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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交割定义的理解

定义：实物交割是指交易双方按照合约和规则的规定通过该期货合约所

载商品所有权的转移,了结未平仓合约的过程。

➢标准化期货合约

➢最后交易日交易所对买卖双方持仓按照交割结算价进行平仓

➢最后交割日进行货款与标准仓单互换

➢按照交易所规则规定的流程进行商品入库、仓单注册、交割、注销、

提货



化工品种合约概览
交易品种 聚丙烯（PP） 线型低密度聚乙烯（LLDPE） 聚氯乙烯（PVC）

交割基准品 窄带类（拉丝级PP）
熔质2.0的LLDPE（用于生产农膜-地

膜）
SG5型一等品（优等品）

交割等级
质量标准

大连商品交易所聚丙烯
交割质量标准

大连商品交易所线型低密度聚乙烯交割
质量标准

符合《悬浮法通用型聚氯乙烯树脂（GB/T 

5761-2006）》规定的SG5型一等品和优等
品

品牌 不限品牌 不限品牌 交易所认可的品牌（注册品牌制）

交割单位 1手（5吨）或者整数倍

合约月份 1，2，3，4，5，6，7，8，9，10，11，12月

最后交易日 合约月份第10个交易日

最后交割日 最后交易日后第3个交易日

交割地点
大连商品交易所聚
丙烯指定交割仓库

大连商品交易所线型低密度聚乙烯指定交割仓库 大连商品交易所聚氯乙烯指定交割仓库

交割主体 法人客户（个人客户不能参与交割，会员代为履约）

交割限额 2500手（可申请交割月份套保） 1000手（可申请交割月份套保） 2500手（可申请交割月份套保）

交割方式 实物交割（一次性交割、期货转现货、保税交割-LLDPE）

交割费用 交割预报定金（入库后清退）、入出库作业费、检验费、仓储费、交割手续费等

交割违约 在规定期限内卖方未能如数交付标准仓单、买方未能如数交付货款的，构成交割违约。



LLDPE期货交割质量标准
测试项目 单位 质量要求

颗粒外观（本色颗粒，无
杂质，无黑粒。）

色粒 个/kg ≤40

大粒和小粒 g/kg ≤10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MFR）
标称值 g/10min 2.0

偏差 g/10min ±0.5

密度 g/cm3
[0.915,0.923]，且产品的密度与标
称值的偏差不超过0.003 g/cm3。

拉伸性能
拉伸屈服应力 MPa ≥7.0

拉伸断裂标称应变 % ≥200

包装

线型低密度聚乙烯包装袋上应印有该产品的标志。标志中包括：商标、生产厂名称、
产品标准号、产品牌号、批号及净重、产品名称(线型低密度聚乙烯、线型低密度聚乙
烯树脂、聚乙烯、聚乙烯树脂、LLDPE、Linear Low Density Polyethylene等)。

使用原生产厂家或者其认可的包装，袋装产品每袋净重25±0.2Kg。包装材料应保证产
品在多次运输、码放、贮存时不污染和泄漏，并能防潮、防尘。

熔质2.0的LLDPE（用于生产农膜-地膜）



测试项目 单位 质量要求

颗粒外观（本色
颗粒，无杂质。）

黑粒 个/kg 0

色粒 个/kg ≤5

大粒和小粒 g/kg ≤100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MFR） g/10min
≥2.5且≤4.0（产品的MFR与标称值的偏

差不超过标称值的30%。 ）

灰分（质量分数） % ≤0.03

等规指数 % >95.5

拉伸性能

拉伸屈服应力 MPa >29.0

拉伸断裂应力 MPa >15

拉伸断裂标称应变 % >150

包装

聚丙烯外包装袋上应有明显的标志。标志内容包括：商标、生产厂名称、标准号、
产品名称、牌号、生产日期、批号和净含量等。

使用原生产厂家或者其认可的包装，袋装产品每袋净重25±0.2Kg。包装材料应保证
产品在多次运输、码放、贮存时不污染和泄漏，并能防潮、防尘。

PP期货交割质量标准

窄带类（拉丝级PP）



1、质量符合《悬浮法通用型聚氯乙烯树脂（GB/T 5761-2006）》的SG5型一等品，优等品作为替代品允
许交割，优等品和一等品之间不设等级升贴水。
2、注册品牌交割制度：仅限交易所注册的13个品牌，无品牌升贴水。

