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好想你物产有限公司红枣高级
分析师段淑敏与期货市场相逢，很快她就被这个市场的
魅力所吸引。经过近四年对单一品种研究的不断深入，
她逐渐活跃在各种市场培育及行情分析的会议中。在她
看来，让研究落地、真正服务于实体企业才是价值所在。

缘起偶然却一往情深
应用数学专业出身的段淑敏一直都在与公式、模型

打交道，从未想过自己会和期货市场结缘，而这一切要
从她选择入职好想你物产有限公司说起。

2016年7月，刚加入好想你物产有限公司的段淑敏
一开始是在董事会办公室从事证券分析事务主管的工
作，主要负责员工持股计划、投资尽调等事项。当年 12
月，为贯彻落实资本市场支持新疆发展及服务国家脱贫
攻坚战略的整体工作部署，证监会、郑商所首次赴新疆
对红枣等农产品期货品种进行调研，并希望各行业龙头
提供支持，段淑敏作为企业代表被委派前往新疆调研，
为交易所前期开发工作提供支持。

经过多次调研，最终红枣从葡萄干、核桃、香梨等众
多品种中脱颖而出，并作为研发品种正式立项。由此，
段淑敏被借调至郑商所协助完成现货报告撰写、合约规
则制定、交割库调研等工作。回忆起当时在郑商所借调
的日子，她仍感慨颇深：“在借调短短的100天内，与农产

品部一起进行多次产销区调研、论证、对标检验，不但感
受到了郑商所研发人员对工作的精益求精、研发上市新
品种的辛苦，更深刻理解了交割指标以及合约规则设计
的理由，为红枣上市后的市场培育工作奠定了基础。”

正因为参与了红枣期货上市前的研发工作，段淑敏
也作为该品种首批研发人士出现在各种相关行业会议上
进行市场培育及行情分享，之后她的工作重心自然而然
地转向品种分析领域。2020年，她抱着学习的态度参加
高级分析师评选，依靠自己在现货方面的积累，以及前期
不断学习的期货知识，有幸被评为红枣高级分析师。

虽然已经研究红枣品种长达四年，但段淑敏在评价
自己时仍抱有谦逊的态度：“我深知自己刚踏入期货门
槛，因为更贴近产业和市场，对信息的掌握更及时、更精
准，才得到大家的认可与厚爱。未来依然会坚持研究为
本的风格，并在多方面继续提升自己服务市场、创造价
值的能力，不断向优秀的同行学习，争取为红枣市场提
供稳定的研究和服务输出。”

在期货市场深耕细作
与期货相逢是偶然，但促使段淑敏深耕在这个领域的

却是期货市场的魅力所致。在她看来，期货市场既是产业
避险工具，又是智者证明自己财富再分配的市场，而作为
分析师的她则扮演着发现市场矛盾、验证逻辑的角色。

期货市场的本质是服务实体企业，提高企业抵御市
场风险的能力，而企业运用期货管理风险，必须进行预

判行情、时机选择、方法选择的综合考量和结合运用。
因此，段淑敏认为，期货研究成果落地是一个不断深入
的过程，分析师要寻找到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契合的平
衡点，将研究成果有针对性地运用到实体企业风险管理
中。研究则是全方面的，包括产区供给、销区走货、流通
价格、库销比等，通过对当下交易逻辑的判断，写出市场
认可的、有价值的报告。

为获得真实有效的一手资料，深入产业一线调研是
必不可少的。“红枣价格波动的季节性明显，春冬高、夏
秋低，尤其是端午节、中秋节两个走货高峰期。不过，
2020年端午节前市场所等待的上涨行情却迟迟未来。”
段淑敏告诉期货日报记者，她带着疑问前往主流通区
——河北沧州崔尔庄红枣交易市场和广州如意坊市场，
经过调研发现，由于春节后走货缓慢，五一之后天气炎
热，端午节走货并没有加快的迹象，更别提涨价了。

“在端午节调研报告公布后，当周红枣就出现了快速
下跌近百点的行情。事实证明，分析师还是要走向市场、
贴近产业，单纯一个公司的视角或者只是市场几个电话
反馈是狭隘的，无法真切感受市场的压力。”她如是说。

2020 年受疫情的影响，很多实体企业面临经营困
境，其中也包括红枣企业。据段淑敏介绍，疫情期间疆
内外的物流受阻，公司 1月买入交割接到的仓单主要分
布在新疆若羌、喀什、阿拉尔地区，由于仓单分布广、单
家仓库仓单少、运输难、运费高等原因，造成企业通过交

割进行生产面临种种困难，公司将 1月合约接到的疆内
仓单转抛至3月合约，同时进行3月买交割，通过会员单
位积极选择沧州和郑州交割库的仓单，更贴近企业所在
地，减轻了运输负担，缓解了企业缺货难题。

最后谈及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她表示，期货研究
只有提高投研能力、提高服务实体企业管理风险的能
力，才有发展空间。未来期货市场将更加科技化，基础
性的工作将被人工智能取代，所以分析师不能只局限于
基础研究，只有做细、做专、做精研究，才能应对更加严
峻的挑战。

