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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 期货套保中打破传统角色定位问题的研究

2010 年 11 月 16 日 星期二

在传统的期货套期保值理论中，生产商是天然的空头套保角色,消费商是天然的多头套保角色,
贸易商则是扮演价差套利的角色。这个理论被期货从业者当做铁律，不断灌输给企业套保客户。
经过对郑州商品期货交易所上市的精对苯二甲酸（简称 PTA）期货相关现货企业套保情况研究发
现，PTA 生产商和消费商在实际套保中角色不断转换，非常灵活，多数企业的操作还是成功的。
笔者认为，套保客户多空角色的选择不是简单取决于它是生产商还是消费商，而是取决于它的商
业习惯及有期货套保需求时的市场环境。
原华联三鑫破产重组是因为期货上套保角色定位错吗
提起 PTA 期货套保角色定位问题，大家一定会马上举出 2008 年三季度国内特大型 PTA 生产商
----浙江华联三鑫石化有限公司（现更名为绍兴远东石化有限公司）在 PTA809 合约大举做多而导
致破产重组的案例。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在 08 年 10 月金融危机爆发前国内化纤纺织
业已经显出疲态，上游 PTA 价格处在从 6 月份万元大关的回落调整过程中。当时主力资金凭借资
金实力逆市做多，导致 TA809 合约到期交割价高出现货价近 1700 多元/吨，主力多头也强行接下
了 20 万吨的 PTA 现货。在 08 年 10 月国庆后爆发的金融危机中，PTA 期现货价格暴跌近 40% ，原
华联三鑫石化宣布停产，最终大股东受让股权被迫重组更名。当时媒体报道一边倒认为是期货上
套保角色定位错误导致了原华联三鑫的破产重组。似乎反过来认为当时如果华联三鑫在 PTA 期货
上卖空套保不但不会破产重组，还会躲过金融危机的冲击。事实上是这样吗？根据笔者了解的实
际情况，如果当时华联选择卖空套保依然会破产重组。08 年 10 月后的单边下跌已经成为市场一
致看空的无量下跌，即使卖空套保头寸也将在三个停板后面临强势减仓的问题，对于年 PTA 产能
在 180 万吨的工厂来说，系统性下跌行情中持仓量大幅下降，缺少对手盘，卖空套保只能起到杯
水车薪的作用。当时行业类上下游多数企业都因资金链问题面临破产的危机。原华联三鑫 PTA 年
产能高达 180 万吨，20 万吨最多相当于该企业一个多月的产量。PTA 生产企业多采用合同货销售
的模式，下游消费商（聚酯客户）有固定的采购需求，企业只需停产一个月，即可消化掉多出的
产品库存，况且当时该企业已经将交割后的现货提前预销售给了杭州一家化纤企业。导致原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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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鑫破产重组的根本原因是 08 年政府为遏制高通胀，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导致企业流动资金高度
紧张，再加上金融危机爆发后下游需求短期内迅速萎缩彻底击垮了企业。期货套保上的角色错位
只是引爆企业资金链紧张的一个导火索，而非导致破产重组的根本原因。
合同货销售模式是 PTA 行业独特的商业习惯
PTA 行业自诞生那天起就采用了延续至今的合同货销售模式。这种模式对于 PTA 生产商和消费
商选择在期货上如何套保影响巨大。PTA 生产商为保证产销平衡，稳定销售渠道，PTA 工厂几乎全
部以工厂到工厂的合同货销售为主。下游聚酯工厂为保障生产部门稳定的原料供应，也普遍采用
了高度依赖合同货的模式。主要原因是 PTA 和聚酯工厂规模普遍很大，不出现停产检修情况，将
一年 24 小时连续化生产。如果没有稳定的采购和销售渠道，连续化生产难以维系。国内 PTA 产能
的 50%集中在 5 家左右的生产商中，PTA 供需关系总体处在平衡状态，生产商定价能力远远强于下
游聚酯工厂。主要体现在需求旺盛时，采用利润定价法；需求低迷时，采用成本定价法。买卖双
方多采用每月一次的合同货结算价形式。现货价交易的流通量最多只占总流通量的 20%左右。
PTA 生产商的多头套保角色
在合同货销售模式下，PTA 生产商每月有稳定的销售量且有较强的定价权，在期货上卖空套保
的意愿很弱，反倒是因自身生产问题出现供给不足或者期货现货市场货源成本更低的情况下，会
扮演买入套保的多头角色，去现货或期货市场接过货源，再出售给自己下游客户（注：因 PTA 生
产技术有垄断性，各 PTA 生产商的产品品质接近，通用性强）。
例 1：2009 年 3-4 月份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国外炼油厂多通过降低产能或停产的方式停
产检修，导致 PTA 上游原料 PX 产量大幅下滑，PTA 生产商多面临原料紧张开工率低下的问题。国
内某大型 PTA 工厂经历 08 年原料 PX 过山车走势后，09 年降低了 PX 合同货采购比例。当国内聚
酯客户需求增加时，因 PX 供给紧张，该工厂在现货市场无法采购到足够的原料 PX，生产被迫中
断。为保障 4 月下旬客户合同货供应，决定在 PTA 现货市场采购 10000 万吨货物。因现货市场社
会库存有限，一旦该 PTA 工厂入市采购必然导致现货价大涨，为转移价格上涨风险，决定在流动
性很好的期货上先买入套保，套保时间截止 4 月 22 日，到时无论价格涨跌，期货头寸准时平仓了
结，不考虑实物交割。
2009 年 4 月 9 日-4 月 20 日某 PTA 工厂买入套保过程
现货市场
4月9日