企业名称 品牌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青峰（免检）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天业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北元
内蒙君正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君正（免检）
山东信发化工有限公司 信发

内蒙古亿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亿利化学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中盐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水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路（免检）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宜化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英力特（免检）

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
唐山三友氯碱有限责任公司 三友（免检）

PVC期货交割质量标准



黑色品种合约概览
交易品种 铁矿石（I） 焦煤（JM） 焦炭（J）

交割基准品 62%铁含量粉矿 主焦煤 准一级冶金焦炭

交割等级
质量标准

大连商品交易所铁矿石交割质量标准 大连商品交易所焦煤交割质量标准 大连商品交易所焦炭交割质量标准

品牌 不限品牌 不限品牌 不限品牌

交割单位 100手（10000吨） 100手（6000吨） 10手（1000吨）

合约月份 1，2，3，4，5，6，7，8，9，10，11，12月

最后交易日 合约月份第10个交易日

最后交割日 最后交易日后第3个交易日

交割地点 大连商品交易所铁矿石指定交割仓库 大连商品交易所焦煤指定交割仓库 大连商品交易所焦炭指定交割仓库

交割主体 法人客户（个人客户不能参与交割，会员代为履约）

交割限额 2000手（可申请交割月份套保） 500手（可申请交割月份套保） 300手（可申请交割月份套保）

交割方式 实物交割（一次性交割、期货转现货、提货单交割-铁矿石、保税交割-铁矿石）

交割费用 交割预报定金（入库后清退）、入出库作业费、检验费、仓储费、交割手续费等

交割违约 在规定期限内卖方未能如数交付标准仓单、买方未能如数交付货款的，构成交割违约。



焦炭标准品质量要求

指标 允许范围（％）

灰分A
d

≤12.5

硫分S
t,d

≤0.65

抗碎强度M
40

≥82

耐磨强度M
10

≤7.5

反应性CRI ≤28

反应后强度CSR ≥62

挥发分V
daf

≤1.5

焦末(<25mm)含量 入库≤5.0 出库≤7.0

粒度(≥25mm) 入库≥95.0 出库≥93.0

准一级



焦炭替代品质量差异与升贴水

指标 允许范围(％) 升贴水(元/吨)

灰分Ad

(12.5,13.0] 每增加0.1扣价3

(13.0,13.5] 每增加0.1扣价5

(13.5,14.0] 每增加0.1扣价10

硫分St,d

(0.65,0.70] 每增加0.01扣价3

（0.70,0.75] 每增加0.01扣价5

（0.75,0.80] 每增加0.01扣价10

反应后强度CSR [55,62)

出现任一项扣价50，出现多项不累扣
反应性CRI (28,32]

抗碎强度M40 [78,82)

耐磨强度M10 (7.5,8.5]

全贴水



 水分Mt要求≤5.0％。水分含量大于5.0%的，按超过部分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一位扣重（例如，实

测水分为6.32％，扣重1.3％）。

 注意事项：入、出库水分都按照5%来核算。

 出库时，焦末含量或粒度不符合标准品质量要求的出库标准的，对超过焦末含量标准或不足粒度

标准的部分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一位，指定交割仓库应当按照出库完成前一交易日最近月份焦炭

合约结算价计算补偿金额（例如，焦末含量出库标准为不超过7％，实测为8.23％，四舍五入至小

数点后一位，补偿金额为对应货物货款的1.2％）。

焦炭数量检验注意事项

入、出库实际数量（湿吨）=理论湿吨数量*（1-5%）/（1-Mt）



焦煤标准品质量要求

指标 允许范围

灰分（Ad），% 10

硫分(St,d)，% 0.7

挥发分（Vdaf），% ≥16.0且≤28.0

粘结指数（G） 入库≥75% 出库>65%

胶质层最大厚度（Y），mm ≤25.0

反应后强度（CSR），% 60≤且≤65



焦煤替代品质量差异及升贴水

指标 允许范围或数值
升贴水
（元/吨）

灰分（Ad）

>10.0%且≤10.5% 每升高0.1%，扣价4

>9.0%且≤10.0% 每降低0.1%，升价2

<9.0% 以9.0%计价

硫分(St,d)

