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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报告利用了《宏观情况：期货和交易所交易基金（ETF）
的成本比较》中的框架，并比较了通过期货和ETF复制标普
精选行业头寸的四个常见投资情景的全部成本。虽然分析使
用E迷你金融精选行业期货（XAF）和金融精选行业SPDR 
ETF（XLF），但所提供的成本比较框架也可以应用于其他
九个标普500精选行业期货和ETF配对。 

成本预估及假设
分析框架是机构投资者通过经纪商执行一个假设的2500万
美元订单。获得指数头寸的总成本分为两个部分：交易成本
和持有成本。 

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是指在开仓和平仓时产生的费用。这些成本同样适
用于所有交易，无论投资期如何。 

佣金：交易成本的第一个组成部分，该费用是经纪商收取的
执行费用，并根据客户而异。本分析假设执行和清算成本对
于XAF为每份合约2.50美元（0.3基点），对于XLF为每份
额0.01美元（4基点）。1

市场影响：交易成本的第二组成部分是市场影响2，其测量
由执行订单的行为引起的不利价格变动。市场影响可能难
以量化，并且取决于工具的流动性以及执行订单的方式。不
过，对于此分析，我们承认行业ETF历史上比行业期货具有
更大的电子流动性。根据经纪商的估计，该分析假设XAF的
市场影响为7基点，XLF为5基点。3

持有成本
持有成本是持仓期间产生的费用。这些成本通常随时间而线
性增长（例如每日累积的ETF管理费），虽然有一些是不连
续收取，但是周期性收取（例如季度期货展期的执行费）。 

ETF和期货持有成本的来源是不同的，因为两种产品的结构
非常不同。下面详述的持有成本中的一部分（或全部）将根
据投资者而适用。 

1 交易成本估算是基于机构客户的“范围中间”定价。 

2  在最简单的情况下——一个无限制性市场订单直接发送到交易所——市场影响可以准确地定义为在提交订单之前的市场价格与交易的最终
执行价格之间的差额。

3 流动性提供者调查提供的平均值，假设订单按照合理的低百分比交易量执行，以便将影响降至最低（15-20%）。

  流动性可以来源于行业期货、行业ETF或指数的标的现金组成部分。这些来源可以替代大多数流动性提供者，因此交易行业期货或行业ETF
的市场影响可以被认为是相等的，差异可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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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  投资者必须完全支付ETF（放弃追加投资），担负全部的
名义价值，或一开始使用账户范围内的保证金能力。 

 –  条例T对于保证金贷款利率的保证金要求为50%（最大2
倍杠杆） 

• 每日管理费由ETF提供商收取

 – 每个行业SPDR ETF为每年14个基点

•  投资者有权获得股息，如果在美国境外居住，可能需要支
付额外的预扣税。 

期货： 

• 初始保证金要求为4.56% 4（约22倍杠杆） 

•   E迷你金融精选行业期货必须按季度展期，目前观察为
Libor + 2基点5

与ETF不同，期货没有管理费，但价格中包含隐含融资成
本。由于期货买方用其自己的资本隐含地向卖方支付，以复
制指数回报，因此期货价格将调整以反映这些“借入”资金的
成本。回想一下，期货买方只承担名义现金支出4.56%的初
始保证金，剩余的现金余额可用于存款，并将产生利息 6，
以帮助抵消期货头寸的隐含融资利率。

这个隐含融资利率最容易从期货展期成本中推断出来。7近期
和远期合约之间的价格差异意味着融资利率，它与同期相应
的美元Libor利率相比较，以确定期货展期是“贵”（通过持有
期货“支付”的隐含利率高于Libor）还是“便宜”（隐含利率低
于Libor）。这种分析假设XAF为3个月美元Libor（3mL）+ 2
基点的“贵”展期成本。 

情景分析 
在每种情况下，总成本计算为12个月的持有期。所有情景
假设交易开始和退出时的交易成本和市场影响相同。 

情景1：全资多头投资者 

对于全资投资者，总成本是交易成本加上每年持有成本的按
比例分配部分的总和。 

每个图表的起点代表开平仓执行成本：XAF为14.7基
点，XLF为18.0基点。 

图表1：全资投资者，12个月 
Fully-funded Investor, 12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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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证金金额可能会发生变化。2017年1月9日，合约名义金额约为72,500美元的XAF的初始保证金要求为3,300美元。请咨询cmegroup.com
查询最新的保证金信息。 

