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第十届中国期货分析师暨场外
衍生品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第十届中国期货分析师暨场外衍生品论坛将于2016年04月在杭州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阳春三月，生机盎然。第十届中国期货分析师暨场外衍生品论坛将于4月22-23日在杭州黄龙饭店召开。
本届论坛将以“新动力·新平台·新服务”为主题，围绕大宗商品、期权与场外衍生品、期货+保险、金融衍生
品与风险管理等服务国民经济与改革开放前沿领域，深入探讨期货及衍生品行业如何响应供给侧改革、创新经
济增长动力的需求，促进分析师全面转型，通过场外衍生品等新的服务体系，全面提升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国
民经济、服务创业创新能力等行业发展问题。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及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的严
峻挑战。期货及衍生品行业作为金融业重要组成部分，必当积极深化改革，稳妥推进产品创新、机制创新与服
务创新，建立完善风险预警与控制机制，促进实体企业的稳定经营，以充分发挥市场功能，保障国家稳中求进
目标的实现。拟推出的原油期货将进一步完善品种体系，农产品期权品种也在抓紧准备之中，做市商机制整装
待发，场外衍生品业务如火如荼，期货资管业务正迎来快速扩张期，期货及衍生品行业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市场
条件更为有利，服务能力与日俱增。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69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07/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6284/


本届论坛将于4月23日上午举行主论坛，力邀国内著名经济学家以“动力转换中的中国经济形势”为题，
对供给侧改革下中国经济发展及金融改革所面临的宏观经济基本面进行深度解读，并广邀境内外、业内外著名
分析师对于人民币汇率、大宗商品、农产品等备受关注的品种的运行趋势进行深入解读，为企业进行风险管理
提供参考与借鉴。

4月23日下午将举办四个分论坛，一是大宗商品分论坛，旨在探究如何响应“供给侧改革”为实体企业设
计风险管理方案、如何在新形势下实现全产业链风险管理等重要问题；二是期权与场外衍生品分论坛，着重讨
论农产品期权如何有效服务“三农”、场外与场内避险工具的选择与互补、海外市场期权对我国的借鉴意义等
问题；三是“期货+保险”分论坛，该论坛旨在通过梳理典型案例，总结“期货+保险”模式服务实体经济的
路径和方式；四是金融衍生品与风险管理分论坛，着重探讨人民币国际化与利率市场化、实体企业如何运用衍
生品工具管理汇率风险等前沿问题。

本届论坛还将于4月22日下午举办两场专题活动，一是举办场外市场平台建设高峰会议，将就场外衍生
品产品设计、风险控制及如何有序推进业务发展等相关话题进行深入探讨；二是期货资管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
构合作座谈会，专题研讨在资管领域期货公司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在产品设计、资金对接、风险控制、利益
分配、业务推介、流程协调、排他性竞争等问题，以促进期货资管业务再上台阶。另外，4月22日晚上将举行
中国期货分析师论坛十周年酒会及中外金融分析师交流沙龙，沙龙将就互联网时代金融分析师的定位与职能、
职业发展方向、境外内金融分析师的交流与合作等展开深入探讨。

同时本届论坛将举办“中国期货分析师论坛十年回顾展----创新的十年 服务的十年 发展的十年”，以展
现中国期货分析师的成长之路，展现期货分析师大会的平台效应，展现期货衍生品行业的服务功能。

http://www.huodongjia.com/tag/593/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71/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37/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22日 13:00-
20:30

23日 08:30-
09:00

论坛注册

地点：杭州黄龙饭店

主论坛:新动力·新平台·服务主论坛:新动力·新平台·服务

  ----全面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全面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4月23日(星期六)上午4月23日(星期六)上午

地点：水晶宫地点：水晶宫

第一节 开幕式  主持人：

9:00—9:40 领导致辞

9:10—10:15
主题演讲：动力转换中的中国经济形势

演讲嘉宾: 卢中原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10:15—10:30 中场休息

第二节 主题演讲  主持人：

10:30-11:00
主题演讲：2016大宗商品投资机会

演讲嘉宾：徐小庆 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11:00-11:30
主题演讲：黄金能否牛市重来？

演讲嘉宾：张炳南 中国工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黄金协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

