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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市场对化工销售的作用
司 洋[1]

[ 摘  要 ] 基于中国期货市场自 2001 年整顿以来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的现实背景，分析了化工类

期货市场的产生对化工企业销售环节的作用。首先介绍了我国期货市场的三个历史发展时期；其次

以主要期货交易所的化工类产品为例说明化工类期货市场的现状；最后从缓解销售困境、增加话语

权、规避风险、影响合同定价四个方面说明期货市场对化工销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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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实背景

在全球金融市场中，期货市场以其复杂多变的

性格、独特的魅力广泛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关注。

期货市场在中国正如火如荼的发展，而它在全世界

则已经走过了 100 多年的发展历史。长期以来，它

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美国，

期货市场经历了备受争议又被逐渐正名的历史，美

国各界在 100 年后的今天才最终肯定了它对经济和

金融所具有的正面作用。期货市场在中国的发展虽

然没有那么曲折，但也是改革开放 30 年，证券市

场开始 20 年以来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不断发挥着

其在经济系统中的资金融通和资源配置功能。

期货市场或者扩大到金融市场，它最重要的功

能就是在不同产业间、国家之间实现资源的最优配

置，资源配置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

一环。中国近 30 年的经济发展就极大地受益于全

球资源优化配置。利用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进行优化

配置是全球重要经济体的共同选择，因为期货市场

超越了信仰、超越了国界，用一个信用体系来完成

在全球的资源配置。这种资源配置是高效的，这种

资源配置把最优质的资源引导到最优质的需求中。

期货市场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二、化工类期货市场发展现状

（一）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历程

1. 初始阶段（1990-1993 年）

1990 年 10 月 12 日，国务院批复了郑州粮食

批发市场以现货交易为基础，引入期货交易机制的

申请，中国期货市场开始萌芽，开启了中国商品期

货市场的初步探索。

1991 年 6 月 10 日，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成

立，1991 年 5 月 28 日上海金属商品交易所开业，

以有色金属、能源化工等大宗商品为标志的商品期

货市场有所发展。1992 年 9 月，广东作为中国改革

开放的试验田，成立了第一家期货经纪公司——广

东万通期货经纪公司，这是中国期货市场在建国后

中断又重新恢复的重要标志。

其后，上海粮油商品交易所等交易所相继成

立，伴随着期货市场的四处开花，市场内出现了无

序发展的势头。大量处在灰色地带的期货经纪公司

快速成立，它们缺少监管，无序竞争，期货市场乱

象横生。

2. 调整阶段（1994-2000 年）

一方面，我国金融监管水平有待提升，监管能

力受到制约；另一方面，金融从业的相关法律法规

建设相对滞后于行业发展。这两个原因综合导致了

交易所与期货经纪公司竞争缺乏合理的监管和控制，

市场违规事件时有发生，1994 年下半年开始，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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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市场进入整顿期。大量的非合规的期货经纪公

