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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债作为保证金业务的通知简评 

事件： 

2019 年 1 月 11 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公告称：为进一步降低市场成本，发挥国债作为保

证金业务的市场功能，自 2019 年 1 月 21 日起结算会员提交的国债可作为全部金融期货

品种的保证金，请各会员单位加强自身的风险管理和对客户的风险提示，保障业务有序开

展。2014 年 12 月 26 日发布的《关于开展国债作为国债期货保证金业务试点的通知》同

时废止。 

点评： 

国债作为期货保证金的业务发展对于中国来说目前已经行经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

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宣布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开展国债作为国债期货保证金业务试点；第

二阶段则是 2019年 1月 21日起结算会员提交的国债可作为全部金融期货品种的保证金。 

扩大国债担保品适用范围以及实施国债冲抵保证金业务的主要考虑与影响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针对国债冲抵保证金业务这件事本身来说，由于国债流动性较高、价值稳定且处置

成本较低，作为冲抵保证金的有价证券是非常合适的。国债冲抵保证金有利于进一步降低

金融期货市场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成本，提升市场效率，吸引更多的机构交易者进入衍生品

市场进行交易。实际上，国债作为期货保证金制度是境外市场的通行做法，中金所此举也

是为了和国际衍生品市场进一步接轨。 

第二，针对扩大国债担保品适用范围来说，扩大至所有金融期货品种或有利于提升参与金

融期货交易的机构交易者的持债意愿。更加长远一点来说，由于银行和保险机构作为持债

大头迟迟未能入市，因此尽管 2015 年国债已经划入国债期货保证金范围，但是相关冲抵

保证金的业务量也并未呈现爆发之势。未来配合着银保入市政策的落地（可能性正在不断

加大），国债冲抵业务的提前发展能够满足银保等持债体量较高的机构客户对于交易成本

的管控，并不断吸引其入市，这也是对未来制度的运行做好铺垫。 

第三，伴随着股指期货的三次松绑，整体持仓量以及交易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提升，表明

越来越多的交易者重新恢复并进入到股指期货市场当中。此外，未来还有更多的品种推出，

例如 30 年期国债期货、利率期权、外汇期货等等，国债冲抵业务的发展也能够吸引更多

的机构客户在实现交易成本管控的同时入市交易。 

 

 

 

 

 

https://www.htfc.com/main/a/20181213/80084441.shtml
https://www.htfc.com/main/a/20181213/80084441.shtml
https://www.htfc.com/main/a/20181203/80082935.shtml
https://www.htfc.com/main/a/20181203/80082861.shtml
https://www.htfc.com/main/a/20181108/80079868.shtml
https://www.htfc.com/main/a/20181104/80079266.shtml
https://www.htfc.com/main/a/20180817/800706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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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关于国债作为保证金业务的通知 

为进一步降低市场成本，发挥国债作为保证金业务的市场功能，自 2019 年 1 月 21 日起结

算会员提交的国债可作为全部金融期货品种的保证金，请各会员单位加强自身的风险管理

和对客户的风险提示，保障业务有序开展。2014 年 12 月 26 日发布的《关于开展国债作为

国债期货保证金业务试点的通知》同时废止。 

 

图 1：  关于国债作为保证金业务的通知                                    

 

数据来源：中金所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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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2015 年开展国债作为国债期货保证金业务试点 

 国债期货作为试点 

早在 2014 年 12 月 26 日，中金所就宣布了《关于开展国债作为国债期货保证金业务试点的

通知》： 

为提升国债期货市场效率，促进国债期货市场稳步发展，自 2015 年 1月 1日起在国债期货

产品开展国债作为保证金业务试点。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结算会员提交的国债可作为国债期货的交易保证金。每日结算时，结算会员国

债作为保证金的实际可用金额不高于当日结算会员的国债期货交易保证金。 

二、请各会员单位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加强自身的风险管理和对客户的风险

提示，保障业务试点有序开展。 

 

图 2： 关于开展国债作为国债期货保证金业务试点的通知                      

 

数据来源：中金所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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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流程与结算细则 

 

表格 1：业务流程与结算细则 

类别 要求 

有价证券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在境内发行的记账式国债（每次提交的国债面值不得低于 100 万元人民币）； 