5 分析使用2016年（全年）的平均展期成本。

6 假设现金存款赚取的利息与用于定价期货的基准无风险利率相等。本分析使用等于3mL的融资利率，以符合美国股票产品的标准惯例。 

7  因为期货按季度到期，所以希望维持期货仓位的投资者在通过平仓近期合约，并对远期月合约重新建立仓位来“向前展期”其仓位时将实现此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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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线向上倾斜，反映了每年持有成本的逐步
积存，由于执行季度期货展期，期货线出现小幅跳跃。 

从图表1中可以看出，没有盈亏平衡点，其中ETF在
12个月持有期内比期货更具成本效益。事实上，期
货仍然永远是更具成本效益的工具，因为期货XAF
产生的季度展期执行成本（每边0.3基点）加上隐含
融资利率（3mL + 2基点）小于XLF ETF收取的年
管理费（14基点）。 

 

 
情景2：杠杆投资者 
期货和ETF之间的主要区别是每种产品可能的杠杆倍数。 
E迷你金融精选行业期货需要4.56%的初始保证金存款， 
使仓位设为22倍的杠杆。对于ETF，投资者在交易开始时需
要存入购买价格的50%的最低保证金，使仓位的最大杠杆
为2倍。8

2倍杠杆投资者假设有1250万美元，可以投资2500万美元的
仓位。ETF投资者必须在开始交易时支付交易的全部名义金
额，因此他从一个主要经纪商借款1250万美元来资助本次
购买。因此，2倍杠杆的ETF仓位的持有成本与情景1的全资
投资者加上借款1250万美元按3mL + 40基点支付的利息费
用相同。9

对于期货仓位，这不是一个关于借款的问题，因为拥有
1250万美元的投资者已经有11倍所需的初始保证金。因
此，他更关心的是产生较少的利息以支付期货内含的基准融
资成本（3mL）。与全资投资者相比，2倍杠杆投资者的存
款金额减少了一半，并且只会产生足够的利息，以抵消期
货总名义价值的3mL融资成本的一半。因此 ，2倍杠杆投资
者将承担期货名义价值的剩余一半的隐含融资成本，加上
完整2500万美元合约价值计算的正利差（或减去负数的信
贷）。因此，他或她的持有成本可以被认为与全资情况加上
1250万美元按3个月美元Libor的基准融资利率增加的利息支
出相同。 

图表2：2倍杠杆的总成本，12个月 
Total Cost for 2x Leverage, 12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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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与期货不同，ETF受联邦储备局条例T的保证金要求约束。

9 假设机构投资者的标准主要经纪商借款利率为3mL + 40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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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显示，作为杠杆的函数，与期货相关的总成
本永远不会超过ETF。对于2倍杠杆投资者， 由于
主要经纪商对借入资金收取高于Libor的利率，ETF
持有成本比期货增加了每年29.7基点。因此，期货
在分析时观察到的3mL和展期水平的所有投资期内
更为经济。10

 
情景3：做空投资者 
空头仓位提供负的市场头寸，并且固有杠杆。当分析空头仓
位的经济状况时，重要的是应记住，多头投资者的持有成本
将成为空头的收益。期货和ETF的空头仓位持有成本可以总
结如下： 

期货： 

• 收到隐含融资利率 11

• 收到1250万美元现金存款的3mL利息

ETF:

• 收到每年14基点的管理费

• 收到卖空筹得的2500万美元的3mL-40基点利息。12

• 收到1250万美元现金余额的3mL利息

图表3：做空期货 vs. ETF，12个月 
Short Futures vs. ETF, 12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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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显示期货和ETF的持有成本都为负——随着时
间的推移，投资者的相对表现与基准的空头回报相
比有所改善，如向下倾斜的线所示。 

不过，由于主要经纪商收取更高的融资利差，XAF
期货在所有持有期间的成本节省比XLF ETF更大。 

 
情景4：非美国投资者

一般来说，美国股市上的非美国投资者需要缴交美国公司
的股息支付预扣税。基本预扣税率为30%，导致外国投资
者获得的“净”股息等于适用美国投资者 “总”股息的70%。

10 该分析使用的平均3mL利率为0.80%，和展期水平为3mL + 2基点，分别为前四个季度展期期间的平均值。 

11 期货卖空无需借入股票来卖空或支付相关费用。期货的卖出与买入相同，同样在清算所交纳保证金。 

12  ETF持有人借入股票以从主要经纪商卖空，并支付借款费用，该费用从卖出所产生现金的支付利息中扣除。假设主要经纪商费用通常为每年
40基点，使得对产生的现金的利率回报为3mL – 40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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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预扣税也适用于ETF支付的基金分红。本分析中的所有
ETF支付季度分红，这代表基金收到的持有标的股票的股息
收入的传递。金融精选行业指数的股息收益率约为1.78%，
这意味着，非美国ETF投资者因预扣税增加额外每年32基点
的持有成本。 

