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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展望  
芝商所首席經濟學家 Bluford Putnam 分享市場見解 

 

許多跡象表明，美國聯儲局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的成員內部即將達成和解，或許會在 9

月 15 日至 16 日的會議上決定放棄零利率政策。雖然加息時間仍然存疑，但本文所列數據揭

示，加息時間可能提前，而非推遲。 

 
月就業增長率和失業率雙雙好轉，數據極為穩健。雖然有一些正常的起伏，但經濟每個月創造的新就業機會為大約 225,000

個。失業率低於 5.5%，令人放心。在過去 40 年，平均失業率為 6.2%，其間只有大約 40%的時間低於 5.5%。   

 

包括聯儲局主席葉倫(Janet Yellen)在內，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若干成員更傾向於以歷史眼光考量勞動市場，他們仍然擔心

勞動參與率下降以及小時工資增長緩慢的問題。對一國經濟而言，這些問題並不新鮮，而且基本都是經濟結構性問題，聯儲

局量化寬鬆或利率政策對此無能為力。 

 

遠在 2008-2009 年大衰退之前，勞動參與率自 2000年起便一直下降。分析人士列舉的理由很多，但要說清楚參與率下降的

原因並非易事。我們知道勞動力正在老齡化，這導致退出率上升。對於一些已退出市場的勞動者（必須符合資格條件）而

言，殘障保險的吸引力略有上升，可作為替代收入來源。千禧年一代似乎更具創業精神，或許不能用以往的經驗衡量他們。

我們確信，利率水準對勞動參與率的影響不是特別大。聯儲局可以擔心勞動參與率下降，但對此無能為力，畢竟經濟正在以

相當穩健的速度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小時工資只是增長緩慢，但增長速度仍然快於核心通脹率，也就是說實際小時工資（通脹調整小時工資）已經勉強取得領

先。問題在於不斷變化的就業結構特徵，例如在幫人解決問題的行業，就業機會越來越緊張，而在重複性勞動行業、零售行

業和工廠，由於全球市場變動頻繁，競爭激烈，因此面臨激烈的競爭。有兩個要點值得考慮。首先，與勞動參與率一樣，小

時工資的增長不受利率水準的影響。其次，由於小時工資增長緩慢，導致美國過去五年的勞動收入整體增長被普遍低估。促

成總勞動收入增長的因素是創造新就業機會的速度以及工資增長速度，前者相當穩健，而後者十分緩慢。 

 

最後，我們注意到，核心通脹率低然略低於聯儲局 2%的長期目標通脹率。不過，經常被人忽略的是，核心通脹率在過去二

十年只是在 0.90%至 2.45%的區間內小幅上升，這個範圍內的升降不會產生多大影響。核心通脹率自 1994年以來一直保持

穩定，無論是股市的科技股漲勢、科技股泡沫、房市繁榮、投機泡沫，還是五年多的量化寬鬆和零利率政策，都很難令其發

生波動。對聯儲局而言，關鍵在於沒有通縮壓力的訊號，且通脹率接近 2%的目標通脹率。 

   

我們的基本預判認為，鑑於實際 GDP 五年多的溫和增長以及穩健的就業增長，聯儲局不再需要沿用柏南克(Bernanke)時代

的應急措施，包括零短期利率政策。在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內部，強硬派和溫和派之間很有可能達成妥協，在 9月（或之

後不久）首次大幅加息，然後將來進行幾次小幅加息(0.25%)，期間不用舉行會議，最後一次的加息幅度為大約 1.5%或

2%，此時的聯邦基金利率與核心通脹率大致持平。 

 

如果想瞭解 Blu 的更多觀點和評論，請瀏覽 cmegroup.com/putnam 
 
此報告中所有示例均為對各種情況的虛擬解釋，僅作說明之用。此報告中的觀點僅反映作者的看法，未必是芝商所或其關聯機構的看法。此報告
及其中所載資訊不應視為投資建議或實際市場經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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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概覽
 

 

