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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麼是「新興市場銀行激勵計劃」？ 

新興市場銀行激勵計劃（Emerging Market Bank Incentive Program，簡稱 EMBIP）為新興市場

國家銀行買賣芝商所產品的自營交易提供折扣費率。計劃參與者買賣芝商所、芝加哥期貨交易所

(CBOT)、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和紐約商品交易所(COMEX)期貨產品享有折扣費率，僅限電

子交易。EMBIP計劃參與者享有折扣費率的截止日期為 2016年 12月 31日。 

 
2. 此計劃對銀行有哪些資格要求？ 

要參加 EMBIP 計劃，銀行必須符

合下列條件： 

• 位於合格國家，請參閱文末的問題 14查看合格國家清單。 

• 填寫 EMBIP計劃申請表，並獲得芝商所批准。 

• 以 EMBIP計劃參與者的名義執行所有交易。 

• 對參與計劃的所有交易者進行登記，此類交易者必須是 EMBIP計劃參與者的擁有人、真實

員工或獨立承包商。 

• 與芝商所清算會員建立關係。 

 
3. 為了維持 EMBIP計劃參與者的資格，繼續享有折扣費率，是否有最低成交量要求？ 

否。 

 
4. 芝商所對 EMBIP計劃參與者的交易收取多少費用？ 

下面的概要表僅供參考。請參閱 www.cmegroup.com/fees 上的最新費用表，瞭解此計劃的詳細資

訊，或查閱下表未列出的費用。 

 
 
產品類別 

僅限電子交易 

 

標準客戶 
（非會員） 
費率 

 

EMBIP計劃總括費用 
（每位買方或賣方） 

 

 
節省額 

芝商所產品 

農產品合約 $2.03 $1.50 $0.53 26% 

氣象合約 $0.54 $0.25 $0.29 54% 

外匯合約 $1.60 $1.00 $0.60 38% 

E-迷你外匯產品 $0.85 $0.54 $0.31 36% 

E-微型外匯產品 $0.16 $0.10 $0.06 38% 

標準型股指 — 期貨 $2.40 $1.60 $0.80 33% 

日經指數期貨 $2.35 $1.55 $0.8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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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型股指 — 期權 $2.31 $1.50 $0.81 35% 

E-迷你股指 — 期貨 $1.17 $0.76 $0.41 35% 

E-迷你股指 — 期權 $0.55 $0.45 $0.10 18% 

E-迷你熱門 50股指數期貨 $0.80 $0.76 $0.04 5% 

聖保羅證交所(Ibovespa)美元期貨 $1.26 $1.26 $0.00 0% 

利率期貨 $1.25 $0.44 $0.81 65% 

歐洲美元利率期權和歐洲期權 $0.89 $0.44 $0.45 51% 

2年歐洲美元利率捆綁期貨 $6.40 $3.52 $2.88 45% 

3年歐洲美元利率捆綁期貨 $9.60 $5.28 $4.32 45% 

5年歐洲美元利率捆綁期貨 $16.00 $8.80 $7.20 45% 

2年歐洲美元利率捆綁期權 $5.50 $2.89 $2.61 47% 

3年歐洲美元利率捆綁期權 $8.00 $4.22 $3.78 47% 

5年歐洲美元利率捆綁期權 $13.00 $6.87 $6.13 47% 

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產品 

標準型農產品 $1.95 $1.45 $0.50 26% 

迷你型農產品期貨 $1.03 $0.90 $0.13 13% 

ICS和 CS農產品期權 $3.84 $2.06 $1.78 46% 

迷你型 5美元道瓊斯指數產品 $1.16 $0.75 $0.41 35% 

道瓊斯美國房地產指數期貨 $1.16 $0.75 $0.41 35% 

2年美國公債期貨 $0.60 $0.49 $0.11 18% 

5年美國公債期貨 $0.65 $0.49 $0.16 25% 

10年美國公債期貨 $0.75 $0.49 $0.26 35% 

長期美國公債期貨 $0.80 $0.49 $0.31 39% 

超長期美國公債期貨 $0.85 $0.49 $0.36 42% 

美國公債期權 $0.81 $0.49 $0.32 40% 

其他金融產品 $0.96 $0.49 $0.47 49% 

可交割利率掉期期貨 $0.56 $0.49 $0.07 13% 

紐約商品期貨交易所(NYMEX)產品 

能源合約（實物） $1.45 $1.10 $0.35 24% 

金屬期貨（實物） $1.45 $1.10 $0.35 24% 

紐約商品交易所(COMEX)產品 

金屬期貨合約（實物） $1.45 $1.10 $0.3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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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流程 

