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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实体经济在路上”
——铁合金篇

期货点价助力企业风险管理

开栏的话

近年来，我国期货市场紧紧围绕服
务实体经济发展这一根本宗旨，市场规
模不断扩大，价格发现、风险管理等功能
得到进一步发挥，国内实体产业领域涌
现出不少企业利用期货市场的典型案
例。即日起，本报推出“服务实体经济在
路上”栏目，讲述企业利用郑商所期货品
种管理风险、稳定经营的好方式、好模
式，敬请关注。
□ 记者 谭亚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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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铁冶炼出铁环节

1 找准定位谋求持续经营
铁合金企业有一个普遍感受，就是价格变化难以把控，
经营者时时刻刻如履薄冰。而这，与铁合金企业“小、散、
弱”的现状不无关系。再考虑到环保、上游矿供应及下游钢
厂需求的影响，铁合金企业的经营风险也在加大。不过，期
货日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铁合金企业运用期货工具抵御
风险的能力在增强，他们不仅能熟练运用套保，还在运用基
差贸易来指导现货销售，钢厂也从之前的铁合金招标模式
转为根据期货价格定下个月价格的模式。铁合金行业作为
产业链的“夹心饼”，
利用期货工具一改之前的弱势。
6 月下旬，期货日报记者再次踏上大西北的土地，以了
解铁合金企业利用期货工具进行套保的情况。在西宁，我
们见到了见证铁合金期货从上市前的筹备、到上市后的摸
索、再到企业利用期货工具渐入佳境的甘占奎。
甘占奎是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下称青海福鑫）副总
经理，负责期货套保业务。有了期货“熨平”价格波动，不再
担心现货价格的涨跌，这两年，他们在近月合约上也会根据
企业生产进行相应套保。
“利用期货工具，才能突破求生。如果安于现状，那么
在环保和受上下游打压的时候企业很可能就倒闭了。硅铁
期货上市的时候我就认识到这个问题，行业要想稳健发展，
企业必须参与期货。”
甘占奎说。
据了解，
青海福鑫的生产厂区在青海省湟中县，
目前运营
4 台 16500KVA 矿热炉，
每月生产硅铁合金 6000 吨，
每年实际
可生产高纯硅铁 7 万吨，
下游客户覆盖华东、
华南地区的钢厂
与铸造厂，
是郑商所批准的青海地区唯一一家交割厂库。
受出口关税调整、淘汰置换落后产能以及准入门槛低
等因素的推动，硅铁合金行业在 2013 年前后产能急剧扩张，
行业整体产能过剩严重。2015—2016 年，西北地区的开工
率长期徘徊在 40%。多数企业处于产能利用不足、矿热炉关
停或转产状态。
产能过剩，供需失衡，各主产区为争夺下游客户，竞争
激烈。电力、煤炭、物流等方面具有成本优势的内蒙古，挤
占了宁夏、青海等企业的市场份额。
“作为青海的硅铁企业，我们对近几年由于市场价格波
动导致的装置循环或持续关停记忆犹新。在总体产能过剩
的大背景下，要想维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只能提升自身
的风险管理水平。”甘占奎说。
“找准公司定位，有针对性地进行创新尝试，才能在众
多的铁合金企业中拔得头筹。”甘占奎表示，从主营业务的
商品类型来分析，公司的主营业务呈现出明显的双向风险
敞口特性，即在原料采购过程中，面临硅石、兰炭等价格上
涨的风险，而在产成品销售中，面临硅铁合金价格下跌的
风险。
另外，企业不仅要面对以上风险，从生产加工的周期来
分析，生产周期与订单周期不匹配的风险也不容忽视。一
段时间内，硅铁的订单价格可能会偏离生产成本。从铁合
金行业特点来分析，公司还面临硅铁实际销售价格偏离合
同价格的风险。下游钢厂相对强势，钢材价格大幅波动很
容易导致合同单价违约现象。
众所周知，
生产流程中，
硅石在总成本中的占比较小，
硅
石价格波动对公司核心经营利润的影响也较小。电费也是
铁合金企业考虑的生产成本之一。西北地区富产煤炭，
当地
以火力发电为主，
兰炭价格和当地电网销售价格与煤炭行业
的价格走势相关。
“理论上，
可在期货市场上选取焦煤或焦炭
期货合约代替兰炭，选择动力煤期货合约代替电力进行套
保。
”
豫新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陈建威说。
据了解，这两年，青海福鑫采购的兰炭与电力的价格波
动频率较低，单批次的硅铁合金集中生产过程中，价格往往
固定不变。这就导致公司实际经营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单
边风险敞口特性，即仅存在产成品价格下跌的风险。
“为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公司以卖出套保为主，优化库
存调节为辅，供应链管理为方向，厂库仓单为保障。”甘占奎
介绍。