（二）交易所认可的其他有价证券。 

业务流程 

（一）申请：客户应当通过会员办理有价证券作为保证金业务，会员应当在当日 14:00 前向交易所申报，申报内容

包括有价证券名称、数量以及托管账户等信息。 

（二）验证：客户应当确保托管账户中存有数量足够的、无其他权利瑕疵的有价证券。交易所按照会员的申报委

托托管机构进行有价证券划转或者质押登记，托管机构对有价证券进行划转或者质押登记后视为办理完

成。 

金额计算方式 

（一）有价证券的市值打折后称为折后金额，国债作为保证金的金额为国债市值的 80%（折扣比率）； 

（二）交易所按照结算会员在交易所专用结算账户中的实有货币资金的 4 倍（配比乘数）确定结算会员以有价证

券作为保证金的最大配比金额。 

交易所每日结算时按照有价证券的折后金额和最大配比金额中的较低金额确定结算会员有价证券作为保证金

的实际可用金额。交易所可以根据市场风险情况调整折扣比率和配比乘数。 

提取/解押 
（一）会员办理有价证券提取或者解除质押的，应当弥补相应的交易保证金。会员应当在当日 14:00 前向交易所提

出申请。 

手续费 
（一）有价证券业务手续费标准暂定为有价证券年管理平均折后金额（有价证券的市值打折后金额）的 0.05%，有

价证券业务手续费按月收取。 

备注*（国债作

为保证金） 

（一）国债的基准计算价值取托管机构估值数据的较小值，交易所每日结算时以前一交易日该国债基准计算价值

的净价确定其市值； 

（二）国债作为保证金期间发生兑息的，利息归客户所有，并按照托管机构有关规定办理； 

（三）国债作为保证金的，国债到期日前一个月的第一个交易日结算时起，交易所不再将该国债计入实际可用金

额计算。 

数据来源：中金所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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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2019 年国债扩展为所有上市品种保证金 

 适用范围扩大 

在 2015 年国债就可以冲抵国债期货保证金，2019 年中金所更进一步，实施扩大国债担保品

适用范围后，国债担保品可以作为所有在中金所上市交易品种的保证金。 

图 3： 国债冲抵期货保证金适用范围的变化                                 

 

数据来源：中金所 华泰期货研究院 

 

 具体业务流程 

引自中金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国债作为期货保证金业务指南》，具体的业务流程如下： 

一、业务准备 

业务准备分为会员和客户两个部分。 

（一）会员业务准备 

1、会员开立债券作为期货保证金专用账户 

会员开展国债作为期货保证金业务的，应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央结算公司）开立债券作为期货保证金业务专用账户，专用账户的开立按照中央结算公司

《债券作为期货保证金业务操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办理。 

2、会员向中央结算公司申请开通业务资格 

国债期货

2015年1月1日-2019年1月18

日

所有中金所上市
交易品种（国债
期货TS/TF/T、股
指期货IF/IH/IC）

2019年1月21日起



华泰期货|国债专题报告                          

2019-01-12                                                                  6 / 10 

会员开展国债作为期货保证金业务的，需事先与中央结算公司沟通，申请开通业务资格。会

员申请开通相关业务资格按照中央结算公司《债券作为期货保证金业务操作指引》的有关

规定办理。 

3、会员向中金所申报国债托管账户 

会员开展国债作为期货保证金业务的，需向中金所申报债券作为期货保证金业务专用账户

信息，会员应当向交易所提供下列材料： 

（1）《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会员有价证券作为保证金业务申请表》； 

（2）加盖公章的中央结算公司开具的开户通知书复印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3）加盖公章的开户证件复印件。 

 

（二）客户业务准备 

1、客户向中央结算公司申请开通业务资格 

客户参与国债作为期货保证金业务的，需事先与中央结算公司沟通，申请开通业务资格，具

体要求按照中央结算公司《债券作为期货保证金业务操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办理。 

2、客户向中金所申报国债托管账户 

客户参与国债作为期货保证金业务的，需向中金所申报用于国债作为期货保证金业务的国

债托管账户，客户应当通过会员向交易所提交以下材料： 

（1）《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客户有价证券作为保证金业务申请表》； 

（2）加盖公章的中央结算公司开具的开户通知书复印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3）加盖公章的开户证件复印件； 