■ 记者 邬梦雯

投研精细化 提升竞争力
——专访好想你物产有限公司红枣高级分析师段淑敏

把握大格局 寻找驱动力
——专访建信期货PTA高级分析师任俊弛

人生就是一场奇遇，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奇遇在哪
里。对于建信期货PTA高级分析师任俊弛来说，一次偶
然的机会，他从一个工科生变成了一名期货分析师。期
货日报记者在他身上看到的不仅是一名 90后分析师对
工作的执着与热爱，更是他对自己兴趣的坚持和对初心
的守候。

坚定前行方向
“刚入职时，打开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一个个陌生

的模型、拗口的理论，令刚刚转行的我有些迷茫。虽然
有时也在怀疑自己的选择是不是一时冲动，但期货市场
是一个充满奇迹和梦想的地方，它吸引着无数人带着自
己对未来的预期和看法来到这个市场，在期货盘面中不
断碰撞、不断升华，最终在期货价格中得以体现。”正是
期货的魅力让任俊弛坚定了方向，找到了兴趣所在。

据记者了解，任俊弛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习方向集中
在化学工程领域，而化工学科研究的基础逐步支撑大宗
商品研究，金融知识储备与化工专业背景逐渐成为成长
道路上支撑他前行的“两条腿”。

从业以来，专注于PTA期货研究，任俊弛渐渐摸索
出了化工品的逻辑思路。在他看来，分析师要加强对宏
观的分析，加深对产业链的理解，逐步细化产业链的研
究。例如，PTA工厂的投产与出料要详细到具体时间、
终端订单、坯布库存等信息，寻找行业中的微小变化，在
变化中寻找确定性。

令他印象最深的是，2018年7—8月，在汇率、现货、
天气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PTA期现价格迅速涨至8000
元/吨附近，之后快速回落，走出一波“过山车”行情。“刚
开始时，我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基本面、市场规律的分析

上，只能提出一些分析性建议，但该事件后，我意识到
PTA期货分析要立足于基本面研究，要善于梳理核心驱
动力，要把握大格局。”任俊弛说。

他表示，作为一名期货分析师，需要加深对产业链
的研究，对期货的研究不能只看数据，还要走进产业，加
深对产业的理解，与产业保持沟通。同时，加强前瞻性
研究，寻找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个骨牌，发现产业链中
暗藏的驱动力。

实现个人价值
正是源于对初心的坚持，任俊弛在研究道路上努力

前行，获得了郑商所 2020 年度 PTA 高级分析师荣誉称
号。他认为，高级分析师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
任和担当，需要在产业研究中发挥更好的表率作用，促
进行业转型，让更多企业用好期货工具，实现风险管理
的目标。

“在2020年特殊的宏观环境、聚酯产业链新品种不断
上市的背景下，产业链参与者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很多短
纤工厂的入局使得聚酯产业的参与者迅速增加，期货规
避风险与价格发现功能更加明显。”任俊弛表示，目前短纤
产业的参与者已经从单一的参与模式转向产业链套保，
这就需要分析师做好参与者的投教工作，促进企业的经
营方式升级，更好地把握机遇，运用好期货工具。

在他看来，分析师要摆脱“万金油”式的企业服务思
路，要结合企业的特点，以企业风险控制为导向，将企业
订单情况与采购计划相结合，拿出契合企业痛点的企业
服务方案。同时，针对产业、机构和其他市场参与者，结
合参与者自身的风险偏好，拿出相应的客户服务方案。
此外，分析师要提高线上路演的数量与质量，将研究成
果多样化，这不能拘泥于报告，还需将研究成果发给客
户后，不断地与客户沟通交流，优化研究成果，方便方案
的落地。

“工作是最好的修行，以兴趣为导向，做好自己喜欢
的事情。”任俊弛告诉期货日报记者，对于新人来讲，首
先要做的是充实自身，去补充金融知识，学习产业知识，
补齐前进的“两条腿”。同时，深入产业链，与产业多沟
通、多交流，获取行业脉搏。在这一过程中，提升分析师
投研一体化的能力，从单纯的基本面研究转向可以为产
业提供复合金融解决方案的人才。

“被评为PTA高级分析师，既是对过去成绩的肯定，
更是对未来成长的期许。我将继续深化学习金融知识，
不断提高自身研发能力。”在任俊弛看来，单一的期货研
究难以适应行业发展，分析师不仅要深入产业、挖掘数
据，更要加强策略研究，夯实研究功底，从而在研究中更
好地实现个人价值。

■ 记者 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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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煤高级分析师谢栩来自西部期货，从事期货
研究已满 10 年，深耕黑色系品种研究已有 5 年时间。
近年来，期货行业实现了大跨步、创新型发展，期货市
场愈发成熟，期货公司的业务模式不断发展创新，对投
研能力的要求日益多元化、深度化。从散户服务为主
转向核心服务大机构、大企业，从行情研判转向以策略
研究、产融结合为重点，从数据信息处理为主转向立足
产业、实地调研为核心。