歐洲美元期貨和期權 

期權電子交易量增長 

 歐洲美元期貨名義日均交易量為 2.5 萬億

美元，與 2014 年第 2 季度相比，前端

8%的交易量增長了 12%。  

 2015 年第 2 季度，歐洲美元期權的日均

交易量達 827,427 份合約，在 6 月結束之

前，未平倉量超過 3140 萬份合約。 

 6 月份，Globex 上的歐洲美元期權日均交

易量超過 176,000 份合約，2015 年第 2

季度的電子交易百分比達到創記錄的

19%。 

歐洲美元期權的季度期權和連續期權受到青

睞 

 隨著歐洲美元期權交易量增長，我們看到

季度期權交易量顯著增長（右圖灰柱）。  
 這說明「曲線前端」交易日漸受到客戶青

睞，因為這是自 2011 年以來交易最為活

躍的產品。 
 中端曲線期權的交易量仍然強勁，日均交

易量保持在 500,000 份合約以上，而

2011 年僅為 366,000 份合約。  
 
聯邦基金  

聯邦基金未平倉量大宗持有人(LOIH)數量不

斷增長  

 聯邦基金期貨交易量在過去 12 個月大幅

回升。 

 未平倉量大宗持有人報告顯示，參與率不

斷增長，其中許多公司是首次參與此類交

易。  

 2015 年期權日均交易量超過 1,400 份合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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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庫券期貨和期權 

 

相對於現金國庫券，期貨日均交易量躍升 

 右圖顯示國庫券期貨和現金國庫券的名義交易量對比。  

 以佔現金國庫券的百分比表示，國庫券期貨的交易量不斷增長，今年到目前為止已達 78%。  

 
 
 

超長期國庫券期貨的參與率不斷增長  

 

 超長期國庫券期貨（2010 年推出）繼續

受到想投資於長期利率產品的客戶青睞。  

 

 2015 年第 2 季度日均交易量增至 115,000

份合約，與去年相比增長 21%。 

 季末未平倉量達 587,000 份合約，與去年

同期相比增長 22%。 

 
 
 
 

每週國庫券期權(WTO)日均交易量創下新高   

 第 2 季度國庫券期權日均交易量為

636,000 份合約。  

 每週期權交易量繼續激增，因為客戶希

望圍繞特定的經濟事件進行交易。日均

交易量為 107,000 份合約，與去年相比

增長 86%。  

 例如，在 7 月 1 日星期三，每週國庫券

期權交易量為 348,899 份合約，刷新單

日交易量記錄，佔當天所有國庫券期權

交易量的 45%。當天未平倉量亦刷新記

錄（597,000 份合約）。   

 使用芝商所工具瞭解哪些每週期權的交

易最為活躍。 

 

利率走勢和事件
 

 
歐洲美元組合期貨和期權 
現有芝商所歐洲美元期貨目前享有 100%保證金對銷優勢 
 

http://www.cmegroup.com/tools-information/quikstrike/daily-weekly-options-re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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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商所歐洲美元組合期貨和期權用於買賣長期歐洲美元期貨，具有運營和成本效率，並可使用全

球規模最大的期貨流動性池。組合期貨及同時掛牌的期權的交易期按 2 年、3 年和 5 年遞增，具

有下列優勢： 

 運營效率：只需要買賣一種產品，名義價值為 100 萬美元，便於執行。 

 資本效率：歐洲美元期貨享有 100%保證金對銷，並且由於只需要買賣一種產品，因此保

證金使用效率很高。 

 簡單、透明的平均價格：可與收益率水平相關聯。 

 更多選擇：可在場外雙邊產品之外提供一種高效的替代工具。 

下載歐洲美元組合期貨工具箱 

 

 

 

其他資源 

 產品概覽簡報 

 期貨參考指南 

 期權參考指南 

 歷史報價數據 

 名義價值報告 

 交割手續說明 

 避險利率掉期報告 

  

 

 

http://info.cmegroup.com/R00d0jBPIl0610r0H2A15e0
http://www.cmegroup.com/trading/interest-rates/files/eurodollar-bundle-futures-options-overview.pdf?mkt_tok=3RkMMJWWfF9wsRonu6nOdO%2FhmjTEU5z16ustWqO3lMI%2F0ER3fOvrPUfGjI4AScpjN6%2BTFAwTG5toziV8R7PEJc1oytQQUhLh
http://info.cmegroup.com/f061l0d0j400BP1IHeA7r00
http://info.cmegroup.com/f061l0d0j400BP1IHeA7r00
http://info.cmegroup.com/f061l0d0j600BP1IHeA9r00
http://info.cmegroup.com/u7e000jP0d6l0a011rIHAB0
http://info.cmegroup.com/P000e0lHdP6r80010jbABI1
http://info.cmegroup.com/SP0A1l0jd000eHr0B601I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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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走勢和事件
 

CBOT 可交割掉期期貨： 
為您的已清算掉期投資組合增加一種具有資本效率的工具 
 

國稅局頒佈非定期支付掉期的新規則，買賣可交割掉期期貨(DSF)從此不必擔心稅務問題。可交

割掉期期貨的名義日均交易量為 6.47 億美元，名義未平倉量超過 90 億美元，是買賣利率產品的

流動性最強的中央限價委託單(CLOB)之一。 

 

