监会期货部后，时任郑商所总经理的李经
谋带着团队去证监会述职。在张邦辉的印象里，郑商所述职的团队服
装统一，队容整齐，朝气蓬勃之气扑面而来，尤其是各部门人员对郑商
所的管理、外联和结算等的介绍，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是张邦辉曾任河南大学客座教授，在此期间，多次往返中原大
地，有了更多深入了解河南与郑商所的机会。“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
博士期间，有个师弟叫王天义，他是河南大学副教授。王天义介绍我
兼任河南大学客座教授，从这个意义上追溯起来，我和郑商所以及河
南的感情渊源还是很深厚的。”张邦辉深情回忆道。

三是2001年张邦辉任职证监会期货部副主任时，适逢郑商所小
麦品种发生风险事件，中国证监会派出一支工作组，深入指导工作，
化解风险，这支工作组的组长正是张邦辉。据他回忆，这支工作组是
截至目前中国期货市场监管部门对交易所派出的唯一一个工作组，
足见监管部门对郑商所工作的重视。作为组长，张邦辉和魏峰、杨光
等，紧紧依靠郑商所广大员工，克服困难，化解风险，提拔原纪委书记
王献立为代总经理主持工作。带着任务和使命，在具体化解风险时，
张邦辉对郑商所有了更深入了解，和很多员工建立了友谊。“我们的
初心就是希望新中国第一家期货交易所能快速走出低谷，走向兴旺
发达。”他神色凝重地说。此后一段时间，郑商所的工作一直未见起
色，他也深感郁闷和无奈，于是暗下决心，有机会一定要弄清原因，竭
尽全力助郑商所走出低谷。

张邦辉告诉期货日报记者，他在中国证监会期货部任职时，因为
对郑商所格外关注，也有人和他开玩笑说，是不是对郑商所有所偏
爱？对此，张邦辉并未否认，他确实对地处中国中部的郑商所给予了
特别的关心。他说：“和沿海地区相比，郑商所在外部发展环境上弱
一些。同样几个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身体偏弱的孩子获得更多关
爱无可厚非。”

只是那时的张邦辉可能还没想到，仅仅数年之后，他将用职业生
涯后半生全部的爱，为他一直偏爱的郑商所付出更多努力和心血，而
郑商所也在全体总动员下，回馈他一串串闪亮的足迹、一个个耀眼的
成绩，向全世界展示出无限的发展潜能和光明前景。

聊创新、聊贡献，赞郑商所功不可没

毋庸讳言，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初期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野蛮生
长，乱象丛生的结果必然会迎来严厉监管和清理整顿。在张邦辉看来，
期货市场清理整顿在中国所有行业中持续时间最长，但却为此后期货
行业的健康发展打下了根基。“在中国期货市场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中，
郑商所可以说贡献巨大。”张邦辉认为，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郑商所在很多事情上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走在了市场
创新的前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他交易所规则制度的制定和调整
都是以郑商所的规则制度为范本。郑商所的先知、先觉、先行和经验
被模仿、被借鉴，郑商所的不足、失误和教训也被放大，乃至嘲笑。

二是郑商所在国际交流方面广泛且呈体系，不仅最早翻译出版
境外期货市场方面的丛书，还积极参加国际期权交易协会，走出去

“开眼看世界”，为国内期货交易所了解国际市场探索了路径，做出了
示范。张邦辉说，郑商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堪称“国内最了解国际市
场、与国外期货市场交流最多、掌握国际期货市场信息最丰富的期货
交易所”。最值得一提的还包括具有前瞻性地创办了《期货日报》。

三是作为新中国第一家期货交易所，郑商所发展规模一度最大，
成功的经验也最多。在市场清理整顿时期，可以说一手擎起整个期
货市场的希望，在当时期货市场贡献最大。

除此之外，张邦辉还特别提到郑商所另一个容易被忽略但需要
被思考的贡献，那就是郑商所初创时期的“两块牌子、一套机构”，“两
块牌子”是指郑州商品交易所、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一套机构”是指
同一个管理机构。“这是当时最朴素的期现结合形式，期货市场必须
立足现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密不可分，期货交易出现大风险，多是因
为脱离了现货市场。目前来看，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已经深入人
心，但郑商所早期在期现结合方面的探索，诸如栈单交易等没能坚持
下去，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张邦辉说。

