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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商所举办“2019年会员高管产融融合培训暨调研新疆行”活动

不忘初心 服务边疆与“一带一路”创意新
■ 首席记者 乔林生

为了进一步做好产融融合工作，加强郑商

所所属会员及投资者产业知识教育工作，促使

会员单位高管与投资者重视深入产业调研，提

升对上市品种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需求的了

解，充分开发扶贫品种如红枣、棉花、白糖市场

的功能，促进“保险+期货”等创新业务在红枣与

棉花、甜菜产区的推广，7月上中旬，郑商所与

期货日报在新疆地区联合举办了“2019年会员

高管产融融合培训暨调研新疆行”活动。

新疆，幅员辽阔，富饶美丽，是天堂遗漏在人
间的一处净土。这里充满了异域风情，有丝绸古
道、戈壁沙漠、雪山草原，有朵朵洁白的棉花，有
甜美的红枣、苹果、葡萄和绵白糖。目前，做好产
业融合，让新疆高效发挥区位优势、促进边疆经
济大发展是期货市场的目标。据期货日报记者
了解，当前郑商所在新疆设置了红枣、棉花期货
交割库，同时还在这里设置了专门的办事机构，
有力促进了新疆金融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进一步
促进了期货市场为产业企业的服务。

“是经常坐在办公室里开会想办法，还是深
入产业去调研了解市场真实需求，并在此基础上
贴近产业、贴近市场搞好服务呢？”类似的问题牵
动着期货市场各主体的神经。在国内期货市场
制度建设逐渐完善、规模日益扩大，特别是具有
中国特色的红枣、苹果等新品种不断上市的情况
下，产融融合更显得十分重要。近期，郑商所在
服务边疆经济稳定发展方面创出了新意。

7 月 8—13 日，为搭建产业与金融市场对接
的桥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现货市场与期
货市场融合，帮助相关产业企业和投资者及时把
握产业发展趋势和市场变化特征，郑商所与期货
日报在新疆地区举办“2019年会员高管产融融合
培训暨调研新疆行”活动。

在此次调研活动中，调研团全体队员冒着酷
暑在南疆地区深入枣园、棉田、甜菜田与果农、棉
农及合作社负责人等进行了广泛交流，走进红
枣、棉花、甜菜收购加工与贸易等企业开展了全
面调研工作，同时与当地有关金融机构进行了座
谈和交流，对当地红枣与棉花、甜菜产业企业利
用期货市场工具和平台的情况进行了深入了
解。另外，站在促进产融融合的角度，聚焦边疆

地区的长远发展，调研团队员们还对今后期货市
场如何在新疆地区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如
何有效地开展“期货+保险”等市场热点问题进行
了可行性评估与讨论，宣传推广了成熟产业企业
利用期货工具的经验与模式。

永安期货总经理葛国栋告诉记者，经过 20
多年的实践探索，我国期货市场功能不断得到发
挥，如作为大宗商品和金融资产定价中心的作用
显著增强，已成为实体经济管理风险的综合市场
平台。随着我国金融行业逐步实现全面对外开
放，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期货市
场又迎来了多元开放发展、创新步伐不断加快的
新时代。近年来，众多期货公司的业务在很多上
市品种产业上中下游得到了拓展，取得了一定成
绩，积累了一定的服务产业客户和现货市场的经
验，但未来如何让期货市场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
务，避免脱实向虚，让服务实体经济真正成为期
货市场生存的立身之本、发展之基呢？如何向更
加贴近产业企业风险管理的需求转变，特别是促
使期货经营业务进行相应的转型呢？这就需要
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深入市场、走进产
业、贴近“三农”地去想问题、找问题。

“新疆有丰富的棉花、红枣、甜菜、小麦与玉
米资源，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新型农民与产业企
业等众多，加上近年来我国纺织产业向新疆大
迁移，红枣种植业的‘东退西进’等，在新疆做产
融融合肯定大有作为。”郑商所副总经理王晓明
认为，让实体企业进入期货市场，让期货市场走
进产业，同时让机构投资者进来，不断优化制度
安排以适应机构投资者入市，让市场投资者结
构不断优化等，可以促进期货市场功能更好发
挥，提高市场机构化程度，提升期货市场运行质

量和影响力，保证市场运行的稳定性和功能发
挥的有效性。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目前，“期货”已经在新
疆扎根发芽，市场功能也初步得到体现，如点价
交易、基差定价等成了新疆乃至全国棉花市场交
易的主流模式，新疆棉农生产的棉花首选是在期
货市场进行保值。此外，虽然红枣期货上市时间
不长，但龙头企业已经开始在全国红枣现货市场
尝试推行基差点价贸易模式，广大枣农心中更是
有了质量标准、价格标杆。