>1.30%且≤1.60% 每升高0.01％，扣价5，与前档扣价累计计算

>1.00%且≤1.30% 每升高0.01％，扣价2.5，与前档扣价累计计算

>0.70%且≤1.00% 每升高0.01％，扣价1.5

≥0.50%且<0.70% 每降低0.01%，升价0.5

<0.50% 以0.50%计价

胶质层最大厚度（Y），mm （无限制）>25.0 0

反应后强度（CSR），%
≥55且＜60 扣价100

>65 0



➢ 镜质体随机反射率标准差(S)≤0.13

➢ 镜质体最大反射率于1.0-1.6占比（Rmax占比）≥70%

➢ 水分Mt≤8.0%，如果水分大于8.0%，按照超出部分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一位扣重（例如，实测水分为9.32％，
扣重1.3％）

➢ 注意事项：入、出库水分都按照8%来核算。

➢ 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检验机构要注意具体的检验标准）

测试指标 国标

试样的采取和制备 GB/T 475

硫分的测定 GB/T 214

水分、灰分、挥发分的测定 GB/T 212

粘结指数的测定 GB/T 5447

胶质层最大厚度的测定 GB/T 479

镜质体随机反射率的测定 GB/T 6948

镜质体随机反射率标准差的判别 GB/T 15591

试验焦炉实验生成焦炭反应后强度的测定 Q/CY-MKZY-006-2012

焦煤品质检验注意事项



智舒

指标 标准品范围

铁（Fe） =62.0%

二氧化硅（SiO2） ≤4.0%

氧化铝（Al2O3） ≤2.5%

磷（P） ≤0.07%

硫（S） ≤0.03%

微量元素

铅（Pb）≤0.02%

锌（Zn）≤0.02%

铜（Cu）≤0.20%

砷（As）≤0.02%

二氧化钛（TiO2）≤0.80%

氟+氯≤0.20%

氧化钾（K2O）+ 氧化钠（Na2O）≤0.30%

粒度
6.3毫米以上的占比不超过20%，且0.15毫米以下的占比不

超过35%

铁矿石标准品质量要求

代表粉矿



智舒铁矿石替代品质量要求及升贴水
指标 允许范围 升贴水（元/吨）

铁（Fe） ≥60.0%

≥60.0%且＜62.0%时，每降低0.1%，扣价1.5

＞62.0%且≤65.0%时，每升高0.1%，升价1.0

＞65.0%时，以65.0%计价

二氧化硅（SiO2）
+

三氧化二铝（Al2O3）
≤8.5% 0

二氧化硅（SiO2） ≤6.5%

＞4.0%且≤4.5%时，每升高0.1%，扣价1.0；
＞4.5%且≤6.5%时，每升高0.1%，扣价2.0，
与前档扣价累计计算

三氧化二铝（Al2O3） ≤3.5%

＞2.5%且≤3.0%时，每升高0.1%，扣价1.5；
＞3.0%且≤3.5%时，每升高0.1%，扣价3.0，
与前档扣价累计计算

磷（P） ≤0.15%

＞0.07%且≤0.10%时，每升高0.01%，扣价1.0；
＞0.10%且≤0.15%时，每升高0.01%，扣价3.0，
与前档扣价累计计算

硫（S） ≤0.20% 每升高0.01%，扣价1.0

粒度 0.075毫米以下的占比不低于70% 0

代表
精矿



铁矿石其他注意事项

非品牌交割，所有指标符合标准品或替代品的要求就能交割；

没有升贴水设置的指标是强制性指标，超出范围即判定不合格；

会员单位、交割仓库要熟悉各品种交割质量标准（含替代品）、质量升贴水计算方法、最后交

易日和最后交割日的概念和具体时间，及时给予客户提醒。



交易品种 乙二醇（EG）

交割等级
质量标准

大连商品交易所乙二醇交割质量标准（F/DCE EG001-2018）

品牌 不限品牌

交割单位 1手（10吨）

合约月份 1，2，3，4，5，6，7，8，9，10，11，12月

最后交易日 合约月份倒数第4个交易日

最后交割日 最后交易日后第3个交易日

交割地点 大连商品交易所乙二醇指定交割仓库

交割主体 法人客户（个人客户不能参与交割，会员代为履约）

交割限额 1000手（可申请交割月份套保）

交割方式 实物交割（一次性交割、期货转现货、滚动交割）

交割费用
交割预报定金（入库后清退）、入出库作业费、检验费、仓储费、交割手续

费等

交割违约 在规定期限内卖方未能如数交付标准仓单、买方未能如数交付货款的。

乙二醇合约概览

以6月份为例

最后
交易日

最后
交割日



乙二醇交割质量标准
序号 项目 指标

1.1. 外观 透明液体，无机械杂质

2.2. 乙二醇，w/% ≥99.9

3.3. 二乙二醇，w/% ≤0.050

4.4. 1,2-丁二醇，w/% ≤0.01

5.5. 碳酸乙烯酯，w/% ≤0.005

6.6.

