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et information
國際脈動

觀交易所動態 悉期貨市場發展
- 國際交易所積極佈局亞太市場
期貨公會⊙林惠蘭

2016年黑天鵝充斥，金融市場波動加

元（Euro）時代的來臨，面對日益激烈的競爭

劇。一開年大陸股市甫實施的熔斷機制，

態勢，DTB的集團母公司德國交易所集團與瑞

開市僅4天，就有兩天觸發熔斷機制提前收

士交易所決定建立策略聯盟，1998年由DBAG

盤，誘發全球股市狂瀉，而英國決定脫歐，

和SWX 共同投資成立歐洲期貨交易所（EUREX

歐盟面臨崩解風險，但到年末，這些都像是

Zurich AG），現在總部設於德國法蘭克福。

船過水無痕的記憶，投資人只是緊盯著美

Eurex主要提供與歐洲經濟體為標的的

國升息，並在川普行情帶領下，美股一路走

衍生性金融商品，為歐洲最大的期貨與選擇

高，面對令人既期待又怕傷害的2017年。而

權市場，掛牌超過120種泛歐市場及各國固

期貨市場在這樣動盪不安的局勢中，如何迎

定收益類衍生性金融商品及股價指數衍生性

接挑戰，筆者簡摘幾大國際期貨交易所近期

金融商品，包括德國、法國、義大利及西班

發展動態，供讀者參考。

牙國債期貨與選擇權、歐洲藍籌50指數、德
國指數、瑞士指數、韓國綜合股價指數、

歐洲期貨交易所（Eurex Exchange）

臺灣加權指數、MSCI 等各種指數商品，其
中，MSCI期貨與選擇權、股票股利指數期

歐洲期貨交易所（Eurex）的前身為德

貨與選擇權、波動率期貨與選擇權以及歐

國期貨交易所（DTB）與瑞士期貨期權交

洲藍籌600股票指數期貨與選擇權是過去數

易所（SOFFEX）。為了應對歐洲貨幣聯盟

年間交易量成長最為迅速的產品類別。2016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EMU）的形成及歐

年，Eurex全年交易量年成長百分之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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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交所2013-2016年交易量變化圖

資料來源：歐交所提供

到17.28億口合約。

2014年5月15日掛牌臺股期貨與臺指選擇權
的一天期期貨衍生性金融商品。

積極佈局亞太

波瀾頻起之2017

Eurex近年積極佈局亞太區，並與亞洲

依Eurex提供之分析資料，對於2017年

當地的交易所合作，俾使更多的亞洲衍生性

的金融市場波動加劇，主要關注於歐洲國家

金融商品在歐洲期貨交易所交易。2010年8

即將到來的大選，荷蘭：三月、法國：五

月30日， Eurex/KRX Link 正式上線，為客戶

月、德國：九月；近期義大利即將舉行選

提供了在韓國交易時間之後的歐洲和美國交

舉，預期市場的變化將聚焦在義大利國內銀

易時間內繼續交易韓國綜合股價指數 KOSPI

行的壞帳過高風險，以及其對整體歐洲銀行

200 選擇權的機會。從2010年10月開始，印

的影響。同一時間，歐洲各國也緊盯英國總

度孟買30指數的衍生性金融商品SENSEX成

理將決定以何種方式脫離歐盟。

為歐洲期貨交易所會員們進入印度新興市場
之便捷通道。

除此之外，過往幾個影響全球股市的重
要因素仍未退去，希臘仍在積極爭取對該國

而國內交易人耳熟能詳的歐臺期、歐

的財政救援計畫，歐洲央行則不斷討論如何

臺選兩項商品，係2013年2月，Eurex與臺灣

調整甚至減少其量化寬鬆的政策；綜觀以

期貨交易所（Taifex）簽訂合作協議，並在

上，全球仍有許多風險事件，目前低隱含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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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率的投資環境或將反轉。

