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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概要
•	 	此報告比較股指期貨和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在各種不同使用案例和投資期限複製標準普爾500指數總回
報率的總括成本。

•	 	分析中使用的具體產品為芝商所E迷你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和三檔美國掛牌標準普爾500指數股票型基
金：SPDR	SPY、iShares	IVV和Vanguard	VOO。

•	 	文章首先詳細分析總成本的各組成要件以及計算成本所使用的假設，包括關於期貨隱含融資利率近期變動
情況以及促成變動的因素的觀察結論。

•	 	不同投資期限複製指數回報率的總成本分為四個常見投資場景進行計算：資金充裕的多頭頭寸、槓桿式多
頭頭寸、空頭頭寸和非美國投資者。

•	 	期貨與指數股票型基金並非截然對立的投資選擇。對於槓桿型投資者、空頭投資者和非美國投資者，E迷
你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在所有投資期限都比標準普爾500指數股票型基金更具成本效益。

•	 	對於資金充裕的投資者，何種產品是最佳選擇取決於期貨隱含融資利率和投資期限。當期貨轉倉成本低於
Libor利率時，期貨顯然對投資者更為有利，而如果轉倉成本高於Libor利率，則最具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案
是期貨或指數股票型基金。

Scenario

成本最低的選

轉倉融資利率較低（低於3個月美元
Libor利率）期貨

轉倉融資利率較高 
（高於3個月美元Libor利率） 
取決於持有期限以及資金充裕程度

資金充裕的投資者 期貨 取決於持有期限以及資金充裕程度
槓桿型投資者（2倍、8
倍） 期貨 期貨

賣空者 期貨 期貨
International	 期貨 期貨

場景：資金充裕的投資者，轉倉成本高於3個月美元Libor利率

與3個月美元Libor利
率的利差

當轉倉成本的交易時間等於或短於下列持有期限時，對於所有投資者而言，E迷你標準普爾500
指數期貨比指數股票型基金更具成本效益：
30天 60天 90天 180天 1年 2年 4年
+51個基點 +30個基點 +20個基點 +11個基點 +6.3個基點 +4.0個基點 +2.9個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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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本報告比較股指期貨和指數股票型基金複製標準普爾500指數
總回報率1的總括成本。

鑑於客戶情況各異，並且可能同時使用指數股票型基金和期
貨，故究竟何者更具成本效益並沒有普適的答案。何者為佳取
決於客戶和特定交易的具體情況。

因此，本文探討四種常見的投資場景，即資金充裕的多頭頭
寸、槓桿型多頭頭寸、空頭頭寸和非美國投資者，並分別對期
貨和指數股票型基金複製指數的成本進行比較。雖然這些場景
並未囊括兩種產品所有可能的投資情形，但可以涵蓋大多數使
用案例，對這些場景進行分析有助於瞭解投資者在做出投資決
定時應當考量的因素。

本文將芝商所E迷你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代碼：ES）與
三檔美國掛牌標準普爾500指數股票型基金進行比較：SPDR	
S&P	500	ETF	(SPY)、iShares	Core	S&P	500	ETF	(IVV)和
Vanguard	S&P	500	ETF	(VOO)。

成本估算和假設
本報告的目標是對股指期貨和指數股票型基金在特定投資期限
內複製標準普爾500指數總回報率的成本進行量化分析。

分析框架定為一家中型機構投資者，透過經紀仲介（即並非直
接參與市場）執行一筆價值1.00億美元的虛擬委託單。

複製指數的總成本分為兩個部分：交易成本和持有成本。

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是在建立頭寸和了結頭寸時產生的費用。此類成本一
體適用於所有交易，與投資期限無關。

佣金：交易成本的第一個要件是佣金，即經紀商為執行交易所
收取的費用。此類費用由各方議定，因客戶而異。本報告假設
E迷你期貨的執行成本為每份合約2.50美元（0.25個基點），
指數股票型基金為每股2.5美分（1.25個基點）2。

市場影響：交易成本的第二個要件是市場影響，它衡量執行委
託單造成的不利價格走向。

市場影響很難量化。在最簡單的情況下，即將不限數量的市價
單直接發給交易所，則市場影響可以準確界定為提交委託單之
前的市價與交易最終執行價格之間的差價。然而，由於執行方
法越來越複雜，並且需要的時間越來越長（例如在25%的交易
量參與的營運委託單，或隔天交易量加權平均價格目標），因
此交易造成的影響以及與交易無關的市場動向造成的影響越來
越難區分。

