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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货为客户解决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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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弥补股市缩水的市值损失——套期保值

u 股市大跌怎么办？

u 期货有做空机制， 可以通过股指期货来对冲股市下跌的风险， 有效补充

了 A 股市场单一做多的模式。

u 相比证券两融业务， 股指期货交易成本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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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宝量化对冲策略混合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量化对冲和沪深300ETF
收益率走势对比图

华宝量化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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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价格发现

u 股市大涨， 很多股票涨停， 怕
追高？

u 股市大跌， 想抄底， 但怕抄在

半山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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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加低风险交易策略——股指期现套利
u 套利，当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在价格上出现差距，从而利用两个市场的价格差

距，通过相同数量反向交易，从价差相对变动中获利。
u 套利的风险较低，降低了股票投资者的市场风险，套利的盈利能力也较单边交

易小 

套利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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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买卖价位

u 期现货市场投入资金计算
     投资者套利总计投入约150万，股指保证金17%。

 

 
期货

（股指主力合约IF1504）
现货

（沪深300ETF:510300） 基差

基差扩大
2015.3.30 卖出价格4123.4点 买入价格4.085元 4085-4123.4=-38.4点

基差收敛
2015.4.9 平仓价格4227.2点 卖出几个4.225元 4225-4227.2=-2.2点

现货市场投入资金 4.085元*3030手*100份/手=1,237,755元

期货市场投入资金 1,237,755元*17%=210,418元

单张合约所需保证金 4123.4*300*1*17%=210,293元

期货市场投入合约数量 210,418元/210,293≈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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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套利成本

A股佣金

买入成本

（佣金率0.05%）

4.085元*3030手*100份/手*0.05%=619元

卖出成本

（佣金率0.05%）

4.225元*3030手*100份/手*0.05%=640元

合计 1259元

A股印花税

（卖出收取0.1%）
/

4.225元*3030手*100份/手*0.1%=1280元

期货手续费

建仓成本

（0.0046%）

4123.4点*300*1张*0.0046%=57元

平仓成本

（0.0046%）

4227.2点*300*1张*0.0046%=58元

合计 115元

套利总成本 2654元

团结、敬业、求实、创新
Solidarity, Professionalism, Factualism,Innovation

全国统一客户热线：400-8888-218
www.guoyuanqh.com



一、期货为客户解决什么问题

4

u 盈亏分析

资金占用天数=10天

现货盈利=1,237,755元*{（4.225-4.085）/4.085）}=42420元

期货亏损=（4227.2-4123.4）*300*1=31140元

套利盈利=现货盈利-期货亏损-总成本=42420元-31140元-2654元=8626元

年化收益率= 8626元
150万∗10天

*365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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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扩充投资渠道——大类资产配置

常说的大类资产配置包括现金、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品、房地产及实

物类投资等等，其中股票、债券、大宗商品、现金是大类资产配置的主要大类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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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值调整

α策略

指数化投资
战略\战术
资产配置

其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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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机交易

比股票更严格的资金管理

u 期货投资交易的投资规模不宜过大

u 不能把全部流动资产都投资于期货，必须留有足够的后备资金，以保护市场波

动可能带来的损失

u 切忌满仓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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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300指数期货、10年期国债期货、
上证50和中证500股指期货、5年期国
债期货、2年期国债期货

黄金、白银、铜、铝、锌、铅、镍、
锡、螺纹钢、线材、热轧卷板、燃料
油、天然橡胶、石油沥青

原油

玉米、玉米淀粉、黄大豆1号、黄大
豆2号、豆粕、豆油、棕榈油、聚丙
烯、聚氯乙烯、聚乙烯、焦炭、焦煤、
铁矿石、胶合板、纤维板、鸡蛋

强麦、普麦、精对苯二甲酸（PTA）、
棉花、白糖、菜籽油、早籼稻、玻璃、
菜籽、菜粕、甲醇、动力煤、粳稻、
晚籼稻、铁合金、棉纱、苹果

子公司

   国内期货交易所   
   和已上市品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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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合约是期货交易的买卖对象或标的物，是期货交

易所统一制订的，规定了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

一定数量和质量商品的标准化合约。期货价格通过公

开竞价而达成。

1 举例1：

沪深300股指合约

持仓量最大的
为主力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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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投资者交易1手IF1908合约，参考最新价格3290.2计算，沪深300股指保证金比例为17%，

则交易一手IF1809大约需要167800.2元。过程如下：

        3290.2    ×    300元/点   ×    17%     =167800.2元

价格 合约规模 保证金比例 交易门槛 交易所保证金会不定期调整, 国
元期货根据交易所最新保证金将
及时发布各合约保证金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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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2：

