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属产品

场外伦敦黄金远期清算合约 

CME 集团通过 CME ClearPort 为场外伦敦黄金现货及远期交易提供

清算。通过提供我们的清算经验、金融保障和交易后服务，CME 集团

在向场外伦敦黄金远期市场提供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缓解服务方面 

具有独特的优势。这项服务为场外伦敦未分配黄金远期合约提供 

集中清算、结算和交割。

主要益处

缓解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CME ClearPort 采用集中交易对手清算模式，使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由清算会员共同分担。这样就使得中央清算所可以保证每笔交易的 

履约，以及每个清算会员之客户的安全。

提高效率。 

通过 CME ClearPort 的交易后清算和处理可以提供保证金冲销，节省

文件证明、公平市场估值及轧差交割所需的大量时间和费用。除此 

之外，无论交易成交的笔数是多少，头寸均按净头寸计算，且每天 

只进行一次付款或收款和一次交割。

超过一个世纪的经验，值得信赖。

一百多年来，从未发生过 CME 清算会员未满足追加保证金要求或未

履行其交割义务，并且从未有客户因清算会员公司的破产而损失资金。

获得独立的每日估值。 

CME ClearPort 向您提供中立的估值，且我们的每日盯市过程使您可以

准确地追踪头寸和评估风险。

主要服务特色

• 这是一项交易后仅清算服务，交易的执行仍在场外市场。

• 合约在清算时仍为远期合约，而不会转换为期货合约。每笔交易

均将建立一个新的持仓头寸，无头寸对冲。临近交割时，头寸将

被轧差。在整个交割过程中，CME 清算所一直作为交易对手。

交割在 LPMCL1 会员银行之间通过“伦敦合格交割黄金”的簿记

转账进行。 

• 未平仓交易按照其原始交易价格的总额持有。

• 在每个营业日，每笔未平仓交易均从原始交易价格调整至每日

结算价，然后再将这些正负差额折算为现值，将得出的折算市价

净额进行“抵押”，即建立一个保证金（履约担保）贷方或债务

余额。

服务范围

• 对交割为未分配“伦敦合格交割”黄金（按 LBMA2 定义）的所有

合格远期到期日合约，清算期限范围延伸至 10 年。 

伦敦黄金远期市场的信用风险缓解。

1  LPMCL 是指伦敦贵金属清算有限公司 (London Precious Metals Clearing Limited)。有关账户细则请浏览以下网站：www.lpmcl.com
2 LBMA 是指伦敦黄金市场协会 (London Bullion Market Association)。有关交割细则请浏览以下网站：www.lbma.org.uk
* 截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金融保障资金达约 80 亿美元

http://www.cmegroup.com/cn-s/
http://www.cmegroup.com/cn-s/clearing-services/clearport.html
http://www.cmegroup.com/cn-s/


场外伦敦黄金远期清算 
合约细则

远期合约

产品代码 GB

服务描述 未分配伦敦本地黄金远期交易的清算

清算平台 CME ClearPort

合约单位 100 金衡盎司 

清算时间 星期日下午 6:00—星期五下午 5:15（伦敦时间晚上 11:00—晚上 10:15），每日下午 5:15（伦敦时间
晚上 10:15）停盘 45 分钟
注意：在夏令时转换时有所改变

单位价格 以每盎司的美元与美分计价

最小变动价位 最小增量为每盎司 0.001 美元（每单位 0.10 美元） 

可交割日期 LBMA 日历上的任何有效营业日均可交割，最长到期日为现货日之后 10 年 

交割规格 在 LPMCL 会员银行开立的未分配账户中的 LBMA 规定之伦敦合格交割品

最后提交日 直至（并包括）交割日之前一有效营业日，均可向 CME 清算所提交清算交易的请求

最终结算 在交割日按原始交易价格交割黄金、交换美元。对于多个交割头寸，黄金和美元将实行净交付

结算过程 随着黄金交割至未分配账户，CME 清算所在整个结算过程中一直处于交割链中。清算公司负责向
客户收款／付款。现金通过安全的支付机制转账。 

交易所规则 合约细则详见纽约商业交易所 (NYMEX) 的规则手册，并且清算结算须遵守 CME 规则手册第 8-F 章
之规定。

欲了解有关场外伦敦黄金远期清算合约的更多信息，请联系下列团队成员之一或浏览 
www.cmegroup.com/lgf。

* 此项服务为交易后“仅清算”服务。未平仓交易按原始交易价格总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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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CME ClearPort

