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宏观纵览：期货和ETF的成
本比较

远见启新智，卓识创未来



1总成本分析 |  2015年3月  |  © CME GROUP

执行摘要
•	 	本报告通过股指期货合约和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复制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整体回报，针对不同个案和
期限的总体成本进行了比较。

•	 	分析中所使用的具体产品为CME	E-迷你标普	500期货合约和三种在美国上市的标普500	ETF：SPDR	
SPY、iShares	IVV	和Vanguard	VOO。

•	 	首先详细分析总成本的组成部分以及计算过程中所使用的假设。该部分包含对期货隐含融资比率近期变动
以及相关驱动因素的考察。

•	 	在一定期限的范围内进行指数复制的总成本针对四个常见的投资情景予以计算：全额出资的多头头寸、杠
杆多头、空头头寸以及非美国投资者。

•	 	期货合约与ETF的取舍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决策。在所有期限内，就杠杆投资者、空头投资者和非美国投
资者而言，E-迷你标普	500期货合约比标普500	ETF的性价比更高。

•	 	对全额出资的投资者而言，	最优选择取决于期限。对于持有期限在4个月以内的投资者而言，期货合约较
为有利；如持有期限较长，ETF更有优势，其中VOO性价比更高。

情景

最便宜的选择

短期(<3个月) 长期	(>3个月)

全额出资 期货 ETF

杠杆	(2倍,	8倍) 期货 期货

做空 期货 期货

国际 期货 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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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本报告通过股指期货合约和ETF复制标普500的整体回报1， 
对总体成本进行了比较。

由于客户以及ETF和期货合约的用途具有多样性，所以哪一个
性价比更高无法一概而论。最优选择取决于客户和特定交易的
具体情况。

因此，需要对四种常见的投资情景予以考虑：全额出资的多头
头寸、杠杆多头、空头头寸、以及非美国投资者，同时比较每
一种情景中利用期货和ETF进行指数复制的成本。尽管这些情
景并不能代表每种产品所有可能的应用情况，但涵盖了大部分
个案；而且，通过对这些情景的分析，可以深入探究投资者在
作出执行决策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在分析过程中，	将CME	E-迷你标普	500期货（代码：ES）
和三种在美国上市的标普500	ETF进行了比较：SPDR	S&P	
500	ETF	(SPY)、iShares	Core	S&P	500	ETF	(IVV)	和
Vanguard	S&P	500	ETF	(VOO)。

成本估计及假设
本报告旨在量化在某一指定期间内，利用股指期货和ETF复制
标普500指数整体回报的总体成本。本次分析的框架基于通过
经纪中介（非DMA）进行交易的中等规模机构投资者，假设委
托金额为1亿美元。指数复制的总成本分为两部分：交易成本
和持有成本。

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指建立和交割头寸所产生的费用。这普遍适用于任何
期限的所有交易。

佣金：交易成本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是经纪商执行交易所收取
的佣金或费用。这项费用由双方协商而定，不同客户会有所
区别。本次分析假定：每项E-迷你期货合约的执行成本为2.50
美元	（0.25个基点），每份ETF的执行成本为2.5美分（1.25
个基点）。2

市场影响：交易成本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市场影响，该项指标
核算因执行订单所造成的反向价格波动。

市场影响很难予以量化。在最简单的情况下，也就是直接向交
易所提交无限制市价订单时，影响可以精确量化，即提交订单
之前的实时市价与交易的最终执行价格之间的差额。但是，由
于交易执行方式越来越复杂，所涵盖的期间越来越长（例如，
参与成交量25%的有效订单，或某交易日交易量加权平均价格
目标），越来越难以将交易所造成的影响和与交易无关的市场
波动区分开来。

本报告在进行分析时需要对假定执行的交易所产生的预期市场
影响进行估计，而不考虑任何特定交易的实际影响。因此，这
种预期影响是统计学上的估计，可能与任何具体交易所产生的
影响区别很大。

在对预期市场影响进行估计时，将与标普500指数挂钩的不同
产品之间发生的流动性转移考虑在内非常重要。

在执行任何一种拟定产品的投资者订单时，流动性提供方会比
较期货、ETF与复制股票组合的成本，选择成本最低的方案进
行对冲。这就形成了一个标普500流动资金“池”，其中的每一
种产品均受益于其他产品提供的流动性，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全
部产品的流动性。