通过与棉花、红枣、甜菜产业上中下游产业
企业负责人、棉农和枣农、贸易商等的充分沟通
交流，调研团成员普遍认为，此次郑商所举办的

“2019年会员高管产融融合培训暨调研新疆行”
活动创意新，一周时间下来所学习到的东西十分
丰富，收获大、信息量足，找到了市场热点与节
点，有利于引导期货公司、投资机构等高层次管
理人员针对产业企业由过去单一的规避价格风
险需求演变为更加个性化、复杂化的风险管理需
求等，为产业客户进行资产配置与风险对冲管
理，主动去丰富公司产品，促进业务更加多元
化。一是通过开展基差贸易、仓单服务、期现结
合、合作套保等业务，服务企业管理价格、利率等
风险。二是通过针对企业需求自主开展期权、互
换、远期等衍生品业务，提供个性化的风险管理
服务，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在葛国栋看来，产业企业风险管理的需求转
变正促使期货公司等进行相应的转型，而实体经
济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为实体经济
服务是金融的本源，但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不是
一朝一夕就可以体现的，需要我们在业务和功能
定位上不断创新与提升。

产融融合大有作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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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一行人几号到麦盖提县，我与公司业
务负责人从郑州赶过去和您们汇合，好好聊聊红
枣期货。”调研期间，国内知名综合性红枣经营企
业——枣都现货农业董事长付明亮不断地给期
货日报记者打电话。自从他得知郑商所和本报
组织的“2019年会员高管产融融合培训暨调研新
疆行”活动开始以后，他就计划让公司的主要业
务负责人集中到麦盖提县公司红枣生产基地与
调研团成员进行充分交流，以便于学习最前沿的
期货市场新知识，掌握“独家”的运用期货工具的
新方法。

据记者了解，截至目前，郑商所上市交易的
期货品种包括粮食（小麦、稻谷）、棉花、油脂油
料、白糖、动力煤、PTA等19个关系国计民生的
大宗商品。经过多年的培育和发展，上述品种期
货价格已成为现货市场不可或缺的定价依据及
风险规避工具，甚至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价格
风向标。以棉花品种为例，随着棉花及棉纱产业
重心不断向新疆转移，疆内棉区的许多种植大
户、涉棉企业都会参照棉花期货价格来制订种
植、采购和销售计划，从而规避生产经营风险。

与棉花类似，红枣是新疆的特产之一，但红
枣更是一个集“支农、援疆及扶贫”于一体的特色
林果品种。红枣期货上市具有三方面特殊意
义：一是有利于提升资本市场支农惠农的能力。
红枣属于林果行业，国内外尚无相关品种开展期
货交易。红枣期货上市可以深入推进农产品期
货、期权市场建设，有利于拓展资本市场服务“三
农”的领域。二是有利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进
一步支持新疆经济发展。据了解，当前红枣产业
已成为全疆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近年来，红枣
产值在全疆农产总产值中的比重高达三分之
一。红枣期货上市会带动红枣产业健康发展，有
利于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的经济建设。三是有助于南疆实现
“精准脱贫、产业脱贫”。南疆是我国优质红枣供

应基地，南疆红枣产量约占全疆总产量的95%。
南疆通过红枣期货可以发挥专业优势，同时期货
市场能够助力南疆实现产业脱贫，如利用期货市
场形成新疆红枣价格风向标，可以实现新疆红枣

“优质优价”，提升主产区定价能力及市场话语
权，引领红枣产业转型升级，最终达到产业扶贫
目的。同时，开展套期保值以及“保险+期货”业
务，有利于稳定枣农种植收益，规避“枣贱伤农”
现象。另外，开展红枣期货交割及配套业务，能
够辐射带动当地就业、增加收入来源。

通过调研记者发现，当前新疆红枣产业的发
展存在较多的瓶颈问题，如近年来面积的迅猛扩
大使得提质增效越来越迫切，而新疆红枣产业转
型升级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阿拉尔聚天红果业总经理何军告诉记者，新
疆红枣品质好，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种枣已成为
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近年来，红枣价格波
动较大，枣农卖枣缺少一个价格风向标，红枣期
货上市后不但为广大枣农、贸易商等提供了一个
买卖红枣的平台，而且有利于引导新疆红枣产业
向标准化、规模化发展。

为了摸清当前新疆红枣产业具体的发展态
势，调研团先后走访了新疆百草味公司、阿拉尔
聚天红果业、图木舒克叶河源果业、新疆枣都现
代农业等公司，每到一处，调研团均下枣园访枣
农、进工厂看加工、钻冷库查库存、搞座谈问流通
与价格。

