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未平仓合约数量与交易量的区别#
未平仓合约数量是指在特定时间点上所有多头的持仓数量" $ 也可以等同地说是所
有空头的持仓数量"% 交易量是一段时间内合约被交易的数量"

$"$#说明自营纪经人与佣金经纪人的区别#
佣金经纪人代理客户交易# 收取佣金" 自营经纪人自己进行交易"

$"%#假定你进入了一份纽约商品交易所的 /月份白银期货合约的空头& 在合约中你
!!
能够以每盎司&
/"$(美元的价格卖出白银& 期货规模为 '(((盎司白银# 最

初保证金为 +(((美元& 维持保证金为 %(((美元# 期货价格如何变动才会导
"#2 千克"
!&5* 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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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保证金的催付通知! 你如果不满足保证金催付通知会有什么后果!
当保证金账户损失 * """ 美元时会导致保证金催付通知# 即在白银价格上涨 $* """ 1
! """ /%"+
# 美元# 至 *=+
," 美元时" 如果不满足保证金催付通知# 经纪商会将你的头寸平仓"

$"+#假定在 $(!'年 *月一家公司进入 $(!-年 '月原油合约的多头方# 在 $(!-年 %
月公司将合约平仓# 在进入合约时期货价格 $ 每桶% 为 .."%(美元& 在平仓时
价格为 *("'(美元& 在 $(!'年 !$月底为 .*"!(美元# 每个合约是关于 !(((
桶原油的交割# 公司的总盈利是什么! 盈利是在何时实现的! 对以下投资者应如
何收税! $ &% 对冲者& $ )% 投机者# 假定公司年度末为 !$月 %!日#
总的利润是 $-"+!" )22+3"% .* """ /# #"" 美元" 其中 $2-+*" )22+3"% .* """ /
2"" 美元 由 #"*! 年 - 月 至 #"*! 年 *# 月 3* 日 的 价 差 收 益 实 现" 另 一 部 分 $ -"+!" )
2-+*"% .* """ /* ,"" 美 元 由 #"*4 年 * 月 * 日 至 #"*4 年 3 月 的 价 差 收 益 实 现" 应 在
#"*4 年向对冲者根据 # #"" 美元的总利润征税" 对于投机者# 应在 #"*! 年和 #"*4 年分
别根据 2"" 美元和 * ,"" 美元征税"

$"'#在 $美元时卖出的止损指令含义是什么! 什么时候可以使用这一指令# 在 $美元
时卖出的限价指令含义是什么! 什么时候可以使用这一指令!
在 # 美元时卖出的止损指令是指在一旦价格达到 # 美元或者更低时# 以最优的可成交
价格卖出" 该指令可以帮助多头限制自身的损失" 在 # 美元时卖出的限价指令是指当价格
达到 # 美元或以上时卖出" 这是用来告诉经纪商在价格达到 # 美元或以上时建立空头"

$"-#由清算中心管理的保证金账户的运作与由经纪人管理的保证金账户的运作之间有
什么区别!
清算中心管理的保证金账户每日盯市# 且要求保证金比率每日都达到约定的水平" 经
纪人管理的保证金账户也是每日盯市# 但不要求保证金比率每日都达到初始的水平# 而是
要求当保证金低于维持保证金比例时补足至初始的水平" 维持保证金比例通常是初始保证
金比例的 =!A"

$"/#外汇期货市场" 即期市场以及远期市场的汇率报价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外汇期货市场上# 以每单位外币对应数量的美元来报价" 即期和远期市场上# 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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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 澳元和新西兰元都以这种方法报价" 其他主要货币则以单位美元对应数量的外币来
报价"

$".#期货合约的空头方有时有权选择交割资产的种类" 交割地点以及交割时间等# 这
些选择权会使期货价格上升还是下降! 解释原因#
这些选择权使合约对多头方不利# 对空头方有利# 因此会使期货价格下降"

$"*#在设计一个新的期货合约时最重要的是考虑哪几个方面!
最重要的方面是明确标的资产' 合约规模' 交割安排和可交割月份"

$"!(#说明为什么保证金可以使投资者免受违约风险#
保证金是投资者通过经纪商存入的资金总额# 用来保证投资者可以覆盖期货合约上的
损失" 保证金账户的金额会每日调整# 来反映期货合约的损益" 如果损失达到一定程度#
投资者会被要求追加保证金" 这样的体系保证了投资者不太可能违约# 类似的体系保证了
经纪商不太可能向清算中心会员违约# 清算中心会员不太可能向清算中心违约"

