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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 
本報告借助《宏觀情況：期貨和交易所交易基金（ETF）
成本比較》的框架，比較透過期貨和ETF複製標普精選行
業持倉的四個常見投資情形之全部成本。雖然分析使用
E迷你金融精選行業期貨（XAF）和金融精選行業SPDR 
ETF（XLF），但所提供的成本比較框架亦可以應用於其他
九個標普500精選行業期貨和ETF配對。 

成本估算及假設 
分析框架為機構投資者透過經紀商執行一個假設的2500萬
美元訂單。獲得指數持倉的總成本分為兩部分：交易成本和
持有成本。 

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指在開倉和平倉時產生之費用。這些成本同樣適用
於所有交易，無論投資時間如何。 

傭金：交易成本的第一個組成部分，該費用為經紀商收取的
執行費用，並根據客戶的不同而不同。本分析假設執行及
清算成本對於XAF為每份合約2.50美元（0.3點子），對於
XLF為每份額0.01美元（4點子）。1

市場影響：交易成本的第二個組成部分是市場影響2，其衡
量由執行訂單的行為引起的不利價格變動。市場影響或難以
量化，並取決於工具的流動性以及執行訂單的方式。然而，
對於此種分析，我們承認行業ETF歷史上較行業期貨具更大
的電子流動性。根據經紀商估計，該分析假設XAF的市場影
響為7點子，而XLF為5點子。3

持有成本 
持有成本是持倉期間產生的費用。這些成本通常隨時間線
性增長（如每日累積的ETF管理費），雖然部分並非連續收
取，但為週期性收取（例如季度期貨展期的執行費）。 

ETF和期貨的持有成本來源不同，因為兩種產品結構非常不
同。下面詳述的持有成本中部分（甚至全部）將根據投資者
而適用。 

1 交易成本估算是基於機構客戶的“範圍中間”定價。

2  在最簡單的情況下—一個無限制市場訂單直接發送到交易所—市場影響可以準確地定義為在提交訂單之前，市場價格與交易的最終執行價
格之間的差額。

3 流動性提供者調查提供的平均值，假設訂單按照合理的低百分比交易量執行，以便將影響降至最低（15-20%）。 

  流動性可以來源於行業期貨、行業ETF或指數標的現金組成部分。這些來源可以替代大多數流動性提供者，因此交易行業期貨或行業ETF的
市場影響可以被認為相等，差異可忽略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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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  投資者必須完全支付ETF（放棄追加投資），擔負全部的
名義價值，或一開始即使用帳戶範圍內的保證金能力。 

 –  條例T對於保證金貸款利率的保證金要求為50%（最大2
倍槓桿） 

• 每日管理費由ETF提供商收取 

 – 每個行業SPDR ETF為每年14個點子

•  投資者有權獲得股息，及如果在美國境外居住，可能需要
支付額外預扣稅。

期貨： 

• 初始保證金要求為4.56% 4（約22倍槓桿） 

•  E迷你金融精選行業期貨必須按季度展期，目前觀察為
Libor + 2點子5

與ETF不同，期貨並無管理費，但價格中包含隱含融資成
本。由於期貨買方以其自己的資本隱含地向賣方支付，以複
製指數回報，因此期貨價格將調整以反映這些“借入”資金的
成本。回想一下，期貨買方只承擔名義現金支出4.56%的初
始保證金，剩餘現金餘額可用於存款，並將產生利息6，以
幫助抵消期貨持倉的隱含融資利率。 

這個隱含融資利率最容易從期貨展期成本中推斷。7近期和
遠期合約間的價格差異意味著融資利率，其與同期相應的美
元Libor利率相比較，以確定期貨展期“貴”（通過持有期貨“
支付”的隱含利率高於Libor）亦或是“便宜”（隱含利率低於
Libor）。此種分析假設XAF為3個月美元Libor（3mL）+ 2點
子的“貴”展期成本。 

