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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国内上市的期货、期权品种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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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30 日 9 时，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新
中国期货市场发源地郑州，全球独有的PTA期货国际
化正式启航。这标志着全球独一份的PTA期货真正
走出国门、拥抱世界。而这只是开始，未来会有更多
的期货品种走向世界。

““中国价格中国价格””影响力不断提升影响力不断提升

从起初的“跟随”到后来的“彰显特色”,再到现在
的影响世界甚至引领世界，30年来，中国期货市场价
格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些期货品种价格
甚至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参考基准。

1990年 10月 12日，引入期货交易机制的中国郑
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中国期货市场正式发轫。由于
制度建设不完善、投资理念不成熟、参与者结构不合
理等因素，市场交易过度现象频发，违规经纪行为屡
禁不止，国内期货市场经历了长达七年的清理整顿。

由于起步晚，大多数商品期货的研究和开发都是
基于国外市场的成熟经验，相关规则和制度也参考国
际成熟市场的做法。2000年以后，中国期货市场进入
稳步发展阶段，各家期货交易所锐意进取、勇于创新，
结合中国国情和现货实际，不断优化合约设计、完善
交易规则，并积极研究和开发新品种，基础大宗商品
期货品种体系逐步建立。

虽然当时建立了基础大宗商品期货品种体系，但
在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方面，CME和 ICE等境外交易
所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国内一些期货品种价格时常跟
随外盘波动。

新湖期货董事长马文胜向期货日报记者解释，之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最主要原因是当时国内期货及衍
生品市场还不够发达。全球大宗商品贸易主要依据
期货价格，但定价话语权掌握在国外大型企业、对冲
基金和投行手中，中国虽是很多大宗商品的主要消费
国，但国内企业在大宗商品贸易谈判中经常处于不利
地位。

据宝城期货总经理母润昌回忆，2001年中国加入
WTO，对外开放红利叠加城镇化、工业化加速，之后
中国对大宗工业原料的需求日益增加。然而，进口依
存度较高的铁矿石、石油等原料主要集中在力拓、必
和必拓、淡水河谷三大矿山和OPEC成员国手中，高
盛、花旗等大型投行则拥有强大的定价话语权，中国

企业在与外商进行年度谈判时往往处于弱势。
“中国融入全球之后，许多出口导向型行业对大

宗商品价格格外敏感。特别是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
的能源、资源、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给国
内相关企业经营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母润
昌表示，这让国内期货行业感受到加快建设中国期货
市场的急迫感和使命感。

经过一段时间的稳步发展，国内期货市场相关制
度和交易规则不断完善，投资者结构越发合理，新品
种陆续上市，产业链风险管理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
国内期货市场价格逐渐摆脱“追随者”角色，开始彰显
自身特色，并不同程度影响着国际价格。

“在国内期货市场中，反映国内现货供需情况的
铜等商品期货不再一味追随外盘，甚至开始影响全球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母润昌说。

2006年 12月，全球独有的 PTA期货在郑商所挂
牌交易，其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适合国内经济和产业特
点的特有期货品种。

我国的 PTA 产量、消费量、进口量均居世界第
一。另外，从当时PTA市场的发展趋势看，全球PTA
生产和消费的增量主要在我国。郑商所推出PTA期
货，具有良好的现货市场基础和优势。

当时，在国际市场上，除传统的天然纤维类期货
品种外，一直未推出新的纤维类期货品种，更没有推
出新的纺织类期货品种。

由于国际大宗商品贸易基本采用期货定价，中国
PTA期货的上市填补了国际期货市场的空白，得到了
全球化纤领域和期货领域的高度关注。

特有期货品种吸引企业热情参与特有期货品种吸引企业热情参与

2007年之后，国内各家期货交易所结合国内现货
市场实际和产业需要，自主研发设计，推出了多个具
有中国特色的期货品种，为相关产业提供了发现价格
和规避风险的工具，为决策部门提供了权威价格信号
的参考。

随着PTA期货的日趋成熟，其对上下游产品的价
格影响力逐渐显现。作为全球首个聚酯产业链期货
品种，PTA期货价格与上游PX现货价格的相关性达
到0.8，与下游涤纶长丝和短纤价格的相关性达到0.9。

在国内市场，以期货价格为基准加减升贴水的期
货点价贸易在PTA现货交易中较为盛行。在国际市
场，作为全球唯一的PTA期货，对上下游产品定价的

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成熟的PTA期货市场，让世界
对中国聚酯产业有了新的认识，除了有“中国‘织’
造”，还有全球聚酯产业风向标的“中国价格”。PTA
期货价格受到越来越多境外相关企业的关注，不少境
外企业要求参与PTA期货的呼声越来越高。

“PTA期货为中国聚酯产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定
价和管理风险的工具，而境外市场还没有这样的期货
产品。”意大利GSI中国区经理徐志颖表示，境外企业
和机构期待PTA期货对外开放，以满足其经营需求。