提高您的交易灵活性。缓解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CME ClearPort 是一套针对场外市场的综合性灵活清算服务。该服务于 2002 年推出，在能源市场上提供集中清算服务并缓解风险。如今 CME 

ClearPort 清算的交易已经涵盖多种资产类别。通过 CME ClearPort 的场外清算，您可以继续私下协商自己的价格，并在场外进行交易——但您将

获得更高的安全性、效率和信心。

• 每天清算的合约逾 500,000 手。

• 汇聚 10,000 多个注册用户——现货商、银行、对冲基金、交易实体——交易商间经纪商 (IDB)、期货经纪商 (FCM) 和清算公司。

• 有 700 多种挂牌合约可以清算，且还将推出更多合约。

综合性清算服务。
CME ClearPort 提供多种清算选择——从按标准期货或期权产品清算的大宗交易到按场外工具集中清算的“纯”场外交易，或将场外工具转换为

期货或期权合约的清算。清算机制的选择取决于所交易产品的性质。仅清算的场外伦敦黄金远期是按照场外工具清算的纯场外交易。 

场外客户 IDB/ECN/确认服务 场外交易商

清算会员 清算会员

CME 清算所

场外交易领域 清算所领域

补充服务，更加安全。
CME ClearPort 保护交易商相互之间及其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并使交易

增加了一层额外保护。以下即为其运作方式：

• 客户（如公司资金部、资产管理公司、对冲基金和自营商）仍可

直接或通过其 IDB 磋商交易。之后，他们通过 CME 清算所（中央

交易对手清算所）的某个清算会员来清算那些交易。

• 清算会员向客户收取保证金，而其反过来再向中央交易对手提供

保证金。

• 假如您最初的交易对手（清算会员／交易商／其它客户）违约，

中央清算所会承担该交易对手的义务，使您、其它清算会员、 

交易商和客户免遭损失。 

CME ClearPort 的额外信用风险缓解和独立估值共同使现有关系得到

补充，并给客户以更多的确定性。

欲了解有关 CME ClearPort 的更多信息，请浏览 www.cmegroup.com/clearport。

在下页了解如何注册并通过 CME ClearPort 输入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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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注册通过 CME ClearPort 
进行清算：
开始通过 CME ClearPort 清算很简单。

在 COMEX 清算会员处开立账户后，您只需

填妥在线注册表。一旦获得批准，您可立即 

进行场外金属交易的清算。

如何开始通过 CME ClearPort 输入要清算的交易。
客户通过 CME ClearPort 报告要清算的交易有三种选择。

 

在 COMEX 清算会员处设立一个账户。 访问 www.cmegroup.com/clearport，

填写在线“交易所用户许可协议”

(Exchange User License Agreement, 

EULA)，无论您是经纪商还是交易商

都一样。

收到用户名和密码后，请联系您清算

会员公司的清算或风险业务人员，

并请求将您的清算账户添加至 
RAV（风险账户价值）管理器。您应

通知自己的清算公司，应允许哪些

场外经纪商（如有）代表您输入要

清算的交易。然后，您会获准参与您

希望清算的任何市场。

一旦达成交易，经纪商即把该交易输入 
CME ClearPort 网上用户界面 (GUI) 或 
CME ClearPort API。

经纪商输入 服务台 第三方撮合

一旦达成交易，其中一个交易商致电 CME 
ClearPort 服务台。服务台联系对方交易商

进行确认。当服务台获得双方确认后，即开始

处理该交易。

在此种情况下，两个交易商由第三方撮合／

确认平台进行撮合。撮合平台将此交易直接

写入 CME ClearPort API。

交易商 经纪商 交易商甲 交易商乙服务台 交易商甲 交易商乙第三方撮合／
确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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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有关 CME ClearPort 的更多信息，请浏览 www.cmegroup.com/clea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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