本報告中的分析需要估算虛擬執行造成的預期市場影響，而非
任何特定交易的實際影響。因此，該預期影響屬於統計意義的
估算，其結果可能與任何特定的執行大相徑庭。

在估算預期市場影響時，需要考量跟蹤標準普爾500指數的不
同產品之間的流動性移轉。

1		 價格回報加股息。

2	 	此類利率預示機構客戶的典型定價「中值」。雖然佣金和費用是短期交易者關注的重點，但在本文的長期分析中，它們在總成本中所佔比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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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成所討論的任何產品的投資者委託單時，流動性提供者將
使用價格最低的替代產品在期貨、指數股票型基金和複製指數
的股票投資組合之間進行對沖。這可以建立標準普爾500指數
的「流動性池」，每種產品可以受惠於其他產品的流動性，反
過來顯著增強所有產品的流動性。

根據經紀商的估算以及芝商所集團自己的分析，對於E迷你
期貨，1.00億美元虛擬委託單的市場影響估計為1.25個基
點，SPY	ETF為2.0個基點，IVV和VOO為2.5個基點。

表1：流動性比較
產品 資產管理額/未平倉量

（十億美元）
日均交易量（百萬
美元）

ES 285.0 173,102
SPY 172.9 25,311
IVV 66.1 909
VOO 40.2 382
2015年全年日均交易量。截至2016年2月1日的資產管理額/未平倉
量。資料來源：芝商所集團和彭博社。

為了檢查這些數值的合理性，觀察發現1.00億美元在E迷你標
準普爾500指數期貨大約1,730億美元（2015年平均值）的日
均名義交易價值中佔0.06%。因此，1.25個基點的影響估算相
當於增加一個跳動點，似乎較為合理。

鑑於E迷你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的流動性是SPY的近

7倍，是IVV和VOO總流動性的130倍以上，故此類產品的影響
估算最初似乎都很低。但是，如果計入標準普爾500指數的流
動性池效應以及各類產品之間轉換的零星成本，SPY的成本增
加0.75個基點，IVV和VOO增加1.25個基點似乎較為合理，它
們分別對應大約每股1.5美分和每股2.5美分。

持有成本

持有成本是在持有頭寸期間產生的費用。這些費用一般隨時間
增長（例如指數股票型基金的管理費每日計提），但也有些單
獨計收的經常性費用（例如季度期貨轉倉的執行費）。

由於指數股票型基金和期貨的結構差別很大，故兩種產品的持
有成本來源也不同。

指數股票型基金：指數股票型基金的持有成本是基金為複製指
數回報率（一般是透過認購和維持相關股票投資組合）的服務
而收取的管理費。本文所述三檔指數股票型基金的管理費範圍
為每年5.0至9.45個基點。可能產生持有成本的第二個來源是
基金回報率與指數回報率之間的跟蹤誤差（因收取管理費而產
生者除外）。下文的分析將忽略這種風險，因為所討論的指數
股票型基金沒有該問題，因此很少需要估算潛在誤差的幅度
或影響。

期貨：期貨合約屬於衍生工具，允許使用槓桿。指數股票型基
金需要由買方在交易發起後向賣方支付全額名義金額，期貨合
約與之不同，交易雙方之間沒有任何金額過手。相反，買方和
賣方按交易名義價值的大約5.2%3存入保證金，由清算所為其
在合約項下的義務提供擔保。

3	 	截至撰文時，E迷你標準普爾指數期貨的保證金要求約為每91,300美元合約名義價值4,700美元。保證金數額會有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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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指數股票型基金的管理費相比，期貨合約的買方向賣方隱性
支付複製指數回報率的費用，並且是用自己的資金支付該費
用。因此，期貨合約的價格包含此類「拆借」資金的利息收
費部分4。

根據特定的期貨交易價格，可以從中推算出市場對此類「拆
借」資金隱性收取的利息。雖然所有期貨交易都隱含該融資成
本，但根據期貨轉倉交易進行推算最為方便，這經常稱為「轉
倉成本」。

