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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原油期货法律规制研究
张一杰[1]

[ 摘  要 ]原油作为现代工业发展必备的不可再生能源，对国家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随

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原油期货应运而生。我国近年来也致力于构建和推动原油期货市场的发展。适

时法律应当及时跟进，在借鉴国外成熟立法经验的基础上，遵循市场化原则，制定更高位阶的法律，

为我国原油期货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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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原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国通过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目前已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对于原油的需求

也日趋提高。截至 2017 年底，我国原油的对外依

存度已经达到了 67.4%。在此情形下，一旦国际油

价出现大幅度的波动，不仅仅是对我国原油市场带

来冲击，制造业、运输业等原油依赖度较高的行业

也会受到波及，而这显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因

此，利用金融手段规避原油价格大幅波动带来的风

险，对我国的经济稳定和长久发展都会产生重要 

影响。

一、我国原油期货发展回顾

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之前，我国

也曾有过推出原油期货的尝试，但最终结果却不尽

如人意。

南京石油交易所与上海石油交易所曾分别于

1992 年和 1993 年推出原油期货交易。一时间叫好

声不断，上海石油交易所交易量曾一度达到国内期

货市场的 70% 左右，甚至在短时间内日均交易量达

到了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的纽约商业交易所（简

称 NYMEX）和英国的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简称

IPE）。但短期内的高热度发展掩盖了其背后的风

险，大量的投资者疯狂涌入，对原油期货市场产生

了巨大的压力。在那个时代，我国尽管在原油计划

管理上有所松动，但实行的仍是“统一价格、统一

配置、统一流向”的政策，最终石油交易所因为原

油定价由计划而非市场而无法维持，上海石油交易

所于 1995 年被正式关闭。在当时，中国是亚洲地

区第一个推出原油期货的国家，但由于市场改革的

不够深入以及缺乏法律规制和政策的指引，“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没能尝到“螃蟹”的美味，颇为可惜。

之后的一段时期，原油期货仿佛销声匿迹，直

到 2003 年两会期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向全

国政协提交了《关于建立我国石油期货市场的建

议》议案，全国政协委员、光汇石油集团总裁薛光

林亦向大会提交了《建议建立石油期货交易所》提

案，原油期货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2004 年的

8 月，上海期货交易所推出了燃料油期货，但相比

之前的轰轰烈烈，这次显然更为谨慎。在当时，燃

料油是我国各类原油产品中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品种，

推出燃料油期货的风险更低，同时能够推动原油市

场的发展。此次改革，吸取了过往盲目冒进的教训，

转而采取相对保守的态度，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此基础上，历经十余年发展，我国终于有了

更大的突破—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由上海期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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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出资设立的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能源中心）成立，并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将原油期货正式挂牌交易。