11:30-12:00
主题演讲：贬还是不贬？------RMB汇率前景探讨

演讲嘉宾：陈世渊 彭博通讯社驻香港经济学家

12:00-13:30
"我是分析师"自助午餐会
承办单位：盛达期货有限公司

 

专题培训专题培训

4月20日
培训内容：期权交易实务培训
主办单位：中国期货业协会    欧洲期货交易所
协办单位：横华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月21日

 

培训内容：期货公司中层管理人员业务培训
主办单位：郑州商品交易所   中国期货业协会

 



专项会议专项会议

4月21日
会议名称：2016年风险管理公司业务发展研讨会
主办单位：中国期货业协会

4月22日上午
会议内容：中国期货业协会国际业务委员会2016年度第二次会议

主办单位：中国期货业协会

专项活动专项活动

4月22日（星期五）
6:30-9:00

中国期货人西湖健行活动

 

场外市场平台建设高峰会场外市场平台建设高峰会

4月22日（星期五）下午4月22日（星期五）下午

地点：珍珠厅2地点：珍珠厅2

13:30-13:50 领导致辞

13:50-15:20

研讨话题

1.场外市场平台的发起主体

2.场外市场平台的运作模式

3.场外市场平台的发展路径

场外市场平台的参与主体及参与方式

15:20-15:40 茶歇

15:40-17:30

研讨话题

5.如何搭建场外市场平台的交易体系

6.如何搭建场外市场平台的风控体系

7.如何搭建场外市场平台的结算体系

8.如何搭建场外市场平台的IT系统

场外市场平台未来发展方向及趋势

 

讨论嘉宾：

交易所代表、上海清算所代表、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代表、银行代表、

券商代表、期货现货子公司代表、私募代表、信息资讯机构代表

 

专题活动：2016期货资管合作论坛专题活动：2016期货资管合作论坛

承办单位：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承办单位：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4月22日（星期五）下午4月22日（星期五）下午

地点：珍珠厅1地点：珍珠厅1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6292/


13:00-13:30 嘉宾签到

13:30-13:50
专题演讲：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模式介绍

演讲嘉宾：邹功达 广发期货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13:50-14:20
专题演讲：以投研能力为核心促进期货资管主动管理水平提升

演讲嘉宾：徐志谋 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负责人

14:20-14:45
专题演讲：银行与非银金融机构间合作的准入规则

演讲嘉宾：张险峰 浦发银行总行金融机构部副总经理

14:45-15:10
专题演讲：期货资管在银行高净值客户中的运用
演讲嘉宾：范 楷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资产管理部量化投资处处长

15:10-15:35
专题演讲：私募与银行、期货资管合作模式与创新
演讲嘉宾：周 理 上海理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15:35-15:50 茶歇

15:50-17:00

圆桌讨论：
1.银行如何通过利用风险管理工具应对系统性风险
2.银行在与期货公司开展资管业务合作中的主要关注点及未来合作方向
3.私募公司在与银行及期货资管平台合作中最关注哪些方面的服务
4.针对期货资管近年来增速高而绝对规模仍有限的状况，有什么意见建议？
5.期货公司的期货资管业务发展思路
主持嘉宾：徐 凌 海通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 
讨论嘉宾：
魏  峻 招商银行总行同业客户部总经理助理
李  畅 民生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代客资产管理中心总经理 
施建军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罗旭峰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肖  辉 上海淘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投资总监
李  宏 桐湾投资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专题活动：分析师论坛十周年纪念活动自助餐会专题活动：分析师论坛十周年纪念活动自助餐会
特别赞助：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特别赞助：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4月22日（星期五）晚4月22日（星期五）晚

地点：水晶宫1+2地点：水晶宫1+2

18:00-19:00 分析师论坛十周年纪念活动自助餐会

 

专题活动：中外机构分析师沙龙专题活动：中外机构分析师沙龙

承办单位：横华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承办单位：横华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  新加坡交易所  协办单位：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  新加坡交易所  



4月22日（星期五）晚4月22日（星期五）晚
地点：水晶宫1+2地点：水晶宫1+2

第一节 致辞与演讲

19:30-19:40 嘉宾致辞嘉宾致辞

19:40-20:0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如何让研究有效促进投资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第二节 交流与对话第二节 交流与对话