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 Group，芝商所）

此外，即將上路的金融監管結構的變
動，例如針對店頭市場一對一衍生性金融商

成立約250年的芝商所（CME Group）

品交易的保證金規範、第二歐盟金融工具市

旗下有4個交易中心—芝加哥商業交易所

場規則（MiFID II）以及各地區將面臨的主

（CME）、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

要風險事件，預計皆將會持續凸顯交易所掛

紐約商業交易所（NYMEX）及紐約商品交

牌商品的優勢並進一步提升交易量。

易所（COMEX），芝加哥商業交易所集團

在亞洲市場中，Eurex於2017年因應

（CME Group）是全球最大股指期貨交易公

全球政經情勢持續變動，金融市場波動性

司，為全世界最多元化的衍生品領先市場，

幅度加劇，未來將以小型德國指數（Mini-

芝商所的期貨及期權商品，主要有五大類，

DAX）以及波動率指數（VSTOXX）金融衍

包括利率、股價指數、外匯、商品及環境

生性商品重點推展產品，同時將會與各地交

（主要為氣候類）等五種。其指數和外匯期

易會員公司加強合作。其中小型德國指數期

貨在世界上位列10大期貨之內。商品方面主

貨因合約規格較小、波動幅度大，自2015年

要包括：奶油、牛奶、乳酪、活牛、生豬、

推出以來頗受亞洲市場投資人歡迎，預期未

木材等。無論在商品期貨（選擇權）還是在

來仍有很大的成長潛力。

金融期貨（選擇權）方面都是行業的翹楚。

芝商所 2016 年 12 月亞洲時段十大成交期貨概覽
資料來源：芝商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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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芝商所提供之數據顯示，2016年亞

