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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期货交易所介绍

•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力争
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

• 为助力实现“双碳”目标，2021年4月19日，服务碳期货市场的广州期货交易
所正式揭牌成立了。



广州期货交易所介绍

• 广州期货交易所是经国务院同意，由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第五家期货交易所。

• 广期所由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
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金融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广东珠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共同
发起设立，是国内首家混合所有制交易所。

• 设立广期所，是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服务绿色发展，服务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举措。



广期所预上市期货品种介绍

• 2021年5月，广期所两年期品种计划获中国证监会批准，明确将16个期货品种
交由广期所研发上市。主要包括以下四类：

• 1.碳排放权、电力等事关国民经济基础领域和能源价格改革的重大战略品种。

• 2.中证商品指数、能源化工、饲料养殖、钢厂利润等商品指数类创新型品种。

• 3.工业硅、多晶硅、锂、稀土、铂、钯等与绿色低碳发展密切相关的产业特色
品种。

• 4.咖啡、高粱、籼米等具有粤港澳大湾区与“一带一路”特点的区域特色品种，
以及国际市场产品互挂类品种。

• 未来，广期所将不断丰富产品体系，强化市场服务能力，更好满足实体经济风
险管理需要。



广期所预上市期货品种介绍

广期所预上市品种一览表



广期所建立的意义

• 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是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国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及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委《关于金融支持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的又一重要金融工作举措，也是中国期货市场改革
发展的重大举措，对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规划和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作用。

• 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和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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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硅交割质量标准



工业硅交割质量标准



工业硅交割品应用方向

• 工业硅标的定位服务“硅能源”，其中Si 5530 、Si 4210都可用在多晶硅领
域，Si 4210可以用在有机硅领域而Si 5530无法使用。



工业硅期货涨跌停板制度

• 工业硅期货价格涨跌停板和保证金设为4%和5%，确保市场风险可控。根
据2015年以来工业硅现货价格的测算结果，Si5530和Si4210单日价格波动
分别有99%的概率落在3.66%和3.36%以内，4%的涨跌幅设置可以满足正
常价格波动，及时释放市场风险。

• 上市初期，涨跌停板幅度、保证金水平设置执行标准为6%和8%，对所有

合约实施交易限额，非期货公司会员或者客户在单个合约单日开仓交易
的最大数量为3000手。



工业硅期货持仓限额制度

• 持仓限额制度方面，自合约上市至交割月份前一个月第十五个交易日期
间，若工业硅合约的单边持仓量小于或等于3万手，则持仓限额为3000手；
若该合约的单边持仓量大于3万手，则持仓限额为单边持仓量的10%。交
割月前一个月第十五个交易日之后到交割月之前，限仓为900手。交割月
限仓200手。



工业硅期货交割制度



工业硅交割区域

• 充分考虑工业硅产业区域分布特
征，贸易活跃度等因素，工业硅

交割区域主要集中在产地及沿海
地区。

• 升贴水方面，工业硅升贴水设置
略“偏向”华东地区，但新疆、

云南等生产区域发交割业务的概
率亦较高；在地区升贴水设置方
面没有明显倾向性，有利于平衡
各交割区域参与交的积极性。



工业硅及其期权合约条款



工业硅产业服务规划

Part three



• 疫情下的经济尚未完全复苏，为控制通胀，各央行采取的货币紧缩政策使全球经济雪上加

霜。可以说今年以来，在经济尚未复苏，疫情也并未结束的大背景下，又增添了地缘政治

风险和开启货币紧缩周期的影响，导致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价格波动加剧。

• 在这种复杂的经济大环境下，如何实现利润保护及营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就成为实体企业

下一步需要直面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式则是需要对现有套保的工具进行整合

优化。尤其是在外围市场不稳定、行业竞争加剧、传统利润日渐微薄的大背景下，更需要

企业充分、合理的利用期货市场来对冲自身的经营风险。因此，齐盛期货结合复杂的宏观

环境，在充分了解企业的需求后，组织团队创新套保方案，实现运用场内工具帮助企业套

保增值的目的，帮助企业对冲复杂宏观背景下的价格波动风险，同时帮助企业实现现货库

存增收的目的。

宏观背景——为什么要做套期保值策略



实体企业普遍面临的困难和风险

• 1. 议价权掌握在上游手中，下游企业采购成本不可控；

• 2. 国内外宏观局势不稳定，合作企业经营效益不佳，导致部分项目面临较大的资金风险；

• 3. 对于国内经济环境的判断缺少必要的信息来源和专业解读；

• 4. 对期货市场认知不足，没有专业的风控体系和套期保值策略团队；

• 5. 资金不足或者运用不充分，缺少足够的融资渠道。



企业参与的初期模式

• 参与主体：齐盛期货作为主导，工业硅上下游企业作为参与方。

• 参与意义：整体提高工业硅产业链企业风险承受能力与盈利能力。

• 初期参与：齐盛期货对企业进行统筹培训。由齐盛期货组成服务小组，针
对不同类别企业做出统一服务。

• 具体服务：齐盛期货牵头，不定期组织行情讨论会，对市场进行分析，与
同类别企业共同做出策略建议。并进行套保、基差交易、期转现交易、点
价交易等模式下的策略设计。

