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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所附《市场规范建议通告》（Market Regulation Advisory Notice） 
(“MRAN”)英文原文之译本；正式文本为 MRAN 英文版。尽管我们已尽合理努
力 提供准确翻译，但若对 M RAN 译本所提供信息有任何疑问，请查阅 MRAN
英文 版。任何由于翻译造成之差异或分歧不具约束力且无法律效力。 

 

市场监管建议通告 

 
 

 

 

 

交易所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芝加哥商品期货交 

易所(CBOT)、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和纽约 

商品交易所(COMEX) 

  
主题 大宗交易 

  
规则参考 规则 526 

  
 
建议日期 

 
2018年 8 月 13日 

  
 
建议编号 

 
芝商所 RA1810-5 

  
 
生效日期 

 
2018年 8 月 13日 

 
本市场监管建议通告立即生效，并取代 2018年 5月 25日起实施的芝商所市场监管建
议通告 RA1806-5。本通告的发布目的在于删除有关 CME 2年期、3 年期和 5年期欧洲
美元债券期货和期权、CME三个月 Euribor 期货以及 CBOT 2年期、5年期和 10年期欧
元利率掉期期货的内容，因为这些产品于今日退市。 

 

本建议通告包含以下各节: 

1. 定义 

 

2. 参与 
 

3. 有共同受益所有权的不同账户 
 

4. 合资格产品 
 

5. 时间和价格 
 

6. 最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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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宗交易提交 
 

8. 记录保持 
 

9.  错误纠正 
 

10.  大宗交易信息的传播 
 

11.  非公开信息的使用 
 

12.  TAS 与 TAM大宗交易 
 

13.  指数收盘价基准交易(“BTIC”)大宗交易 
 

14.  规则 526文本 
 

15. 联系信息 
 

所有大宗交易均须遵守本建议通告中规则 526所载条件。违反该规则或本建议通告

中所载任何要求和禁令可能会导致纪律处分。 

 
 

1. 大宗交易的定义 
 

大宗交易是在允许公开竞价市场之外执行的达到特定数量门槛的私下协商期货、期权 

或组合交易。 
 

不允许使用支持电子匹配或电子接受叫价和报价的可多方访问的系统或交易设施协助 

交易所交易产品以大宗交易的方式执行。各方可使用通讯技术向一名或多名参与者提 

供大宗双向报价并进行私下协商的大宗交易。各方亦可利用由第三方支持的通过电子 

方式将指示性的大宗行情发布给多个市场参与者的技术。但是, 各方基于上述电子方式

显示的指示性行情执行的大宗交易仅可通过经纪商(如果适用)及交易方参与的直接双

边沟通执行。 
 

 

 

2. 参与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的各方必须是《商品交易法》(Commodity Exchange Act)第 1a(18)条定义的

合格 合约参与者(Eligible Contract Participant)。合格合约参与者一般包括交易

所会员 和会员机构、经纪商/交易商、政府机构、养老基金、商品基金、企业、投资

公司、保 险公司、存托机构和高净值人士。经注册或免注册的商品交易顾问(CTA)和

投资顾问, 以及担任类似角色且以此身份受外国法规制约的外国人,也可参加大宗交

易,前提是他们的总资产管理规模超过 2500万美元且大宗交易适合于其客户。  

 

仅当客户已指明订单要作为大宗交易执行时,客户订单才可通过大宗交易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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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共同受益所有权的不同账户之间的大宗交易 

禁止有共同受益所有权的不同账户之间进行大宗交易,除非 1)各方缔结大宗交易的决定 

系由独立决策人作出;2)各方对于缔结交易有合法独立的真实商业目的;以及 3)大宗交 

易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执行。如未满足上述所有要求,则交易可能构成规则 534 禁止的非 

法洗价交易(“禁止洗价交易”)。共同受益所有权的定义不仅包括相同受益所有权的 

账户还包括有低于 100%之共同受益所有权的账户。 

 

 
 

4. 符合大宗资格的产品 
 

此处可找到符合大宗交易资格之产品的完整清单: CME、CBOT、NYMEX 和 COMEX 符合大宗

交易资格之产品和最低数量门槛 

大宗交易最低数量门槛及其任何变化通过研究与产品开发部(Research & Product 

Development)发布的特殊执行报告(Special  Executive Report)向市场通知。有兴趣 

的市场参与者可访问以下的芝商所订阅中心以通过电子邮件接收这些报告: 
 

http://www.cmegroup.com/tools-information/subscriptions/advisory- 

subscribe.html 

 