司被查处和关闭，部分业务被监管当局叫停。

3. 快速发展阶段（2001 至今）

2001-2005 年的“十五”发展规划诞生在中国

加入 WTO，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步入新阶段的

关键时期，在“十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写入了

稳步发展期货市场的内容，中国期货市场在整顿后

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未来，中国期货市场

的发展趋势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市场参与者外延扩大，机构投资者队伍壮

大，期货市场容纳的资金将有较大规模的增长。

（2）境内期货经纪公司参与境外期货交易、境

外投资者参与境内期货交易两组关系都将得到发展。

（3）期货市场的交易对象仍以商品期货为主，

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如原油、大米、棉花等）将

相继占据重要位置，金融期货品种将会有所发展。

（二）我国化工类期货市场发展现状

能够进行期货交易的石油和化工产品种类极

多，目前，原油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期货产品，也是

影响其他石化产品价格的重要因素。另外，聚乙烯、

聚丙烯、聚氯乙烯、磷酸氢二铵、尿素、硝酸铵、

丙烷、燃料乙醇以及二氧化碳等也是比较频繁和大

众化的化工类期货交易品种。

我国从事石油及其他化工产品交易的交易所有

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

所等。下面按照各个期货交易所的代表产品进行介

绍。

1. 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化工产品

其中，上海期货交易所交易的代表产品是天

然橡胶和燃料油；上海期货交易所天然橡胶合约的

交割等级为国产一级标准胶 SCR5 和进口烟片胶

RSS3，其中国产一级标准胶 SCR5 通常也称为 5

号标准胶。上期所交易的燃料油，以 50 吨 / 手为交

易单位，报价单位是元（人民币）/ 吨，最小变动价

位为 1 元 / 吨，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在上一交易

日结算价 ±5%。上期所的燃料油期货一上市就会

和纽约原油期货和新加坡期交所的 180CST 燃料油

期货联动，且相关性不会低于 90%。

2. 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化工产品

大连商品交易所的主要产品是线性低密度聚乙

烯（LLDPE）和 PVC。PVC 与 LLDPE 都是五大合

成树脂系列，从历史数据看，PVC 与 LLDPE 之间

的价格相关性很高，两者之间的走势非常一致，这

是因为两者是相同的生产原料，因此，市场价格也

基本一致。

3. 郑州商品交易所的化工产品

郑商所交易的代表产品是精对苯二甲酸

（PTA），PTA 在化学纤维、轻工、电子、建筑等国

民经济的各个方面都有广泛的运用，与人民生活水

平的高低关系极为密切。交易单位为 5 吨 / 手，报

价单位是元（人民币）/ 吨，最小变动价位是 2 元 /

吨，每日价格最大波动不超过上一个交易日结算价

±4%。交易过程中需要交纳合约价值 8% 的最低交

易保证金，交易手续费不高于 4 元 / 手，采取实物

交割的方式。

除了上述一些较大的期货交易所及交易品种

外，我国还有一些石化类产品准期货的电子交易市

场，例如余姚网上交易市场、北京金银岛电子市场、

广州塑料交易所、长江塑化市场等。

三、化工类期货交易对化工销售的作用

分析

化工类期货市场的营销体系建立在交易所日均

价、月均价、周均价体系上。这种体制使得化工类

产品价格波动与期货市场价格波动相对紧密，价格

竞争力较强。对于化工企业来说，期货市场能够发

挥的最有价值的功能，也是最为直观的功能就是套

期保值。由于市场充斥风险，因此需要套期保值。

保值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成本控制。化工类期货交

易对化工销售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缓解销售困境

以郑商所的 PTA 合约为例，金融危机导致了

PTA 市场面临严峻的销售形势。早在 2007 年前，

原油价格一路飚升，PTA 原材料 PX 随之涨价，在

PTA 销售价难以同步提高的情况下，上下游的生产

商遭受损失。在此情况下，中国证监会及国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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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决定批准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 PTA 期货。PTA

期货的挂盘不仅缓解了众多生产商的销售困境，更

给予郑商所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实现了从农产品到

工业产品的飞跃。

（二）增加化工企业销售话语权

在可以利用期货市场之前，企业通常都是采取

合同化比例来控制库存。期货市场发挥作用后，化

工企业能够放心扩大合同量，利用期货来进行利润

锁定，不用再担心原材料上涨，增加了稳定性。在

扩大了销售利润的同时，增加了销售中的话语权利。

（三）规避销售中伴随的风险

以 PTA 期货合约为例，不仅国际油价一个因

素会影响 PTA 价格，宏观经济中任何的利好消息都

会影响现货价格，而目前的形势是期货交易量大于

现货。因此，PTA 期货和现货的价格相关系数越来

越大，影响越来越大。

在化工企业生产和销售的不同阶段，产生大小

不一的现货订单，采取形式不同的交易方式，维持

规模不一的库存，因此，需要企业不断买入或卖来

进行套期保值，从而规避销售进程中可能遇到的信

用风险、价格波动风险以及库存过高带来的风险。

就整体而言，期货合约上市后，相关企业规避风险

的能力与途径都会增加。

（四）期货价格对合同定价影响大

在 PTA 期货上市前，PTA 供应商的结货价都

掌握在供货商自己手里，下游聚酯企业根本没有谈

判的余地。期货上市后，聚酯企业能够跟供应商洽

谈下一年度的合约，约定数量和折扣，结算价格随

每月的市场价格波动。结算价是供应商根据当月的

现货平均价格与期货的平均价格的平均价，加上资

金成本和运费等费用等适当浮动。这样形成的价格

比相较于 PTA 期货前更加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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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5 页）指明了方向。围绕企业生产经营等

中心工作，创新开展党内创先争优活动，鼓励党员

围绕安全生产、环境保护、降本增效等重点难点，

主动想办法、出主意、做贡献，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带动群众合力推动企业发展。三是创建品牌化载体。

基层党建工作载体的品牌化发展，是扩大基层党建

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引领基层党

建工作创新发展，必须要统筹安排各类实践载体，

挖掘亮点、培育精品、打造品牌，用企业品牌建设

的理念、方法和机制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质量。要瞄

准重点领域和热点难点问题，坚持本土化、特色化

的原则，合理确定品牌载体，丰富项目内涵，发挥

示范带动作用，促进基层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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