色度(铂-钴)/号
加热前

加盐酸加热后

≤5

≤20

7.7. 密度(20℃)(g/cm3) 1.1128~1.1138

8.8.

沸程(在0℃，0.10133MPa)

初馏点/℃
干点/℃

≥196.0

≤199.0

9.9. 水分，w/% ≤0.08

10.10. 酸度(以乙酸计)/(mg/kg) ≤10

11.11. 铁含量/(mg/kg) ≤0.10

12.12. 灰分/(mg/kg) ≤10

13.13. 醛含量(以甲醛计)/(mg/kg) ≤8.0

14.14.

紫外透光率/%

220nm

275nm

350nm

≥75

≥92

≥99

15.15. 氯离子/(mg/kg)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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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省市
协议库容
（万吨）

升贴水
（元/吨）

北京 1 0

华北
地区

山东临沂 7 0

山东青州 8 0

天津 11 0

华东
地区

江苏常州 8.5 基准库
江苏南通 3 基准库
上海 16 基准库

浙江杭州 10.5 基准库
浙江湖州 2 基准库
浙江金华 4 基准库
浙江宁波 7 基准库

华南
地区

广东佛山 2 0

广东广州 8.5 0

广东汕头 2 0

西南
地区

四川重庆 1.5 -150

总计 93

地区 省市
协议库容
（万吨）

升贴水
（元/吨）

华北
地区

山东临沂 8 -150

山东青州 8 -150

华东
地区

江苏常州 7.5 -50

江苏南通 3 -50

上海 16 基准库

昆山 1.5 基准库

浙江杭州 10.5 基准库

浙江金华 4 基准库

浙江宁波 7 基准库

华南
地区

广东广州 8.5 0

广东汕头 2 0

西南
地区

四川重庆 1.5 -150

总计 79.5

地区 省市
协议库容
（万吨）

升贴水
（元/吨）

华东地区

江苏常州 7.5 0

江苏江阴 2.5 0

江苏南通 3 0

上海 12.5 0

浙江杭州 10.5 0

浙江湖州 2 0

浙江金华 4 0

浙江宁波 2 0

华南地区
广东佛山 2 基准库

广东广州 6 基准库

总计 52

工业品交割仓库分布——固体化工

LLDPE PP PVC



工业品交割仓库分布—冶金炉料

地区 省市
协议库容
（万吨）

标准仓单
最大量
（万吨）

升贴水（元/

吨）

华北
地区

河北省
保定市

9 基准库

河北省
唐山市

111 7.5 基准库

山东省
青岛市

60 基准库

山东省
日照市

60 21 基准库

山东省
潍坊市

9 基准库

山西省
晋中市

2.4 -200

山西省
太原市

6.6 -200

天津市 114 基准库

华东
地区

江苏省
连云港
市

8 3 基准库

总计 353 58.5

地区 省市
仓库协议
库容（万
吨）

厂库标准
仓单最大
量（万吨）

升贴水
（元/吨）

东北
地区

辽宁大
连

55 135 -10

华北
地区

山东青
岛

300 70 基准库

山东日
照

120 80 基准库

河北唐
山

200 145 基准库

天津市 100 65 基准库
华东
地区

江苏连
云港

20 95 基准库

总计 795 590

地
区

省市
协议库容
（万吨）

标准仓
单最大
量（万
吨）

升贴水
（元/吨）

华
北
地
区

河北省
唐山市

111 基准库

山东省
青岛市

100 基准库

山东省
日照市

70 基准库

山西省
太原市

24.6 -300

天津市 46 基准库
华
东
地
区

江苏省
连云港
市

20 基准库

总计 347 24.6

铁矿石 焦炭 焦煤



工业品交割仓库分布—液体化工品

地区 省市
仓库协议库
容（万吨）

厂库标准仓单最大量
（万吨）

升贴水
（元/吨）

华南
地区

福建省泉州市 2 0

广东省东莞市 4 0

广东省惠州市 2 0

华东
地区

江苏省常熟市 12 基准库
江苏省常州市 8 基准库
江苏省江阴市 3 基准库
江苏省南京市 3 基准库
江苏省南通市 6 基准库
江苏省太仓市 3 基准库
江苏省张家港