將該隱性利率與對應的同期美元Libor利率進行比較之後，可
以得出與Libor利率之間的利差，然後判斷期貨轉倉融資利率
是「高」（隱性融資利率高於Libor利率，利差為正數）還是
「低」（隱性融資利率低於Libor利率，利差為負數）。

對於資金充裕的投資者（即擁有的現金與頭寸的全額名義價值
相等），轉倉的高融資利率或低融資利率並非僅僅是「理論」
成本，而是透過期貨複製指數回報率的實際持有成本。投資者
透過購買期貨合約，並將未使用的現金存為有息存款來實現該
成本。投資者透過期貨合約支付交易全額名義價值的隱性融資
利息，並透過未使用的現金存款獲得利息，我們假設後者的利
率等於3個月美元Libor利率(3mL)5。所付利息與所獲利息之間
的差額即是頭寸的持有成本，與轉倉的高融資利率或低融資利
率相等。

期貨轉倉的觀察資料

與管理費不同，季度期貨轉倉的隱性融資成本並不固定，而是
取決於供需消漲和市場上的套利機會。

從歷史來看，E迷你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對Libor利率的隱性
利差低於任何指數股票型基金的最低管理費。在2002至2012
年的十年間，E迷你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轉倉比公平市值平
均低2個基點6。

自2012年以來，轉倉的價格波動加劇，在不同的價位進
行交易（如圖1所示），2013年平均高融資利率為35個基
點，2014年為26個基點，2015年為8個基點。

近期融資利率轉高主要有兩個原因：天然賣方和流動性提供者
之間市場供方地位的變化，以及流動性提供者（特別是銀行）
促成此類服務的成本變化。

在市況平衡時，天然買方和賣方按接近公平價值的價格進行交
易，沒有任何一方能夠從另一方獲得溢價。如果沒有天然賣
方，流動性提供者開始按一定價格供應產品（即賣出期貨）。
對流動性提供者的需求越大，隱性融資成本越高（且波動越
大）。相反，如果市況吸引更多的天然賣方，由於市場參與者
之間的重新分配，導致隱含融資成本趨於穩定和降低，這種對
流動性提供者的需求可能會減弱。

4	 	對賣方而言，此論點可以兩者兼顧。賣空指數股票型基金會產生可以累積利息的現金。賣出期貨合約不會產生現金，但期貨價格中的隱含利息可以
為賣方提供補償。

5	 與本文中的其他假設條件一樣，該數值代表未投資現金的「中值」收益率。

6	 高盛，「Futures-Plus」，2015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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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轉倉高融資利率上下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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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12年到2014年，標準普爾500指數的回報率持續走高（
年均增長20	.2%），導致天然空頭投資者群規模縮小，因為
機構投資者減少空頭頭寸，傾向於追逐多頭頭寸。這導致其餘
做空流動性提供者（例如槓桿式空頭、對沖基金和美國銀行）
的需求上升，並且此時資產負債表和融資渠道不斷擴大，所有
這些因素均對期貨隱含融資造成上行壓力，如圖1所示。

2015年標準普爾500指數回報率停滯在-0.73%，股票市場在
2015年下半年和2016年初再次出現波動，導致市場上天然空
頭賣方增加，並對期貨的隱含融資水準造成下行壓力。這一系
列的事件及轉倉融資利率下降證明，轉倉市場受制於若干複雜
的因素，並且上文所述對隱含融資成本造成上行壓力的因素未
對市場造成長期變動，並且沒有哪一種因素對於促進內含高融
資利率具有支配作用。也就是說，如果促使轉倉融資利率上升
的主要因素被認為是部分流動性提供者（例如美國銀行）面臨
的監管和資本壓力，則在美國監管或資本機

制同期沒有發生變更或放鬆的情形下，轉倉的高融資利率不會
從2014年12月到2015年12月期間下降50個基點。	

2014年，轉倉市場回歸正常，3月、6月和9月的轉倉平均僅
為17個基點（不到2012年12月至2013年12月的一半），9
月份交易低至7個基點8。後來期貨轉倉融資利率於2014年12
月由低轉高，說明年底效應餘威仍在。在整個2015年，由
於市況作用、市場多空偏向調整以及新參與者透過高於市場
的融資利率收獲溢價，轉倉市場融資利率跌至2012年的水
準，2015年9月和12月轉倉期間的融資利率均低於Libor利率
水準。