“在雄厚的现货产业基础上，引入境外交易者参
与全球独有的 PTA 期货，不仅可以进一步增强 PTA
期货价格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而且可以为全球相关
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提供定价和风险管理工具，进而推
动中国成为全球聚酯产品定价中心。”郑商所总经理
熊军对期货日报记者说。

与PTA期货发挥同样作用、提升“中国价格”在国
际市场影响力的还有甲醇期货。我国是全球最大的
甲醇生产国、消费国，郑商所是全球唯一上市甲醇期
货的衍生品交易所。

“近年来，随着甲醇期货市场的成熟，甲醇期货价
格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力逐渐显现。港口地区的甲
醇进口贸易商大都参与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国际
市场的甲醇供应商、贸易商也在关注甚至开始尝试参
与我国的甲醇期货交易。中国甲醇期货价格的国际
影响力正在提高。”熊军如是说。

除此之外，国内期货交易所还开发推出了一系列
贴合国内经济和产业实际的特色期货品种，如钢材期
货、焦煤和焦炭期货、铁矿石期货、动力煤期货等，有
效填补了黑色产业链风险管理工具的空白。此外，和
国际市场紧密联动的铜、铝、铅、锌、天然橡胶、大豆、
棉花、玉米、白糖等期货品种，历经多次合约规则制度
优化和完善，企业参与度不断提高，甚至吸引了境外
大型企业。

“一个新的期货品种上市，会惠及背后的相关现
货产业链。”马文胜表示，以铁矿石期货为例，过去几
年，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钢厂经营大为
改观。钢材价格涨起来了，而铁矿石价格涨幅不及钢
材，上下游价差扩大，钢厂利润好转。如果没有铁矿
石期货，那么铁矿石贸易的定价仍将掌握在国际矿山
手中。马文胜说，现实情况是，大商所及时推出铁矿
石期货以后，国际铁矿石贸易定价中心悄悄向中国转
移，“中国的基本面就是全球铁矿石需求的基本面”。

不可否认，近些年来，随着全球独有和中国特有
期货品种的不断成熟，中国期货市场不断向全球市场
输出“中国价格”。

期货市场国际化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期货市场国际化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0 年来，国内期货市场取得的成绩令人欢欣鼓
舞。同时，这一历程也是一面镜子，为未来中国期货
市场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经验教训。

“中国期货市场价格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影响世界到引领世界，是中国期货市
场近些年来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期货市
场积极联系世界、走向世界、拥抱世界的结果。”母润
昌说，这与近些年来中国特有期货品种的不断成熟有
很大关系，如PTA期货、甲醇期货、煤焦钢矿期货、LL⁃
DPE期货、PP期货、PVC期货和苹果期货等，都是境
外期货市场所不具有的。

“一方面，这些期货品种助力中国期货市场成长、
壮大，并建立全球定价基准。另一方面，这些期货品
种背后的产业，中国不管是在规模上，还是在贸易上，
都具备相对优势，国际市场没有相关期货品种，无法
满足国内外相关产业企业的风险管理需求。中国设
计推出的这些期货产品有效弥补了国际市场在这方
面的空白。”母润昌说。

以往，中国因在国际大宗商品贸易定价方面的话
语权较弱，时常出现“买啥啥涨”问题，而中国特有期
货品种可以使中国通过期货市场向世界输出“中国
价格”。

期货市场国际化是金融市场开放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大势所趋。随着中国商品
期货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在全球大宗商品定价
方面的话语权也会进一步提升。

熊军告诉期货日报记者，郑商所接下来将会进一
步促进自身的国际化发展，积极“引进来”，在 PTA期
货国际化的基础上，推进甲醇等特定品种的对外开
放，引入境外交易者。

“近年来，国内期货市场交易品种不断丰富，形成
了‘五纵六横’的产品体系。未来，国内期货市场品种
体系会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价格’在全球大宗商
品市场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马文胜表示，在全球经
济一体化的今天，中国作为主要的大宗商品消费国，
逐步提升在国际大宗商品领域的定价话语权，对未来
经济发展有非常大的好处，“中国期货市场正在构建
的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将推动更多期货品种走向世
界，使其在服务全球产业链的同时，更好地助力中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

■ 记者 韩乐

特有期货品种已“长成”

中国期货价格“唱响”世界
经过30年的探索，中国期货市场实现了

跨越式发展。从起初的立足国内到现在的走

向世界，中国期货市场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明显提升。特别是一些全球独有的期货品

种，随着其逐渐成熟，在国际市场上扮演着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中国价格”输出的有

力代表。

近些年来，国内商品期货交易所创新能

力迈上新台阶，不断深化市场功能作用，逐步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致力于成为领先的

风险管理平台、享誉世界的商品定价中心。

如今，距离这一目标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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