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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衍生品市场由场内和场外市场构成。两个市场有共性也有特性，满足了投
资者管理风险的不同需求。2017 年年底，全球场外衍生品市场名义本金为
532 万亿美元，而同期的场内衍生品市场持仓额为 81 万亿美元，两者体量
大约 7:1。总体上，我国场内衍生品市场发展程度高于场外市场，尤其是场
内商品期货市场发展较为成熟，而金融衍生品发展相对滞后，尚有很大空
间。 

 我国场内衍生品市场：商品类衍生品发展较为成熟，而场内金融衍生品还
亟待发展。全球场内衍生品总成交量中，金融衍生品占比达到接近 80%，
商品衍生品占比仅有 20%左右。而我国目前正相反，以成交金额和成交手
数计，场内金融衍生品只占到 10%和 1%左右。丰富场内金融衍生品种体
系，加速场内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值得期待，具体品种包括更多期限的利
率类期货产品，人民币外汇期货和期权，以及股指期权和国债期权。 

 我国场外衍生品市场：券商和期货风险子公司业务规模有待发展。交易规
模看，银行间衍生品市场独大，券商与期货子公司业务规模仍较低。标的
结构看，三者所开展的场外衍生品业务，挂钩标的上各不相同，银行以外
汇和利率衍生品为主，期货子公司以大宗商品类为主，券商以权益类为主。
我国场外衍生品市场还面临着诸如企业参与成本高，交易透明度低等问题，
监管经验和行业自律等方面也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投资建议：从产品结构和发展特点看，我国衍生品市场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衍生品市场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成熟的衍生品市场有
利于提升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发展。场内和场外衍生
品两个市场又相互依存、相互发展。中长期来看，在供给侧改革、人民币
国际化、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市场改革等大背景下，实体经济风险管理需
求激增，均为期货行业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建议关注即将发行上市的南
华期货，以及持有期货公司股权的中国中期、美尔雅、弘业股份、浙江东
方等。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波动风险；监管政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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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以及我国衍生品市场结构特点 

 

衍生品市场由场内和场外市场构成。两个市场有共性也有特性，满足了

投资者管理风险的不同需求。2017 年年底，全球场外衍生品市场名义

本金为 532万亿美元，而同期的场内衍生品市场持仓额为 81万亿美元，

场外比场内大约 7:1，场外远大于场内。总体上，我国场内衍生品市场

发展程度高于场外市场，尤其是场内商品期货市场发展较为成熟，而金

融衍生品发展相对滞后，尚有很大空间。 

 

 全球衍生品市场由场内衍生品和场外衍生品市场构成。场内衍生品即在

交易所内交易的标准合约品种，按工具类型主要分为期货和期权，按标

的类型，包括了股票指数、个股、利率、外汇等金融类，以及能源、非

贵金属、农产品、贵金属等商品类。场外衍生品市场是相对于场内衍生

品市场而言的市场，产品非标准化，以其合约制定及交易灵活性受到投

资者和投资机构的欢迎，是衍生品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按工具类型主

要分为远期、互换以及期权，按标的类型，包括利率、外汇、信用、股

票相关和商品等。 

 从市场规模看，依据国际清算银行披露的数据，2017 年年底，全球场外

衍生品市场名义本金为 532 万亿美元，而同期的场内衍生品市场持仓额

为 81 万亿美元，场外比场内大约 7:1，场外远大于场内。 

 银行是我国场外衍生品业务最早的参与主体，在体量上远胜券商和期货

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2018 年银行间场外衍生品市场累计成交金额

134.91 万亿元，目前业务主要集中在利率及汇率类衍生品。其中，利率

衍生品市场累计成交 21. 09 万亿元，平均占比 15.88%;银行间汇率衍生

品累计成交 113. 83 万亿元，平均占比 84.12%。而与银行间场外衍生

品市场相比，我国证券期货市场场外衍生品发展处于刚起步阶段，2018

年我国券商场外衍生品业务累计新增初始名义本金 8772.06 亿元，2018

年我国期货公司风险子公司场外衍生品累计名义本金存量 571.05 亿元，

发展潜力大。 

 场内衍生品方面，2018 年全球场内衍生品交易量约为 304 亿手，而 2018

年我国场内衍生品成交量约为 30 亿手，约占全球的 10%。从市场规模

和成交量来看，我国场内衍生品发展程度要远高于场外。 

 