在隨後的分析中，使用兩種場景對照相應的指數股票型基金對
E迷你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進行評估，在這些場景中，假設
期貨按2014至2015年高於3個月Libor利率20個基點的兩年平
均值進行轉倉，以及按2015年下半年低於3個月美元Libor利率
的平均值進行轉倉。

表2概列該分析所使用的成本估算。季度期貨轉倉的執行費假
設與交易成本相同，在每次轉倉時收取兩次。

表	2：假設條件概要（以基點計）
Product Execution 

Fees
Market 
Impact

Holding Cost 
(per annum)

ES 0.25 1.25 20.0 / -5.7

SPY 1.25 2.00 9.45

IVV 1.25 2.50 7.0

VOO 1.25 2.50 5.0

7	 	藍線顯示三個星期至到期為止的加權平均轉倉高融資利率，灰條表示該期間的最高和最低日均利率。

8	 資料來源：芝商所集團股票季度轉倉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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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分析
在確定基準交易和持有成本估算之後，現在可以計算期貨和指
數股票型基金在各種使用案例中複製指數回報率的總成本。本
報告將考慮四種場景：資金充裕的投資者、槓桿型投資者、賣
空者和國際投資者（即美國境外的投資者）。在每種案例中，
我們將計算所有12個月以下持有期的總成本。

所有場景均假設交易成本相同，並且承認交易發起時的雙次收
費和市場影響。期貨轉倉成本在每個季度結束之前的星期三進
行估算。

雖然在解釋每種場景時並未特別提及，所有期貨利差的計算均
根據向芝商所清算所存入的保證金進行調整，並且假設保證金
不計利息。按目前的利率，該影響大約為每年1.3個基點。

場景1：資金充裕的投資者

對於資金充裕的投資者，在指定期限內複製指數回報率的總成
本是交易成本加按比例分攤的年度持有成本之和。

圖2顯示指數期貨和指數股票型基金在六個月期限內複製指數
回報率的成本，該圖假設持有期限為1月至6月，並使用表2中
的交易成本和持有成本估算。

圖2：資金充裕的投資者，6個月持有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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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幅圖的起點（與縱軸的交點）代表雙次執行成本，其範圍為
期貨2.9個基點，指數股票型基金為6.5至7.5個基點。大多數
斜線隨時間上行，表示年度持有成本累積增加，期貨斜線因為
季度期貨轉倉會出現小幅跳躍。由於指數股票型基金的年度管
理費低於+20個基點的期貨隱含高融資利率，故指數股票型基
金的斜線上升速度慢於期貨。如果期貨採用隱含低融資利率，
並且斜線下行產生溢價，可透過低於Libor利率的轉倉期貨收
獲溢價，則情況剛好相反。在-5.7個基點的隱含低融資利率，
指數股票型基金的管理費高於期貨的持有成本，並且這種離散
關係貫穿於整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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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頭持倉期間，指數股票型基金的交易成本更高，從經濟吸
引力來看，無論轉倉的融資利率是高還是低，期貨都更勝一籌
（期貨斜線低於所有三檔指數股票型基金的斜線）。對於主動
型交易者、策略型交易者和短期交易者而言，這使期貨成為格
外具吸引力的工具。對於長期持有者而言，當期貨按高融資利
率轉倉時，隱性融資的累積效應使指數股票型基金成為更高效
的選擇，而當期貨按低融資利率轉倉時，則指數股票型基金的
效率更低。

在高於3個月Libor利率20個基點的位置，要使指數股票型基金
成為更具經濟效益的選擇，其平衡點在第四個月。在這個特定
示例中，VOO的平衡點最早，在第91天；其次是SPY，在第
94天；最後是IVV，在第104天。但是，在低於3個月Libor利率
5.7個基點的位置，指數股票型基金從未達到平衡點，期貨始
終是更具成本效益的選擇。為了明確起見，期貨之所以更具成
本效益，並非僅僅因融資利率由高轉低的走勢所致，從長期來
看，是因期貨相對於Libor利率的內含利差與指數股票型基金管
理費之間的關係所致。