帶有場外利率掉期的可交割掉期期貨可節省 79%-85%的保證金 

美元可交割掉期期貨策略* 獨立清算的保

證金 

芝商所的投資

組合保證金 

節省的保證金 節省百分比 

5 年可交割掉期期貨與 5 年利率

掉期 

49,138,068 9,918,624 39,219,444 80% 

10 年可交割掉期期貨與 10 年利

率掉期 

48,028,638 7,070,027 40,958,611 85% 

30 年可交割掉期期貨與 30 年利

率掉期 

52,165,783 10,893,739 41,272,044 79% 

*不同期限（5年、10年、30年）的美元可交割掉期期貨示例，每種策略的基點價值(DV01)為 100萬美元。 

 

可交割掉期期貨的優勢： 

 為標準化產品提供期貨保證金效率，交割之後一定可以轉換為市場通行息票(MAC)掉期。 

 歐洲美元期貨和國庫券期貨自動享有保證金對銷優勢，可節省資本，採取相對價值策略。 

 大宗交易門檻低，包括日曆滾動套利。 

 

 

 

 

 

 

如需更多的資訊，請瀏覽 cmegroup.com/dsf  

http://info.cmegroup.com/R00d0jzPIl0610r0HoAPde0
http://www.cmegroup.com/dsf


利率市場季度回顧 — 2015 年第 2 季度 

5 
 

利率走勢和事件
 

息票合併減支解決方案月度使用量刷新記錄 
6 月份減少的名義價值達 1.8 萬億美元 

 

迫於資本壓力，越來越多的客戶開始使用芝商所的息票合併減支解決方案(Compression via 

Coupon Blending)，該方案可減少待完成的交易數量以及投資組合的總名義價值。 

 自該解決方案推出以來，已有 181,000項交易被合併，其中 86%的交易被取消。 

 待完成的交易總名義價值減少近 10萬億美元，僅 2015年 6月便減少 1.8萬億美元，刷新

記錄。 

減輕您的壓力。提高投資組合的資本效率和運營效率。 

 

 

 
 

 

 

 

 

 

 

 

 

 

 

如果想開始使用息票合併減支解方案，請按這裏。 

http://www.cmegroup.com/trading/otc/files/cme-otc-irs-clearing-coupon-blending.pdf?mkt_tok=3RkMMJWWfF9wsRonu6XOdu%2FhmjTEU5z16ustWqO3lMI%2F0ER3fOvrPUfGjI4AScpqMq%2BTFAwTG5toziV8R7PEJc1oytQQUh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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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期貨資源
 

CME Direct：提供 EOS 交易者需要的全部功能，以及新推出的大

宗交易功能 
利率期貨、期權和大宗交易，全部都在一個螢幕上完成  

 

CME Direct可在網際網路上安全地交割期貨，它是芝商所市場的交易前台，可自由配

置，在整個交易過程中提供全方位的解決方案。  

• 實時串流式報價，包括市場深度。  

• 快速錄入委託單，完成多個帳戶的交易。  

• 支持Globex所有委託單類型、委託單期限以及委託單保護功能。  

• 為掛牌交易和大宗交易提供直通式交易程序(STP)，便於管理風險。  

• 超快期權功能允許交易者在芝商所Globex上發送詢價單，執行備兌期權策略和

多邊策略。  

• 可參與Globex的所有期貨和期權市場，包括歐洲美元期貨、國庫券期貨、聯邦

基金期貨和可交割掉期期貨。 

 

現已推出：期貨和期權大宗交易參考指南  

大宗交易指兩位合格對手方之間私下商定的期貨交易，這些交易後來提交給芝商所清算所，用於

記帳目的。 

大宗交易使機構交易者可以與特定的合格對手方私下商定期貨交易。具體而言，機構交易者通常

可按單一價格執行大筆交易，同時享有芝商所中央對手方(CCP)清算系統提供的金融擔保。 

 
檢視期貨參考指南  

檢視期權參考指南 

 
 

瞭解更多內容： 
利率產品大宗交易：cmegroup.com/interestrateblocks 
CME Direct：cmegroup.com/direct  

如果對產品有疑問，或想安排CME Direct演示時間，請聯絡
cmedirectsales@cmegroup.com 

http://info.cmegroup.com/f061l0d0j400BP1IHeA7r00
http://info.cmegroup.com/f061l0d0j400BP1IHeA7r00
http://www.cmegroup.com/intersetrateblocks
http://www.cmegroup.com/direct
file:///C:/Users/rfisher/Documents/Interest%20Rates/QIR/cmedirectsales@cmegrou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