二、原油期货推出的现实意义

国家此时推出原油期货，从国际、国家、社会

三个方面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国际：改变现有原油贸易格局

原油期货的推出有利于形成反映中国原油供求

关系并对亚洲乃至世界油价产生重大影响的定价基

准。世界范围内来看，美国商业交易所的 WTI 原油

与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的布伦特原油是当下最具影

响力的原油期货。但随着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发展，

特别是 2017 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原油

进口国之后，WTI 和布伦特原油已不能完全反映国

际原油期货的供需关系。将来原油需求的核心增长

点将来自于亚洲，而这不是 WTI 和布伦特重点关注

的地区。在亚洲范围内，日本、新加坡、阿联酋、

阿曼等国也都推出原油期货，但受限于各自国家的

原因，对亚洲市场乃至世界油价所能产生的影响有

限。上海原油期货适时上市首先是中国目前已经能

对全球原油市场产生较大影响的一种表现。其次，

上海能源中心推出的中质含硫原油为当前世界第一

大原油品种，已经占到了全球原油产量的 44%。而

WTI 和布伦特原油期货均以轻质原油为标的，亦即

表明世界范围内缺乏中质原油的定价基准，中国的

行动恰恰弥补了这一空白，意味着我国无需依赖于

通过其他国家的供求关系反映自身。

同时，这次原油期货的另一大特殊之处在于以

人民币计价，与黄金挂钩。长期以来，原油贸易多

以美元结算，中国作为第一大原油进口国，话语权

却长期被他人把控，如鲠在喉。而这一次的变革，

对人民币国际化将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

（二）国内：推动金融领域开放

1990 年至 2016 年，短短十余年光景，我国原

油消费量上涨 5 倍有余，而在此期间国内原油生产

量上升幅度较小，显然并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于

是我国大量进口原油以保证经济发展不因能源供给

不足而掣肘，这就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需进一

步加大。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原油市场高度

封闭，缺乏多元化主体，几次努力均未能取得理想

的效果，我国的原油市场长期处于自然垄断与行政

垄断相互交织的境地，自然垄断借助行政垄断变成

了法定垄断。

原油期货的上市虽然无法一时间改变这种垄断

局面，但在相当程度上能够起到推动原油市场开放

的作用。期货市场的一大重要功能是价格发现，推

动建立原油期货市场有助于反映国内石油供需情况，

推动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的改革。

过去，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石油公司

各自建立了完整的产业链，参与主体匮乏，市场竞

争力不足，原油市场缺乏活力。此次原油期货上市

使得更多的生产商、销售商和投资者参与原油交易，

降低原油进口环节的市场垄断。同时，另一大突破

是允许国外市场主体参与，并引入国际竞争机制。

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已有 41 家境外中介完

成备案，广泛分布于中国香港、新加坡、英国等地，

境外参与者持仓量已占全市场约 13%。引入外资活

水，不仅仅是推动原油领域的开放，同时也是对金

融领域进一步开放的一个重要信号。

（三）企业：提升企业竞争力

如前文所述，我国原油消费高度依赖进口，油

价波动对企业影响巨大，利用期货市场能够为涉油

企业提供风险管理的工具，并且由于原油期货采取

以人民币计价的方式，能够反映我国原油市场供需，

更方便管控涉油企业价格波动的风险。从产业链的

角度考虑，在原油产业价值链中，原油期货处于价

值链的上游地带，原油期货交易能够为企业带来较

大的金融收益，包括交易费用和投资收益。原油需

求企业通过套期保值实现风险采购，从而得以避免

交易成本的不正常波动，增强企业应对市场风险的

能力；原油供给企业可以通过保值实现风险的转移，

使其利润大体保持可预期的状态，提升投资和生产

的稳定水平，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作用也将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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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对于改善期货产品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将起到

积极的作用。

三、我国原油期货法律规制发展

尽管说我国开始原油期货交易的时间较早，但

在法律层面的跟进却相对迟缓。一方面，由于期货

交易是“舶来品”，国内研究甚少，一时间难以迅速

跟进；另一方面，我国的法律制度还处于摸索阶段，

如《合同法》直至 1999 年 3 月才通过，10 月 1 日

才正式生效，这对于期货交易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在梳理原油期货相关的法律法规之前，首先

要对我国期货相关的法律规定做一些回顾，这是研

究的基础和前提。我国第一部关于期货的法律性质

文件是 1999 年 9 月 1 日国务院发布的《期货交易

管理暂行条例》。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暂行条

例》愈发不能与期货行业发展相适应。2007 年国务

院修改《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为《期货交易管

理条例》，增加了推出新期货品种时期货管理机构应

当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的规定。这是考虑到在实践中，

期货交易所向证监会提交申请后，证监会认为符合

上市条件的需要征求国务院相关部委、现货管理部

门、相关行业协会等单位的意见，在汇总意见之后

上报国务院，由国务院作出批示，然后再由证监会

向期货交易所作出批复。2015 年，国务院取消了期

货交易所上市、修改或终止合约的审批。但从当时

来看，尽管证监会在法律层面具有审批权，可实践

中仍是由国务院负责审批，证监会承担的更多的是

“联络人”或“牵头人”的工作，对于期货交易所而

言，显然增加了沟通成本，而且容易造成资源浪费。

2012 年国务院对《期货管理交易条例》作出修订，

拓宽了期货的交易主体，从法律层面消除了境外投

资者不得进入我国期货市场的桎梏。

另外，在行业自律方面，2000 年 12 月 28 日

中国期货业协会正式成立，一定程度弥补了机构监

管的不足，提升了监管的专业化水平，适应市场化

发展的需要。

具体到原油期货的法律及政策规定，2006 年

11 月 16 日由商务部牵头起草的《原油市场管理办

法》出台并于 2007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2015 年

证监会发布《境外交易者和境外经纪机构从事境内

特定品种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其余相关部门也

配套出台相应政策支持原油期货的发展，诸如《关

于开展原油期货保税交割业务的公告》《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原油和铁矿石期货保税交割业务增

值税政策的通知》《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交易者

和境外经纪机构从事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交易外汇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支持原油等货物期货市场