市
70 基准库

上海市 6 基准库
浙江省宁波市 8 基准库

总计 12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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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怎么交？——交割流程
（预报、注册、配对、注销提货）



工业品现有交割方式

一次性交割：仓库-标准仓单（塑料品种、焦煤、焦炭及铁矿石、铁矿石）

生产型厂库-标准仓单（焦煤、焦炭、铁矿石、乙二醇）

贸易商厂库（铁矿石）、异地交收型厂库（焦炭）

期转现（塑料品种、炉料品种、乙二醇）

滚动交割（乙二醇）

提货单交割（铁矿石）

仓单服务商（铁矿石）



初步接洽

签订合同

客户下达发
货指令

商品入库

客户下达出
货指令 结算相关费用 客户自提或仓库

配送

办理交割预报

检验合格 注册电
子仓单

转让、质
押等业务

转让、质押、冲
抵保证金等业务

买方
注销
仓单

凭借提货密码、
货主介绍信、
经办人身份证
办理提货手续

仓库交割业务流程

结清现货
相关费用

交割 现场确认货
权、垛货

现货存储 签订合同



卖方交割流程

核心—标准仓单注册

仓库仓单注册流程：

办理交割预报—通知仓库入库信息—仓库委托检验机构—商品入库—流动抽样（散货、三
个炉料品种）—样品检验—出具检验报告（报验系统）—结清有关费用—申请仓单注册



交割各环节要点——预报

• 办理交割预报

– 先预报后入库，交易所在3个交易日内审批，并按“择优分配
、统筹安排”的原则安排指定交割仓库。

– 在库商品原则上不能直接参与交割，客户可以购买在库商品用
于交割，但需要提供购买合同和发票。交割仓库可以根据商品
质量、包装、牌号、码垛等情况要求客户倒垛。

– 会员通过电子仓单系统提交交割预报申请，意向仓库必须填写
2家。

• 注意事项：

交割预报数量必须是最小交割单位的整数倍。

焦炭为1000吨、焦煤为6000吨、铁矿石为10000吨。



• 委托检验及样品留存
– 仓单注册前的质量验收，由交割仓库委托交易所指定的质检机构（

CCIC、SGS、NBCIQ等）进行检验，仓库是商品验收的第一责任人。

– 检验费用由交割仓库向客户收取，并支付给检验机构。

– 质检机构抽取的样品一式两份，需要货主、仓库、质检机构三方签字
确认封存，其中一份由交割仓库妥善保存。

– 检验报告出具时间一般不超过7个工作日。

• 注意事项：

• 塑料检验应当以同一厂家、同一牌号进行组批，每批300吨，超过
300吨的应分若干批检验，不足300吨的按一批检验。

• 煤焦矿品种流动取样。

交割各环节要点——检验



标准仓单注册

商品所有权一定要明确，避免一货二主或其他质押；

结清仓单注册前的相关费用（入库作业费、现货仓储费、升贴水等）；

仓库依据客户要求通过电子仓单系统提交标准仓单注册申请；

期货公司代客户确认仓单注册相关信息；

交易所审批。



• 标准仓单注册
– 境内生产的LLDPE、PP申请注册标准仓单的，申请注册日期距商品生
产日期不得超过180（含180）个自然日，PVC不得超过120天。境外
生产的LLDPE、PP申请注册标准仓单的，申请注册日期距商品《进口
货物报关单》进口日期（或者《进境货物备案清单》进境日期）不得
超过180（含180）个自然日。

