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商发〔2019〕19 号

各会员单位：
2018 年，在中国证监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会员的大
力支持下，郑州商品交易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牢牢把握服务实体经
济、服务国家战略的根本要求，持续推进业务创新，深化市
场服务，市场平稳健康运行，功能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在此
过程中，涌现出一批积极服务实体经济、综合业务突出的优
秀会员单位。
为表彰先进，促进发展，郑州商品交易所根据 2018 年
度各会员在市场发展、产业服务、人才培育、技术支持等方
面的综合表现，分 9 个类别评选出 47 家优秀会员。
授予华泰期货有限公司等 20 家会员为优秀会员；授予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等 10 家会员为产业服务优秀会员；
授予海证期货有限公司等 10 家会员为市场成长优秀会员；
授予天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等 10 家会员为产业服务成长优
秀会员；授予华泰长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等 10 家公司为优
秀风险管理子公司；授予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等 10 家会
员为人才培育优秀会员；授予江西瑞奇期货有限公司等 10
家会员为技术支持优秀会员；授予华泰期货有限公司等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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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会员为品种服务优秀会员；授予华泰期货有限公司常州营
业部等 80 家期货公司营业部为品种服务优秀营业部。
希望获得表彰的会员再接再厉，继续发挥表率作用，为
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郑州期货市场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作出更
大的贡献。

附件：郑州商品交易所 2018 年度优秀会员名单

郑州商品交易所
2019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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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类别

优秀会员名单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

国投安信期货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

中粮期货有限公司

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

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

建信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

广发期货有限公司

兴证期货有限公司

华安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东航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新湖期货有限公司

华信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成长 海证期货有限公司
优秀会员 深圳瑞龙期货有限公司
（10 家） 平安期货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财富期货有限公司

兴业期货有限公司

上海大陆期货有限公司

中财期货有限公司

安粮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国元期货有限公司

产业服务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会员 建信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10 家） 新湖期货有限公司

中粮期货有限公司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国投安信期货有限公司

产业服务 天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成长优秀
会员（10 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
家）
中财期货有限公司

海证期货有限公司

兴业期货有限公司

中电投先融期货股份有限公
司

摩根大通期货有限公司

华安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渤海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会员
徽商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20 家）

渤海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财富期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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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长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光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期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南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优秀风险
管理子公 中信中证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司（10 家）

上海海通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永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豫新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

浙江济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际丰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

一德期货有限公司

新湖期货有限公司

人才培育
优秀会员 国投安信期货有限公司
（10 家）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

鲁证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瑞奇期货有限公司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东海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大地期货有限公司

浙商期货有限公司

华信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兴证期货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
优秀会员 宏源期货有限公司
（10 家）

华西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鲁证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品种服务优秀会员（80 家）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棉系（10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家）

华信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

国投安信期货有限公司

华安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东海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国投安信期货有限公司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

中粮期货有限公司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

菜系（10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家）
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

建信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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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白糖（10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
家）

PTA（10
家）

中粮期货有限公司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

鲁证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华西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浙商期货有限公司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

建信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国贸期货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

新湖期货有限公司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徽商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

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

甲醇（10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
家）
广发期货有限公司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

徽商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宏源期货有限公司

玻璃（10
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
家）
兴证期货有限公司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

广发期货有限公司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

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

动力煤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10 家）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

国投安信期货有限公司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国投安信期货有限公司

铁合金
五矿经易期货有限公司
（10 家）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徽商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

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

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

— 5 —

品种服务优秀营业部（80 家）

棉系（10
家）

菜系（10
家）

白糖（10
家）

PTA（10
家）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常州营业
部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国际
与金融事业部
华安期货有限责任公司芜湖
营业部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番禺营业
部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上海浦东
分公司
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上海
东体育会路营业部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产业业务
总部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南宁营业
部
华西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营业部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上海世纪
大道营业部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杭州
营业部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公司
华信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西北
分公司
东海期货有限责任公司郑州
营业部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营业部
中粮期货有限公司郑州营业
部
建信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PTG
（专业投资者）事业部
中粮期货有限公司南宁营业
部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番禺路营业部
浙商期货有限公司杭州城星
路营业部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衍生
品发展总部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
新湖期货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

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上海
中山南路营业部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河南分公
司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
国投安信期货有限公司北京
分公司

国投安信期货有限公司河南
分公司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营业部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上海新闸
路营业部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上海
国宾路营业部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南宁营业
部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产业
发展总部
鲁证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分公司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浙江分公
司
建信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大宗
商品事业部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自贸试验区营业部
国贸期货有限公司晋江营业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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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自贸试验区营业部
甲醇（10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成都营业
家）
部
广发期货有限公司河南分公
司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竹子林营
业部
玻璃（10 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河北
家）
分公司
兴证期货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上海人民
路营业部
动力煤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10 家） 新金桥路营业部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广州
营业部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宁夏分公
司
铁合金 五矿经易期货有限公司郑州
（10 家） 营业部
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上海
自贸试验区营业部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杭州营业
部
徽商期货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唐山营业
部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沈阳
营业部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郑州
营业部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苏州营业
部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
广发期货有限公司商品机构
业务部
国投安信期货有限公司山西
分公司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郑州营业
部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国际
与金融事业部
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北京
分公司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公司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上海
期货大厦营业部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华南分公
司
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北京
分公司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金融业务
总部
徽商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分公司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营业部
宏源期货有限公司郑州营业
部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无锡分公
司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上海世纪
大道营业部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
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上海
世纪大道营业部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互联
网业务部
徽商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合肥
分公司

国投安信期货有限公司扬州
营业部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宁波
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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