对外开放税收政策的通知》等等。由此可见，国家

对于推出和支持原油期货是下了大力气的。

在能源中心成立后，迅速出台了大量的施行规

则，在技术操作层面积极跟进。但需注意的是，能

源中心出台的仅仅是管理细则或操作规则，远达不

到法律的层次。

总体来看，发展至今关于原油期货的法律规定

效力层级偏低，多是通过政策的方式进行调整，对

于我国未来想要将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打造成亚

洲乃至世界的石油定价中心，在法律制定和完善方

面还有待作出大量的努力。

四、域外制度发展及镜鉴

期货作为一种舶来品，在中国本土的发展相对

短暂，在研究期货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观察域外国

家的发展经验，取其长、避其短，为我国的期货法

律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一）美国

美国期货市场是世界范围内上市品种最多、交

易体量最大的期货市场，也是原油期货的诞生地，

NYMEX 于 1983 年推出了第一个原油期货合约—轻

质低硫原油期货合约。21 世纪以来，NYMEX 在亚

洲的业务量日渐增长，先后与迪拜商品交易所、东

京商品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达成了合作。

能够支持美国期货业务快速发展的一大动因

是法律根据现实变化的快速调整。美国期货市场品

种的上市主要经过了无需审批、严格审批、备案制

三个阶段。无需审批阶段的重点立法是 1921 年的

《期货交易法》，这是第一步试图对期货交易进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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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监管的法律，但该法律因违反宪法，在一年后被