1	价格回报加上股息。

2		这些价格是为机构客户提供的典型“中等”价格。短期交易者关注的是佣金和费用，而对于此处的长期交易分析来说，佣金和费用只占总成本的一小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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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经纪商的估计和芝商所的分析，估计1亿美元的假定订
单所产生的预期市场影响为：E-迷你期货合约为1.25个基
点，SPY	ETF为2.0个基点，IVV和VOO均为2.5个基点。

表格	1:	流动性比较
产品 AuM	/	OI	(10亿美元) ADV	(百万美元)
ES 291.6 161,843
SPY 194.7 21,113
IVV 70.7 824
VOO 30.43 232

Full	year	2014	ADV	averages.	AuM	/	OI	as	of	18	Feb,	2015.	
Source:	CME	and	Bloomberg

在这些数据进行“合理性检查”时，考虑到如下因素：ES期货
每日平均名义交易金额为1,620亿美元，1亿美元约占其0.06%
（2014年平均金额）。因此，将影响估计为1.25基点（等于
最小增量）是合理的。

鉴于ES期货合约的流动性是SPY的8倍，是IVV和VOO总流
动性的150多倍，对这些产品所产生影响的初始估计则显得很
低。但是，如果将标普500的流动性集合效应和各产品相互
转化所产生的摩擦成本、SPY的增量成本0.75个基点和IVV/
VOO的增量成本1.25个基点（分别约为1.5cps和2.5cps）考
虑在内，这一估计就比较合理了。

持有成本

持有成本是持有头寸时随着时间而产生的费用。这些成本一般
是随着时间线性增加（如按照每天产生的ETF管理费），不过
也有一些是发散、重复产生的（如期货展期时按季度产生的
执行费）。

ETF和期货持有成本的来源不同，这主要是由于两种产品的结
构存在很大差异。

ETF：ETF的持有成本是该基金为复制指数回报的服务（一般
是通过购买和持有相关股票组合）而收取的管理费。我们分析
中的三只ETF的管理费范围从每年5.0至9.45个基点不等。

持有成本的第二个潜在来源可能是基金回报与指数回报之间的
跟踪误差（而不是由于收取管理费用而产生的成本）。这种
风险将在后面的分析中忽略，因为它在所考虑的ETF中从未出
现，因此估计潜在偏差量级或影响的基础非常有限。

期货：期货合约为衍生产品并且提供杠杆。ETF与期货合约的
差异在于前者交易开始时由买方向卖方支付全部名义金额，
而后者的买卖双方之间没有资金换手，买方和卖方均在清算
所缴存大约交易名义金额5%4的保证金，以保证双方履行合约
义务。

与ETF管理费相比较，期货合约的买方不仅隐含向卖方支付
复制指数回报的成本，同时还用自己的资金复制指数回报。
因此，期货合约的价格包含代表这些“借贷”资金5利息费用的
成分。

给出期货的交易价格，就可以推算出市场对这些“借贷”基金的
隐含收费费率。虽然所有期货交易中都隐含这种融资成本，但
是它最容易从期货展期的交易中进行推算，并且在很多时候被
称为“展期成本”。

3	 VOO	ETF是Vanguard资产规模为1,958亿美元未上市标普500指数基金的一种股票类型。

4	 在本文撰稿时，名义价值为10万美元的合约规定E-迷你标普500期货的保证金要求为4,600美元。保证金金额可能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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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种隐含利息与相应的同期美元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Libor）进行比较，就可以计算出与Libor的差价，并判断期
货是“高价”（隐含融资成本高于Libor，正向差价）展期还是“
低价”（隐含融资成本低于Libor，负向差价）展期。

对于全额出资的投资者（即拥有和头寸全部名义价值相同的现
金），展期的高价或低价程度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成本，而是
通过期货复制指数的实际持有成本。投资者通过买入期货合约
以及以计息存款持有未使用现金而实现该成本。通过期货合
约，他支付交易全部名义金额的隐含融资利息，同时通过未使
用现金的存款获得利息，我们假设它等于3月期Libor6。所支
付利息和获得利息之间的差异就是头寸的持有成本，同时也是
展期的高价或低价程度。