在郑商所的发展历程中，张邦辉亲身经历了一些新品种的上市工
作，见证了郑商所的努力和奋进，比如，强筋小麦上市是张邦辉鸣的锣。

对于郑商所的明星品种——棉花和白糖期货的上市，张邦辉也竭
尽所能做了很多协调工作。他说：“棉花是期货市场清理整顿后交易
所上市的第一个新品种，上市牵涉的部门比较多，上到供销总社，下到
新疆自治区政府，需要沟通协调的事情多而繁杂，有需要证监会期货
部出面协调的无不竭尽全力；白糖期货也是如此，对于白糖在郑商所

上市，当时的白糖主产区是有一些抵触情绪的，担心风险事件，我们就
从监管角度给主产区讲风险可控，推进白糖期货上市完全没问题。”

张邦辉表示，在中国证监会期货部时，了解过不同交易所的风险
事件，也具体负责过化解风险，积累了相应的经验，比如，郑商所硬麦
309合约出现重大风险事件，应王献立请求，时任证监会期货部副主
任的张邦辉和时任交易所监管处处长的冉华共赴郑商所，头一天现
场谈话，第二天一早又飞回北京。2006年，任职郑商所副总经理时，
张邦辉分管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管理交易所风险，及至后来任职郑
商所理事长，他工作的侧重点也是风险控制。在他看来，随着中国期
货市场日渐成熟，虽然不能说杜绝了所有风险，但郑商所 2006年之
后再没有出现过大的交易风险事件。

在张邦辉看来，期货交易所的交易规模和市场风险管理成正比，
风险管理越到位，市场运行就越平稳，交易、交割就越顺畅，交易规模
也就越大。“一个市场如果风险频发，投资者不敢来，肯定做不大。”他
告诉期货日报记者，在郑商所任职时对防控风险极其重视，用了很长
的时间和精力，把过去发生的风险案例一一梳理，追根溯源，吸取教
训，从严管控风险。一线工作人员也都是尽职尽责、敢于担当、配合默
契，将多起风险消除在萌芽阶段。

论信心、论前景，看郑商所再创辉煌

2006年，时任郑商所总经理的赵争平和张邦辉对郑商所现状和
前景有过多次深入交谈。对于一直关注且有所偏爱的郑商所，张邦
辉充满信心，他向赵争平分析说，郑商所情况较为特殊，底子不错，眼
下虽然面临一些实际困难，但只要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郑商所一定
能重新站起来，重塑昔日的辉煌。事实确实如此，赵争平首先统一了
郑商所领导班子的思想，进而得到中层干部的赞同，以及全体员工的
认同和支持。在赵争平的率领下，郑商所上下同心，齐心协力，精神
面貌焕然一新，终于凤凰涅槃，走出困境。

彼时的郑商所虽然新上市了棉花期货品种，但市场培育需要一
个过程，白糖期货也是这样的状况。在其位，谋其政，刚刚任职的两
人还没完全安顿下来，就下定决心让郑商所尽快走出低谷。为守护
新中国第一家期货交易所应有的荣耀，在赵争平带领下，郑商所全体
人员找原因，树规则，见客户，听意见，终于使得郑商所走上快速、规
范发展的轨道。

在张邦辉的记忆里，有这样几件事情印象深刻，对推动郑商所快
速走出低谷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一是树立“三公”原则。对此，张邦辉回忆说，当时郑商所存在被
市场误解的成分，比如，部分客户集中的期货公司甚至不敢和不愿做
郑商所的品种；又比如，一些职能部门因为对河南有偏见，从而对郑
商所也存在偏见；再比如，一些投资者曾经在郑州市场亏了钱，就放
大了对郑商所的不良情绪；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凡此种种，若想改观，需要从制度上打开“心路”。张邦辉认为，对
此首要是树立“三公”原则，用正确的态度面对眼前的问题。“我们定了
很多规矩，从制度上做了调整，堵住哪怕最细微的漏洞，严格落实‘三
公’举措，不给违反‘三公’事件留有任何余地，对交易所内部更是严格
要求，凡发现违规行为，一律严肃处理，绝不姑息。”他说，这样的举措
得到郑商所全体人员的支持，“三公”原则的贯彻改变了郑商所的形
象，也改变了外界对郑商所的看法，交易开始重新活跃，形象也重新树
立起来，2006年郑商所就实现了扭亏为盈。