20:00-20:10 嘉宾致辞嘉宾致辞

20:10-20:45

交流对话：交流对话：中外机构分析师在研究体系搭建方面的经验交流
讨论嘉宾：讨论嘉宾：
中方中方：境内机构代表
外方外方：境外机构代表

第三节 成立仪式第三节 成立仪式

20:45-20:50 嘉宾致辞嘉宾致辞

20:50-21:00 “海内外衍生品分析师联盟中心”发起仪式

 

专题展览专题展览

22日、23日
中国期货分析师论坛十年回顾展

        ------创新的十年  服务的十年  发展的十年

 

分论坛：大宗商品分论坛：大宗商品

承办单位：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承办单位：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协办单位：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

时间：4月23日（星期六）下午时间：4月23日（星期六）下午

地点：水晶宫1地点：水晶宫1

第一节第一节

14:00-14:10   领导致辞

14:10-14:4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原油价格的供需与博弈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佘建跃 中海石油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原油部首席经济师

14:40-15:1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黑色金属价格能否延续反弹？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笃慧 中泰证券研究所副所长 

15:10-15:4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有色金属的投资价值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何笑辉 北京安泰科信息开发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006/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003/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682/


15:40-16:00 茶歇 
第二节 主题讨论第二节 主题讨论

16:00-16:3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宏观领域看大宗商品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张一凡 国泰君安证券固定收益证券部董事总经理、外汇和大宗商品业务部总经理

16:30-18:00

互动讨论：互动讨论：大宗商品投资价值与风险管理
 1、寻求大宗商品高投资价值板块的逻辑
 2、供给侧改革对商品价格的影响
 3、如何看待美元指数与商品价格的相关性
 4、新常态下商品对冲策略的应用前景
 5、在价格低迷情况下的套保策略选择
讨论嘉宾：讨论嘉宾：
佘建跃 中海石油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原油部首席经济师
笃  慧 中泰证券研究所副所长
何笑辉 北京安泰科信息开发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陈世亮 新加坡交易所大宗商品部总监
李  冰 弘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  亮 国泰君安期货铁矿石研究员

 

分论坛：期权及场外衍生品分论坛：期权及场外衍生品

承办单位：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鲁证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承办单位：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鲁证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时间：4月23日（星期六）下午时间：4月23日（星期六）下午

地点：水晶宫2地点：水晶宫2

第一节

14:00--14:10 领导致辞

14:10—14:4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ISDA保证金制度的最新状况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Keith Noyes ISDA亚太区总监

14:40—15:1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期权交易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期权交易策略实例分享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任  重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市场发展科副总裁

15:10—15:4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贸易公司参与衍生品的模式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王  强 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衍生品事业部主管

15:40—16:1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豆类油脂基差贸易的运作方式以及衍生品工具的运用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韩少杰 九三油脂集团公司油脂油料部总经理助理

16:10—16:4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风险管理公司典型业务模式介绍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刘胜喜 浙江永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冯益朋 鲁证经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6/


16:40—16:50 茶歇

第二节

主持人：李金禄 浙江永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6:30---18:00

互动讨论：互动讨论：充分发挥场外衍生品的风险管理功能
1、场外衍生品市场发展现状
2、农产品期权如何有效服务“三农”
3、基差点价贸易+期权模式对于实体企业的作用
4、期货公司分析师团队在创新业务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5、风险管理公司与实体企业如何搭建场外衍生品业务团队
6、场外衍生品业务未来发展前景展望  
讨论嘉宾：讨论嘉宾：
韩少杰 九三油脂集团公司油脂油料部总经理助理
劳洪波 浙江热联中邦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安富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期货投资部总监
周  博 浙江永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场外衍生品业务负责人
李  苑 鲁证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油脂油料事业部负责人
吴剑剑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研究中心经理 
孟宪强 鲁证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负责人

 

分论坛：“期货+保险”分论坛：“期货+保险”

承办单位：浙商期货有限公司承办单位：浙商期货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新湖期货有限公司协办单位：新湖期货有限公司

时间：4月23日（星期六）下午时间：4月23日（星期六）下午

地点：水晶宫3地点：水晶宫3

第一节第一节

14:00—14:10 领导致辞

14:10—14:15 签约仪式

14:15—14:45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对“期货+保险”政策与相关制度、办法的解读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任兴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

15:15-15:35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大宗商品市场的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服务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马文胜 新湖期货有限公司董事长

15:35-16:05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农业风险管理经验、现状及展望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张  峭 中国农业科学院信息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6:05—16:15 茶歇茶歇