图表 1：全球衍生品市场及品种分类 

市场 工具类型 标的类型 

场内衍生品 
期货 

股票指数 个股 利率 外汇 商品 其他 
期权 

场外衍生品 
远期和互换 

利率 外汇 信用 股票相关 商品 其他 
期权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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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全球场内衍生品交易规模（亿手）  图表 3：全球场外衍生品未结算交易合约面值（十亿

美元） 

 

 

 
来源：期货年鉴，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期货年鉴，中泰证券研究所 

 

 从品种结构来看，我国场内衍生品结构以商品期货为主，金融期货以及

期权类占比仍较低。2017 年全球场内衍生品成交量（手数），股票指数、

个股、利率、外汇类衍生品占比分别达到 30%、19%、16%、12%，而

商品类衍生品占比不到 20%；相反，我国商品类成交量占比几乎达到

99%，金融类占比不到 1%。 

 我国开展场外衍生品业务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以及期货

公司的风险管理子公司。主要的交易品种包括: 银行的汇率类衍生品

( 包括人民币外汇掉期、人民币外汇远期、人民币外汇期权)、利率类衍

生品( 包括利率互换、债券远期)；券商的收益互换、场外期权; 期货公

司风险管理子公司的远期、互换和场外期权。从品种占比看，银行的场

外衍生产品交易量占绝大比例，其中汇率类占比近 85%，利率类占比 15%

左右，这与全球市场利率类占比 77%、汇率类占比 14%的情况有明显区

别。 

 

图表 4：2017 年全球场内衍生品成交量占比  图表 5：2017 年全球场外衍生品规模占比 

 

 

 
来源：期货年鉴，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期货年鉴，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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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2018 年我国场内衍生品成交量占比  图表 7：2018 年我国场外衍生品各市场交易情况 

 

 （亿元） 2018 年 

券商场外衍生品业务 

累计新增初始名义本金 
8772.06 

期货风险子公司场外衍

生品 累计名义本金存

量 

571.05 

银行间场外衍生品市场 

累计成交金额 

134.91

万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场内市场：金融类衍生品种亟待丰富 

 

我国场内衍生品市场：商品类衍生品发展较为成熟，而场内金融衍生品

还亟待发展。全球场内衍生品总成交量中，金融衍生品占比达到接近

80%，商品衍生品占比仅有 20%左右。而我国目前正相反，以成交金额

和成交手数计，场内金融衍生品只占到 10%和 1%左右。丰富场内金融

衍生品种体系，加速场内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值得期待，具体品种包括

更多期限的利率类期货产品，人民币外汇期货和期权，以及股指期权和

国债期权。 

 

 目前场内衍生品已上市品种 68个，包括 61个期货品种和 7个期权品种。

上期所（包含上期能源）已有 19 个品种，以金属类为主；郑商所已有

22 个品种，农产品和能源类为主；大商所已有 19 个品种，农产品、能

源、化工类为主；中金所已有 6 个品种，均为金融类衍生品；另外上交

所有 1 个品种，为上证 50ETF 期权。 

 对比全球衍生品市场情况，目前我国场内商品类衍生品覆盖较为全面，

尤其是商品期货，涵盖金属、能源、农产品等主流大类品种，商品期权

推出也逐步提速。与美国主要商品期货交易所经营期货商品的范围相比，

还缺少畜产品类期货，如生牛、生猪、猪肚、冻嫩鸡等。另外，与国际

成熟衍生品市场相比，在金融期货、期权及场外衍生工具方面仍有较大

差距。从国际经验看，场外市场规模大于场内市场，金融期货规模大于

商品期货，新品种新工具新业务模式的研究仍将是期货市场研究的重点。 

 具体来看，场内权益类金融衍生品方面，我国目前仅有股指期货和 ETF

期权，在全球市场占比较高的个股期货和期权（2018 年成交规模占比

分别为 9%和 33%）、股指期权（占比 32%）还尚未推出；利率类品种

方面，我国目前有 2 年、5 年、10 年期国债期货，国债期权（占比 6%）

尚未推出；另外，外汇类场内衍生品种仍属空白（外汇期货和期权占比

分别为 15%和 9%）。 

99%

1% 0%

商品 股指 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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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目前场内衍生品已上市品种 

