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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中国价格诞生 金融市场继续对外开放

20号胶期货昨在浦东正式挂牌交易
20 号胶期货挂牌交易是我国商品期货市
场扩大对外开放、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
20 号胶期货是继原油、铁矿石、PTA 期货
之后的第四个对外开放期货品种，也是继原
油期货后，国内推出的第二个“ 国际平台、
人

民币计价”模式的期货交易品种
20 号胶期货的上市，将有力推动相关产业
利用期货市场管理风险，助力建设现货、期货、
期权互联，境内境外市场互通的多层次市场体
系，这对 优化橡胶产业资源配置，
提升中

国橡胶市场的国际影响力，服务国家“一
带一路”
倡议具有深远意义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和上海市委常委、
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为 20 号胶期货上市鸣锣。
本 报 讯 （记 者 孙 竹 芗）昨 日 上 午 9
时，20 号胶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正式挂牌交易。中
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上海市委常委、浦
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出席仪式，并一同
为 20 号胶期货上市鸣锣。由此，一个新的
国际化期货品种正式亮相。

方星海指出，接下来，证监会将围绕
五个方面做好商品期货市场的对外开放
工作：一是稳步扩大特定品种范围，研究
推动将更多的商品期货和商品期权列为
特定品种，提升我国商品价格的国际影响
力，为我国企业跨境经营提供价格参考和
风险管理工具；二是探索多种开放模式，
开拓多元化的开放路径；三是优化规则制
度，进一步降低境外投资者的制度性交易
成本；四是提升跨境监管能力，加强与境
外监管机构的沟通与合作，维护好开放条
件下的市场秩序；五是勇于参加国际竞
争，加大国际市场推介力度，进一步提升
境外投资者参与度。
20 号胶期货是继原油、铁矿石、PTA
期货之后的第四个对外开放期货品种，也
是继原油期货后，国内推出的第二个“国际
平台、人民币计价”模式的期货交易品种。
该品种将全面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在扩

助力期货市场扩大开放
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方星海在仪式上指出，20 号胶期货挂
牌交易是我国商品期货市场扩大对外开
放、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又一重
要举措。上期所要加大境内外市场培育力
度，尽快使 20 号胶期货成为国际橡胶市场
定价的“风向标”、促进我国橡胶产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
“推进器”
。

大我国天然橡胶期货市场影响力等方面具
有积极意义。
20 号胶是当今全球天然橡胶产业最
主要、最具代表性的品种。全球约 70%的
天然橡胶用于交通运输行业中的轮胎制
造，其中约 80%使用 20 号胶。我国目前已
成为世界第一大轮胎制造国，是全球第一
大 20 号胶消费国和进口国，主要进口来源
国为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一带
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随着国内 20 号胶
期货上市，将最终形成集期货、期权、标准
仓单、
“ 保险+期货”为一体的成熟天胶衍
生品序列。

优化橡胶产业资源配置
服务
“一带一路”
倡议
上 期 所 理 事 长 、上 期 能 源 董 事 长 姜

岩介绍，20 号胶期货的上市，将有力推动
相关产业利用期货市场管理风险，助力
建设现货、期货、期权互联，境内境外市
场互通的多层次市场体系，这对优化橡
胶产业资源配置，提升中国橡胶市场的
国际影响力，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具有深远意义。
目前，上期所已上市 16 个期货品种和
2 个期权品种，期货、期权、仓单平台等“一
主两翼”的金融工具供给不断丰富，成交规
模稳步增长，实体产业参与积极。截至今
年 7 月底，上期所集团累计成交量 7.6 亿
手，同比增加 18.3%；上期所一般法人客户
约 2.5 万户，同比增加 7.3%，套保交易量同
比增长 30.4%。据美国期货业协会（FIA）
统计，上期所上半年成交量在全球商品期
货与期权交易所中排名第一。与此同时，
上期所对外开放取得积极成效，上期能源
客户总数逾 7 万户，同比增长 137.2%，一般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浦东院区将开业
与质子重离子医院深度融合打击“癌魔”
本报讯 （记者 严静雯）记者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获悉，其位于上海国际医学园区的浦东院区即将正式
开业。
据了解，肿瘤医院浦东院区一期规划床位 800 张，包含
乳腺、大肠、胰腺、肝脏、泌尿以及胸外科、胃外科、肿瘤妇
科、中西医结合科、骨软组织外科、神经外科等特色学科和
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各科室配备完全，拥有高精尖的肿瘤
诊疗一流技术和设备。此外，浦东院区还和附近的上海市
质子重离子医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质子重离子中
心）形成联动，将最新的外科、内科以及最尖端的质子重离
子技术进行深度融合，实现多
“武器”联合，
打击
“癌魔”
。
浦东院区相距徐汇院区 30 公里，其医疗水平有差距
吗？院方表示，浦东院区、徐汇院区和质子重离子医院组
成了复旦肿瘤“一体两翼”的总体布局。在这个大平台上，
三个医院的内部运行机制，以及医疗、教学、科研、管理和
文化建设，完全按照一套体系运行，确保医疗质量和学科
建设水平的同质化。
肿瘤医院浦东院区地址为上海市康新公路 4333 号，毗
邻浦东国际机场，距虹桥机场、上海火车站、上海南站等客
运枢纽均 1 小时车程。医院周围有地铁 11 号线康新公路
站、16 号线周浦东站，到达站点后可换乘浦东 25 路、1110
路公交直达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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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浦东院区拥有高精尖的肿瘤诊疗一流技术和设备。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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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客户同比增长 38.2%，境外客户同比
增长 121.6%；最近一周，境外交易者交易
量占比 17.5%，日均持仓量占比 23.7%。原
油期货自上市以来成交量一直稳居全球同
品种前三名。
中国天然橡胶协会专职副会长郑文荣
在致辞中表示，天然橡胶产业在我国产销
市场和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上期所在指导我国天然橡胶生产、提示经
营风险，为生产者稳定收入、经营者规避风
险，推进产业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发展等方
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截至昨日收盘，20 号胶期货总成交量
4.84 万手（单边，下同），成交 47.79 亿元，总
持仓量 1.13 万手，其中主力合约 NR2002
合计成交 4.38 万手，成交金额 43.22 亿元。
主力合约 NR2002 收盘价 9820 元/吨，较基
准上涨 6.05%。
相关报道见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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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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