期货展期观察

和管理费不同的是，季度期货展期的隐含融资成本不是恒定不
变的，而是由市场中的供需利率和套利机会决定。

从历史上来看，	ES期货与Libor的隐含价差低于任何ETF的最
低管理费。在2002至2012的10年间，ES期货展期平均比公允
价值7低出2个基点。

自2012年以来，展期的定价变得越来越波动，并且达到交易
的最高水平，如图1所示，其中2013年的高价程度平均为35个
基点，2014年为26	个基点。

这种最近的高价主要是源于两个因素：供方市场自然卖方与流
动性提供者之间的比例变化，以及流动性提供者（尤其是银
行）在推动该服务时所产生成本的变化。

在一个平衡的市场，自然买方和卖方在接近于公允价值的价格
进行交易——任何一方都没有从另一方获取溢价。当没有自然
卖方时，流动性提供者便介入以某个价格提供供应（即卖出期
货）。对流动性提供者的需求越大，隐含的融资成本就越高（
并且波动性更大）。

过去三年标普500指数回报的持续走强——自2012年年初以
来平均20.3%的年度涨幅——导致自然空方基础规模缩小，因
为投资者在减少空头头寸并且转向持有多头头寸。为了满足
过多的需求，市场对流动性提供者的需求增加——尤其是美
国银行。

但是，从2013年开始，银行业监管的变化增加了对银行资本
和流动性的规定，使得他们协助期货买方的成本更加昂贵。结
果就是期货展期中的隐含融资成本上升。

5		 这点对于卖家来说是对称的。卖空ETF将带来可以产生利息的现金。而期货合约的出售不会带来现金，因此期货价格隐含的利息补偿了卖家。

6		 正如本分析中的其他假定，这个值代表非投入现金的“中等”收益。

7		 高盛集团，“期货-加（Futures-Plus)”，2015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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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展期的高／低价范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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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芝商所

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太可能代表市场的永久性转变。
在2014年，展期市场开始重新回归正常，其中3月份、6月份
和9月份展期平均成本仅17个基点（不到2012年12月	–	2013
年12月期间的一半）并且在9月份9的交易低至7个基点。随后
在2014年12月的展期高价，说明依然存在一些年终效应。但
是，已经有迹象显示，获取高于市场融资成本的机会正在吸引
一些新的参与者进入股票期货市场，这反过来将压低收益率。

至于自然空头基础的减少，这主要是低波动性推高股市所造成
的，不可能无限期持续。波动性的增加或股市调整将导致自然
空头头寸的增加。

在后面的分析中，假设E-迷你标普500指数期货的展期成本比3
月期美元Libor高出20个基点。

表2归纳了在分析中使用的成本估算。假设期货展期的季度执
行费等于交易成本，在每次展期中应用两次。

表格	2:	假设概要（基点）
产品 执行费用 市场影响 持有成本 

（每年）
ES 0.25 1.25 20.0

SPY 1.25 2.00 9.45
IVV 1.25 2.50 7.0
VOO 1.25 2.50 5.0

情景分析
在确立了基本交易和持有成本估计后，现在可以计算通过各种
用途的期货和ETF进行指数复制的总成本。本报告分析4个情
况：全额出资的投资者、杠杆投资者、做空投资者和国际投资
者（即非美国居民）。在每一种情形中，计算持有期间为12
个月的总成本。

在所有情形中，假定交易成本相同，确认交易初始阶段的来回
交易费用和市场影响。期货展期成本在每个季度到期前的周三
进行评估。

虽然没有在每一个情形的解释中特别提到，但所有期货算法
都根据存入CME清算所的无息保证金进行调整。根据现行利
率，其影响约为1.3基点/年。

8	 蓝线表示在合约期满之前三周期货展期加权平均数高价，灰线表示该段时间内最高和最低的日平均价格。

9	 数据来源：芝商所股票季度展期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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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1：全额出资的投资者

对于全额出资的投资者，某一指定期间的指数复制总成本等于
交易成本加上每年持有成本的按比例计算部分。

图2	显示，假设2015年1月2日初步执行交易，通过指数期货和
ETF在6个月投资期内的指数复制成本。表2是交易和持有成本
估算。

图2:	全额出资的投资者，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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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图表的起始位置（与纵轴交点处）代表着来回交易的执行
成本，期货为2.9个基点，而ETF为6.5-7.5。曲线随着时间推
移而倾斜向上，反映年持有成本逐渐增长。由于季度期货展期
成本的影响，期货曲线出现小幅跃升。由于ETF年管理费用低
于隐含的期货高价，ETF曲线比期货的曲线提升缓慢。