交易所 期货品种 期权品种 合计 

上期所（包含上期能源） 

铜 铝 锌 铅 锡 镍 黄金 白银 天然橡胶 纸浆 

燃料油 石油沥青 螺纹钢 线材 热轧卷板 原油 

20 号胶 

铜期权 天胶期权 19 

郑商所 

一号棉 棉纱 早籼稻 甲醇 菜籽油 油菜籽 菜

籽粕 白糖 PTA 普麦 强麦 玻璃 动力煤 粳稻 

晚籼稻 硅铁 硅铁 苹果 红枣 尿素 

棉花期权 白糖期权 22 

大商所 

黄大豆一号 黄大豆二号 胶合板 玉米 玉米淀

粉 乙二醇 纤维板 铁矿石 焦炭 鸡蛋 焦煤 聚

乙烯 豆粕 棕榈油 聚丙烯 聚氯乙烯 豆油 粳

米 

玉米期权 豆粕期权 20 

中金所 

10 年期国债期货 2 年期国债期货 5 年期国债期

货 沪深300股指期货 上证50股指期货 中证500

股指期货 

\ 6 

上交所 \ 50ETF 期权 1 

合计 61 7 68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9：全球场内衍生品品种成交量分布（2017 年，亿手） 

（亿手） 
金融类 商品类 

合计 
股票指数 个股 利率 外汇 能源 非贵金属 农产品 其他 贵金属 

期货 25.2 13.4 31.2 22.3 19.3 17.1 11.9 4.5 2.5 148.4 

占比 17% 9% 21% 15% 13% 12% 8% 3% 2% 99% 

期权 49.9  34.2  8.5  7.6  2.4  0.3  1.2  0.3  0.3  103.6  

占比 48% 33% 8% 7% 2% 0% 1% 0% 0% 100% 

合计 75.2 47.5 39.7 29.8 21.7 17.4 13.1 4.8 2.8 252.0 

占比 30% 19% 16% 12% 9% 7% 5% 2% 1% 100% 
 

来源：期货年鉴，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10：我国场内衍生品已有品种 

  产品类别 
期

货 

期

权 

场内衍生品 

股票指数 √   

个股     

利率 √   

外汇     

商品 √ √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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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内衍生品新品种加速推出，今年已有 4 个期货品种、3 个齐全品种挂

牌上市。1 月 28 日，天胶、玉米、棉花三个期权品种分别在三大商品期

货交易所上市。4 月 30 日，红枣期货在郑商所上市。8 月 9 日，我国首

个农资类（化肥）期货品种，尿素期货在郑商所挂牌上市。8 月 12 日，

20 号胶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值得一提的

是，这是继原油、铁矿石、PTA 期货之后的第四个对外开放期货品种，

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跟原油期货一样，20 号胶期货采用“国际平台、

净价交易、保税交割、人民币计价”的模式。另外，8 月 16 日，国家粮

食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粳米期货在大商所正式上市。8 月 9 日，上期

所发布最新公告，就不锈钢期货合约、交易、结算、交割、风险控制等

相关业务规则公开征求市场意见，不锈钢期货品种进入上市前冲刺阶段。 

 

图表 11：今年以来新品种推出提速 

上市日期 品种 交易所 

1 月 28 日 天胶期权 上期所 

1 月 28 日 玉米期权 郑商所 

1 月 28 日 棉花期权 大商所 

4 月 30 日 红枣期货 郑商所 

8 月 9 日 尿素期货 郑商所 

8 月 12 日 20 号胶期货 上期能源 

8 月 16 日 粳米期货 大商所 

待定* 不锈钢期货 上期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监管和交易所层面多次表示新的交易所衍生品种正在研究、测试之中，