– 最晚交仓单时间为交割月第11个交易日3点以前。

– 标准仓单在每年的3月份最后1个交易日之前应当进行标准仓单注销。

注册要点——化工



特别注意事项——黑色

◆交割月零散持仓和个人客户持仓问题

◆提醒客户标准仓单注册的最后期限，避免客户出现违约现象（最后交单日闭市前完成仓单注册及仓单
冲抵）

◆如何确定现货仓储费付止日？

仓储费付止日次日方可注册仓单，禁止交割仓库强迫客户提前办理仓单注册。

◆ 仓单注册申请注意事项

a. 一份检验报告对应一个仓单申请；

b. 一个仓单的申请量不能超过检验报告标注的数量，不能低于现场实际商品数量。

◆仓单有效期

a. 焦炭、铁矿石标准仓单在每年的3月份最后一个工作日之前必须进行标准仓单注销；

b. 焦煤标准仓单在每个交割月份最后交割日后3个工作日内注销。



第一日是标准仓单提交日：交割月第11个交易日闭市前，卖方会员提交对应持仓的标
准仓，当天闭市后，交易所公布各交割仓库标准仓单数量信息。
第二日是配对日：交割月第12个交易日闭市前，买方提交交割仓库意向。可以申报两
个意向, 优先性顺序为：对任一买方，先考虑其第一意向，第一意向未得到满足或未
全部得到满足，再考虑其第二意向；对任一交割仓库，先考虑将该仓库作为第一意向
的买方，若有剩余仓单，再考虑将该仓库作为第二意向的买方。配对原则和步骤：

第一步：汇总标准仓单。交易所以仓库为单位汇总卖方的标准仓单；
第二步：匹配买方和交割仓库。对任一交割仓库，若提出交割意向买方持仓数量

合计小于其标准仓单数量，则所有买方意向均满足；若提出交割意向买方持仓数量合
计大于其标准仓单数量，则按照“平均持仓时间长优先”的原则确定参与交割配对的
买方。其中：平均持仓时间是以“天”为单位，每手持仓时间的加权平均数。平均持
仓时间相同的，持有建仓时间早的买方优先。具体公式为：

∑买方每手持仓时间
买方平均持仓时间= ───────────

买方总持仓量
交易所将满足买方意向后剩余的仓库仓单，与未提交割意向和所提交割意向未被

满足的买方持仓，按照“最少配对数”原则进行配对，确定买方交割对应的仓库和在
该仓库交割的数量。

第三步，匹配买卖双方。交易所将配好仓库的买方与持有该仓库仓单的卖方以
“最少配对数”原则进行配对，确定交割对应的买卖双方。

配对结果一经确定，买卖双方不得变更。配对结果等信息通过会员服务系统发送
给买卖双方会员，会员服务系统一经发送，即视为已经送达。
第三日是交收日，即最后交割日（最后交易日后第三个交易日）：最后交割日闭市前，
买方会员应当补齐与其交割月份合约持仓相对应的差额货款。交易所将卖方会员提交
的标准仓单交付买方会员。

一次性交割-3日交割法



买方交割流程

➢ 核心—提货

➢ 最后交割日15:00之前补足全额货款，结算后仓单归属买方。

➢ 仓单注销及发货流程：

➢ 会员代客户提交仓单注销申请—交易所审批—客户与仓库联系出库事宜（提交密码等材

料）—结清有关费用—签订协议—仓库发货（或现货保管）。



• 仓单注销、提货及质量争议
– 客户注销仓单后，凭提货证明到交割仓库现场核实货物，无异议后，
应与交割仓库签订现货保管合同。

– 货主应当在实际提货日3个自然日前与交割仓库联系有关出库事宜，并
在标准仓单注销日后10个工作日内（含当日）到交割仓库提货。

– 货主可以在接到商品检验报告或者标准仓单注销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向交易所提出复检申请，由交易所指定的质量检验机构进行复检，复
检结果为解决争议的依据。逾期未提出申请的，则视为对所交割商品
质量无异议。

注销注意要点



（二）厂库仓单交割流程

银行保函或现金保
证金

电子仓单

注册仓单

凭提货密码注销

冲抵

质押

转让

指定交割厂库提货

客
户
与
厂
库

签
协
议
结
清

相
关
费
用

电子仓单系统提交注册
申请

身份证、介绍信

三、交割业务主要流程及注意事项

日发货速度发货



厂库注册仓单要点
1. 厂库开具仓单需向交易所缴纳保函或现金保证金，额度为仓单价
值的130%。

2. 保函：见索即付履约保函（交易所固定模板），境内上市银行分
行以上级别，签发日前7个交易日任意一天的结算价，保函的有效
期应至所注册标准仓单的有效期后30日,签发日后10个交易日内到
交易所注册。