对于持有期短的情况，ETF交易费用偏高，相比之下，期货成
本显得更具吸引力（期货曲线位于所有三条ETF下方）。对于
更活跃、善用策略的短期交易者来说，期货是更具吸引力的工
具。对于长期持有者来说，隐含的更高融资累积效应使得ETF
成为有效的选择。

在第4个月出现的盈亏平衡点使得ETF成为更加经济高效的选
择。在这一具体的例子中，VOO的盈亏平衡首先出现在4月3
日（91天），而SPY出现在4月7日（95天），IVV出现在4月
16日（104天）。

如果将分析图扩展到12个月的持有期，可以发现ETF成本比期
货低10.2至13.7个基点之间。这些结果与近来卖方银行10发布
的分析一致。

图3:	全额出资的投资者，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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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显示期货隐含融资利率从20到10基点（虚线）这样10基点的
重整如何影响这些盈亏平衡点。在这个更正常的的期货环境中，
盈亏平衡点移动了好几个月。VOO依然率先在7月29日（208天）
出现交点，而IVV在两个月后，也即9月23日（263天）出现相
交，SPY在12月15日（347天）相交。在这种情形下，为期12个月
的ETF成本优势范围在0.2-3.7基点之间。

情形2：杠杆投资者

股指期货是杠杆工具。投资者向交易所存入5%以下的保证
金，所持头寸会产生超过20倍的杠杆作用。本分析中的三
种ETF没有设置杠杆11，但投资者可以通过保证金进行购买。

区别是可能出现的杠杆数量。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条例T
和U的规定，对经纪可以出借给希望利用保证金购买证券的投
资者数额进行了限定。

根据条例T的规定，最高出借款额为购买价格的50%，产生2
倍的最大杠杆。更精明的投资者通过机构经纪达到符合投资
组合保证金的资格，根据条例U的规定，可以获得6-8倍的杠
杆。但所获得杠杆不能超过8倍。

10	 	法国巴黎银行：“获得高效Beta：ETF与期货（Accessing	Efficient	Beta:	ETFs	vs.	Futures）”，2014年10月；美银美林，“股票期货、ETF和外汇掉
期成本比较（Cost	Comparison	of	Equity	Futures,	ETFs	and	Swaps）”，2014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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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算出杠杆ETF头寸的持有成本，假定机构经纪为机构客户
设置的标准借贷利率为3月期Libor	+	40基点。

2倍杠杆投资者

本分析主要集中分析2倍杠杆。这意味着拥有5,000万美元的投
资者可以持有1亿美元的持仓。

在开始交易时必须支付全部名义金额的ETF投资者，可以从
机构经纪处借入5,000万美元进行购买。杠杆头寸的持有成本
因此等于全额出资头寸（情形1）的持有成本，加上以3月期
Libor	+40基点借入的5,000万美元的利息。

期货不存在借入资金的问题，因为拥有5,000万美元的投资者
拥有超所需保证金10倍以上的资金。更确切来说，需要关注的
是如何可以存入更少的保证金。对于全额出资的投资者来说，
假定投资者存入的1亿美元可以赚取3月期Libor。对于2倍杠杆
投资者来说，存入现金可减少5,000万美元。这个可以看作投
资者存入完整的1亿美元，然后偿还5,000万美元所赚取的利
息。也可以这样看，2倍杠杆期货的持有成本等于全额出资的
持有成本加上5,000万美元以3月期Libor计算的利息支出。

图4:		2倍及8倍杠杆的总持有成本，12个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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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的虚线显示持有期为12个月的2倍杠杆指数复制总持有 
成本。

与图2和图3的全额出资情形相比，两种头寸的总成本均增加。
然而，由于机构经纪收取高于Libor的利息，ETF的持有成本比
期货（半数名义交易产生40个基点价差）每年增加20个基点。

8倍杠杆投资者

本分析集中关注以同样方式进行的8倍杠杆交易。在这种情
形下，拥有1,250万美元现金的投资者可以拥有1亿美元的持
仓。ETF投资者因此可以从机构经纪处借入8,750万美元，而
期货投资者则减少存入8,750万美元。