二是走进市场，征求意见。张邦辉说，当时深入市场征求客户意
见是真心的，绝不是走过场。走进市场的部门不仅包括直接服务市场
的会员部，而且包括交割和结算部门等，大家一起走进期货公司和企
业客户，真诚听取意见和建议。在交易所人员“走出去”的同时，还把
产业客户乃至大户“请进来”，给交易规则提意见，并根据市场发生的
变化，对规则进行及时调整，以更加符合现货商的需要。“我们当时想
了很多办法，比如，邀请各地证监局分管期货的副局长和期货处处长，
带着辖区期货公司到郑商所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同时来河南走走，用
心感受郑商所乃至河南的新变化；再比如，购买一些能反映河南文化
的书籍和音像制品邮寄给客户，以便让他们更深入了解河南，改变原
有的偏见。”张邦辉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些走心的举措为郑商所
良好形象的树立发挥了正面作用。

三是修改规章制度，以更好贴近现货。张邦辉表示，在深入实地
调研的基础上，在中国证监会指导下，郑商所根据市场需求，不断改
进和完善规则，让市场感受到郑商所绝不偏袒某一方，规则制度既贴
近产业客户需要，期货公司也能够接受，对其开拓市场大有裨益，各
方协力，推动郑商所重新走上发展“快车道”。

对于郑商所的明星品种 PTA 期货，张邦辉一直怀有深厚的感
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以粮食品种交易为主，郑商所被称为粮
食期货交易所，如何突破限制走向综合性期货交易所，可以说PTA
做出了成功尝试。当时市场也有质疑国际上没有PTA期货，上市这
个品种有没有必要，能不能成功，郑商所坚定信念，牢牢抓住机遇，全
力以赴。有的同志一个月跑好几次产地调研，不断修改报告，有的同
志连孩子的关键升学考试也顾不上，牺牲了小家，最终成就了一个国
际化品种。”张邦辉认为，PTA的上市为郑商所打开了通向综合性期
货交易所的大门。

最让张邦辉兴奋的是，当郑商所走上快速规范发展的道路、形势有
了明显改善之后，赵争平又主持建设了新办公楼和技术中心工程，并切
实提高员工收入和福利水平，使广大员工充分享受到交易所规范发展
的红利，极大调动了工作积极性，自此，郑商所发展进入了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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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科班，在一个领域兢兢业业
坚持一辈子，守护同一个梦想，看着它
由小到大、由乱到治，自己也竭尽所能
付出了力量，这样的人生无疑是幸福
的，也是问心无愧的。

对张邦辉的专访，时间虽然不
长，但从他真诚的表述、深切的回忆，
以及对期货市场和郑商所由衷的情
感，让期货日报记者油然而生如上
感触。

实际上，张邦辉的人生和中国期
货市场有着紧密的近乎完美的契合：
写下中国第一篇期货专业的博士论
文，主编了中国期货市场第一本期货
大辞典和第一套期货交易丛书；1993
年年底，进入中国证监会期货部，就此
心无旁骛，扎根期市；2006年，进入郑
商所，先任副总经理，后任理事长，见
证并参与了郑商所走出低谷、走向复
苏和辉煌的整个过程。

张邦辉说，他亲身经历了郑商所
由低谷到辉煌的全过程，也在其中奉
献了力量和智慧，他很欣慰。“当时一
些新闻标题形容郑商所是‘王者归
来’，或再度辉煌，我想郑商所是无愧
于这些荣誉的。”

他说，走出低谷的郑商所很快得
到了市场再度认可，员工的精神面
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热情和积极
性被调动起来，推动着郑商所不断
快速发展。时至今日，郑商所更是
跻身全球知名期货交易所行列，为
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全球化贡献了自
己的力量。

无论在中国证监会期货部，还是
在郑商所，对中国期货市场而言，张邦
辉都称得上是“和衷共济开大船”的
人。从他自身来说，进入中国证监会，
再到郑商所任职，始终扎根和服务期
货市场，用一辈子，等梦想盛开。

一路走来，张邦辉为期货市场奉
献了青春和能量，期货市场也回馈他
丰富的人生履历和体验。他回忆说：

“2006年，我刚到郑商所时，有人还充
满疑问，认为我只是遛遛弯，挣点钱，
待不到两年就会离开，可我这一待就
待到了退休，再也没有离开过，并和员
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退休之后的张邦辉，虽然多数时
间行走在饱览大好河山的路途上，但
仍抽出三分之一的时间留在河南，时
刻关注着郑商所的发展。

“中国期货市场发展之初本来就
是借鉴国外市场，在国际交流方面，
郑商所有好的传统和经验。中国期
货市场的未来绝不仅仅限于中国大
陆，而是有着广阔无垠的全球空间，
郑商所一定要加强国际交流，时刻了
解掌握国际前沿最新的动态，把握有
利方向，未来的路肯定会越走越好。”
对于郑商所的未来，张邦辉充满信心
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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