从调研所掌握的情况分析，近年来，我国红
枣产业布局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东退
西进”，如国内红枣传统产区已由晋、陕、冀、鲁、
豫等地向新疆转移，由于新疆具备规模化种植、
天气条件良好等优越的条件，红枣种植面积和产
量急剧增加，当前红枣种植面积已在 48 万公顷
左右，产量在 275 万吨左右，占全国总产量的近
50%，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品化的红枣种植基
地。不过，由于近年来红枣产量增长过快，市场

下游需求渠道拓展缓慢，红枣价格表现低迷，部
分地区市场价格已经接近或低于枣农生产成本。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不同产区红枣的产量、
质量、成本等存在很大的差异，如部分地区每亩
产量在 800—1000 公斤，部分地区只有 300 公斤
左右，新疆大部分地区则为500—600公斤。由于
质量不同，各地收购价格也千差万别，如在一个
地区以每公斤5 元收购的红枣可能比在另一个
地区以每公斤2.5元收购的红枣还挣钱。

另据记者了解，新疆红枣主要分布在南疆四
地，分别是巴州地区、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和喀
什地区。其中，阿克苏地区的产量最大，达到
51%。其次是喀什地区，占比26%。和田和巴州
地区各占10%。我国红枣有700多个品种，新疆
主要种植灰枣和骏枣，如巴州 90%以上都是灰
枣，阿克苏的灰枣占比达到60%。与此同时，与
地方相比，新疆兵团红枣种植实行四统一的政
策，即统一种植、统一灌溉、统一晾晒、统一售卖，
因此兵团红枣质量整体比较好。

经过数天的调研，调研团成员普遍认为，甜
美的新疆红枣市场很大，但要搞好期货服务必须
要下大功夫。一是期货从业人员的红枣市场专
业知识必须进行大量“补课”，二是红枣市场的各
流通环节如何对接必须再下功夫去了解和掌握，
三是要把红枣专业人才引进期货公司，四是要针
对新疆红枣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开发出具体的
服务项目，五是要把期货理念在红枣产业深入推
广与普及。

“从当前的枣园管理到未来红枣收获后的
收购标准如何制定，从未来的红枣如何入库到
加工分级，从未来的红枣收购价格的确定、成本
核算到分级后售价的制定等，我们公司已经安
排专业人员在提前准备。”何军告诉记者，他对
新枣上市后注册期货仓单充满了信心。“在具备
充分专业知识的前提下，只要功夫深，铁杵也能
磨成针。”

红枣甜美市场广阔B

“我带着 5 位棉花专家在全疆各地已经跑
了半个多月了，现在正是棉花‘打顶’的关键时
候，做好对棉农的技术指导很重要。”新疆闫氏
德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闫旭告诉期
货日报记者，今年新疆各地多雨，棉花株高有些
偏低，很多地方棉花的发育期推迟，必须加强田
间管理才能有效弥补不利天气对棉花生长造成
的损害。

据记者了解，作为新疆地区一家大型棉花
种子培育、销售与棉花加工的综合性公司，新疆
闫氏德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十分注重棉花生长
过程中的技术服务工作，面对今年棉花生长不
太顺利的情况，该公司组织了多个技术服务小
组下乡指导棉农加强田间管理。实际上，该公
司这样做还要达到另一个目的，即要保证今年
新棉质量不降低，主要是该公司已经与相关期
货机构达成了组织新棉期货仓单的意向，保证
棉花质量是开展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基础。这
也意味着利用棉花期货工具与市场平台来为产
业服务较成熟。

调研团在新疆中新建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调研时发现，该公司静态可以存放棉花40万
吨，当前该公司还存有4.2万吨期货棉。“公司成
为棉花期货交割库的时间不长，但对周边棉花
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该公司董事长江洪
告诉记者，巴楚县三牛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依托
棉花交割库，通过合理运用期货工具，近年来流
转土地10万亩，成立了当地较大的棉花种植合
作社，通过统一采购农资、统一种植等方式不断
降低棉花生产成本，提升了产量和质量，改变了
巴楚地区棉花单产低、三丝多等诸多问题。

期货服务棉花产业较成熟C

近年来，新疆地区甜菜产业发展迅猛，甜菜
糖不但成为国内糖市的主角之一，而且还是主
要的白糖期货交割品。

在喀什奥都糖业有限公司与伽师县甜菜种
植合作社调研时我们发现，种植甜菜已成为新
疆部分地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由于甜菜的
含糖度较高，7吨甜菜就可以生产1吨白糖，成
本较低。

作为一名期货界的老兵——新疆水控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映忠一点也不为白
糖的销售发愁。他告诉期货日报记者，由于公
司熟知期货工具与市场平台的应用，加上新疆
地区土地资源丰富，公司计划不断扩大甜菜订
单农业规模，在造福当地的同时也为公司长远
发展找到一个支点。

甜菜产业蓬勃发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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