图4的实线显示8倍杠杆投资的成本比较。与期货固有的杠杆相
比，由于借入资金增多，从机构经纪处借入的ETF头寸的借款
成本也增加。对于8倍杠杆投资来说，	87.5%的名义交易40基
点的融资利率差率导致ETF的持有成本比期货高出35个基点。

与持有期为1年的2倍和8倍杠杆ETF比较，期货的成本优
势分别为8.2和23.1个基点。

本分析中使用现行3月期Libor利率约0.25%。当利率上升，两
种产品的杠杆持仓的绝对成本都加大。然而，ETF和期货的持
有成本间的区别不是绝对成本函数，而是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
的价差，并存在于各个不同的利率机制中。

11	本分析不包含杠杆ETF，因为杠杆ETF的途径依赖型回报与标准ETF或期货的极为不同。

12	为了简化图示，图4-6显示SPY、IVV和VOO的总计成本的平均值。在所有时间范围内，每种ETF单项结果的价值在2基点上下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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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3：做空投资者

空头头寸提供负持仓，并存在固有的杠杆。

ETF的杠杆形式来自于从机构经纪借来股份做空。卖出借贷股
份所得来的现金仍然存放在机构经纪处。做空者向ETF贷方
支付每年1个基点的费用，该费用从卖出所得现金赚取的利息
中扣除。

假定机构经纪的借贷利率为每年40基点，按照3月期Libor	-40
个基点的利息获得现金回报13。

除了存入卖空所得现金外，投资者还需额外将名义交易50%
的现金交给经纪14。额外交给机构经纪的资金以3月期Libor赚
取利息。

因为运用了衍生金融投资工具，期货卖空者不需要借入股票或
支付相关费用。期货合约卖出与买入相同，需要向清算所缴纳
同样的保证金。

在分析空头头寸的经济性时，最重要的是要记住，多头投资者
的持有成本比空头高。ETF管理费导致系统性落后于基准，对
于做空的投资者而言是超额回报。The	richness	of	the	futures	
roll	provides	a	similar	benefit	for	futures	investors.期货展期高
价为期货投资者提供了类似的好处。

期货和ETF的空头头寸持有成本分解如下：

期货:

	 1)	 	1.	对于1亿美元投资额，获得期货隐含融资利率为3月期
Libor	+20基点

	 2)	 对于5,000万美元现金，获得3月期Libor利息

13	这一利率，加上假设3个月Libor+40基点的长期融资利率，产生机构经纪人报价/出价“中间范围”的80基点，这符合市场标准。

14	投资组合保证金或许能够获得更高的杠杆，但我们将重点关注2倍杠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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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s:

	 1)	 获得5	-9.45个基点的管理费

	 2)	 对于卖空的1亿美元，获得3月期Libor	-40个基点的利息

	 3)	 	对于存入机构经纪的5,000万美元，获得3月期Libor 
利息。

图5显示在两种情形中，持有成本随着时间变化变成负值，投
资者的表现相对基准的短期回报增加，如下降斜线所示。

然而，由于ETF交易费用更高和机构经纪收取资金价差的综合
影响，期货在所有投资期内更具有成本效益。

对于持有期为12个月的产品，期货的成本优势较ETF为
53.6个基点。

	图5:		短期期货相对ETF，	12个月

 -60 

 -50 

-40 

 -30 

 -20 

 -10 

 10  

 20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To
ta

l C
os

t 
(b

p
s)

 

Holding Period 
Short Future Short ETF 

情形4：国际投资者

芝商所不提供任何税务建议。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定之前应咨
询自己的投资顾问。

总体来说，美国股票市场的外国投资者受到美国企业预扣股息
税的管制。基础扣缴率是30%，这致使外国投资者得到的“净”
股息只相当于美国投资者“总”股息的70%。

这项预扣税同样适用于由ETF支付的资金分配。本分析中所有
三种情况的ETF都会支付季度分配，代表基金就所持股票转移
支付股息收入。标普500的股息率为2.0%，意味着由于预扣税
的存在，外国ETF投资者每年要额外增加60基点的持有成本。