（4）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二、国债交存和提取 

客户交存和提取国债的，须通过会员向交易所提交《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有价证券交存和

提取申请表》。国债交存和提取的质押和解押操作按照中央结算公司《债券作为期货保证金

业务操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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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国债作为期货保证金业务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国债作为期货保证金的业务发展对于中国来说目前已经行经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宣布自 2015年 1月 1日起开展国债作为国债期

货保证金业务试点； 

第二阶段——2019 年 1 月 21 日起结算会员提交的国债可作为全部金融期货品种

的保证金。 

 

扩大国债担保品适用范围以及实施国债冲抵保证金业务的主要考虑与影响有以下三方面： 

 国债冲抵保证金具备适当性 

针对国债冲抵保证金业务这件事本身来说，由于国债流动性较高、价值稳定且处置成本较

低，作为冲抵保证金的有价证券是非常合适的。 

国债冲抵保证金有利于进一步降低金融期货市场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成本，提升市场效率，

吸引更多的机构交易者进入衍生品市场进行交易。实际上，国债作为期货保证金制度是境

外市场的通行做法，中金所此举也是为了和国际衍生品市场进一步接轨。 

 

 增加持券意愿，银保入市准备 

针对扩大国债担保品适用范围来说，扩大至所有金融期货品种或有利于提升参与金融期货

交易的机构交易者的持债意愿。 

更加长远一点来说，由于银行和保险机构作为持债大头迟迟未能入市，因此尽管 15 年国债

已经划入国债期货保证金范围，但是相关冲抵保证金的业务量也并未呈现爆发之势。未来

配合着银保入市政策的落地（可能性正在不断加大），国债冲抵业务的提前发展能够满足银

保等持债体量较高的机构客户对于交易成本的管控，并不断吸引其入市，这也是对未来制

度的运行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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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国债现券持有者结构            单位：亿元  图 5： 银行为最大持券方                单位：%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预计市场流动性进一步提升 

伴随着股指期货的三次松绑，整体持仓量以及交易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提升，表明越来越

多的交易者重新恢复并进入到股指期货市场当中。 

此外，未来还有更多的品种推出，例如 30 年期国债期货、利率期权、外汇期货等等，国债

冲抵业务的发展也能够吸引更多的机构客户在实现交易成本管控的同时入市交易。 

 

图 6： 股指期货交易量回升            单位：手  图 7： 股指期货持仓量回升            单位：手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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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IF 合约公募基金持仓             单位：手  图 9： IH 合约公募基金持仓             单位：手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10： IC 合约公募基金持仓             单位：手  图 11： 期指公募基金持仓               单位：手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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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此报告并非针对或意图送发给或为任何就送发、发布、可得到或使用此报告而使华泰期货

有限公司违反当地的法律或法规或可致使华泰期货有限公司受制于的法律或法规的任何地区、

国家或其它管辖区域的公民或居民。除非另有显示，否则所有此报告中的材料的版权均属华泰

期货有限公司。未经华泰期货有限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下，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发送、复印此

报告的材料、内容或其复印本予任何其它人。所有于此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均

为华泰期货有限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 

此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及材料只提供给阁下作查照之用。此报告的内容并不构成对任何

人的投资建议，而华泰期货有限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此报告而视他们为其客户。 

此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的出处皆被华泰期货有限公司认为可靠，但华泰期货有限公

司不能担保其准确性或完整性，而华泰期货有限公司不对因使用此报告的材料而引致的损失而

负任何责任。并不能依靠此报告以取代行使独立判断。华泰期货有限公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

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及该等报告反映编写分析员的不同设想、见解及

分析方法。为免生疑，本报告所载的观点并不代表华泰期货有限公司，或任何其附属或联营公

司的立场。 

此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阁下，我们建议阁下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独立投资

顾问。此报告并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建议或担保任何投资或策略适合或切合阁下个

别情况。此报告并不构成给予阁下私人咨询建议。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2019版权所有并保留一切权利。 

 

⚫ 公司总部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1号丽丰大厦20层、29层04单元 

电话：400-6280-888  

网址：www.htf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