2 借助期货发挥产业优势
2013—2016 年，在供给侧改革未抬升
兰炭价格、环保检查未拉高硅石价格的时
候，青海福鑫管理市场风险的主要措施就
是对硅铁合金进行卖出保值。
“我们是铁合金期货最忠实的粉丝，从
上市后的摸索期到现在的成熟期，套保业
务从未间断过。”甘占奎表示，2014 年，硅
铁合金期货上市后，公司利用当时的主力
合约 SF501 进行卖出保值，并参与交割。
但是，由于后来硅铁期货合约成交量走低，
公司就无法大规模套保了。而 2016 年开
始，硅铁期货再次活跃，公司参与力度与保
值规模也有所提升。
甘占奎告诉期货日报记者，
单纯的套保
已经不能满足需求，
于是他们尝试与风险管
理公司合作。2016年以来，
根据期货和现货
行情，在基差达到一定水平时，与风险管理
公司达成仓单（或现货）购销意向，
约定交货
时间、
地点与价格。公司仅负责组织现货生
产与物流运输，
风险管理公司承担硅铁价格
波动风险以及现货销售问题。
“通过与风险管理公司合作，利用‘仓
单服务+基差交易’的业务模式，能够提前
锁定预期收益，满足部分风险管理需求。”
甘占奎说。
2016 年 2 季度以来，在供给侧改革的
影响下，国内煤炭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兰炭
价格几乎翻倍。由于订单周期与生产周期

错配，接到订单再安排生产，生产成本往往
会偏离最初根据订单合同控制的目标生产
成本，严重时可能造成亏损。为了缓解原
料成本上涨引起的生产成本增加问题，青
海福鑫决定先补充原料库存，控制好目标
生产成本后，再根据订单组织生产。然而，
该笔原料库存转化为产成品后，产成品又
面临跌价风险。
“鉴于此，期货部门会核算出对应的硅
铁产成品的生产成本。当期货价格高于该
生产成本时，即入市卖出保值，锁定产成品
跌价风险。”
甘占奎说。
2016 年 7 月中旬，硅铁现货价格低位
运行，公司按照当期的市场行情进行销售，
仅能维持正常运营，并没有额外的加工利
润。随后，SF609 期货价格持续上涨，升水
现货约 200 元/吨。经策略岗测算，存在期
现套利机会。随即，制订操作方案，报主管
副总审批。策略岗根据额外补充的兰炭库
存，预估出对应的硅铁产成品约为 2000
吨。出于保值考虑，决定对其中的 1000 吨
产品进行操作。
据甘占奎介绍，考虑到月底财务记账，
要对库存原料的公允价值进行减值计提，
因而在建仓时间节点上，计划 7 月底 8 月初
建仓 500 吨，8 月底 9 月初再建仓 500 吨。
尽管在保值过程中，基差出现回归，可以直
接对冲平仓，但公司为了熟悉仓库仓单交

割业务流程、提升风险管理能力，调整了最
初设计的套保方案。9 月初，其向邯郸交
割库发送 490 吨硅铁进行交割，剩余 455 吨
则按厂库仓单进行交割。
“通过 7 月底、9 月初的卖出保值，原本
应该按照市场低价销售的现货，在期货市
场以相对高价卖出了。此举在规避原料库
存减值风险的同时，还获得了税后约 7.8 万
元的超额盈利。”
甘占奎说。
青海福鑫在参与期货市场过程中，充
分利用了交割厂库优势。一般情况下，企
业参与套保，会在期货合约到期前，选择对
冲平仓，尽量避免进入交割环节。但是，前
期硅铁期货交易不够活跃，期货价格与现
货价格的同步性不强，易造成保值效果不
理想。要想取得较好的保值效果，需要持
有期货头寸至交割，强行将期货价格与现
货价格回归。
“如果不是交割厂库，那么在交割环节
中不能开具厂库仓单，而需要提前备货，并
运输至交割仓库进行质检，以制作成仓库
仓单。整个过程不仅需要付出额外的物
流、质检等成本，还要提前进行货物发运，
极易扰乱企业原有的生产经营计划。”甘占
奎颇有心得地介绍，套保时，若期现回归，
则对冲平仓；若不回归，则持有至交割，且
只需在交割月进行生产经营计划调整，注
册厂库仓单即可。