顺应市场变化 完善分析体系
经过多年的思考与实践，谢栩对期货研究有着自己

的心得和见解：“在商品研究中，宏观经济和政策决定了
资产价格的运行中枢，而供需格局的研究是核心，因为
供需边际变量决定了价格驱动方向，基差则反映短期市
场的强弱。”

“不同的品种需要结合品种特性而有所侧重。”她举
例说，以动力煤为例，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其价格
波动受到国家层面的重点关注，那么在动力煤的分析体
系中，国家及行业政策分析将占较大比重。2017 年年
初，国家政策给动力煤划定了 470—600 元/吨的合理价
格区间，一旦价格超出该区间，就会受到政策调控。随
后几年，470—600 元/吨成为动力煤价格的主要运行区
间，在国家政策调整前，这个区间也就成为研究和交易
动力煤的安全边际。

“另外，在宏观层面决定安全边际的情况下，关注供
需中主要变量的边际变化，最重要的分析工具是动态供
需平衡表的推演，可以从中发现行情的驱动方向。”谢栩
告诉期货日报记者，2020年10月，通过推演第四季度的
供需平衡表，她发现动力煤供需紧张的局面仍难改变，
短时间内主产区保供提产增量有限，而随着采暖季来
临，消费进一步走强，供需仍有缺口，所以大胆推测动力
煤价格将在11月、12月维持强势。

“此外，基差作为短期市场强弱指标，能够帮助分
析师发现较好的套利和套保入场机会。2020 年 12 月，
动力煤现货价格大幅涨至 671 元/吨，期货主力合约价
格最高上探至777.2元/吨，超出了合理价格区间。随之
而来的是高位风险快速累积，基差快速缩小，维持在负

值区域，此时基差套利和企业套保的机会显现。”谢栩
介绍说。

从产业中来 到企业中去
对分析师来说，“从产业中来”意味着研究依托产

业。谢栩认为，商品研究的第一步是熟悉品种的产业格
局，了解贸易流向，掌握价格传导机制；第二步是构建研
究框架，搭建数据库，及时到产业中去，通过各种产业调
研、企业走访、行业会议等形式充实数据库，同时进入品
种产业圈，成为“圈中人”。

在动力煤期货的研究中，谢栩依托陕北的煤炭资源
优势，通过每年多次实地调研，她与多家大型煤企建立
了密切联系，能够在很多行情的关键时点及时获得主产
地的第一手信息，从而确保研究成果的及时性和可靠
性。她告诉期货日报记者，“从产业中来”已经不是研究
工作的锦上添花，而是做好研究的必由之路。

“到企业中去”则意味着研究的目的是服务于企
业。近年来，行业越来越重视产融结合的服务模式，基
差交易、“保险+期货”等创新模式迅速成熟。其实，这也
是在逐渐回归期货的本源，以更灵活、更便捷、更低风险
的形式为企业提供风险管控工具。

“我们的研究也要立足于企业需求，深入到企业中，
去听、去看、去交流。”据谢栩介绍，“到企业中去”可以分
三步走：第一步是进入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的经营模式、
风险敞口以及企业诉求；第二步是培育企业风控认知，
帮助企业搭建专门的风控部门和风控体系；第三步是结
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具风控方案，满足企业的避险需

求。在这个过程中，让企业逐渐接受产融结合的必要
性，并形成完善的、长期性的架构体系。其中，培育企业
风控认知和搭建风控体系是重中之重，也是难点所在。
这需要分析师长期深入浅出地和企业交流、培训，在实
操中不断提高企业的风控意识，帮助企业建立相对独立
的期货交易部门。

期货行业发展很快，创新模式日新月异，这也是吸
引谢栩长期从事期货研究的重要原因。“记得刚入行时，
我对着数据库研究供需，和客户聊得最多的是价格涨
跌，能够为企业提供的风控方案也只有套期保值方案，
对企业常常把套保做成投机、在行情中追涨杀跌的情况
只能惋惜，劝说的效果甚微。后来我开始了解基差，深
入研究基差，能够为企业提供的保值方案越发多元化，
基差交易成为主流。”谢栩说。

在她看来，近几年期货风险管理公司的业务模式扩
张很快，合作套保、场外期权、“保险+期货”等模式逐渐
发展成熟，成为企业避险的主流模式，后期必然还会有
更多的创新模式出现。因此，分析师必须不断学习充
电，提高自己，更快更深地掌握新知识、新技能，才能跟
上行业前进的步伐。

此外，对于自己荣获动力煤高级分析师称号，她
认为，这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下一个 10 年，我将继续
秉承‘立足产业特色、注重研究落地’的思路，在风险
管理和资产管理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在深耕产业、服
务企业的同时，更侧重于策略研究，提高主动管理能
力。”谢栩说。

■ 记者 谭亚敏

“郑商所2020年度高级分析师”系列访谈“郑商所2020年度高级分析师”系列访谈“郑商所2020年度高级分析师”系列访谈

深入产业链 让研究落地
——专访西部期货动力煤高级分析师谢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