3. 现金保证金：交存日的前一交易日的结算价。
4. 厂库标准仓单的最大数量是交易所发布设立交割仓库时公布的数
值，是当前已注册且尚未注销的标准仓单的最大数量。

5. 厂库将保函或现金保证金交到交易所后，交易所审核需要一定的
时间。因此，厂库注册仓单前，应预留交易所审核的时间。



• 厂库应在仓单注销后（不含当日）的4日内开始发货。

• 货主提货时，须向厂库提供提货人身份证、提货密码、提货人所在单位证明，同时与厂库结清有关

费用。

• 商品重量以厂库（延伸厂库以港口）检重为准。

• 厂库发货时应当向货主提供对应货物的厂家质检报告原件，作为结算质量升贴水的依据。

• 商品出库时，厂库应当在货主的监督下进行抽样，经双方确认后将样品封存。厂库应当将焦炭样品保

留至发货日后的30个自然日，焦煤、铁矿石样品保留至发货日后的15个自然日，作为发生质量争议时

的处理依据。

• 厂库的日发货速度是指厂库每天在24时之前安排期货商品发货的最低数量。厂库的日发货速度的确定

和调整，需经交易所批准并予以公布。

• 如果有多个货主同时提货，且提货总量超出厂库的日发货速度时，厂库应根据各个货主的提货数量

按比例安排发货。

•

注意事项



定义：是指持有同一交割月份合约的交易双方通过协商达成现货买
卖协议，并按照协议价格了结各自持有的期货持仓，同时进行数
量相当的货款和实物交换。

✓ 时间：合约上市之日起至交割月份前一个月倒数第三个交易日；

✓ 分为：标准仓单期转现和非标准仓单期转现

期转现交割

仓单交收和货款
支付由交易所负
责办理

货物交收和货款
支付由交易双方
自行协商确定

期转现灵活性大、降低交割成本；但目前应用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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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多少钱？——交割相关费用标准



交割相关费用
交割品种 交割预报定金 入出库作业费 仓储费 检验费 交割手续费 杂项费

LLDPE

30元/吨（有效
期内完成商品入
库，可申请清退）

交易所公布最高
限价

现货仓储费由交割仓库
制定

期货仓储费由交易所统
一规定（1元/吨·天）

交易所公布最高
限价

2元/吨

参照有
关行业
规定的
收费标
准收取

PP 市场定价

PVC

交易所公布最高
限价

焦炭

1元//吨·天 1元/吨

焦煤

铁矿石
20元/吨（有效
期内完成商品入
库，可申请清退）

0.5元/吨·天 0.5元/吨·天

乙二醇
30元/吨（有效
期内完成商品入
库，可申请清退）

1.5元／吨·天 1元/吨

客户可以到交易所网站（www.dce.com.cn）-业务/服务-工业品事业部业务指引栏目查询上述交割相关费用；客户可以
向交割仓库索要质检合同，了解检验相关费用。



• 相关费用结算
– 客户在申请标准仓单之前，需要与仓库结清入库费、作业杂费、
升贴水费、现货仓储费等。

– 除铁矿石保税交割外，升贴水款及发票由交割仓库代收代转。

– 期现货仓储费计算方法：

交割各环节要点



智舒什么是保税交割

保税交割，是指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监管场所内处
于保税监管状态的期货合约所载商品作为交割标的物进行
期货交割的过程。



智舒I1809保税交割平稳实施

交割地点：大连港 交割数量：100手

交割矿种：PB粉 卖方：华泰期货

境外中介机构

境外客户

买方：永安期货

境内客户



智舒

45

1809保税交割情况分享

➢ 8.13：开始注册境外账户

➢ 8.20：船到泊位

➢ 8.29：境外开立资金账户，开始验资

➢ 9.6：交易编码可用

➢ 9.7：交割预报，开始卸船（交割定金收取）

➢ 9.8：卸船完毕，完成采样

➢ 9.13：到货确认（返回交割定金）



智舒

46

➢ 9.14：最后交易日，交仓单

➢ 9.17：第一交割日，

➢ 9.18：第二交割日，配对日，交割通知单

➢ 9.19：最后交割日, 划款，开证，开票。

➢ 9.20：数据申报（星展-上海）

➢ 12.6：买方报关进口

1809保税交割情况分享



智舒交割—境外客户

境内客户业务办理流程不变

境外客户可以参加保税交割进行

完税
交割

保税
交割

1.需要委托为其开户的机构参与交割；
2.直接通过会员参与的境外客户、境外经纪机构由会员进行相关申报
3.保税交割货物来源需要满足一定条件。

◆对于境外客户



• 政策依据：《关于境外交易者和境外经纪机构从事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交易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
发[2015]35号）、（汇发〔2015〕35号）政策问答（第一期）和《铁矿石期货保税实物交割外汇管理操作
指引》。

