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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交易所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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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合了证券以及衍生产品交易的一体化交易所

 于2000年在新交所股票市场主板上市 (股票代码:  S68)

 在东南亚地区市值最大的股票市场。市值超过 S$1 trillion

 提供亚洲最齐全的股价指数、外汇以及大宗商品衍生品。

 2008收购了SICOM。

 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监管。



全球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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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总部设在新加坡，海外办事处遍及北京，芝加哥，香港，伦敦，孟买，上海和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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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产品概览

铁矿石&钢材

 铁矿石(CFR China) 62% 
 铁矿石(CFR China) 65%
 铁矿石(CFR China) 58%

 块状溢价

煤炭
 M42 煤炭期货(4200 GAR 印度尼西亚、
热能煤)

 焦煤CFR 中国，澳大利亚FOB

石油，天然气
&石化

 Platts 海运燃料0.5%
 Argus 低硫燃料油 0.5%
 Platts 燃料油180cst and 380cst
 汽油
 石脑油 MOPJ

 BZ, PX, SM
 MEG
 聚烯烃: LLDPE 和 PP

干散货运费

 期租均价 (海岬型、巴拿马型、超
大灵便型和灵便型)

• 单一航线(C5, C7, 2A, 3A, 2E, P8)

橡胶
 TSR 20
 RSS 3 

 OTC Rubber

电力  电力期货

For more info on our freight products, please visit: www.sgx.com/commodities

http://www.sgx.com/commodities


新交所 SICOM 橡胶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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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基准

许多现货橡胶参与者的存
在 - 买家和卖家都在新加
坡设立总部和公司运营

新交所SICOM 橡胶期

货合约被使用为一种
替代性的交割渠道

新交所在国际橡胶市场的定位

橡胶定价的基准
75% 的国际轮胎制造商使用
新交所SICOM期货价格对他

们的产品进行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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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新加坡及新交所的原因

SGX SICOM

OSESHFE 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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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性的吸引力
合约以美元计价

客户群汇集于此

生产商，轮胎制造商，加工商，贸易
商，基金公司及银行

风险管理

强大并受认可的风险管理
结构

供活跃交易的标准橡胶（TSR）
标准橡胶 (TSR) 正迅速成为现货贸易

商的首选橡胶产品

交易时间
交易时间跨越橡胶交易的活跃

时间段

中立性
不作为买方或者卖方而拥有既

得利益

TF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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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市场综述

 割胶产出胶乳

 来源于胶乳的原料主要用于生产两种形态的天然橡胶。

 代码伴随着后面的数字代表质量。(e.g. TSR10, TSR20, RSS1, RSS3) 

 80%的天然橡胶被制作成标胶。

 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生产了全球70%的天然胶。

 中国占据了全球40%的天然胶消费量，剩下的亚洲国家消费了30%的天然胶。

RSS 
(烟片胶)

TSR 
(标准胶)

 胶乳经过稀释，处理和挤压变成具有
标准形态的薄片

 薄片经过烟熏，悬挂于烟熏室干燥后
打包。

 胶乳经过加工处理和压缩成包或者块状，
然后用塑料薄膜打包。

 一般称为标胶。
 规格设计符合ISO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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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交所橡胶合约

期货 期权 场外OTC远期现货合约

合约 • TSR20
• RSS3

• TSR20 • STR20
• SMR20
• SIR20

交易方式 • 电子盘交易
• 期转现（EFP)
• 大宗协商交易

(NLT)

• 电子盘交易
• 大宗协商交易

(NLT)

• 场外交易
• TITAN OTC PRO平台

合约细节请查阅： www.sgx.com/rub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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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交所SICOM橡胶期货的统计数据
橡胶期货记录 手 公吨 (百万)

