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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盛唐化纤利用 PTA 期货套保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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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2 月 21 日

【企业概况】
苏州盛唐化纤有限公司是位于太仓市一家中小规模的涤纶低弹丝（DTY）生产企业。日产涤纶 DTY55~ 60 吨。
所用原料为涤纶 POY。涤纶 POY 的直接原材料为 PTA。二者之间关系见图 1 红色虚线部分。
图 1：PTA 产业链流程图

图表来源：东吴期货研究所化工组制作

【套保策略分析】
1、风险敞口及套保目的——锁定产品销售利润，减少流动资金占用
经过和公司老板的深入交流，得出该企业的敞口风险主要在原材料 POY 价格上涨方面。企业签订销售订单
后需要 PTA 期货买入套保锁定产品加工利润，原材料下跌风险可以通过放慢采购进度来控制。该企业需要套保
的直接标的物是涤纶 POY，但国内商品期货品种只有涤纶 POY 的上游原料 PTA，只能通过 PTA 期货间接实现对公
司原材料的套保。
另外，利用 PTA 期货套保也想达到减少流动资金占用的目的。该公司的业务流程是先接到订单，签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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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价格，客户付给该公司销售合同金额 30%的定金，该公司再去涤纶 POY 生产厂家采购，但采购原料需要付
100%的资金。一次性采购需占用该企业更多流动资金，分批采购面临原材料价格上涨，销售利润缩水风险。如
果借用 PTA 期货先行套保，可以放心分批采购涤纶 POY。由于涤纶 DTY 价格高出 PTA 价格近 50%左右，涤纶 DTY
30%的销售订金足够 PTA 期货套保 12%的保证金，只需用 20%的销售合同订金套保 PTA 期货，其余 10%资金可以
用来采购现货原材料。
2、最佳套保比率确定
由于国内期货市场没有涤纶 POY 期货，只能通过上游原料 PTA 替代性套保，二者价格虽然长期走势趋同，
但二者价格波动率存在一定差异，不能采用 1:1 数量的简单套保，需要通过统计分析求出二者之间最佳的套保
比率关系，为 PTA 期货套保头寸数量确定提供帮助，将风险降到最低。
图 2：2010 年 1 月-2012 年 2 月涤纶 POY 与 PTA 期货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东吴期货研究所

价格相关系数

价格变动相关系数

POY 价格变动标准差

PTA 价格变动标准差

最佳套保比率

0.829174423

0.340882042

1.28%

1.42%

0.30788532

按套期保值比率公式：h=σ s×ρ /σ F （其中σ s：现货价格的标准差 ；σ F 为期货价格的标准差；ρ 为
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的相关系数）推导出涤纶 POY 和 PTA 期货之间的最佳套保比率为 0.30。也就是说 100 吨涤
纶 POY 对应套保 PTA 期货为 30 吨，PTA 期货交易单位为 5 吨/手，相当于 6 手。套保 100 吨涤纶 POY 需在期货
市场开仓 PTA 6 手 。
3、注意事项
（1）套保只选成交量最大的主力期货合约，不涉及实物交割，100%对冲平仓交易。
（2）根据公司实际，只做买入套保，卖出套保不在考虑之类。

2

（3）期货平仓的依据和现货采购进度一一对应，避免做价差投机。

【1000 吨涤纶 POY 套保案例】
2012 年 1 月 4 日涤纶 DTY150D 价格为 13500 元/ 吨，假设公司签订一笔 1000 吨的涤纶 DTY 销售合同，2
月初交货，收到客户订金 13500 元/吨*1000 吨*30%=405 万元。1 个月内客户需采购 1000 吨原料涤纶 POY 进行
加工。1 月 4 日采购 1000 吨涤纶 POY 需资金 12000 元/ 吨*1000 吨=1200 万元。资金缺口为 1200 万元-405 万
元=795 万元。企业无法一次性采购 1000 吨涤纶 POY，为防止春节前涤纶 POY 涨价，可对应在 PTA 期货上买入套
保。1000 吨涤纶 POY 对应 PTA 期货套保数量为 300 吨，相当于 300/5=60 手，按期货公司 PTA 期货 12%的 保证
金，当天 PTA 5 月合约价格 8500 元/吨计算，期货上需资金为 8500*60*5*12%=30.6 万元。考虑到短期价格波动，
期货保证金按 20%准备，及 960 元手续费，需在期货账户放入资金 51.1 万元。客户定金为 405 万元，占用 51
万元的期货保证金后可还剩 354 万元自由支配，可采购 295 吨原料 POY。
现货方面分三周采购原料，前一次为 400 吨，后两次各为 300 吨，每完成一次原料采购，PTA 期货头寸平
掉对等数量。

1、 PTA 期货买入套保开仓计划
TA1205 合约建仓价格

建仓数量

对应 PTA 数量

对应涤纶 POY 数量

8500

60 手

300 吨

1000 吨

2、 PTA 期货平仓计划
时间

平仓数量、价格

平仓盈亏

第一周（2012 年 1 月 9 日）

8678 平仓 TA1205 合约 24 手

盈利 2.136 万元

第二周（2012 年 1 月 13 日）

8600 平仓 TA1205 合约 18 手

盈利 0.9 万元

第三周（2012 年 1 月 20 日）

8930 平仓 TA1205 合约 18 手

盈利 3.87 万元

合计盈利

6.9 万元

3、现货市场涤纶 POY 操作盈亏
时间

涤纶 POY 采购数量、价格

和 1 月 4 日价格相比盈亏

第一周（2012 年 1 月 9 日）

12100 采购 400 吨

亏 4 万元

第二周（2012 年 1 月 13 日）

12100 采购 300 吨

亏 3 万元

第三周（2012 年 1 月 20 日）

12100 采购 300 吨

亏 3 万元

合计亏损

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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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综合评估

两个市场盈亏

期货

现货

盈利 6.9 万元，不含 60*8*2=960 元手续费

亏损 10 万元

扣除开平仓费用后盈利 6.831 万云

实际盈亏

亏损 3.169 万元

不做套保亏损

10 万元

套保后效果

减亏 6.831 万元

5、资金使用情况小结
保证金比例：12%
手续费：8 元/手。开平仓每手各收一次
现货采购量：1000 吨、300~400 吨/次
现货采购资金 12000 元/ 吨*1000 吨=1200 万元
期货开仓数量：300 吨（60 手）
，
期货开仓均价：8500 元/吨
期货所需保证金：8500*60*5*12%=30.6 万
含 8%风险准备金后的保证金： 8500*60*5*（12%+8%）=51 万元。
交易手续费：60×8×2=960 元
最终所用资金：51 万+0.096=51.1 万元
合同订金：405 万元
期货资金占合同订金比例：51.1/405=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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