江浙 PTA 现货价 6800 元/吨

期货市场
以 6670 元/吨买入 2000 手 TA909 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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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开仓

4 月 20 日
小计

江浙 PTA 现货价 7300 元/吨

以 7172 元/吨卖出 2000 手 TA909 合约

平掉所有持仓

现货分批平均采购成本 7000 元/吨，

期货盈利： 502 元/吨

期货手续费 2 元/

相比月初上升 400 元/吨
合计

吨忽略

该企业 PTA 实际采购成本为 7000-502=6498 元/吨，向下游聚酯客户 09 年 4 月销
售价格为 7300 元/吨，实际盈利为 7300-6498=802 元/吨。

说明：该例子打破了常规理论中生产商不应该做买入套保的要求。该工厂因采购不到原料而
被迫停产，同时需要按合同要求向客户如期供货，被迫进入现货市场采购，因现货市场供给偏紧，
大单采购必然推高价格，为了规避采购成本上升风险，该企业分批在现货市场采购，同期在期货
市场买入套保，采购完成时期货一次性全部平仓，有效降低了实际采购成本。将采购到的 PTA 货
物按 4 月行业结算价 7300 元/吨销售给客户，净利润达到 802 元/吨。该案例中，PTA 工厂实际扮
演了贸易商的角色，首先签订了销售合同，自己无法生产出产品，直接去现货市场寻找货源采购，
再向客户出售。期间的买入套保并未给企业带来风险，相反有效规避了自身现货市场采购风险。
PTA 消费商的空头套保角色
PTA 消费商---聚酯工厂每月有稳定的 PTA 供给量，消耗量也相对稳定。按常规面临最大的风
险来自于 PTA 价格上涨，但实际当中因聚酯工厂因规模较大和连续化生产，为保障生产部门原料
供给稳定，实际采购量远高于销量好，安全库存比例一直较高，原料库存贬值风险也很大。以 20
万吨的聚酯工厂为例，按月平均 85%开工率计算，每月 PTA 实际销耗量为 1.4 万吨。按行业惯例，
企业安全库存要达到 10-15 天，需增加 PTA 采购量 4660-6990 吨，折中一下取 5500 吨。只要聚酯
工厂持续生产，每月至少会沉淀 5500 吨的 PTA 库存量。目前行业规模已经由 20 万吨向 40 万吨提
升，企业 PTA 的安全库存量还要翻倍。08 年的大跌行情，PTA 及下游聚酯产品价格一齐暴跌，不
少企业因每年 9-10 月是纺织传统销售旺季，在国庆前备了大量高价原料，后来损失惨重，如果能
对原料库存及时做卖空套保，将大幅减少损失。利用 PTA 期货卖空套保除可以对冲原料库存风险
外，还可帮助企业对冲现货采购风险。
例 2：苏州某聚酯工厂因资金实力雄厚，采用合同货与现货结合的采购模式，每月 PTA 采购
量（含安全库存）在 1.5 万吨，通过合同货采购 1 万吨，通过现货市场采购 5000 吨。2009 年 6
月中旬 PTA 期货价格在 6800 附近反复窄幅震荡，多空争夺处于白热化状态。现货价在 6700-6900
元/吨区间震荡，市场对后市分歧严重。该聚酯按采购计划，该企业需要在现货市场采购 5000 吨
PTA，否则下旬原料库存将紧张，但当时企业产品销售低迷，购买 PTA 现货后害怕继续下跌造成损
失，因此犹豫不决。后来经期货人士建议，一边购入现货，一边在期货 TA909 合约上卖空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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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期货走势选择向上突破，立即全部平掉套保头寸，如果 PTA 期货选择向下突破，套保头寸继
续持有，等这批现货全部消化后，再全部平掉套保头寸。结果 6 月 30 日 PTA 期货放量向上突破，
当天立即平掉所有卖空套保头寸。

2009 年 6 月 5 日-2009 年 6 月 30 日某聚酯工厂卖空套保过程

现货市场
6月5日

采购现货 PTA5000 吨，价格 6800 元/

期货市场

备注

以 6850 元/吨卖出 1000 手 TA909 合约

开仓

吨
6 月 30 日

PTA 现货价 7050 元/吨

以 6960 元/吨买入 1000 手 TA909 合约

平掉所有持仓

小计

现货价上涨 205 元/吨

期货头寸平仓盈利： -110 元/吨

期货手续费 2 元/
吨忽略

合计

期货与现货盈亏对冲后，客户现货实际采购成本为 6800+110=6910 元/吨，相
比 6 月 30 日现货价 7050 元/吨节省 7050-6910=140 元/吨。

从以上两个真实案例中，我们看到生产商和消费商并未拘泥于自身的固定角色，根据实际情
况采取灵活的套保策略，均达到了预期效果。因此套保客户多空角色的选择不是简单取决于它是
生产商还是消费商，而是取决于它的商业习惯及有期货套保需求时的市场环境。这要求期货从业
人员在与套保客户接触中，要深入分析客户的敞口风险，打破僵化思维，根据实际市场情况协助
客户制定切实可行的套保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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