 
 

5. 大宗交易的时间和价格 
 

大宗交易可随时执行,包括公开竞价市场关闭时。但大宗交易在标的期货或期货期权合 

约月份到期后不可执行。 
 

大宗交易必须鉴于如下因素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执行(1)交易规模,(2)相关时间同一合约 

中其它交易的价格和规模,(3)相关时间其它相关市场中交易的价格和规模,包括但不限 

于合约标的物的现货市场或关联期货市场,以及(4)大宗交易市场或各参与方的情况。  
 

交易价格必须与相应市场的最低价格跳动单位增量一致。此外,每笔单向交易以及任何 

符合大宗资格的价差或组合交易的各条边均必须以单一价格执行。 
 

大宗交易价格不会选择附条件订单(例如止损订单)或以其它方式影响常规市场中的订 单。 
 

 

 

6. 针对单向、价差和组合交易的大宗交易最低数量 
 

针对单向期货和单向期权的大宗交易最低数量要求可通过下述链接查看。 

 
在某些 CBOT 农产品期货和期权产品，相较欧洲交易时段(“ETH”)和亚洲交易时段(“ATH”)而言，

于正常交易时段(“RTH”)执行的大宗交易要受到更高的最低门槛规限。此等产品的大宗交易最低数

量要求还可通过以下链接进行查看。就决定最低门槛适用性而言，CBOT 农产品期货和期权产品

的 RTH 规定为正常工作日星期一至星期五，美国中部时间上午 8:30 至下午 1:30， ETH 和 ATH

规定为正常工作日星期一至星期五，美国中部时间下午 1:30 至上午 8:30 以及周末任何时间。 

http://www.cmegroup.com/tools-information/subscriptions/advisory-%20subscribe.html
http://www.cmegroup.com/tools-information/subscriptions/advisory-%20subscrib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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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大宗交易资格的 CME、CBOT、NYMEX 和 COMEX 产品以及最低数量门槛 

 

除合资格 CTA 或担任类似角色的外国人外,其他人不允许进行大宗交易的捆绑订单。 

 

下一页是有关作为大宗交易执行的价差交易和组合交易的信息: 
 

 CME 和 CBOT 产品 NYMEX 和 COMEX 产品 

商品内期权价差

和 期权组合 
价差每一条边必须均达到 指定最

低数量门槛。 

  

 

 

 

 

 

 

 

 

 

跨商品期货价差

和 期货组合 

 

价差每一条边必须达到针对标的 

物产品之门槛要求中的较大者。 

 

 

 

 

 

 

 

 

 

价差各条边数量之和 必须

达到针对标的产 品之门槛

要求中的较 大者。 
 

** 例外包括: 
 

.   i)  短期利率期货; 
 

.   ii)  美国国债期货;及 
 

.   iii)  美元利率掉期期货；及 
 

.   iv)  美国国债期货和远期起点
美元 Libor参考利率掉期
(“ Treasury Invoice 
Spreads”) 

跨商品期权价差

和 期权组合 

 

价差每一条边必须达到针对标的 

产品门槛要求中的较大者。 

 

 
 

 

 

 

 
期权与期货的组合

差 价 

价差组合中作为组成部分的期权 

必须达到针对直接期权或期权组 

合的最低数量门槛,且执行的期 货

数量必须与价差组合中期权成 分

的 delta一致。 

 
价差组合中作为组成 部分

的期权必须达到 针对直接

期权或期权 组合的最低数

量门 槛,且执行的期货数 

量必须与价差组合中 期权

成分的 delta 一 致。 *** 例外包括天气和房屋期权/ 

期货价差 

 

http://www.cmegroup.com/clearing/trading-practices/block-trades.html#general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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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商品内期货价差和期货组合的例外:  