且近年來，著手建置倉儲體系，目前全

太區日均交易量達630,000份合約，較去年同

球已擁有24座認證倉庫，並積極爭取銅、

期增長達15%。其中，大宗商品產品表現強

鋁、鉛、鋅等非鐵金屬實物交割的認證倉

勁，能源日均交易量年增長88%、金屬日均

庫，自2015年起，芝商所針對亞洲地區推出

交易量較去年增長53%。2016年第四季，亞

了多項相關產品：

太地區能源和金屬日均交易量較去年同期分

一、2015年12月，推出全新的日本鋁溢價

別增長51%和55%。

（普氏）期貨合約，拓展了該所之基本

芝商所網站之分析資料，事件風險今

金屬產品系列，與現有美國和歐洲鋁溢

年有可能引起更大的動盪，這不僅來自政

價期貨合約形成互補，使市場參與者能

治風險，也有可能來自經濟數據走勢的變

夠對沖亞洲鋁溢價期貨風險敞口。

化，甚至來自天氣。而2017值得關注的事

二、2016年10月，推出全球首創商品―貴金

件，分別如下：(一)荷蘭、法國、德國的選

屬價差和比率期貨合約-黃金/白銀比率

舉；(二) 聯儲局（Fed）聯邦公開市場委員

期貨、黃金/鉑金價差期貨，以及鉑金/

會（FOMC）的會議日期；(三) 歐洲央行

鈀金價差期貨。

（ECB）和日本央行（BoJ）政策會議；(四)
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會議。

三、2017年1月，上市新的貴金屬現貨價差
產品，以使客戶能夠有效管理現貨-期

在芝商所的長期增長戰略規劃上，亞洲

貨價差風險。現貨價差將基於倫敦現貨

極為重要，因此近年積極佈局亞洲市場，尤

黃金期貨和倫敦現貨白銀期貨合約，

其是大宗商品產品系列，除了馬來西亞衍生

為交易者提供更加透明、並能夠反映

品交易所、迪拜商品交易所、大阪證券交易

COMEX期貨與倫敦現貨市場之間關係

所、韓國交易所、印度多種商品交易所、印

的即時資訊。

度國家證券交易所和新加坡交易所等7家交

芝商所執行總裁Duffy日前接受媒體訪

易所進行戰略合作，自2015年起，該所亦與

問時表示，芝商所在亞洲交易時間有很多非

中國建設銀行簽署合作備忘錄，提供首次

常具有吸引力和相關性的產品，很多亞洲企

在倫敦實物交割的離岸人民幣期貨合約；

業都願意在其市場交易，因此，亞洲對芝商

中國建設銀行還成為首家加入倫敦金銀市

所的長期增長戰略來說極為重要，除了不斷

場協會（LBMA）白銀機制的中資銀行。另

推出多項相關產品，該所目前在亞太地區的

該所亦與中證指數有限公司簽署了指數開

班加羅爾、北京、香港、首爾、新加坡、東

發與產品授權合約，並與中國外匯交易中心

京等六個辦公室已有超過100名員工，顯示

（CFETS）簽署共同開發和創新離岸人民幣

其對亞太市場之重視。

及相關產品的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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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Hong Kong Exchanges &
Clearing）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Hong

能力、能夠為不同發展階段的公司提供集資
平台，也為投資者提供更多不同類型、覆蓋
大陸及海外的各項投資機會。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簡稱

為此，港交所擬在主機板和創業板以

港交所，英文簡稱HKEx），旗下成員包括

外，設立新板，目前正研議中，計劃在適當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期貨交易所

的時機，向市場進行方案諮詢。

有限公司、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聯
合交易所期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期貨結

延伸互聯互通 維持財富管理中心的地位

算有限公司，及倫敦金屬交易所（London

促進香港與大陸資本市場共同發展，

Metal Exchange，簡稱LME），提供股本證

轟動一時的滬港通於2014年11月17日啟動，

券、大宗商品、定息及貨幣等多種資產類別

隨即又在2016年12月5日啟動深港通，在其

產品之交易及結算服務。

相繼成功推出之後，港交所刻正與大陸研議

2016年港交所衍生產品市場刷新多項紀
錄，期貨總成交量達8,410萬口合約，較2015
年成長14%；同時期權合約的成交張數、各
類產品未平倉合約張數以及期貨盤後交易的
成交量均創新高。

就以下五大方面延伸互聯互通機制：

一、 ETF通
由於大陸投資者對資產多元化的需求日
益增加，研究將交易所買賣基金（ETF）加

儘管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加劇，在2016年，

入到互聯互通計劃中，但由於大陸股票市場

港交所依然順利啟動深港通，並成功推出新產

和上市基金有不同的結算安排，將ETF加入

品，行政總裁李小加日前在該所與傳媒午餐會

互聯互通計劃前必須先解決系統開發和運作

上闡述該所之戰略規劃，2017年將就完善上市

事宜，港交所現在正與相關單位探討適合的

機制、延伸互聯互通、豐富產品和平台升級四

模式。

大主題列為工作重點，將港交所升級至全資產
類別的交易所集團，令香港發展為連接大陸及
世界的國際資產管理中心。

發展多層次市場 提升競爭力
2016年香港IPO集資額仍居全球首位，
為鞏固其在全球股票市場的領先地位，繼續
作為大陸以至海外的投資者及發行人的首選
市場，港交所認為香港必須擴展其市場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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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假日交易
港交所正在研究投資者能否在香港處於
假期、但大陸交易日時，賣出「互聯互通」
計劃下的A股，降低持股風險。香港經紀可
自行決定是否參與假日交易。