第二节第二节

16:15-16:45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农产品期货价格保险试点介绍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刘玉成  浙商期货有限公司大豆价格保险负责人
       李北新  新湖期货有限公司玉米价格保险负责人

互动讨论：如何推动“期货+保险”业务的发展互动讨论：如何推动“期货+保险”业务的发展
1.“期货+保险”业务对稳定农业生产的好处
2.“期货+保险”业务的机遇和挑战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758/


16:45-18:00

3.期货与保险应如何更好开展合作
4.“期货+保险”业务的未来发展路径
5.“期货+保险”的相关政策建议
讨论嘉宾：讨论嘉宾：
王之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期货部正处级调研员
邵绛霞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财产保险管理部副处长
李 华 中国人保集团风险管理部风险管理处业务主管
何 欣 大连商品交易所产业拓展部总监助理
张 峭 中国农业科学院信息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黑龙江省嫩江县农委
李北新 上海新湖瑞丰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玉成 浙商期货有限公司大豆价格保险负责人

 

分论坛：金融衍生品与风险管理分论坛：金融衍生品与风险管理

承办单位：中信期货有限公司、深圳开拓者承办单位：中信期货有限公司、深圳开拓者科技科技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信达期货有限公司协办单位：信达期货有限公司

时间：4月23日（星期六）下午时间：4月23日（星期六）下午

地点：珍珠厅地点：珍珠厅

第一节第一节

14:00—14:10 领导致辞

14:10—14:4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展望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何海峰 中国社科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拟） 

14:40—15:1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外汇风险管理方法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15:10—15:4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人民币利率市场化与相关衍生品发展趋势展望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李慕春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债券事业部总监（拟）

15:40—16:00 茶歇茶歇

第二节第二节

16:00---16:5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投资与风险管理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陈剑灵 深圳开拓者科技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16:50---18:00

互动讨论：如何利用金融衍生品做好风险管理互动讨论：如何利用金融衍生品做好风险管理
1.“金融衍生品”工具对目前市场的风险管理的帮助
2.“汇率衍生品”工具的发展路径与挑战
3.“利率衍生品”工具的机遇与挑战
4.“境外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发展情况
5.“衍生品交易风险管理”如何运用好衍生工具做好交易管理
主    持：主    持：侯峻 中信期货研究部副总经理
讨论嘉宾：讨论嘉宾：
李慕春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债券事业部总监
陈剑灵 深圳开拓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92/


姒元忠 德意志交易所集团北京首席代表
       开拓者实盘客户代表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刘胜喜
浙江永安资本管理有…

总经理  

李慕春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债券事业部总监  

何海峰
中国社科院金融政策…

主任  

李北新
上海新湖瑞丰金融服…

董事长

张峭
中国农业科学院信息…

研究员  

马文胜
新湖期货有限公司

董事长  

任兴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所长  

孟宪强
鲁证期货股份有限公…

研究所负责人

吴剑剑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

杭州研究中心经理  

李苑
鲁证期货股份有限公…

事业部负责人  

周博
浙江永安资本管理有…
场外衍生品业务负责… 

刘安富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

期货部负责人

劳洪波
浙江热联中邦投资有…

董事长  

李金禄
浙江永安资本管理有…

副总经理  

冯益朋
鲁证经贸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强
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

衍生品事业部主管



任重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

市场发展科副总裁  

Keith Noyes
ISDA

亚太区总监  

马亮
国泰君安期货
铁矿石研究员  

何笑辉
北京安泰科信息开发…

高级分析师

李冰
弘业资本管理有限公…

董事长  

陈世亮
新加坡交易所

大宗商品部总监  

张一凡
国泰君安证券固定收…

董事总经理  

笃慧
中泰证券研究所

副所长

佘建跃
中海石油化工进出口…

原油部首席经济师  

周理
上海理石投资管理股…

总经理  

范楷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资…

处长  

张险峰
浦发银行总行

金融机构部副总经理

徐志谋
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

负责人  

邹功达
广发期货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陈世渊
彭博通讯社

驻香港经济学家  

张炳南
中国工艺（集团）公…

副总经理

卢中原
全国政协

委员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会议注册费1200元/人，含会议资料、自助餐。
【注：同一公司三人以上（含三人）注册费为1000元/人】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0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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