2015年一年中清除的总量 654,853 3.27

2016年一年中清除的总量 1,413,696 7.07

2017年一年中清除的总量 1,475,422 7.38

2018年一年中清除的总量 1,811,592 9.06

2019年一年中清除的总量 1,875,542 9.38

2020年一年中清除的总量 1,856,270 9.28

橡胶期货记录 手 公吨

一个月内清除的交易量 - 2020年3月 235,869 1,179,345

每天清除的数量 - 2018年6月13日 24,952 124,760

月末未平仓头寸– 2018年3月 102,508 512,540



SICOM TSR20合约的市场深度
 所有十二个合约月份都有交易量和持仓量

 套保者可以选择实际的合约月去锁定风险敞口

 跨越套利者可以利用不同合约间的价格差套利

As on 8 Aug 2019
Source:  www.sgx.com

http://www.sgx.com/


远期合约交易量及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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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活动:

所有月份都有交易，60%的交易量集
中在第二到第四个合约月之间

持仓量:

持仓量的多少直接反映出套利活动的活
跃度以及实物贸易商的参与情况。



日内市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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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合约月份的活跃时段价差低至2-4点



市场参与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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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参
与者来自现
货背景

 消费商：轮胎制造商以及消费国进口商
 生产商：区域加工厂
 现货商：现货贸易商
 自营商：金融参与者
 基金： 资产管理经理

交易活动–来自广泛的交易参与者，代表着对供需的看法。



价格和波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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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率

标胶和烟片价格之间的比价关系

SICOM TOCOM SHFE INE

SICOM 
(TSR20)

1

OSE (RSS3) 92.5% 1

SHFE 
(RSS3)

85.9% 77.4% 1

INE 
(TSR20)

98.2% 93.8% 86.2% 1

30-day 10-day

SICOM TSR20 30.7% 19.3%

OSE RSS3 29.4% 19.7%

SHFE RSS3 29.3% 21.5%

INE TSR20 38.8% 18.4%

As at 31/03/2021



新交所 SICOM TSR20 橡胶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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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X橡胶期权的统计数字

 SICOM橡胶期权合约在2021年1月份达到了历史成交记
录3850吨和持仓记录4300吨。

 从2019年上市以来，这个合约已经有15个参与方参与

交易，有现货贸易者也有金融贸易者。成交量和持仓
量都集中在第二和第三个合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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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s Volume and Open Interest (MT)

January 2021 Options Statistics

Volume by Strike and Contract Months 
(MT)

Open Interest by Strike and 
Contract Months (MT)

Implied Volatility as at 29 
January 2021



新交所 OTC 橡胶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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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流和登记

新交所
清算会员 B

头寸限额
保证金限额

价格范围

交易商 A IDB（交易商间经纪人） 交易商 B

新交所
清算会员 A

1.客户必须首先在新交所清算成员
处开立清算账户。然后必须开立
交易登记账户，并提供授权(对于
产品和IDB)，在TITAN OTC中指定
头寸和保证金限额。

2.之后交易商间经纪人(IDB)就可以
为客户匹配交易了。

3.成功匹配时，由IDB或清算成员亲
自将交易输入新交所亚洲结算行
的TRS系统。

4.通过相关限额核查的交易将被接
受并传达给新交所。

5.然后清算头寸。逐日盯市计值。
清算会员将联络客户，提供结账
单，确保账户资金充足。

6.在最后交易日，未平仓头寸将进
入现货交割结算。

新交所交易登记系统
TITAN OTC

新交所衍生产品清算
（清算所)



清算的主要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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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交易对手风险

 单一清算账户与多个交易对手做交易

 轻松建立头寸

 自动进行多边仓位净额清算

 通过逐日盯市计值，更好地进行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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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需要知道更多信息，请联系以下联系人:

Kenneth Ng                                                  
Tel: +65-6236-8388 
Mobile: +65-9628-6198
Email: kenneth.ng@sgx.com
WeChat:   kennethngsg

Jessie Ng
Tel: +65-6236-8077 
Mobile: +65-9781-7671
Email: jessie.ng@sgx.com

David Wang
Tel: +86-6062-7363
Mobile: +86-18017691870
Email: david.wang@sgx.com

mailto:kenneth.ng@sgx.com
mailto:jessie.ng@sgx.com
mailto:jessie.ng@sg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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