期货合约与ETF不同，不需要支付股息。期货的市场价格包
括一个隐含的股息金额，大体上相当于相关指数15的总股息
率。没有与股票预扣股息税相等的期货。

图6是对全额出资多头（情形1）与扣除30%预扣税的非美国
投资者持有成本的比较。

在第一个除息日之前的3个月周期内，比较结果与情形1相
同：期货的交易成本越低，则越具成本优势。在交叉点出现之
前，ETF的成本效益更高，而受到第一季度股息15基点预扣税
的影响，ETF的总成本增加，红线大涨。由此可以看出，在所
有的时间范围内，期货是成本效益更高的选择。

在12个月的持有期内，期货的成本优势超出ETF	 
48.3基点。

15	 	期货合约的市场价格是利率和预期未来股息的函数。公允值的偏差可能起因于基于投资者假设的任意部分。例如，期货展期交易高于公允值可能
是因为隐含融资利率高于市场、股息假设或预扣股息税降低的结果。市场标准是将偏差归因于隐含融资成本，除非已知某个特定股息在时间和总
量上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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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外国投资者（30%预扣税），	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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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国际投资者能够收回部分或所有的ETF分配产生的股息/
分配预扣税。部分收回缩短了图6中“阶梯”的跨度，而免税的
外国投资者（也就是全部收回）则在经济性上等同于一名美国
投资者（情形1）。

对于股息率低于总股息92%的情况（也就是8%的预扣税），
在整个时间范围内，期货的成本效益更高。

不同于对短期投资者有利的ETF管理费，基金分配的预扣成本
不会给期望利用空头头寸的外国投资者带来任何优势。股票借
贷市场的标准是，证券的借贷者需要支付全额股息。

其他注意事项

本分析到目前为止主要集中在成本问题上。然而，仍然有若干
其他因素影响投资者对投资产品的选择。为了本分析更加完
整，在这里列举一些主要的注意事项。

税收：E迷你标普	500指数期货是1256条混合60%长期与40%
短期美国资本收益税待遇的合约，无论持有期多长，这可有效
提高期货相对于其他选择的税后效益。

可转让证券集体投资计划（UCITS）：股指期货是符合欧洲
UCITS基金的投资，而在美国上市的ETF则不符合。

货币：期货合约中固有的杠杆作用使非美元投资者在管理其货
币敞口方面，相较于ETF等全额出资的产品，具有更大的灵活
性。

沽空：许多基金都有限制，这种限制不是通过委托就是通过规
定施加，以此来限制卖空证券。然而这些基金可以通过如期货
等衍生工具来做空。（UCITS基金就有此类限制。）期货同样
不受圈定条件、证券卖空规则或201规定的限制。

固定和可变股息：期货合约在交易过程中会锁定一个固定的股
息额，而ETF则在产生时积累实际股息至基金的资产净值。

产品结构：ETF是共同基金，而期货是衍生工具。基金投资委
托和当地的规定可能会对这些不同的结构不同对待，并且在基
金经理使用方面施加不同级别的灵活度。资产管理公司（或特
定基金经理）也可能有自己的偏好。一些基金可能会限制其衍
生工具的使用，这种情况下更倾向于ETF。另一种情况下，经
理可能不愿意使用需要像其他资产经理支付管理费的产品，或
者他们担心投资者对他们的资产组合里有其他发行者的基金会
产生负面的观感。



11总成本分析 |  2015年3月  |  © CME GROUP

结论
表7总结了这些分析结果。除一种情形外，在其他所有的情形
下，期货都是复制标普500指数回报更为划算的工具。

图7:		业绩概要

情景
最便宜的选择

短期(<3个月) 长期	(>3个月)
全额出资 期货 ETF
杠杆	(2倍,	8倍) 期货 期货
做空 期货 期货
国际 期货 期货

唯一例外的是，对于持长期投资、全额出资的美国投资者（
或是免税的外国投资者），最近ES展期高价增加了期货相对
ETF的成本。标普500在2015年的隐含和实际波动性可能高于
前两年的几乎所有情况，这种情形将持续多久仍然有待观察。

需要提醒所有投资者的是，这篇分析中的结果都是基于假设情
况或公认的定价方法得出。投资者的实际成本将取决于投资者
所处的特定环境，或者是特定的交易，包括交易时的交易规
模、时间跨度、经纪费用、执行方法和整体市况，以及其他因
素。投资者应当自己进行分析。

如希望获取更多有关芝商所各类股指期货以及期货期权的详
情，请联系您在芝商所的客户经理或者销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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