相信不久之后将会有更多的品种推出。从监管和交易所的公开表述，可

以期待的品种包括金融类的股指期权、人民币外汇期货、30 年期国债期

货、国债期权等，以及商品类的天然气、苯乙烯、液化石油气、集装箱

运力、不锈钢期货、氧化铝期货、铬铁期货商品指数等期货品种，以及

PP、铁矿石等期权品种。 

图表 12：对新品种推出的表述 

时间 事件、表述 相关品种 

2018年 8月 31

日 

证监会回复政协提案称，下一步将指导中金所继续推进股指期权研

发工作，待条件成熟后，选择合适时机推出股指期权。 
股指期权 

2018年 11月 2

日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重庆参加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金融峰

会中表示，证监会会积极完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逐渐增加商品期

货期权品种，继续研究天然气和商品指数等期货品种，继续探求人

民币外汇期货上市（现已开放外汇期货模拟盘）。 

天然气期货、商品指

数期货、人民币外汇

期货 

2018 年 12 月

12 日 

中金所发布公告，为进一步完善国债期货产品体系，服务债券市场

发展，中金所研究设计了 30 年期国债期货合约，并已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开展全市场仿真交易。 

30 年期国债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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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3月 21

日 

中金所期权事业部副总监王玮在“第十三届中国（深圳）私募基金

高峰论坛”介绍，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准备上市沪深 300 现货指数

和上证 50 现货的指数期权产品。 

沪深 300 现货指数和

上证 50 现货的指数

期权 

2019年 3月 22

日 

中金所总经理戎志平在 2019 年国债期货策略交流会上提到，国债

期货期权产品也在积极准备中。 
国债期货期权、 

2019年 6月 26

日 

大商所总经理王凤海在“2019 中国塑料产业大会”上表示，大商

所将按照证监会统一部署，平稳推出苯乙烯和粳米期货，研究液化

石油气、集装箱运力等期货品种。同时，积极推进 PP、铁矿石等

期权上市，推动价差互换、基差合约及其他结构性期货产品上市。

积极对接国际市场，加强境外市场培育，以铁矿石国际定价中心建

设为先导，加快带动 LLDPE、PP、黄大豆 1 号、棕榈油等品种对

外开放。 

苯乙烯和粳米期货、

液化石油气、集装箱

运力等期货；PP、铁

矿石等期权 

2019 年 7 月 5

日 

上期所理事长姜岩在“第四届中国钢铁金融衍生品国际大会”表示，

上期所将进一步增加高质量产品供给，争取今年上市不锈钢期货，

并做好氧化铝期货、铬铁期货等品种的上市准备。 

不锈钢期货、氧化铝

期货、铬铁期货 

 

来源：互联网公开信息，中泰证券研究所 

 

 金融衍生品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成熟资

本市场已实现了一级发行市场，二级交易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管理风

险的衍生品市场所组成的金融市场体系，尤其金融衍生品市场是多层次

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 

 补齐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短板，有利于提升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参

与者通过运用金融衍生品工具，将股票、债券、外汇等标的现货的价格

波动风险剥离出来，进行重新定价、重新配置。由此，现货市场投资者

变动仓位的频率下降，有利于市场稳定运行和机构投资者成长，进而推

动市场长期资本形成，提升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2018 年在全球场内衍生品总成交量中，金融衍生品占比达到接近 80%，