与ETF不同，期货合约不支付股息。因此，期货没有与ETF
股票相当的股息预扣税。13

图表4：外国投资者（30%WHT），12个月 
Foreign Investor (30% WHT), 12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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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显示了非美国投资者基于30%预扣所经历的全
资多头仓位（情景1）的持有比较。紫色线上升说明
预扣税对XLF ETF持有人的影响。因此，XAF期货
永远是更具成本效益的产品。 

结论

行业期货和ETF之间的选择不是二选一的决策，而是取决
于情景和行业。不过，E迷你标普精选行业期货相比相应的
ETF有巨大的潜在成本优势。鉴于本白皮书的假设，全资投
资者在选择使用精选行业期货代替ETF时平均可以节省24基
点，并在能源和工业行业持有12个月期限可以节省超过40
基点。对于2倍杠杆和空头投资者，精选行业期货可能平均
分别节省44基点和9基点，且一些精选行业期货提供潜在超
过60基点的成本优势。对于非美国投资者，期货的成本优
势甚至可能平均为更高的74基点。图表5总结了四种情况下
所有10个行业的节省。 

13  对于非美国投资者，房地产和公用事业精选行业期货可能受美国国税局 第871(m)条约束，从而导致不同的股息预扣税要求（WHT）。本分
析假设房地产和公用事业期货将受WHT约束。其假设剩余的八个行业期货不会受到此要求影响，因为它们被视为合格指数。客户应联系他
们的期货经纪商（FCM）以了解关于预扣税如何运作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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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精选行业期货的总潜在成本节省（以基点计）*
情景1 情景2 情景3 情景4

完全融资 2倍杠杆 做空投资者 非美国投资者 
非必需消费品（XAY) +16基点 +37基点 +19基点 +65基点 
必须消费品（XAP) +33基点 +53基点 +0基点 +116基点 
能源（XAE) +44基点 +64基点 -11基点 +119基点 
金融（XAF） +9基点 +29基点 +25基点 +63基点 
医疗保健（XAV) +24基点 +44基点 +10基点 +75基点 
工业（XAI) +40基点 +61基点 -7基点 +106基点 
材料（XAB) +27基点 +47基点 +4基点 +92bps
房地产 (XAR) +34基点 +54bps -6bps +34bps**
技术（XAK) +2基点 +22基点 +30基点 +60基点 
公用事业（XAU） +13基点 +34基点 +18基点 +13基点** 
一般 +24基点 +44基点 +9基点 +74基点 
*请注意，数值为负数表明成本高于ETF。 

**注意：该分析根据国税局第871(m)条假设对非美国投资者征收房地产和公用事业行业期货的30%的股息预扣税。 

图表6显示了基于期货持有期和隐含融资的全资投资者的最便宜替代方案。 

图表6：情景：全资，相对3个月美元Libor溢价时的展期成本 
当展期成本的交易在或低于以下持有期时，对于所有投资者来说，期货比ETF更具成本效益： 

 30天 60天 90天 180天 1 年 2 年 4 年
非必需消费品（XAY) +52基点 +31基点 +22基点 +15基点 +11基点 +10基点 +9基点 
必须消费品（XAP) +48基点 +30基点 +20基点 +13基点 +10基点 +9基点 +8基点 
能源 (XAE) +50基点 +30基点 +20基点 +13基点 +10基点 +8基点 +8基点 
金融（XAF） +50基点 +30基点 +20基点 +14基点 +10基点 +9基点 +8基点 
医疗保健 (XAV) +50基点 +30基点 +21基点 +14基点 +11基点 +9基点 +8基点 
工业 (XAI) +49基点 +30基点 +20基点 +14基点 +10基点 +9基点 +8基点 
材料 (XAB) +47基点 +28基点 +18基点 +12基点 +9基点 +7基点 +7基点 
房地产 (XAR) +43基点 +27基点 +16基点 +10基点 +8基点 +6基点 +6基点 
技术 (XAK) +47基点 +29基点 +19基点 +12基点 +9基点 +8基点 +7基点 
公用事业（XAU） +47基点 +29基点 +19基点 +12基点 +9基点 +8基点 +7基点 
一般 +48基点 +29基点 +20基点 +13基点 +10基点 +8基点 +8基点 

需要提醒投资者的是，本分析的结果基于所述假设和普遍接受的定价方法。投资者所发生的实际成本将取决于投资者和特定交易
的具体情况，包括交易规模、投资期、经纪费用、执行方法和交易时的一般市场条件等。投资者应该始终进行自己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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