事實上，如果轉倉的隱含高融資利率等於或低於3個月Libor利
率加2.9個基點，則期貨在四年持有期限內的成本效益仍然優
於指數股票型基金，因為內含高融資利率小於持有指數股票型
基金的管理費對業績的拖累。

在圖3中，分析範圍擴展到12個月持有期，當期貨按3個月
Libor利率加20個基點轉倉時，指數股票型基金的成本比期貨低
10.3至13.7個基點，如果按3個月Libor利率減5.7個基點轉倉，
則期貨的成本比指數股票型基金低12.0至15.5個基點。

圖3：資金充裕的投資者，12個月持有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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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2：槓桿型投資者

股指期貨為槓桿型投資工具。投資者只需向交易所繳交大約
5%的保證金，便可在其頭寸中使用20倍以上的槓桿。本文中
的三檔指數股票型基金未使用槓桿9，但想使用槓桿的投資者
可以利用保證金購買此類基金。

區別在於可以獲得的槓桿倍數。根據聯儲局條例T和條例U，
對於想使用保證金認購證券的投資者，經紀商向其出借的資金
有限額。

根據條例T，最高出借金額為認購價格的50%，故槓桿率最高
為2倍。更為老練的投資者或許可以透過優質經紀商使用投資
組合保證金，從而根據條例U達到6至8倍的槓桿率。高於8倍
的槓桿率不可能實現。

為了計算用槓桿認購的指數股票型基金頭寸的持有成本，我
們使用優質經紀商為機構客戶提供的標準貸款利率，即3個月
Libor利率加40個基點。

9	 	槓桿型指數股票型基金不列入本文分析範圍，因為其回報率依賴路徑，可能與標準指數股票型基金或期貨有很大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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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倍槓桿率投資者

下面首先分析2倍槓桿率的案例。這意味著投資者用5,000萬美
元的資金承擔1.00億美元的曝險。

指數股票型基金投資者必須在交易發起時全額支付名義金額，
他們從優質經紀商拆借5,000萬美元的資金，為認購活動籌
資。因此，槓桿頭寸的持有成本與資金充裕的頭寸（場景1）
相同，另外加上5,000萬美元拆借資金的利差，即3個月Libor
利率加40個基點。

對於期貨，拆借資金不成問題，因為投資者有5,000萬美元的
資金，已經可以調用大約10倍於所需保證金的資金。相反，
用於支付期貨內含3個月Libor利率基準融資成本的保證金存
款更少。對於資金充裕的投資者，假設投資者的1.00億美元
保證金存款按3個月Libor利率計息，可完全抵消期貨隱含融
資利率中的3個月Libor利率部分，因此與Libor利率之間的唯
一正數（或負數）利差為持有頭寸的融資成本（或貸項）。
在2倍槓桿率的情況下，可用於保證金存款的現金減少5000
萬美元，投資者保證金存款產生的利息只足以抵消期貨總名
義價值（1.00億美元）按3個月Libor利率計息的融資額的一半
（5000萬美元）。因此，如果使用2倍槓桿率，投資者的剩餘
一半期貨名義價值將產生按3個月Libor利率計息的基準內含融
資成本，另加根據全部期貨名義價值（1.00億美元）按3個月
Libor利率正數利差（或扣除負數利差的貸項）計算的全部開
支，如資金充裕的場景所述。按這種方法計算，2倍槓桿率場
景的持有成本與資金充裕的場景相同，另加5,000萬美元按3
個月Libor利率計算的利息支出。

圖4：2倍和8倍槓桿率的總成本，12個月持有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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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中的虛線顯示2倍槓桿率頭寸在12個月期限內複製指數回
報率的總成本。

與圖2和圖3所示資金充裕的場景相比，指數股票型基金和期
貨頭寸的總成本都會增加。但是，由於優質經紀商對拆借資金
計收的利率高於Libor利率，指數股票型基金的持有成本每年
比期貨多增長20個基點（一半交易名義金額的利差為40個基
點）。因此，從所有投資期限來看，期貨都是更具經濟效益的
投資選擇。