3 颠覆以往被动投标模式
“随着越来越多的铁合金企业参与
套保，企业在对抗钢厂定价方面也有了
话语权。现在，钢厂对铁合金期货的态
度大有转变，今年以来尤为明显。”甘占
奎说。
铁合金企业的产品价格走势严重依赖
下游钢铁行业的表现,钢厂的话语权大于
铁合金企业近年来，钢铁行业日子并不好
过,其对铁合金的采购价格多有打压。现
货硅铁价格从 2008 年的超过 1 万元/吨跌
至 2015 年 年 末 的 不 足 5000 元/吨 ，尽 管
2018 年 7 月 钢 厂 的 招 标 价 上 涨 至 6900
元/吨，但与 2008 年的最高价相比，已经跌
了三成。铁合金企业销售困难,库存积压，
经营压力较大。面对原料价格上涨风险和
国内外宏观经济风险，青海福鑫利用“点价
贸易”
颠覆了之前的定价模式。
以前，铁合金企业定价时多参考钢厂
的招标价。如今，铁合金企业在销售端采
用“点价贸易”模式。
“铁合金企业逐步参与
期货市场，现货和期货的走势趋同，我们在
销售端加大了‘点价贸易’力度。目前，公
司一半的销售业务都采用这种模式。”甘占

奎说。
据 期 货 日 报 记 者 了 解 ，2017 年 2 月
底，青海福鑫分别与两家合金企业签订采
购合同，约定 3 月各交货 1000 吨硅铁。其
中一家的交货地点为邯郸库，另一家的交
货地点为常州库。公司与采购方签订合
同时，期货主力合约 SF705 价格升水现货
约 150 元/吨，还不能覆盖期现套利成本区
间。策略岗在综合分析市场行情后，修订
了 保 值 方 案 ，计 划 先 期 的 套 保 比 例 为
50%，待期货升水幅度扩大后，再将比例调
整为 100%。
经公司决策层审批，在基差水平欠佳
时，保留部分敞口。3 月中旬，当期货价格
较 2 月底的采购单价升水近 400 元/吨时，
将套保比例调整为 100%，全部覆盖即将入
库的 2000 吨现货。4 月初，采购方的 2000
吨现货交付完毕，公司即按照市场价对下
游客户进行供货。每销售一批现货，等比
例平仓对应的保值头寸。4 月底，出于主
力合约换月的考虑，期货端的保值头寸也
从 SF705 合约移至 SF709 合约。移仓后的
操作原则仍与方案制订时一致。

甘占奎认为，与风险管理公司进行“基
差交易”合作套保，有效解决了公司为避免
亏损扩大而减停产、为保证客户供应而对
外采购、采购与销售时间周期不匹配等问
题。同时，通过调整套保比例与评估基差
水平后的灵活平仓交易，提升了公司参与
期货套保的水平。
有了期货点价，青海福鑫对于未来也
有了新的规划。甘占奎表示，通过近年来
的实际操作以及与投资机构的深入合作，
公司决定深化与风险管理公司“基差点
价+仓单服务”的业务模式。未来一段时
间，公司计划继续通过“点价贸易”，与风险
管理公司合作，并借由风险管理公司打通
与下游客户的点价交易。
常年为企业提供套保服务的一位期货
业人士告诉期货日报记者，企业传统盈利
模式主要以销量为核心，而铁合金期货上
市后，铁合金企业的盈利模式由于经营模
式的改善而变得更丰富了，企业可以积极
参与到市场价格发现过程中，并通过基差
交易、网上交易等方式，实现现货销量加期
货操作的双核盈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