I-境内会员

• 办理外汇企业名录登记：按汇发[2012]38号文附件2中第三
条要求，持会员证到当地外管局办理

• 货物贸易收支申报：与境外交易者或经纪机构结算交割货款
时，对应的每笔货款，通过存管行，逐笔进行两类申
报：轧差净额结算申报、还原数据申报

会员参与实物交割的名录和申报要求
48



智舒注册保税仓单的货物来源要满足条件

货主：直接从境外进口运至保
税仓库

货主：境外企业运至保税仓库
简单加工；

货主：境外企业运至保税仓库
简单加工，首次转卖的铁矿石

可注册生
成保税仓
单



智舒会员如何办理交割货款的涉外收付款申报

会员为境外交割卖方
结算时：

(通过银行办理)

货款结算存管银
行

虚拟1笔结算为零的涉外付
款

1笔资本项下汇入
1笔经常项下汇出

（T+1日12:00前完成）

轧差净额结算申报，按以下规范填写相应存

管银行的《境外汇款申请书》：
收/付款人名称：均为期货公司会员；
资金金额：零
交易编码：标记为“999998”

收款人常驻国家（地区）：“中国”
其他必输项：视情况填报或填写“N/A”

还原申报，

资金金额：相应实物交割全部货款金额
交易编码：资本项资金汇入“724000”；货物贸易资金汇
出“121030”

交易附言：“铁矿石期货”
期货公司可不进行实际的资金划转

（T+5日前完成还原数据申报信息报送）



智舒

会员为境外交割买方
结算时：

(通过银行办理)

货款结算存管存
管行

虚拟1笔结算为零的涉外付
款

1笔资本项下汇出
1笔经常项下汇入

（ T+1日12:00前完成）

（T+5日前完成还原数据申报信息报送）

轧差净额结算申报，与为境外卖方结算相

同

还原申报，

资金金额：相应实物交割全部货款金额
交易编码：资本项资金汇出“724000”；货物贸易资金汇
入“121030”

交易附言：“铁矿石期货”
期货公司可不进行实际的资金划转

会员如何办理交割货款的涉外收付款申报



智舒境内买方——保税交割报关进口付款申报详解

保税交割后进口的，遵循国家铁矿石进口管理：
持保税交割结算单进行报检；
持通关单（CIQ）、报关专用结算单(交易所)、保税仓单清
单（仓库）报关；

如何
办理
报关

条件：只有境内买方出库进口报关时才办理；

申报：通过存管行申报；境内客户做境内付款申报；期货公司做境内收款申报；

收款人：相应的期货公司会员
汇款金额：实际报关进口的支付人民币货款金额
交易编码：121030，
交易附言：“铁矿石期货”

（如果是非期货公司会员报关进口，非期货公司会员做境内付款申报，交易所做境内收款申报
）。



电子仓单系统数字证书

必须通过指定的数字证书登录系统，专人负责管理使用数字证书

推荐使用IE6、IE7以上登录系统

以上业务办理流程仅适用于电子仓单系统

数字证书申请、到期更新
（http://www.dce.com.cn/dalianshangpin/yw/fw/ywzy/jsfwzy/index.ht

ml）

数字证书变更、新增应及时将证书序列号发送至我所

大商所电子仓单系统问题咨询电话：400-861-8888

http://www.dce.com.cn/dalianshangpin/yw/fw/ywzy/jsfwzy/index.html


具体详见

大商所网站：www.dce.com.cn

交易所主页-法规/规则-交易所章程及规则-交割细则及标准仓单管理办
法；

交易所主页-品种/资讯-工业品-期货合约

交易所主页-业务/服务-工业品交割业务指引-交割费用、交割仓库管
理、质检机构、品牌及仓库名录等

http://www.dce.com.cn/


谢谢！

0411-84808413

www.dce.com.cn

http://www.dc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