八倍槓桿率投資者

下文採用類似的方式來分析8倍槓桿率的案例。在該案例中，
投資者擁有1,250萬美元的現金，用其建立1.00億美元的槓桿
頭寸。

因此，指數股票型基金投資者可以從優質經紀商獲得8,750萬美
元的貸款，而期貨投資者的保證金可以減少8,750萬美元。

10	 	為了簡化圖形，圖4至圖6顯示SPY、IVV和VOO的平均總成本。每檔指數股票型基金的各項結果在所有投資期限內均位於所示數值±2個基點
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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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的實線顯示8倍槓桿率案例的成本比較。由於借款金額增
加，與期貨內含的內在槓桿成本增加額相比，優質經紀商為指
數股票型基金頭寸借款的借貸成本也會增加。	在8倍槓桿率的
案例中，87.5%的交易名義金額有40個基點的差額，導致指數
股票型基金的持有成本相對於期貨多增加35個基點。

對於2倍和8倍槓桿率的案例，當期貨轉倉的高融資低利
率為3個月Libor利率加20個基點時，期貨在一年持有期
內相對於指數股票型基金的成本優勢分別為8.2個基點和
23.1個基點；在2015年下半年融資利率為3個月Libor利率
減5.7個基點時，對於使用2倍和8倍槓桿率的投資者，期
貨的成本優勢分別增長到33.9個基點和48.9個基點。

上述分析採用目前大約0.60%的3個月Libor利率。隨著利率上
升，對兩種產品而言，槓桿頭寸的絕對成本都會增加。但是，
指數股票型基金和期貨持有成本之間的差額不會隨絕對利率發
生變化，而是隨現金存款和借入現金之間的利差而變化，並且
在不同利率機制下都是如此。

場景3：空頭投資者

空頭頭寸的市場曝險為負數，並且必定使用槓桿。

對於指數股票型基金，槓桿採取股份貸款形式，由優質經紀商
賣空。賣出借入的股份可以籌集現金，仍然存在優質經紀商
處。賣空者每年向指數股票型基金的出借人支付一個基點的費
用，從賣出股份所獲現金的利息中扣除。

假設優質紀紀商的標準借貸費用為每年40個基點，所得現金
的回報率為3個月Libor利率減40個基點11。

除賣空所得現金之外，投資者必須用現金向經紀商額外繳交交
易名義金額的50%12。假設向優質經紀商繳交的額外資金按3
個月Libor利率計息。

由於它們使用衍生工具，期貨賣空方不需要借入股份或支付相
關費用。出售期貨合約與買進一樣，必須向清算所繳交相同的
保證金。

在分析空頭頭寸的經濟效益時，須注意空頭投資者將受惠於多
頭投資者的持有成本。指數股票型基金的管理費使其績效整體
落後於基準，而對空頭投資者而言，這會帶來額外回報。期貨
轉倉的高融資利率也會為期貨投資者帶來類似的好處。

11			該利率加上3個月Libor利率加40個基點的多頭融資利率假設，使優質經紀商「中值」買價/賣價為80個基點，與市場標準相符。

12		投資組合保證金或許可以獲得更高的槓桿率，但我們主要分析2倍槓桿率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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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和指數股票型基金空頭頭寸的持有成本可分列如下：

期貨：

	 1)	 	1.00億美元獲得按期貨隱性融資利率即3個月Libor利率
加20個基點計算的利息

	 2)	 	5,000萬美元現金獲得按3個月Libor利率計算的利息

指數股票型基金：

	 1)	 	獲得5至9.4個基點的管理費

	 2)	 	賣空所得1.00億美元獲得按3個月Libor利率減40個基點
計算的利息

	 3)	 	存入優質經紀商的5,000萬美元獲得按3個月Libor利率計
算的利息。

圖5顯示，兩種案例的持有成本均為負數，且隨著時間推移，
與基準指數的短期回報率相比，投資者的相對績效有所改善，
如斜線下行所示。

但是，由於指數股票型基金的交易成本更高，加上優質經紀商
收取的融資利差，期貨在所有投資期限內的成本效益更高，無
論期貨交易的融資利率是高還是低。從數學和理論上看，期貨
內含低融資利率相對於Libor利率可能達到很高的負數，以致
優質經紀商的折扣率升至較小的負數，在並賣空場景中高於
期，但由於標準普爾500指數產品之間的相關性，這種情況在
現實中從未發生。由於內含融資利率轉低，優質經紀商需要將
利率降至更大的負數方可獲利和跟上標準普爾500指數的實際
資產價值折扣率，期貨中反映的資產價值普遍更高。