商品衍生品占比仅有 20%左右。目前我国场内衍生品的总成交金额中接

近 90%是商品期货和期权，金融衍生品仅占 10%多；如果以总成交量（手

数）计算，商品期货和期权占比达到 99%，金融衍生品仅占 1%。可见

我国场内商品衍生品发展程度远高于金融衍生品市场。确实，我国三大

商品期货交易所，上期所、大商所、郑商所在全球衍生品交易所排名中

已经分别位列第 9、10、13 名。中国商品期货市场在农产品和金属品种

中占据重要地位，上期所的螺纹钢期货、大商所的豆粕期货成交规模世

界第一。 

 相比之下，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相对滞后，规模和成交量占比还比

较小。2018 年，我国金融期货市场总成交量 0.27 亿手，累计成交金额

26.12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63%和 6.22%，成交量和成交额占我国

期货市场比重分别为 0.90%和 12.39%。因此，我们认为下一步适时推

出金融衍生品新品种，是补齐金融衍生品体系短板，加快金融衍生品供

给的重要环节，包括更多规模指数、行业指数期货产品，更多期限的利

率类期货产品，人民币外汇期货和期权，以及股指期权和国债期权。简

单假设我国场内市场经过充分发展，产品结构达到接近全球衍生品市场

的水平，金融衍生品成交量占比达到 80%，那么我国场内衍生品市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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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还有相当很大的发展空间。 

 

 

场外市场：券商和期货风险子公司业务有待发展 

 

我国场外衍生品市场：券商和期货风险子公司业务规模有待发展。交易

规模看，银行间衍生品市场独大，券商与期货子公司业务规模仍较低。

标的结构看，三者所开展的场外衍生品业务，挂钩标的上各不相同，银

行以外汇和利率衍生品为主，期货子公司以大宗商品类为主，券商以权

益类为主。我国场外衍生品市场还面临着诸如企业参与成本高，交易透

明度低等问题，监管经验和行业自律等方面也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商业银行是国内最早开展场外衍生品业务的金融机构，2005 年银行间市

场债券远期交易的推出标志着银行间衍生品市场的建立。2018 年银行间

场外衍生品市场累计成交金额 136.5 万亿元，其中外汇衍生品占 84%，

其中人民币外汇掉期占 95%左右，人民币外汇远期和人民币外汇期权占

比较低，另外，利率衍生品占 16%。 

 证券公司和期货公司风险子公司场外衍生品业务起于 2013 年，2013 年

2 月 1 日，中国期货业协会实施了《期货公司设立子公司开展以风险管

理服务为主的业务试点工作指引》，同年 3 月，中国证券业协会相继发布

《证券公司金融衍生品柜台交易业务规范》、《证券公司金融衍生品和柜

台交易风险管理指引》和《中国证券市场金融衍生品交易主协议及其补

充协议》等规范性文件。随后，获得试点资格的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子公

司和证券公司陆续开展了收益互换、场外期权等创新业务，标志着我国

场外衍生品市场在参与主体和产品种类上已初步完善。 

 与银行间衍生品市场较大的规模体量相比，证券公司和期货公司风险子

公司开展的场外衍生品业务规模要小的多。截至 2018 年底券商场外衍

生品业务未平仓名义本金 3467 亿元，当年累计新增初始名义本金 8772

亿元，其中场外期权和收益互换占比分别为 77%、23%。期货子公司场

外衍生品规模要更小一些，2018 年期货风险子公司场外衍生品名义本金

存量为 571 亿元，其中期权占到 96%，远期和互换占比较低。 

 

图表 13：2018 年我国场外衍生品市场品种情况 

（亿元） 品种 2018 年 占比 合计 

券商场外衍生品业务 累

计新增初始名义本金 

场外期权 6,718  77% 
8,772  

收益互换 2,054  23% 

期货风险子公司场外衍生

品 名义本金存量 

远期 6  1% 

571  互换 15  3% 

期权 551  96% 

银行间场外衍生品市场 

累计成交金额 

利率衍生品 216,000  16% 
1,365,000  

外汇衍生品 1,149,000  84%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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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场外衍生品交易规模与结构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交易规模银行间