螺纹钢

假设2018年9月6日以4100元/吨买入一手螺纹钢，

u 则交易需要资金5740元（4100元×10吨/手×14%=5740元），

当日收盘价4148，结算价4123，

u 则持仓所需保证金5772.2元（4123元×10吨/手×14%=5772.2元）

u 当日盈利230元（4123×10-4100×10=230元），

u 根据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可取资金197.8元

230  -（5772.2 - 5740 ） = 19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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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交易机制与股票的区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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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双向交易
买入开仓：通过买入期货合约建立头寸叫买入开仓（多头）。

卖出开仓：通过卖出期货合约建立头寸卖出开仓（空头）。

平仓：由于期货的双向交易，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与其所持期货合约的品种、数量及交割月份相同但交

易方向相反的期货合约，以了结期货交易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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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平仓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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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保证金制度

                                                   国元期货金融期货保证金比例 

u T+0

u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

每天计算投资者的盈亏、交易保证金及手续费等费用，按照净额投资者需一次划转。如

果投资者的保证金低于期货公司最低要求，则须当日补充保证金至最低水平之上，否则

期货公司将强行平仓。

                     

股指合约 保证金比例 最高交易杠杆

沪深300 17% 1/17%=5.8

上证50 17% 5.8

中证500 32% 3.1

10年期国债 3% 33

5年期国债 2.2% 45

2年期国债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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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交割

现金交割：期货合约到期时，用结算价格来计算未平仓合约的盈亏，以现金支付的方式

最终了结期货合约的交割方式。股指只能通过现金交割，商品期货不能现金交割。

实物交割：期货合约到期时，通过期货合约标的物的所有权转移，将到期未平仓合约进

行了结的行为。

u当日结算价

当天一段时间内的成交价格按照成交量的加权平均价，不是真实成交价格。

结算价和成交价差异如果较大，可能将导致一种情况，客户采用期货的成交价计算当日

保证金是足够的，但是用当日结算价计算就需要补充保证金。

中金所股指期货合约：最
后一小时加权平均价。

其他期货交易所：当日加
权平均价。

自然人不能进行实物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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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交易机制与股票的区别总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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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的资金存管银行范围 1

客户开户需要准备以下银行的储蓄卡：工、农、中、建、交、光大、 

兴业、民生、浦发、招商、平安。如您的银行卡已开通网银业务建议您

使用网银办理银期关联（自然人客户目前以上所有银行支持网银关联，

机构客户目前仅兴业、工行、中信支持网银关联，其余银行需柜台办理）

建议投资者使用建行卡， 建行卡我司营业部可以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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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性调查注意事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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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先让客户现场完成《投资者基本信息表》（自然人）和《普通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问卷》（自然

人），需对照我司风险承受能力评分表对问卷进行判分，确定客户风险等级， 31 分以上才能交易商

品期货， 51 分以上才能交易股指期货。

                                               客户评分结果和匹配期货品种

风险等级 分值 适配风险等级的

产品或服务
匹配的金融产品

C1 0-20分 R1 无

C2 21-30分 R1、R2 无

C3 31-50分 R1、R2、R3 商品期货、特定品种（铁

矿石）

C4 51-80分 R1、R2、R3、R4 C3产品及金融期货、能源

期货（原油）、商品期权

C5 81分以上 R1、R2、R3、R4、R5 以上金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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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软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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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电脑客户端软件

恒生：恒生网上交易终端5.0版本（建议初次进入期货

市场的客户使用）

文华：赢顺云行情交易软件高清 与文华官网下载通用

版的不同版

博易：博易云交易版，交易指令保存在本地，关机失效

易盛：易盛9.3-极星交易客户端；易胜8.2交易客户端

快期：V2、V3

飞创：国元期货飞创XSpeed客户端； XQuant个人专业

版

金字塔：金字塔程序化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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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期货app是国元期货旗下的一款专业手机
交易软件,这款app集在线开户、期货交易、
期权交易、专业资讯、业务办理等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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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大人力物力投入
开通金融期货、原油、铁矿石交易权限需要做知识测试4

客户登陆中期协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知识测试系统录入个人信息，并选择

具体开户营业部，无误后点击确定，进入答题界面开始答题。金融期货测

试要求对客户进行双录，录像不能中断。

期货知识测试系统网址：http://www.cfachina.org/test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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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户后的跟进服务

获取密码途径，开户成功后，我司会在当天下午收盘后以短信的形式将相关密码发

送至客户的手机。短信内容包括行情软件登录密码、交易密码、资金密码及中国期货

市场监控中心登录的账号和密码。

更改密码途径，客户在获取相关初始密码后，请及时使用我司交易软件修改初始交

易密码和资金密码，个人密码切勿外泄。交易密码为登陆交易端交易使用，资金密码

为银期出金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登录密码可登录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进行

修改（www.cfmmc.com），初始密码请注意区分字母大小写；首次登录保证金监控中

心后，系统会强制要求修改密码，请您设置新密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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