i) 商品内农产品期货价差 

就商品内 CME 和 CBOT农产品期货价差而言，价差每一条边必须达到指定最低数量门槛。 
 

ii) 商品内外汇期货价差 

就商品内外汇期货价差而言，倘若价差条边各拥有不同的最低数量门槛，则交易各条 

边的总数量必须要达到门槛要求中的较高者。 
 

iii) 商品内美国国债期货价差 
 

禁止执行 CBOT 美国国债期货的商品内日历价差大宗交易。各方不得在直接合约中执行 

视情况而定的大宗交易以规避禁止执行商品内日历价差大宗交易的禁令。此外,串联价 

差(“Tandem Spread”,即组合两种不同国债期货日历价差的交易)不得作为大宗交易 

执行。 
 

iv) * 商品内 S&P GSCI、S&P GSCI ER 及 Bloomberg Roll Select Commodity 

Index 期货价差 
 

对于上述期货产品,大宗交易最低数量为价差或交易组合的各条边各 300份合约。例 

如,S&P GSCI日历价差的最低数量需要价差各条边各 300份合约即总共 600份合约,

而 Bloomberg Roll Select Commodity Index 期货蝶式价差则需要最少 1200 份合约

(蝶式套利的四条边每条各 300份合约)。 
 

** 针对跨商品期货价差和期货组合的例外:  

i) a）短期利率期货，不含三个月欧洲美元-30天联邦基金（“ED-FF”）价差 

在短期利率期货(三个月欧洲美元、一个月欧洲美元和 30天联邦基金)中,跨商品期货

价差可作为大宗交易执行, 前提是价差各条边之和达到针对标的产品门槛要求中的较

大者。例如,欧洲交易时段(ETH)期间一个月欧洲美元和三个月欧洲美元的最低数量门

槛分别为 200 和 2,000份合约。因此,在各条边之和达到 2,000份合约的前提下,可以

执行一个月欧洲美元/三个月欧洲美元价差的大宗交易。 

 

i) b）ED-FF 价差 

 

对于 ED-FF 价差交易，ED 边数必须满足适用于 ED期货的指定最低数量门槛，FF边数之

总和必须满足 FF商品内价差交易的最低门槛，其允许合计边数以满足最低门槛。 

 

例如，如果大宗交易是使用 Globex定义的 10份 ED 合约对应后两个 FF期货合约月份

中每一个月份的三份合约的比率进行协商，那么，价差交易的最低大宗交易门槛将需

要买入（卖出）4,000份三月 ED期货合约和卖出（买入）1,200 份四月 FF 期货合约

以及 1,200份五月 FF期货合约。以免产生疑问，如果价差交易的两边满足相关的最

低数量门槛并且交易的条款符合芝商所的所有其它大宗交易要求，市场参与者就无需

使用 Globex定义的比率执行 ED-FF价差大宗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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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美国国债期货 
 

在美国国债期货中，跨商品期货价差可作为大宗交易执行，前提是价差各条边达到针对

标的产品的最低门槛要求。例如,常规交易时段(RTH)期间，长期国债票据和国库券的最

低数量门槛分别是 5,000和 3,000份合约。因此,NOB 价差 (长期国债票据/国库券价差)

的大宗交易仅在价差的 10 年期票据这条边最低数量达到 5,000 份合约且价差的国库券这

条边达到 3,000 份合约时才能执行。 
 

iii) 美元可交割利率掉期（“IRS”）期货 
 

跨商品 IRS期货价差或交易组合（例如 2年期 IRS对 10年期 IRS）可作为大宗交易执

行,前提是价差各条边之和达到针对标的产品之门槛要求中的较大者。例如，2年期

IRS 和 10年期 IRS的最低大宗交易门槛分别为 3,000 和 1,000份合约。 因此,这两种

合约之间的价差若各条边数量之和达到 3,000份合约则可作为大宗交易执行。 

 
 

跨商品期货价差或交易组合，不包括仅由 DSF (例如超 10 年期国债票据对 10 年期 DSF)构成

的，可作为大宗交易执行，前提是价差各条边达到针对各自相应标的产品的最低门槛要求。

例如，常规交易时段期间，超 10 年期国库券和 10 年期 DSF 的最低大宗交易门槛分别为 

3,500 和 1,000 份合约。这两种合约之间的价差仅在超 10 年期国库券这条边的数量达到

3,500 份合约且 10 年期 DSF 这条边的数量达到 1,000 份合约时才能作为大宗交易执行。 
 

iv) 美国国债期货和远期起点 Libor参考利率掉期(也称为“国债发票价差”, 

“Treasury Invoice Spreads”) 
 