三、 新股通
為實現香港及大陸市場的投資者都可以

市場訊息

申購對方市場發行的新股， 港交所刻正規劃

場連通模式。預期於今年內公布細節及一併

新股通，具體分為「內投外」和「外投內」

公布中國財政部國債期貨產品的相關計劃。

兩種模式。「內投外」指允許大陸投資人認
購香港新股，「外投內」指允許國際投資者
透過香港認購大陸新股。

五、 商品通
港交所將借鑒LME在大宗商品業務的
經驗，在深圳前海自貿區建立現貨大宗商品

四、 債券通

交易平臺，正等待相關批准，預期今年內推

港交所目前正探討的債券通模式主要是

出交易平臺，待該平臺完成建設並投入運作

機構債券市場的場外交易模式，旨在連通大

後，港交所將研究前海平臺與LME連通起來

陸主要在岸債券市場基礎設施，提供跨境現

的可能性，為同時活躍於大陸和國際市場的

貨債券交易及結算，在不用改變投資者現行

參與者提供更多機會。

買賣債券模式基礎上，可建立一個便捷的市

港交所2017年工作重點
繼續優化上市制度
•上市諮詢
•創業板檢討
•新板
•市場質素

繼續延伸及擴大互
聯互通模式

繼續研發不同資產
類別的新產品

繼續升級基礎設施
開拓新機遇

•交易所買賣基金
及上市債券
•優化措施：假日
買賣、股票借貸等
•債券通
•新股通
•商品通

•擴闊槓桿及反向
產品的範疇
•A 股期貨機構審批
•定息及貨幣產品和
大宗商品：人民幣
國債期貨、黃金期
貨及鐵礦石期貨、
貴金屬及黑色金屬
產品

•領航星交易平台證券市場
•私人市場
•前海大宗商品交
易平台
•新一代結算平台

資料來源：港交所網站

發展多樣化新商品
一、 股本及股本衍生產品
港交所計畫將擴大槓桿及反向產品相關

資產的範圍及隨著國際投資者對風險管理產
品的需求增加，將繼續研究開發大陸相關股
本衍生產品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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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定息及貨幣產品

二、 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方面，港交所計劃今年在香港

港交所規劃推出之本類產品有三項：

及倫敦推出黃金產品，目前正規劃推出香港

(一)人民幣貨幣期權，可望於今年3月下旬

首組以美元及人民幣（香港）計價（雙幣計

推出美元兌人民幣（香港）合約。新增的期

價）的可實物交收的黃金期貨合約，目前正

權將與現有的美元兌人民幣（香港）期貨

待證監會審批，據瞭解，該系列產品擬於今

和其他人民幣貨幣期貨形成補充；(二)在今

（2017）年上半年推出。

（2017）年上半年推出中國財政部國債期

另港交所正在研究進一步豐富該黑色金

貨。該產品將對香港交易所進入新的定息產

屬產品系列。若今年獲得監管機構批准，將

品領域起到關鍵作用，並將成為對沖境內人

在香港推出指數連結、現金結算、美元計價

民幣債券風險的理想工具；(三)今（2017）

的鐵礦石期貨合約；同時計劃開發與恒生

年夏季或第三季推出以港交所聯合冠名的人

指數（恒指）及H股指數連結的每周指數期

民幣指數為基礎的期貨。該指數追踪離岸人

權，配合現有的每月恒指及H股指數期權。

民幣兌一籃子主要貨幣的表現。

每周指數期權的期權金較低，多用作管理短
期事故風險。

另外，港交所將延長收市後期貨交易時
段，供投資者交易貨幣、利率和大宗商品產
品，計劃於今年年中就分階段延長收市後期
貨交易時段徵求市場意見。

港交所業務最新進展
(2016 ~2017.2.24)

股票

定息及貨幣產品

商品

市場架構及平台

•推出深港通
•取消證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的總額度
•推出新產品
•行業指數期貨
•槓桿及反向產品
•小型 H 股指數期權
•恒生指數期權及 H 股指數期權新增第四個月的合約
•新增人民幣貨幣期貨
•與湯森路透推出聯合冠名的人民幣貨幣指數系列
•場外結算公司推出美元兌離岸人民幣交叉貨幣掉期
•計劃於2017年3月推出新的美元兌離岸人民幣貨幣期權
•完成LME倉庫諮詢
•推出LMEshield
•公布多項措施優化LME市場結構
•計劃於2017年上半年推出LMEprecious
•籌備成立前海大宗商品交易平台
•推出特別獨立戶口模式優化證券市場互聯互通
•在證券市場推出收市競價交易時段
•在證券及衍生產品市場推出市場波動調節機制
•在衍生產品市場推出前端監控風險管理系統
•推出SMARTS衍生產品監察系統
資料來源：港交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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