 
5. 公司如何申請參加 EMBIP計劃？ 

想申請參加 EMBIP 計劃的公司應當填寫「新興市場銀行激勵計劃申請表」，並將申請表連同相關

證明文件提交給金融和監管事務監督部(FRS)。 

 
如果對申請表有疑問，請傳送電子郵件到 EMBIP@cmegroup.com。您亦可撥+1.312.930.3230 聯

絡金融和監管事務監督部，或撥+1.312.930.4597 聯絡國際管理部。這些部門的工作人員可提供更

多的資訊，並協助您完成申請流程。 
 

 
6. 批准流程需要多長時間？ 

在收到申請表、所有證明文件和申請費後，即會開始審核流程，通常需要 4至 6個星期。芝商所工

作人員在批准申請人時將考慮申請人的商業聲譽、財務資源和自營交易活動，並保留拒絕任何申請

人的權利。芝商所工作人員的決定為最終決定。 

 
7. 申請參加 EMBIP計劃的銀行是否需要提交財務報表？ 

是。作為申請參加 EMBIP計劃所需要的證明文件之一，銀行需要提交其經認證的財務報表。若無法

提供經認證的財務報表，EMBIP 計劃申請人可隨申請表提交任何已公佈的財務報表，包括在其網站

公佈的財務報表。提交的所有財務報表必須是英文版。 

 
8. 是否有申請費？ 

否。 

 
9. 如果我的公司獲准參加 EMBIP計劃，是否還需要一家清算公司？ 

是。芝商所的所有交易均透過芝商所清算會員公司完成。所有 EMBIP計劃參與者必須為其自營交易

在芝商所清算會員公司開通獨立的帳戶。EMBIP計劃的帳戶不得位於保密的綜合帳戶中。 

 
10. 如果我的公司獲准參加 EMBIP計劃，清算公司將怎樣收到通知？雖然我們將盡最大努力告知

清算公司的相關人員您已加入 EMBIP計劃，但向清算公司發出通知始終是您的責任。由於

EMBIP計劃的折扣費率將適用於您選擇的任何清算公司，我們無法知道你們的所有清算關係。

因此，當您收到批准通知時，您必須告知清算公司。我們鼓勵客戶盡快向清算公司通報自己申請

加入本計劃的意向。 

mailto:EMBIP@cmegroup.com


 

 
 
 
 

11. 清算公司怎樣登記參加 EMBIP計劃的公司才可以獲得折扣費率？ 

為了獲得激勵，必須在交易費系統(EFS)中登記 Globex操作人 ID（又稱為 Tag 50 ID）以及帳戶。

Tag 50 ID代表向 Globex錄入買賣盤的人。 參加 EMBIP計劃的清算公司負責在交易費系統中登記

Tag 50 ID 和帳戶。在公司獲得批准後，其清算公司將收到通知，並在交易費系統中登記參與者的

帳戶。參與 EMBIP計劃的公司應當聯絡其清算公司，確保已在交易費系統中登記正確的 Tag 50 ID

和帳戶，以便獲得折扣費率。如果在交易費系統中登記的資訊不準確，將按非會員費率處理。 
 

 
 

其他資訊 
 

 
12. 如果銀行總部不在合格的新興市場國家，但在合格新興市場國家有分行，其分行是否可以參加

計劃？ 

是。例如，銀行在加勒比地區的全資子公司也可以參加 EMBIP計劃。 

 
13. 如果集團總部位於合格國家，其在非合格國家的分行是否可以參加計劃？ 

否，非合格國家的分行不能參加計劃。但是，如果交易者在非合格分行或代表處工作，但代表位於

合格國家的總部，該交易者可以代表總部進行交易。此外，雖然交易者可以位於非合格國家的代表

處或分行，但交易者必須使用位於合格新興國家的銀行的帳戶進行交易。交易者不得使用分行本身

的帳戶進行交易，也不得在合格國家的帳戶中進行交易，然後將此類交易轉移到位於非合格國家的

分行帳戶。 

 

對於在獲准參加 EMBIP 計劃之後在現有清算公司或新清算公司開通的任何新帳戶，EMBIP 計劃的

參與者必須提交其最新期貨結單的副本。 
 

 
14. 下列國家符合 EMBIP計劃的資格條件： 

 
非洲  

阿爾及利亞 加彭 納米比亞 

安哥拉 甘比亞 尼日 

貝南 迦納 奈及利亞 

波札那 幾內亞 剛果共和國 

布吉納法索 幾內亞比索 盧安達 

浦隆地 象牙海岸 塞內加爾 

喀麥隆 肯亞 獅子山 

中非共和國 賴索托 南非 

查德 賴比瑞亞 史瓦濟蘭 

剛果民主共和國 馬達加斯加 坦尚尼亞 

吉布地 馬拉威 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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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赤道幾內亞 

厄利垂亞 

伊索比亞 

馬利 

茅利塔尼亞 

摩洛哥 

莫三比克 

突尼西亞 

烏干達 

尚比亞 

辛巴威 

亞洲和中東   

阿富汗 哈薩克 沙烏地阿拉伯 

巴林 科威特 韓國 

孟加拉 吉爾吉斯 斯里蘭卡 

不丹 寮國 台灣 

汶萊 黎巴嫩 塔吉克 

高棉 馬來西亞 泰國 

中國 蒙古 土耳其 

印度 尼泊爾 土庫曼 

印尼 阿曼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伊拉克 巴基斯坦 烏茲別克 

以色列 菲律賓 越南 

約旦 卡達  

歐洲   

阿爾巴尼亞 愛沙尼亞 蒙特內哥羅 

亞美尼亞 喬治亞 波蘭 

亞塞拜然 匈牙利 羅馬尼亞 

白俄羅斯 哈薩克 塞爾維亞 

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 科索沃 斯洛伐克 

保加利亞 拉脫維亞 斯洛凡尼亞 

克羅埃西亞 立陶宛 土耳其 

賽普勒斯 馬其頓 烏克蘭 

捷克 摩爾多瓦  

拉丁美洲   

阿根廷 厄瓜多 尼加拉瓜 

貝里斯 薩爾瓦多 巴拿馬 

玻利維亞 法屬蓋亞納 巴拉圭 

巴西 瓜地馬拉 秘魯 

智利 蓋亞那 蘇利南 

哥倫比亞 海地 烏拉圭 

哥斯大黎加 宏都拉斯  

多明尼加 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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