禁止为了规避针对直接 CBOT 国债期货的大宗交易最低门槛而视情况而定执行的国债

发 票价差交易。 
 

*** 针对期权与期货组合价差的例外 
 

天气和房屋 

 

天气和房屋期权与期货组合价差作为例外,其大宗交易的最低门槛要求 是价差各

条边之和达到 20份合约。  

 

7. 大宗交易提交 

 

CME、CBOT、NYMEX 以及 COMEX 产品的大宗交易必须通过 CME Direct 或 CME 

ClearPort 提交。  

 

a) 提交时间要求 
 

当大宗交易成交后,必须在 5 分钟或 15 分钟以内通过 CME Direct 或 CME ClearPort 提

交给交易所（取决于具体产品）。通过 CME Direct 或 CME ClearPort 作出的提交将导致价

格向市场报告并且提交至 CME 清算所，但前提是交易的两条边均通过所需的信用检查且交易

各边的相关条款匹配。 

 



芝商所 RA1806-5   

2018 年 8 月 13 日 

第7页，共14页 
 

如双方有必要商定某些价差和组合交易的各边价格以提交交易,则各方必须在同意进

行大宗交易后尽快商定。 

 

大宗交易价格独立于常规市场交易价格之外进行报告,且不纳入每日交易区间。 
 
 

 

CME 和 CBOT 产品 

 

在 5 分钟内报告 
 

在 15 分钟内报告 

本表右边方框中规定的除外,所有符合大宗 

资格之 CME和 CBOT产品的大宗交易必须在

执行后 5分钟内提交。 
 

对于包含一条或多条 IRS 期货边数的跨商品

价差交易或 组合交易,如果交易中有一条或

多条边的合约规定须遵守 5分钟提交要求,

则该跨商品或组合交易必须在执行后 5分钟

内提交。 

欧洲或亚洲时段(ETH 或 ATH)*内的外
汇、利率（包括国债发票价差）以及
部分 CME和 CBOT 股票产品，必须在执
行后 15分钟内提交。 
 
选定 CME和 CBOT 农产品期货产品以及
所有 CME和 CBOT 农产品期权产品的大
宗交易必须在执行后 15分钟内提交。 

 

IRS 期货和天气及房屋期货和期权的

大宗交 易必须在执行后 15分钟内提

交。 

 
 

*就 CME外汇和 CME及 CBOT 股票与利息及产品而言,适用以下时间: 
 

欧洲交易时段(ETH): 正常工作日星期一至星期五美国中部时间午夜 12点–早上 7点  

常规交易时段(RTH): 正常工作日星期一至星期五美国中部时间上午 7 点–下午 4点  

亚洲交易时段(ATH): 正常工作日星期一至星期五美国中部时间下午 4点–午夜 12点以

及周末任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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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MEX 和 COMEX 产品 

在 5分钟内报告 在 15 分钟内报告 

单向期货 
  

  •  布伦特原油最后一天金融期货(BZ)  
 
 • 低硫轻质 原油期货(CL) 
 

 • 纽约港 USLD 超低硫柴油取暖油期货(HO) 
  

 • Henry Hub 天然气期货(NG) 
 

• RBOB无铅汽油期货(RB) 
 

• 黄金期货(GC) 
 

• 白银期货(SI) 
 

• 铜期货(HG) 

所有其它符合大宗交易资格之 NYMEX 和
COMEX 期货和期权产品以及符合大宗交 
易资格之 NYMEX和 COMEX期货和期权产 
品的价差和组合产品必须在执行后 15 
分 钟内提交。 
 

 

b)  其他提交要求和义务 

 

自 2017 年 7 月 17 日起，所有大宗交易必须通过 CME Direct、CME ClearPort 用户界面(UI)或

CME ClearPort API（通过专用或第三方软件）直接提交至 CME Clearing。CME Direct 会连接至

CME ClearPort API。 

 

对于须向市场报告价格并提交至 CME Clearing 的大宗交易，交易的两条边均须通过所需的信用检

查，并且交易各边的相关条款必须匹配。如果有一边未通过所需的信用检查或条款未匹配，则大宗

交易价格将不会报告给市场且大宗交易将保持未清算状态。 

 