按3個月Libor利率加20個基點的轉倉成本計，期貨在12個
月持有期內相對於指數股票型基金的成本優勢為53.8個基
點，即使期貨按3個月Libor利率減5.7個基點的較低Libor
利率進行融資，期貨仍具有28.1個基點的成本效益。

圖5：空頭期貨與指數股票型基金，12個月持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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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4：國際投資者

芝商所集團不提供稅務建議。投資者在做出任何投資決定之前應
當洽詢其顧問。

一般而言，投資於美國股市的外國投資者需要為美國公司派付的
股息繳納預扣稅。基準預扣稅率為30%，因此外國投資者獲得的
「淨」股息等於美國投資者所獲「毛」股息的70%。

該預扣稅還適用於指數股票型基金支付的分配款。本文中所有三
檔指數股票型基金均每個季度支付分配款，相當於向投資者轉移
基金因持有相關股份而獲得的股息收入。標準普爾500指數的股
息率約為2.15%，由於預扣稅，這表示指數股票型基金的外國投
資者每年需要承擔64.5個基點的額外持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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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指數股票型基金不同，期貨合約不派付股息。期貨的市場價
格包含隱性股息，通常與相關指數的總毛股息率對應13。任何
期貨都沒有指數股票型基金股份的股息預扣稅。

圖6以資金繳清的多頭頭寸（場景1）為例，對非美國投資者的
持有成本進行比較，預扣稅率為30%。

在第一個除息日之前的三個月期間，比較結果與場景1相
同：由於交易成本較低，期貨是費用更低的投資選擇。

在指數股票型基金成為更具成本效益的選擇的交點出現之
前，第一個季度股息的預扣稅對指數股票型基金的總成本
造成16.125個基點的影響，導致灰線躍升。	因此，從所
有投資期限來看，期貨都是更具成本效益的投資選擇。

在期貨轉倉不會出現極端的高融資利率（大約為3個月Libor利
率加75個基點）情況下，對外國投資者而言，期貨在轉倉的高
融資利率和低融資利率期間相對於指數股票型基金仍具成本優
勢，主要原因是只有指數股票型基金才會產生這種額外的持有
成本。在12個月持有期內，期貨的3個月Libor利率加20個基點
融資利率具有52.6個基點的成本優勢，並且在3個月Libor利率
減5.7個基點的融資利率，期貨的成本優勢為78.3個基點。

圖6：外國投資者（30%預扣稅），12個月持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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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國際投資者可以收回為指數股票型基金分配款繳納的部
分或全部股息預扣稅或分配款預扣稅。如果是收回部分預扣
稅，圖6中的「階梯」會趨緩，而免稅外國投資者（即收回全
部預扣稅）的經濟效益與美國投資者相同（場景1）。

如果股息率低於毛額的95%（即5%的預扣稅），在期貨的高
融資利率為3個月Libor利率加29個基點的情況中，本文所述
期貨在所有投資期限內都更具成本效益。由於本文所述分割
預扣稅的片面性，可以認為期貨內含高融資利率與指數股票
型基金的必要平衡預扣稅率之間存在變量關係。如果期貨的
高融資利率超過3個月Libor利率加20個基點，則外國投資者
的指數股票型基金股息的預扣稅率可能高於5%，並且仍然處
於平衡點，但即使期貨轉倉的高融資利率處於中等水準，仍
然需要達到很高的回收率方可抵消指數股票型基金的預扣稅
影響。

13	 	 	期貨合約的市場價格隨利率和預期未來股息而變動。根據投資者的假設，其中任何一個要素都可能導致價格背離公平價值。例如，高於市場的隱
性融資利率、較低的股息假設或股息預扣稅可能導致期貨轉倉交易的價格高於公平價值。市場標準是將價格背離的原因歸於隱性融資成本，除
非特定股息的時間或數量存在已知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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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股票型基金的管理費對空頭投資者有利，而基金分配款的
預扣稅成本與之不同，不會導致做空的外國投資者的績效領先
於指數。按照股票貸款市場的準則，總毛股息的預扣稅由證券
借方支付。

