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选择钢铁期货？»
跨越整个黑色金属行业的结构变化已导致钢铁原料及相关产品（包括废
铁价格）的定价波动性日益增加。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
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的快速工业化已改变了黑色金属相关产品历史的贸
易流通。历史上，材料一般以南北方式交易，或简单地在国家内交易，
而现在在全球范围内交易。不断发展的工业化也制约了行业供应原材
料（铁矿石，冶金煤，有色金属废料等）的能力，以满足不断增长的
需求。对于整个供应链的参与者，这已导致过度的价格波动和相关的
财务风险。 

为了帮助钢铁行业减轻这些风险因素，本交易所推出了一系列掉价期货
产品，包括黑色金属废料，它们共同构成散货运价产品。其他大宗商品
产品同时适用于场内和场外交易，包括干散货运价和铁矿石，正朝向全
方位产品发展，以支持从采矿厂到钢铁厂、从贸易商到成品钢材消费
者、经纪商和金融家等整个供应链。

合约与可用性»
在纽约交易大厅交易，且可通过CME ClearPort 清算。

»» HMS»80/20»废铁 CFR 土耳其 (普氏) 掉价期货 »(FSF)

 » 欧洲热轧钢卷德国鲁尔区工厂交货价（普氏) 掉价期货 (NSF)

 » 钢坯黑海离岸价（普氏）掉价期货»(SSF)

我们的优势

CME»ClearPort

 » 每天为超过 450,000 笔合约进行清算

 » 拥有遍布全球的 17,000 个注册用户

 » 能为超过 1,500 个的上市合约进行清算，且这一数量正在增加

产品协同效应

 » 提供与其它产品保证金抵消的机会

丰富的经验，历经时间验证

 » 使市场参与者始终处于价格发现的中心位置，确保价格透明度
高；帮助市场参与者进行风险管理、有效降低对手信用风险；接
受 CFTC 的监管。

»» CME 清算所的优势  —  80 亿美元的财政保障*

大宗商品行业的原料和成品

钢铁期货

金属

* 财政保障水平引自 2011 年 4 月 30 日

世界如何前进



合约规格

钢坯黑海离岸价（普氏）掉期期货

商品代码 SSF

交易所 CME»ClearPort,»开喊价 (纽约)

交易时间»
（所有时间为美国东部标准时间）

CME»ClearPort:»周日至周五：18:00»–»17:15。
（17:00»»–»16:15 芝加哥时间/美国中部时间），从 17:15»

（16:15 美国中部时间）开始休市 45 分钟

公开喊价：周日至周五：11:00»–»14:30。
（10:00»–»13:30»美国中部时间）

合约单位 100»metric»tons»公吨

报价 美元和美分/公吨

最小变动价位 1 美分/公吨 (1 美元/手)

浮动价格 每个合约月份的浮动价格相当于普氏(Platts)就该日历月发布的“钢坯黑海离岸价（普氏）掉价期货”所显示的所有价格评估的平均值。

交易终止 交易在合约月份的最后一个营业日终止（根据英国银行的公共假日时间表）

交易合约 连续 24 个月

结算方式 金融

规则手册章节 869

交易规则 这些合约按照 NYMEX 规则和条例挂牌交易并受其约束。

欧洲热轧钢卷德国鲁尔区工厂交货价（普氏) 掉期期货

商品代码 NSF

交易所 CME»ClearPort,»公开喊价 (纽约)

交易时间»
（所有时间为美国东部标准时间）

CME»ClearPort:»周日至周五：18:00»–»17:15。
（17:00»»–»16:15 芝加哥时间/美国中部时间），从 17:15»

（16:15 美国中部时间）开始休市 45 分钟

公开喊价：周日至周五：11:00»–»14:30。
（10:00»–»13:30»美国中部时间）

合约单位 50»公吨

报价 欧元/公吨

最小变动价位 1 欧元/公吨

浮动价格 每个合约月份的浮动价格相当于普氏 (Platts) 就该日历月发布的“欧洲热轧钢卷德国鲁尔区工厂交货价”所显示的所有价格评估的平均值。

交易终止 交易在合约月份的最后一个营业日终止（根据英国银行的公共假日时间表）

交易合约 连续 24 个月

结算方式 金融

规则手册章节 871

交易规则 这些合约按照 NYMEX 规则和条例挂牌交易并受其约束。

HMS 80/20 废铁 CFR 土耳其 (普氏) 掉期期货

商品代码 FSF

交易所 CME»ClearPort,»公开喊价 (纽约)