交易可由各交易对手方（单边输入）或由经纪商或其他授权代表（双边输入）输入到 CME Direct

或 CME ClearPort 中。  

 

对于单边输入而言，大宗交易买方和卖方可能同意分别向 CME Direct 或 CME ClearPort 输

入其各自一边的交易信息并 指明彼此为对手方。在这种情况下, 双方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输

入其各自一边的交易信息。 

 

对于单边输入而言，交易的某一边(买方或卖方)可能同意输入其一边的交易信息并声
称交易对手方为另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另一方必须确保所声称交易在规定时间内被接
受(通过输入其一边的正确账户信息完成交易)。因此，先输入其一边交易信息的一方
应确保输入的信息正确且必须留出足够时间供第二方在规定时间内接受交易。 

 

对于双边输入而言，若经纪商或其他代表正代表对手方输入大宗交易的买卖边，则该经纪

商或其他代表负责在规定时间内输入大宗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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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E 和 CBOT 产品中的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可于各营业日中部时间下午 6:00 至下午 5:45 之间经由 CME Direct 或 CME 

ClearPort 予以输入。在各营业日中部时间下午 5:45 至下午 6:00 以及周末任何时间， CME 

Direct 和 CME ClearPort 不允许输入 CME 和 CBOT 大宗交易。紧接大宗交易不允许输入之

前或之时谈成的 CME 和 CBOT 大宗交易，必须在中部时间下午 6:05（针对有 5 分钟报告

要求的产品）以及中部时间下午 6:15（针对有 15 分钟报告要求的产品）之前予以输入。  
 

NYMEX 和 COMEX 产品中的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可于各营业日中部时间下午 5:00/东部时间(“ET”)下午 6:00 至中部时间下午
4:00/东部时间下午 5:00 之间经由 CME Direct 或 CME ClearPort 予以输入。在各营业日

中部时间下午 4:00/东部时间下午 5:00 至中部时间下午 5:00/东部时间下午 6:00 以及周

末任何时间， CME Direct和CME ClearPort不允许输入 NYMEX和COMEX大宗交易。

紧接大宗交易不允许输入之前或之时谈成的 NYMEX 和 COMEX 大宗交易，必须在中部

时间下午 5:05/东部时间下午 6:05（针对有 5 分钟报告要求的产品）以及中部时间下午
5:15/东部时间下午 6:15（针对有 15 分钟报告要求的产品）之前予以输入。 

 

在 CME Direct 或 CME ClearPort 的其他关闭时段内谈成的大宗交易必须在 CME Direct 或

CME ClearPort 重新开放后 5 分钟或 15 分钟内提交，具体取决于特定产品的报告要求。 
 

大宗交易也可通过拨打+1 1.800.438.8616（美国）、+44 20 7623 4747（欧洲）或+65 

6532 5010（亚洲）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FacDesk@cmegroup.com 向 CME  ClearPort 帮助

台／全球指令中心（GCC）进行报告。请注意，要让帮助台提交交易，对手方账户必

须登记在 CME 账户管理器中并且设置了信用额度和产品许可。 

 

帮助台在星期五中部时间下午 4:30/东部时间下午 5:30 至星期日中部时间下午 5:00/东部

时间下午 6:30 关闭。 

 
c)   向 CME ClearPort 帮助台报告大宗交易时必需的信息 

 

在向 GCC或 CME ClearPort 帮助台报告大宗交易价格时, 将需要以下信息: 
 

•  对于期货,需合约、合约月份和合约年;针对期权,除前述信息外,标准 期权还需

行权价和看涨或看跌方向,变通期权(Flex Options)还需到期日和行权方式; 
 

• 交易的数量,或对价差交易和组合交易而言,交易各条边的数量; 
 

• 交易的价格,或对某些价差交易和组合交易而言,交易各条边的价格; 

 

• 交易各边的账号； 
 

•  买方的清算机构和卖方的清算机构; 
 

•  交易报告方的名称和电话号码(针对通过致电或电邮报告的大宗交易); 
 