$"!!#某投资者进入两份 /月份冰冻橙汁合约的多头# 每份合约的规模为 !'(((磅橙
汁# 当前期货价格为每磅 !-(美分# 最初保证金为每份合约 -(((美元& 维持
保证金为每份合约 +'((美元# 什么样的价格变化会导致对保证金的催收! 在
什么情况下可以从保证金账户中提取 $(((美元#
每份合约的亏损大于 * !"" 美元时会触发保证金催收# 也就是当每磅橙汁的价格下跌
*" 美分至每磅 *!" 美分时" 每份合约的盈利大于 * """ 美元时可以从保证金账户提取 # """
美元# 也就是当每磅橙汁的价格上涨 4+4= 美分至每磅 *44+
4= 美分时"

$"!$#如果在交割期间商品的期货价格高于即期价格& 证明这时会存在套利机会# 如
果商品的期货价格低于即期价格& 套利机会会存在吗! 解释你的答案#
如果在交割期间期货价格高于现货价格# 套利者可以买入现货# 同时做空期货# 立即
交割获得利润" 如果期货价格低于现货价格# 则没有类似的完美套利策略" 套利者可以做
多期货但不能立即交割# 因为何时交割由空头决定" 尽管如此# 对希望购入现货的公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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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做多期货并等待交收仍然有吸引力"

$"!%#解释触及市价指令与止损指令之间的区别#
当有交易发生在某特定价格或优于此特定价格时# 触及市价指令会按照最优的可成交
价格被执行" 当有买入卖出报价发生在某特定价格或低于此特定价格时# 止损指令会按照
最优的可成交价格被执行"

$"!+#解释在止损限价指令中& 限价 $("!(美元并以 $("%(美元卖出的含义是什么!
意味着一旦有 #"+
3" 美元的买入申报便立即卖出# 但成交价格必须在 #"+
*" 美元以上"

$"!'#在某一天末& 某清算中心会员持有 !((份合约的多头& 结算价格为每份合约
'((((美元& 最初保证金为每份合约 $(((美元# 在第 $天& 这位会员需要
负责再对 $(份合约多头进行结算& 进入合约时每份合约为 '!(((美元# 在
第 $天末的结算价格为 '($((美元# 这位会员要向清算中心注入多少追加保
证金!
清算中心会员需要为新合约缴纳 #" .# """ /," """ 美元作为最初保证金" 现存合约的
盈利为 $!" #"" )!" """% .*"" /#" """ 美元# 新合约的亏损为 $!* """ )!" #""% .*"" /
*4 """ 美元# 因此会员需要增加
," """ !#" """ '*4 """ %34 """" 美元#
至保证金账户"

$"!-#解释为什么 $((.年金融危机之后所引入的监管 G@1市场的新规则将会使抵
押品增加#
监管要求在衍生品交易商之间的大多数标准 ;B:交易由中央交易对手清算" 这些交易
的最初和动态保证金缴纳要求与交易所的类似" 监管要求双边清算的 ;B:交易也需要缴纳
最初和动态保证金"

$"!/#在 +'天后交割的瑞士法郎远期汇率报价为 !"!(((# 在 +'天后的相应期货合
约价格为 ("*(((# 解释这两个报价的含义# 对一个想卖出瑞士法郎的投资者&
哪一种汇率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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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的远期汇率报价是 * 美元对应相应数量的瑞士法郎" "+
-"" " 的期货报价是 *
瑞士法郎对应相应数量的美元" 采用与期货报价一致的报价时# 远期价格为 * 1
*+
*"" " /
"+
-"- *" 因此瑞士法郎在远期市场上具有更高的价值# 对想要卖出瑞士法郎的投资者更具
有吸引力"

$"!.#假定你向经纪人发出了卖出 /月份猪肉合约的指令& 描述将会发生什么#
猪肉期货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 $ :CDEF
G
HI% 交易" 经纪商会要求一定数额的
最初保证金" 交易指令会通过电话下达到你的经纪人位于交易楼层的交易台 $ 或者另一
个经纪人的交易台% " 然后包含交易指令的信息会发送给委托代理人执行" 最后交易回
报会发送给你" 如果期货价格向不利于你的方向运动# 你的经纪商会向你收取额外的保
证金"

$"!*#( 在期货市场投机就是纯粹的赌博& 为了公众利益不应该让投机者在交易所交易
期货#) 讨论这种观点#
投机者是期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为市场提供了流动性" 但是# 期货合约必须
能够用于对冲" 这是因为监管通常只允许那些符合对冲者和投机者共同利益的合约"