• 辅助企业进行团队培养：齐盛期货服务小组牵头，与所有参与企业共同学
习，协助企业成立期货部门，或建立各个企业期货业务对接人，组建熟练
专业的期现团队。



操作模式一：买入套保，降低下游采购成本
目标企业：下游可进行的操作模式案例（FG2110合约）

期货 现货

2021年10
月

2290元/吨（买入头
寸）

沙河地区2600元/吨以
上，湖北地区2500元/
吨附近

交割 2290元/吨 交割后沙河地区市场
价2500元/吨，湖北地
区2400元/吨，于湖北
接货后以2300元/吨价
格快速售出

盈亏 盈利0元/吨 盈利10元/吨

综合盈亏 上游企业盈利10元/吨；下游加工企业节省采
购成本100元/吨。



操作模式二：基差交易，实现上下游双赢
目标企业：上游可进行的操作模式案例（FG2105）

期货 现货

2021年4月 2250元/吨（买入
头寸）

现货市场价格2500元/
吨以上，公司以2400
元/吨的价格销售现货

2021年5月 交割 交割后沙河地区市场
价2700-2800元/吨，
接货后以2650元/吨价
格进行现货销售

盈亏 盈利0元/吨 盈利400元/吨

综合盈亏 买入期货的同时抛售现货库存，锁定150元
/吨价差，后在期货市场接货再次销售，盈
利250元/吨，两次盈利共计400元/吨，实
现了库存的保值增值效果。
下游也因此得到现货优惠分别是100元/吨
和50元/吨。



操作模式三：期转现交易
目标企业：上下游企业均可进行的操作模式案例（FG2209合约）

期货 现货

2022年7
月中旬

1440元/吨（买入头
寸）

沙河地区1600元/吨以
上。

期转现 1440元/吨进行平仓 约定升水10元/吨的期
货价格进行现货交易，
即1450元/吨

盈亏 盈利0元/吨 以低于市场价150元/
吨购入交割品

综合盈亏 减免了最终交割后可能会产生的跨区域运输
费，同时该次案例也以低于市场价格150元/
吨完成了采购备货，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



操作模式四：点价交易
目标企业：生产企业可进行的操作模式案例（SA2209合约）

期货 现货

2022年5
月

2700元/吨（向期现
商下达点价指令进
行买入平仓）

市场价3000-3100元/
吨。

结果 以盘面价格升水100元
/吨进行现货交易，即
2800元/吨买入现货。

盈亏 盈利0元/吨。 节省购入成本200-300
元/吨。

综合盈亏 通过点价方式进行买入，节省购入成本200-
300元/吨。



操作模式五：原料端买入套期保值
目标企业：生产企业可进行的操作模式案例（SA2209合约）

期货 现货

2022年7
月中旬

2460元/吨（买入头
寸）。

现货价格不低于2800
元/吨且供不应求，企
业担心现货采购出现
缺口。

2022年8
月下旬

2680元/吨进行卖出
平仓。

顺利找到低价货源，
以低于2750元/吨完成
现货采购。

盈亏 盈利220元/吨 节省采购成本50元/吨。

综合盈亏 期货端盈利220元/吨，现货采购节省成本50
元/吨，共盈利270元/吨并弥补了企业原料端
的风险敞口。



企业风险管理构架 投资决策委员会：最高级管理者，负责公司期货

部分大方向战略规划。

决策小组：投资经理在完成完整的策略设计后提

报决策小组，由决策小组决定该策略是否可执行，

若可以执行则将信息反馈至投资经理，由投资经

理进行该策略模式下的具体交易。

风控员：负责并监控投资经理的行为，避免出现

重大风险，若账户存在风险过大的情况，需主动

向决策小组进行汇报。

投资经理及分析师：负责日常策略设计及交易，

在制定交易策略的过程中，齐盛期货分析师将提

供策略建议和信息反馈的服务，帮助投资经理完

善策略，尽可能实现盈利的最大化。



个性化综合服务
• 齐盛期货针对客户进行个性化服务，目前包含：

• 1.企业培训：主要介绍成熟企业的风险管理及经验。

• 2.线上、线下会议：

• （1）定期邀请焦点地区生产企业、贸易商以及下游加工企业乃至工业硅产业链相关的期现
公司、私募机构举行线上会议，沟通行情，探讨策略。

• （2）且当行情出现大幅波动，或基差出现很好的套利机会时，不定期举行线上或线下讨论，
由分析师主持大家进行沟通探讨。

• 3.商品研究及策略分析：

• （1）提供从宏观到大宗商品的深入解读，并提出适时策略建议和完整的策略流程（包含策
略预报、策略发布、每周跟踪、策略终止四部分）；

• （2）日常推送行业重要资讯解读；

• （3）月度策略会分享，覆盖期货市场大多数品种。

• 4.一对一指导：

• 由齐盛期货主导成立有经验的专家小组进行一对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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