•  对于通过致电或电邮报告的大宗报告,还必须 提供对手方名称和联系信息用

以核实交易;以及 
 

•  交易的执行时间(精确到美国中部/东部时间最近的分钟数)。执行时 间是交

易完成的时间。 

mailto:1.800.438.8616（美国）、+44%2020%207623%204747（欧洲）或+65%206532%205010（亚洲）或发送电子邮件至FacDesk@cmegroup.com向
mailto:1.800.438.8616（美国）、+44%2020%207623%204747（欧洲）或+65%206532%205010（亚洲）或发送电子邮件至FacDesk@cmegroup.com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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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期权合约到期日及之前,符合大宗资格之期权的大宗交易均可被执行以抵消敞口期

权 头寸，但前提是抵消性大宗交易必须通过 CME Direct 或 CME ClearPort 提交， 

且不得迟于 CME ClearPort 维护窗口开始时间，即每个营业日中部时间下午 4:00。 

 
 

如未能提交及时、准确及完整的大宗交易报告，则负有报告义务的一方可能会受到纪律

处分 。如大宗报告违反行为被视为是由于报告方控制以外的因素（如大宗交易未通过

CME ClearPort 自动信用检查）所导致，则该方不应受到处分。 
 
请注意，大宗交易的执行时间为交易方约定的交易时间。市场参与者必须准确报告大宗交易执行

时间。报告不准确的执行时间可能导致纪律处分。 

 
 

8. 大宗交易记录保持 
 

必须依照交易所规则规则 536和 CFTC规定为大宗交易创建和保持完整的订单记录。此

外, 所有大宗交易的执行时间必须被记录。 

 
 

9. 错误纠正 
 

双边输入 
对于经纪商或其他代表已代表对手方输入大宗交易的买卖边且交易已予清算，但经纪商或其他代

表在交易条款方面发生错误的双边输入而言，则应按如下方式纠正错误。 

若错误是在提交当日（各营业日中部时间下午 5:00 至下午 4:00）所处的 CME Direct 或 CME 

ClearPort 交易日期发现，则经纪商或其他代表可取消错误性提交或以正确信息重新提交大宗

交易。 

 

如果错误是在提交日期之后的 CME Direct 或 CME ClearPort 交易日期发现，则经纪商或其他

代表可请求交易所在三个营业日内纠正该错误。 

 

单边输入 

对于交易已予清算但经纪商或其他代表在交易条款方面发生错误的单边输入而言，双方均

可请求交易所在三个营业日内纠正该错误。 

 

向交易所作出的纠错请求必须包含证据证明大宗交易的交易对手方同意该纠错请求。

所有纠错请求均须经交易所审核和批准。 
 

若要请求纠错,请致电 1.800.438.8616 或 44.800.898.013(欧洲) 或 65.6532.5010 (亚

洲)或发送电邮至 FacDesk@cmegroup.com 联系 CME ClearPort 帮助台/全球指令中心。 

 

在三个营业日后收到的纠错请求若无 CME 清算所明确批准则不可进行处理。市场参

与 者应致电联系 CME清算所服务部，电话: 312.207.2525。 
 

 

 

 

mailto:FacDesk@cme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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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大宗交易信息的传播 
 

一旦大宗交易的日期、执行时间、合约月份、价格和数量被清除后，将自动予以报告。 

大宗交易信息在 MerQuote 系统上报告且可通过输入“BLK”码进行访问。大宗交易信息

亦将显示在芝商所网站,网站链接如下:http:/ /www.cmegroup.com/tools- 

information/blocktrades.html.大宗交易信息亦在交易大厅显示。 
 

大宗交易独立于常规市场中的交易公布。  

大宗交易量亦在交易所发布的每日成交量报告中标出。 

 

11. 大宗交易相关非公开信息的使用 
 

 

a）一般规定 

 

参与招揽或协商大宗交易的各方不得为除协助该大宗交易执行以外的任何目的向任何 

其他方披露该等沟通的详情。对已完成的大宗交易相关非公开信息知情的各方不得在 

交易所发布大宗交易公开报告之前向任何其他方披露此等信息。代表客户协商大宗交 

易的经纪人经客户允许方可向潜在对手方(包括与之完成该笔大宗交易的对手方)披露 

客户的身份。 

 