$"$(#解释衍生品双边结算和中央清算之间的区别#
双边结算是指双方签订合约# 该合约规定了何时合约可以被单方面终止# 合约终止时
如何估值# 抵押品如何计算等" 中央清算在交易双方之间存在一个中央交易对手 $ ::J% #
它与清算中心在交易所扮演的角色一致"

$"$!#假如在合约中未完全指明标的资产的质量& 你认为会发生什么情况!
这样的合约不会成功" 空头方会等到合约交割时用最便宜的资产交割# 这些资产可能
会被多头方认为是垃圾+ 一旦关于资产质量问题的新闻传开# 没有人会购买该合约" 这表
明只有当业内对标的资产质量有严格的标准时# 合约才会被接受" 实践中很多期货合约的
失败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 在交易所大厅交易一份期货合约时& 未平仓合约数量可能增加 !个& 或保持不
变& 或减少 !个#) 解释这句话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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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交易双方都是新进入一个合约# 未平仓合约数量增加 *" 如果交易双方都是对已
有的合约平仓# 未平仓合约数量减少 *" 如果一方是新进入一个合约# 另一方是对已有的
合约平仓# 未平仓合约数量保持不变"

$"$%#假定在 $(!'年 !(月 $+日# 一家公司卖出一份 $(!-年 +月的活牛期货合约&
并在 $(!-年 !月 $!日 将 合 约 平 仓# 在 进 入 合 约 时 期 货 价 格 $ 每 磅 % 为
!$!"$(美分& 在平仓时期货价格为 !!."%(美分& 在 $(!'年 !$月底期货价格
为 !!.".(美分& 合约规模为 +((((磅活牛# 这时公司的总盈利是多少! 如果
公司分别为 $ &% 对冲者& $ )% 投机者& 它将如何纳税! 假定公司的财政年底
是 !$月 %!日#
总收益为
," """ )"*+#*# " !*+
*23 "# %* *4"" 美元#
如果公司是对冲者# 则这些收益全部在 #"*4 年纳税" 如果是投机者
," """ )"*+
#*# " !*+
*22 "# %-4"" 美元#
在 #"*! 年纳税
," """ )"*+
*22 " !*+
*23 "# %#""" 美元#
在 #"*4 年付税"

$"$+#一位饲养牲畜的农场主将在 %个月后卖出 !$((((磅活牛# 在 123%个月期限
的活牛期货合约规模为 +((((磅活牛# 农场主如何使用期货合约来对冲风险!
从农场主的角度来看& 对冲的好处和坏处分别是什么!
农场主可以卖空 3 份 3 个月后到期的合约" 如果活牛价格下跌# 期货合约的盈利会弥
补活牛销售的损失" 如果价格上升# 活牛销售的利润会弥补期货合约的损失" 使用期货合
约对冲的好处是农场主可以大幅降低价格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 缺点是农场主不再享有价
格向有利方向波动时产生的收益"

$"$'#现在是 $(!+年 /月& 一个矿业公司刚刚发现了一个小型金矿# 建矿需要 -个月
时间& 然后在一年内以大致连续规模的形式将黄金开采出来# 从 $(!+年 .月到
$(!'年 !$月& 每两个月有一个期货交割月& 每一个合约规模为 !((盎司黄金#
讨论矿业公司将如何采用期货产品来对冲风险#

第 $章#期货市场的运作机制

矿业公司可以按月估计自身的产量# 通过做空期货锁定金价" 例如# 假如预计 #"*! 年
- 月和 *" 月的总产量为 3 """ 盎司# 可以做空 3" 份 #"*! 年 *" 月交割的合约锁定价格"

$"$-#解释 11P的运作机制# 所有的标准衍生产品都要通过 11P来进行结算& 这对
金融系统有什么样的好处!
::J在交易双方之间扮演的角色与清算中心在交易所扮演的角色很类似" 它通过收取
最初和动态保证金# 消化了信用风险" ::J会员还需要成立一个违约基金" ::J对于金融
系统的好处是# 在某个市场的主要参与者违约时# 足够多的保证金和抵押品会大大降低违
约事件对市场其他参与者的损害" 同时# 不同金融机构间交易的透明性也会增加" ::J的
缺陷在于它代替银行成为金融体系中大而不倒的那一个" 因此# 很明显 ::J需要非常细致
和认真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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