交易时间»
（所有时间为美国东部标准时间）

CME»ClearPort:»周日至周五：18:00»–»17:15。
（17:00»»–»16:15 芝加哥时间/美国中部时间），从 17:15»

（16:15 美国中部时间）开始休市 45 分钟
公开喊价：周日至周五：11:00»–»14:30。

（10:00»–»13:30美国中部时间）

合约单位 50»公吨

报价 美元和美分/公吨

最小变动价位 1 美分/公吨 (0.50 美元/手)

浮动价格 每个合约月份的浮动价格相当于普氏(Platts) 就该日历月发布的“HMS 80/20 废铁 – CFR 土耳其港口”所显示的所有价格评估的平均值。

交易终止 交易在合约月份的最后一个营业日终止（根据英国银行的公共假日时间表）

交易合约 连续 24 个月

结算方式 金融

规则手册章节 867

交易规则 这些合约按照 NYMEX 规则和条例挂牌交易并受其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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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  
CME»ClearPort  
进行清算登记：

通过 CME»ClearPort 开始清算
非常简单。通过 NYMEX 清算所
会员建立一个账户，您即可简单
填写并完成网上登记表。一旦获
得批准，您即可对场外金属交易
进行清算。     

通过 NYMEX»清算所会员
建立一个账户

无论您是经纪人或交易
商，请访问 cmegroup.
com/clearport ，并完
成在线交易所用户许可
协议。

一旦您收到您的用户名和密
码，请联系清算所或您所在
结算所会员公司的风险相关
职员，要求将您的清算账户
添加至 RAV（风险账户价
值）管理器。关于应该允许
场外经纪人（如有）来代表
您输入用于清算的交易，您
须通知您的清算公司。届
时，您将获得您希望在任何
市场进行清算的许可。

如何通过 CME»ClearPort  开始输入用于清算的交易。

通过 CME»ClearPort 报告用于清算的交易，客户可选择三种方式。

经纪商输入
一旦交易达成，经纪人输入交易至  
CME»ClearPort»GUI（基于 Web 的用户
界面）或 CME»ClearPort»API。

便利服务台
一旦交易达成，其中一位交易商问询 
CME»ClearPort»便利服务台。便利服务
台将联系其他交易商以进行确认。当服
务台获得双方确认，将处理该交易。

第三方匹配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交易商是由第三方
匹配/确认平台进行匹配。匹配平台直接
将交易商输入 CME»ClearPort»API。

交易商 经纪人 交易商 A 便利服务台 交易商 B 交易商 A 第三方匹配/
确认平台   

交易商 B 

cmegroup.com/clearport欲了解有关 CME»ClearPort»的更多资讯, 请访问                                                。

cmegroup.com/ferrous»有关我们钢铁产品清单的详情，请访问：»»»»»»»»»»»»»»»»»»»»»»»»»»»»»»»»»»»»»»»»»»»»»»»»»»或联系以下交易所代表之一：

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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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South»Wacker»Drive»»»»
Chicago,»Illinois»60606
cmegroup.com

CME 集团各区域办事处

info@cmegroup.com
+1»800»331»3332
+1»312»930»1000

纽约

+1»212»299»2000

卡尔加里 

+1»403»444»6876

首尔

+82»2»2076»8470

伦敦

+44»20»3379»3700

休斯敦

+1»713»658»9292

香港

+852»3101»7696

新加坡

+65»6593»5555

圣保罗

+55»11»2565»5999

华盛顿特区

+1»202»638»3838

CME Group 是 CME  集团的注册商标；地球标志、CME、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Globex、CME Direct 是芝加哥商业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商
标；ClearPort、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NYMEX 是纽约商业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COMEX 是纽约商品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本文档所含
资料由CME集团编制，仅作一般用途。CME 集团尽全力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但对任何错误或遗漏概不承担任何责任。此外，本文档中所有例子均为假设情况，仅为说明阐述目
的，不应被认作投资建议或实际市场经验结果。                       

所有关于规则与细节之事项均遵循正式的 CME、CBOT 和 NYMEX 规则，并可被其替代。在采取任何行动前（在所有合约规格相关情况下）均应参考当前的规则。

期货交易具有亏损的风险，因此并不适于所有投资者。期货是一种杠杆投资，由于只需要具备某合约市值一定百分比的资金就可进行交易，所以损失可能会超出其为某一期货头
寸而存入的金额。因此，交易者应当使用其有能力承受损失风险且不会影响其生活方式的资金来进行该等投资。由于无法保证这些资金在每笔交易中都能获利，所以该等资金中
应仅用一部分投入某笔交易。本手册中所有例子均为假设情况，仅为说明阐述之目的，不应被认作投资建议或实际市场经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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