被招揽而提供双边大宗市场报价的各方不被视为拥有非公开信息,前提是在招揽交易

时市场兴趣方向未被披露。 

 

b）预先对冲/预期性对冲 
 

潜在大宗交易的双方可以对他们善意认为完成大宗交易后会产生的头寸进行预先对冲 

或预期性对冲，除非中介下达与自身客户委托相反的委托。在这种情况下，在大宗交 

易完成之前，中介不得在其拥有或控制的或者其持有所有者权益之任何账户中或者为 

其雇主的自营账户抵消由大宗交易建立的头寸。中介仅在完成大宗交易后才可以通过 

达成交易来抵消头寸。 
 

任何人依赖于有关另一个人即将要进行交易的重大非公开信息、依赖于通过保密的雇 

员/雇主关系，经纪/客户关系或者违反既存义务获得的非公开信息而抢先于大宗交易 

下单，即属违反规则 526。 
 

如果预先对冲的相关事实和情况表明任何当事方实施了欺骗或操纵行为，包括处理客 

户委托的中介以违背客户最佳利益的方式行事，交易所可以采取执法行动。 
 

本指南仅在大宗交易预先对冲的背景下适用。本指南不影响 CEA 或委员会条例下的任

何 要求。 
 

 
 

 

 

http://www.cmegroup.com/tools-
http://www.cmegroup.com/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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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AS与 TAM 大宗交易 
 

某些符合大宗资格的期货合约月份可作为大宗交易执行并被在当天的结算价或结算价 上

下十个价格跳动单位的任何有效价格增量(“TAS大宗交易”)上执行。某些符合大宗 资

格的期货合约月份也可作为大宗交易执行并被赋予当天的市场基准价(Marker Price) 或

市场基准价上下十个价格跳动单位的任何有效价格增量(“TAM大宗交易”)。 
 

此外,若标的价差符合 TAS 或 TAM交易资格,商品内日历价差可作为 TAS或 TAM 大宗交

易执 行。请参阅关于 TAS 和 TAM 交易的最新建议通告获取允许采用 TAS 或 TAM 定价

的产品、合 约月份和价差清单。 
 

TAS 或 TAM日历价差大宗交易各条边的定价将按如下计算: 
 

• 价差的近边将始终按该合约月份的结算或市场基准价(视情况而定)定价。 
 

• 价差的远边将定价为该合约月份的结算价或市场基准价(视情况而定)减去

成 交合约的可被允许的 TAS 或 TAM 价格增量(–10 到+10),成交的 TAS 或
TAM 价格是合 约实际结算价或市场基准价的情况除外。 

 

TAS 大宗交易,包括合资格的 TAS日历价差大宗交易,不得在即将到期合约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执行。 
 

允许执行 TAS 和 TAM大宗交易的产品和合约月份列于符合大宗交易资格之产品的清单中, 

该清单可在芝商所网站获得,链接如下:  

 

   NYMEX 和 COMEX 符合大宗交易资格之产品和最低数量门槛 
 
 

13. 指数收盘价基差交易(Basis Trade at Index Close,BTIC)以及现金收盘价基差交

易（“TACO”）大宗交易 
 

BTIC 交易是参考适用现金指数收盘价定价的交易所期货交易。就在标的物初级证券市场

预定收市时间当日或之前所给定之交易日执行之 BTIC 大宗交易而言，相关期货价格应

当参考适用当前交易日的指数收盘价作出。不允许在即将到期合约月份的最后一个工作

日执行 BTIC 大宗交易。 

 

TACO交易是参考该等期货合约标的现金指数的下一定期特别开盘价（“SOQ”）进行定

价的交易所期货交易。 
 

包含符合 BTIC 大宗资格之产品和大宗最低门槛的清单可在芝商所网站获得,链接如下: 

 

BTIC大宗交易表 B 

 

赋予 BTIC大宗交易的期货价格将根据高于或低于当天现金指数收盘价的任何有效价格

增量（“基差”）调整的当天适用现金指数收盘价。 

 

赋予 TACO大宗交易的期货价格将为根据高于或低于 SOQ的任何有效基差调整的相关现

金指数的下一定期特别开盘价（“SOQ”）。 

http://www.cmegroup.com/clearing/trading-practices/block-trades.html#nymexComexProducts
http://www.cmegroup.com/trading/equity-index/btic-block-trad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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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IC和 TACO 交易中的基差必须如相关产品章节所规定，以全跳动点增量显示，并须公