其他注意事項

本文到目前為止主要分析成本。但是，還有若干其他因素也會
影響投資者對產品的選擇。為全面起見，下文列舉若干較為重
要的注意事項。

稅項：E迷你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是《美國稅法》第1256節
界定的合約，不論持有期長短，其60%的美國資本收益可以視
為長期收益，40%可視為短期收益，這或許可以提高期貨相對
於其他投資選擇的稅後成本效益。

可轉讓證券集體投資計劃(UCITS)：股指期貨是合格的歐洲
UCITS基金投資，而在美國掛牌的指數股票型基金則不是。

貨幣：與指數股票型基金等資金充裕的產品相比，期貨合約的
內在槓桿使非美元投資者在管理貨幣曝險時具有更大的彈性。

賣空：許多基金在委託或監管方面都有限制，這會限制其賣空
證券的能力。不過，這類基金可以透過期貨等衍生工具建立空
頭頭寸。（UCITS基金有此類限制。）期貨亦不受圈定條件、
規則SHO或規則201的約束。

固定股息與可變股息：期貨合約在交易時鎖定固定股息額，而
指數股票型基金按基金淨資產值累積實際股息。

產品結構：指數股票型基金是共同基金，而期貨是衍生工具。
基金投資委託和當地監管規則對此類結構的處理方法或許不
同，使基金經理在使用此類結構時具有不同程度的彈性。資產
管理公司（或特定的基金經理）也可能有自己首選的結構。有
些基金或許限制使用衍生工具，因此指數股票型基金成為首
選。換言之，基金經理可能傾向於不使用需要向其他資產經理
支付管理費的產品，或者擔心在投資組合中使用其他發行人的
基金會在投資者造成不良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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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圖7概列分析結果。在3個月Libor利率加20個基點的兩年
（2013至2015年）平均轉倉融資利率，除了一個場景之外，
在所有其他場景中，期貨在複製標準普爾500指數回報率方面
都是更具成本效益的工具。但是，如2015年下半年平均轉倉
融資利率所示，在3個月Libor利率減5.7個基點的位置，期貨
在複製標準普爾500指數回報率方面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產品。
因此，只要投資者的持有期為四年或以下，並且期貨的轉倉
融資利率等於或低於3個月Libor利率加2.9個基點，則對所有
投資者而言，期貨始終是參與標準普爾500指數的最佳工具，
即使是資金充裕的長期買入持有型投資者亦不例外。

圖7：結果概要

Scenario

成本最低的選項
轉倉融資利率較低 
（低於3個月美元Libor
利率）

轉倉融資利率較高 
（高於3個月美元Libor
利率）

資金充裕的投
資者 期貨 取決於持有期限以及資

金充裕程度
槓桿型投資者 
（2倍、8倍） 期貨 期貨

賣空者 期貨 期貨
國際投資者 期貨 期貨

場景：資金充裕的投資者，轉倉成本高於3個月美元Libor
利率

與3個
月美元
Libor利
率的利差

當轉倉成本的交易時間等於或短於下列持有期限時，對於
所有投資者而言，E迷你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比指數股
票型基金更具成本效益：

30天 60	天 90	天 180	
天 1	年 2	年 4	年

+51
個基
點

+30
個基
點

+20
個基
點

+11個
基點

+6.3
個基
點

+4.0
個基
點

+2.9
個基
點

提醒投資者注意，本文的分析結果以預定的假設條件以及通用
的定價方法為依據。投資者產生的實際成本取決於投資者和特
定交易的具體情況，包括交易規模、投資期限、經紀費用、
執行方法和交易時的整體市況等。投資者應當始終執行自己
的分析。

如需關於芝商所股指期貨和期貨期權產品組合的更多資訊，請
聯絡芝商所客戶經理或銷售代表。

如果對本報告或芝商所股指產品有問題或想提出意見，請聯
絡：	equities@cmegroup.com。

mailto:equities%40cmegroup.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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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與掉期交易具有虧損的風險，因此並不適於所有投資者。期貨和掉期均為杠桿投資，由於只需要具備某合約市值壹定百分比的資金就可進行交易，所以損失可能會超出最初為某壹期貨和掉期頭寸而存入的
金額。因此，交易者只能使用其有能力承受損失風險但又不會影響其生活方式的資金來進行該等投資。由於無法保證這些資金在每筆交易中都能獲利，所以該等資金中僅有壹部分可投入某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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