衍生品市场独大，券商与期货子公司业务规模仍较低。从增速看，券商

和期货子公司的互换业务，以及期货子公司的远期业务增速较快，可由

于基数较小，发展成规模仍需时日。二是从标的结构看，三者所开展的

场外衍生品业务，挂钩标的上各不相同。银行以外汇和利率衍生品为主，

外汇类和利率类占比分别为 84%和 16%左右；券商以权益类为主，A 股

股指和A股个股合计占约80%，其余为黄金等期现货，以及境外标的等；

而期货子公司以大宗商品类为主，商品类占 90%多，金融类占比不到

10%。，标的结构的差异，是三者在业务禀赋和客户需求的综合反映。三

是交易对手多元化。场外衍生品市场参与度较高的机构主要有商业银行、

期货公司及其风险管理子公司、私募基金等，以场外期权为例，2018 年

12 月场外期权业务规模排名前四的交易对手方分别是商业银行、证券公

司及其子公司、期货公司及其风险管理子公司、私募基金，占比分别为

45.22%、20.36%、15.64%和 7.53%。 

 可见，虽然我国场外衍生品市场虽然总体发展势头良好，但券商和期货

子公司开展业务规模总体还很小，在权益类和商品类场外衍生品类上还

有很大的空间。另外，我国场外衍生品市场还面临着诸如企业参与成本

高，交易透明度低等问题，监管经验和行业自律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

强。 

 

投资建议  

 场内衍生品市场规模体量较快速增长。总体上我国场内衍生品市场成交

量和成交额呈现上升态势，2011-2018 年成交量和成交额年均增长率分

别为 14.1%和 5.5%，而其中，受 2016 年稳定期货市场的监管措施导致

金融期货成交量大幅下降的影响，2016 年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

3,912,632.18 亿元（双边口径），同比下降 64.70%。2019 年 1-6 月，

期货市场成交额 2,571,289.38 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33.79%；成交量

346,988.03 万手，较去年同期增长 23.47%，重新步入较快增长的通道。

预计随着场内新品种的逐步推出，尤其金融类衍生产品的推出和带动之

下，场内市场规模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行业利润总体提升，盈利体量仍较小。2011-2017 年期货行业手续费收

入和净利润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6.3%和 22.9%，2018 年由于行业中某

期货公司一次性计提大额资产减值损失等因素影响，行业利润出现下滑。

可见，期货行业盈利体量在金融各子行业中仍偏弱，期货行业总利润尚

不足大型券商一家公司的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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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期货行业手续费收入和净利润情况 

 
来源：南华期货招股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15：期货行业成交额和成交量情况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中长期来看，在供给侧改革、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市场

改革等大背景下，实体经济风险管理需求激增，均为期货行业发展带来

历史性机遇。但是也要看到，我国期货行业的发展仍面临较多的挑战。

一是盈利模式过渡依赖传统期货经纪业务。行业主要盈利来源为期货经

纪手续费收入（包括交易所返还收入）、保证金及自有资金利息收入。期

货经纪手续费收入方面，行业平均手续费率处在较低水平，2017 年为

0.367‰。创新业务方面，虽然近几年期货风险子公司以及期货资管业务

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总体收入盈利贡献能较低。二是期货公司资产规模

较小，抵御风险能力较弱。与我国的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相比，

期货公司的资本金规模整体偏小，相对偏低的资本规模，不利于期货公

司提升风险抵御能力，也不利于期货公司开展各类创新业务。三是专业

人才缺乏制约行业发展。各期货公司普遍存在业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人员流动性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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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期货行业平均手续费率 

 
来源：南华期货招股书，中泰证券研究所 

 

 投资建议：衍生品市场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成熟的

衍生品市场有利于提升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发展。

场内和场外衍生品两个市场又相互依存、相互发展。从产品结构和规模

来看，我国衍生品市场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中长期来看，在供给侧改革、

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市场改革等大背景下，实体经济风

险管理需求激增，均为期货行业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建议关注即将发

行上市的南华期货，以及持有期货公司股权的中国中期、美尔雅、弘业

股份等。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波动风险。衍生品标的价格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较大，若宏观

经济波动加剧，将影响衍生品市场。 

 监管政策影响。衍生品市场发展受到政策监管影响较大，若监管政策发

生变化，将对衍生品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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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15%之间 

持有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5%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行业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10%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备注：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 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其

中 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

转让标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 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

基准（另有说明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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