平合理,考虑到账户融资率、预期股利收益以距适用 期货合约到期剩余的时间。 
 

BTIC大宗交易的期货价格将由交易所在美国中部时间下午 3:45确定,且此交易所确定的 

价格将为最终价格。如果初级证券市场预定提前收市,则 BTIC大宗交易的期货价格将由 

交易所在初级证券市场预定提前收市时间后 45分钟确定,交易所在那时确定的价格将为 

最终价格。如初级证券市场出现股市混乱,则该交易日的所有 BTIC 大宗交易将被取消。 

 

SOQ 以标普发布后不久，交易所即会决定 TACO大宗交易的期货价格。若主要挂牌交易

所的给定现金指数出现混乱，导致该等现金指数的管理人员无法生成定期 SOQ，则依赖

于 SOQ的所有 TACO大宗交易将被取消。 
 

BTIC和 TACO 大宗交易不得作为价差交易执行。想要执行任一产品大宗价差交易的各方

必须把交易作为单独的单向 BTIC或 TACO 大宗交易进行协商，且各条边必须达到相关大

宗交易最低门槛。 
 

14. 规则 526 文本 
 

规则 526大宗交易 
 

交易所应指明允许执行大宗交易的产品并确定此等交易的最低数量门槛。此外,就掉期 

大宗交易而言,交易的最小规模应设为等于或大于 CFTC 规定第 43 部分附录 F 所述水平

[本句仅出现在 CBOT规则中]。大宗交易须遵守以下规定: 
 

A. 大宗交易的数量必须等于或大于适用最低门槛。不得集合多个订单以达到最小交易

规模,除了第 I和 J条描述的实体以外。 
 

B. 大宗交易的各方必须是《商品交易法》第 1a(18)条定义的合格合约参与者。  

C. 除非客户已指定订单要作为大宗交易执行,否则会员不得将客户订单以大宗交易方

式执行。 
 

D.  大宗交易的执行价格必须鉴于如下因素做到公平合理(1)大宗交易的规模,(2)相关

时 间同一合约中其它交易的价格和规模,(3)相关时间其它相关市场中交易的价格 

和规模,包括但不限于合约标的物的现货市场或相关期货市场,以及(4)市场或 大宗

交易各方的情况。 

 

E. 大宗交易不应引发附条件订单(例如止损订单或 MIT订单)或以其它方式影响常规市

场 中的订单。 
 

F. 除非大宗交易的订单人对手方另有约定,卖方或者经纪商(如果交易经由经纪商处理) 

必须确保在交易所规定的时间内按规定方式向交易所报告每笔大宗交易。报告 必须

包含合约、合约月份、价格、交易数量、各自清算会员、执行时间,若为 期权交易

则还须包含行权价、看涨或看跌方向以及到期月份。交易所应独立于 常规市场中的

交易报告及时公布此等消息。 
 

G. 大宗交易必须按照经批准的报告方法报告给清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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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参与执行大宗交易的清算会员和会员必须按照交易所规则 536 保持交易记录。 

I. 根据法案经注册或免注册的商品交易顾问(“CTA”),包括但不限于根据 1940 年《投

资顾问法》经注册或免注册的任何投资顾问,就第 A、B、C和 D条而言应为适用主体,

前提是此等顾问的总资产管理规模超过 2500万美元且大宗交易适合于其 客户。 
 

J. 担任第 I 条所述 CTA或投资顾问类似角色或履行类似职责且以此身份受外国法规 制

约的外国人,就第 A、 B、C和 D条而言应为适用主体,前提是此等人士的总资 产管

理规模超过 2500万美元且大宗交易适合于其客户。 
 

15. 联系信息 
 

关于本建议通告若有问题,可以联系下列人员: 
 

市场监管部:  

Jennifer Dendrinos,调查总监 电话:+1 312.341.7812 

Umi Graft,调查经理 电话:+1 312.341.7639 

Mary Cantagallo,调查部首席调查员 电话:+1 312.341.7632 

Erin Middleton, 规则与监管拓展主管专员 

 

电话:+1 312.341.3286 

Robert  Sniegowski,规则与监管拓展执行

总监 

电话:+1 312.341.5991 

  

 

有关本建议通告的媒体垂询,请联系芝商所公司传讯部,电话:+1 312.930.3434 或 

news@cme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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