修改为《谷物期货法》。从 1929 年开始的经济大萧

条中，期货市场亦无法独善其身。1936 年《商品交

易法》的出台取代了《谷物交易法》，通过加强联邦

管理的方式将期货监管延伸到其他新的已上市商品

期货上。第二阶段是 1974 年的《商品期货交易委

员会法》，这成为了联邦监管的核心。法案设立了商

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赋予其对联邦范围内

所有的商品期货拥有监管的权利。到了备案制阶段，

美国国会通过《2000 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该法

赋予市场更加灵活自主的权力，在上市前提交相应

的材料备案无需经过审批即可上市。2010 年 7 月

21 日，《多德—弗兰克法案》获得通过，涉及到期

货市场的主要集中于第七章（《华尔街透明度与问责

法案》），其对原《商品交易法案》进行了修正，将

原有的 18 个核心原则修订和增补为 23 个，并建立

了一套全新的综合监管框架，以达到降低市场风险、

增加透明度、完善市场监管的目的。

（二）英国

英国的原油期货发展亦较早，伦敦国际石油交

易所成立于 1980 年，并于 1988 年推出了布伦特原

油期货。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上市后取得了世所罕

见的成功，短时间内便成为该交易所最受关注的合

约，奠定了其在原油期货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

与美国不同，英国议会出台了统一的金融法而

非单设期货法进行调整。2000 年《金融服务与市

场法》确立了“制定法规的单一监管机构”的体制

（Statutory Single Regulator），明确了新成立的金

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的权

力、义务及责任。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金融服务

管理局是以有限公司的形式独立存在，以保护投资

者合法权益为目标。

《2012 年金融服务法案》推翻原有模式，构

建起“双峰监管 + 超级央行”的框架：审慎监管局

（PRA）作为英格兰银行的附属机构，负责微观审

慎监管；行为监管局（FCA）作为对财政部和议会

负责的独立机构，主管行为监管。同时在英格兰银

行理事会下设金融政策委员会（FPC），专司宏观审

慎监管。《2016 年英格兰银行与金融服务法案》确

立了审慎监管局与行为监管局的“双峰”架构。审

慎监管局被整合进入英格兰银行内部，其董事会升

格为审慎监管委员会（PRC），与金融政策委员会

（FPC）、货币政策委员会（MPC）并列。

（三）日本

作为亚洲范围内法制较为健全的国家之一，日

本的期货发展起步也相对较早。早期的日本采取

“有益论”，即新上市的期货品种必须征得现货交易

商的同意，认为对社会有益方可向期货管理部门进

行申报，但该理念在推行过程中往往遭遇较大的阻

力，随着世界范围内竞争压力的增大，日本转而采

取了“无害论”，简化上市程序，缩短上市时间。

日本期货法律的规定发展至今已形成完整的体

系，以《商品交易所法》为核心，辅以大量操作层

面的“施行令” “施行规则”。值得注意的是，日本

摒弃统一的监管机构的模式转而选择多元主体的监

管模式，主要涉及的机构涵盖金融厅、证券交易委

员会、经济产业省、农林水产省等。

（四）小结

通过以上的研究，可以发现在期货立法、监管

的过程中存在几个特点：

1. 期货品种的推出有赖于本国的经济基础。日

本曾推出中东原油期货试图争夺原油的定价权，但

因为整体市场的不活跃，本国经济发展缓慢而失败。

美国、英国都建立在当时自身强大的经济基础之上，

所以能够在期货领域发展迅速。

2. 现代期货立法各国大多采取设立统一的期货

交易法，将原油期货纳入其中，而并未采取设立单

独的原油期货交易法律。

3. 各国立法多数趋向进入市场后的监管，减少

事前的审批和放宽准入门槛。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上

市的期货品种审批是不必要的。期货交易本身存在

着较大的风险，如果放任其发展，其风险将会不受

控制，监管部门无法预计会对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

响。各国无论如何改革，还是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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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构对上市期货品种的审批权。

4. 关于期货调整的法律皆是从无到有，由少到

多，由不成熟走向完备。这个过程是漫长也是极为

艰苦的，各国的发展都有阵痛期，但及时的跟进，

理念的适时转变并坚持走自己的特色，最终法律体

系会日趋完整，能在保障期货市场安全的同时提升

期货交易的效率。在我国借鉴外国经验和吸取教训

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研究法条，更要结合时代背

景，了解立法目的，进而在技术层面吸取有益部分

为我所用。

五、原油期货法律规制的建议

如前文在域外经验的分析中指出，原油期货的

发展有赖于本国经济的良好运行，因此打牢经济基

础显然是必须的，在这里更多地关注法律、政策方

面的建议，从经济学、金融学等角度对原油市场的

发展建议不在讨论之列。

（一）推动期货法的出台

纵观世界各国，不论采取何种立法模式，都已

经通过立法的方式对原油期货进行规制，我国目前

为止效力层级最高的仍是国务院出台的《期货交易

管理条例》，显然不能满足未来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

需要。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曾指出：“由于期货

法尚未出台，境外投资者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在我国

境内参与期货市场合规经营通过不了，最后产生诸

多民事纠纷问题难以解决。”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都将《期货法》列入立法规划，但至今

出台之日仍遥遥无期。

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情况更多的可能还是与美

国类似，但我国的市场发展情况与美国大不相同，

因此在制定期货法时应考虑到我国的现实发展情况，

借鉴时应多做比较。美国法律注重法律之间的协调

和配合，《期货交易委员会法》《2000 年商品期货交

易现代化法案》《联邦条例法典》彼此间能够形成有

效的互补，共同支撑期货市场的发展。具体到我国

而言，制定《期货法》的过程中还应注意与《民法

典》《公司法》《证券法》等的衔接和配套，尤其是

《民法典》施行后，许多内容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应

引起注意。

原油期货属于期货的一种，在期货法中显然不

需要设立专章规制，具体操作应交由监管部门和期

货交易所出台施行细则规制。能源中心的经验能否

被复制，还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二）推动市场化进程

过往我国在原油期货实践中遭遇挫折的一大重

要原因是市场的计划程度较高，缺乏灵活的市场变

化。原油期货的发展需要一个健康、良好的市场环

境，尽管目前我国虽然已经有了《反垄断法》，但在

原油领域的反垄断进程尚不能令人满意，故在未来

的发展过程中，当结合《反垄断法》，推动原油市场

的开放。

2015 年，证监会出台的《境外交易者和境外

经济机构从事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从主体范围上做出了适当程度的放宽，对参与交易

的形式也允许更加多样化。《暂行办法》对于原油期

货的对外开放可以说是较大的突破，对于外部参与

者将会起到一定的引领作用，也能对原油市场的垄

断产生部分冲击。

（三）发展自身特色，制定针对性规则

除了在法律层面，国际知名的期货交易所都建

立起一套自身独具特色且较为高效的规则运转机制。

我国在能源中心的创设过程中，选取了中质含硫原

油，并以人民币计价，这都是能源中心发展的特色

或是创新。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国正在努力争取原

油期货的定价权，但值此时刻仍需保持清醒，日本、

新加坡的前车之鉴当为我们所重视，创新意味着风

险，既得利益者显然不希望有人分一杯羹，目前原

油期货发展时日尚短，许多问题还未被发现，但这

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高枕无忧，根据我国的特色制

定具有针对性的操作规则，从微观上亦是对原油期

货发展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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