情景分析 
在每種情況下，總成本計算為12個月的持有期。所有情景
假設交易開始及退出時的交易成本和市場影響相同。 

情景1：全資長倉投資者 

對於全資投資者，總成本是交易成本加上每年持有成本的按
比例分配部分的總和。 

每個圖表的起點代表開平倉執行成本：XAF為14.7點
子，XLF為18.0點子。 

圖表1：全資投資者，12個月 
Fully-funded Investor, 12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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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證金金額可能會發生變化。2017年1月9日，合約名義金額約為72,500美元的XAF的初始保證金要求為3,300美元。請諮詢cmegroup.com
查詢最新的保證金資訊。 

5 分析使用2016年（全年）的平均展期成本。 

6 假設現金存款賺取的利息與用於定價期貨的基準無風險利率相等。本分析使用等於3mL的融資利率，以符合美國股票產品的標準慣例。 

7  因為期貨按季度到期，所以希望維持期貨倉位的投資者在通過平倉近期合約，並對遠期月合約重新建立倉位來“向前展期”其倉位時將實現此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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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間的推移，線條向上傾斜，反映每年持有成本逐步積
存，由於執行季度期貨展期，期貨線條出現小幅跳升。 

從圖表1中可以看出，並無盈虧平衡點，其中ETF在
12個月持有期內較期貨更具成本效益。事實上，期
貨仍然永遠是更具成本效益的工具，因為期貨XAF
產生的季度展期執行成本（每邊0.3點子）加上隱含
融資利率（3mL + 2點子）小於XLF ETF收取的年
管理費（14點子）。 

 

 
情景2：槓桿投資者 
期貨和ETF之間的主要區別為每種產品可能的槓桿倍數。 
E迷你金融精選行業期貨需要4.56%的初始保證金存款， 
使倉位設為22倍的槓桿。對於ETF，投資者在交易開始時需
要存入購買價格的50%的最低保證金，使倉位的最大槓桿
為2倍。8

2倍槓桿投資者假設持有1250萬美元，可以投資2500萬美
元的持倉。ETF投資者須在開始交易時支付交易的全部名義
金額，因此從一個主要經紀商借款1250萬美元以資助本次
購買。因此，2倍槓桿的ETF倉位的持有成本與情景1的全資
投資者，加借款1250萬美元按3mL + 40點子支付的利息費
用相同。9 

對於期貨持倉，則不是關於借款的問題，因為擁有1250萬
美元的投資者已經有11倍所需的初始保證金。因此，該投
資者更關心的是產生較少的利息以支付期貨內含的基準融資
成本（3mL）。與全資投資者相比，2倍槓桿投資者的存款
金額減少了一半，且只會產生足夠的利息，以抵消期貨總名
義價值3mL融資成本的一半。因此 ，2倍槓桿投資者將承擔
期貨名義價值剩餘一半的隱含融資成本，加完整2500萬美
元合約價值計算的正利差（或減去負數的信貸）。因此，其
持有成本可以被認為與全資情況，加1250萬美元按3個月美
元Libor的基準融資利率增加的利息支出相同。 

圖表2：2倍槓桿的總成本，12個月 
Total Cost for 2x Leverage, 12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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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與期貨不同，ETF受聯邦儲備管理局條例T的保證金要求約束。

9 假設機構投資者的標準主要經紀商借款利率為3mL + 40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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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2顯示，作為槓桿的函數，與期貨相關的總成
本永遠不會超過ETF。對於2倍槓桿投資者， 由於
主要經紀商對借入資金收取高於Libor的利率，ETF
持有成本較期貨增加每年29.7點子。因此，期貨在
分析時所觀察的3mL和展期水平的所有投資期內更
為經濟。10

 
情景3：短倉投資者 
短倉提供負的市場風險敞口，且具有固有槓桿。當分析短倉
的經濟狀況時，謹記長倉投資者的持有成本將成為短倉的收
益極為關鍵。期貨和ETF的短倉持有成本可以總結如下： 

期貨： 

• 收到隱含融資利率11

• 收到1250萬美元現金存款的3mL利息 

ETF:

• 收到每年14點子的管理費 

• 收到沽空籌得的2500萬美元的3mL-40點子利息。12

• 收到1250萬美元現金餘額的3mL利息 

圖表3：短倉期貨 vs. ETF，12個月 
Short Futures vs. ETF, 12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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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3顯示期貨和ETF的持有成本雙雙為負——隨著
時間的推移，投資者的相對表現與基準的短倉回報
相比有所改善，如向下傾斜的線條所示。 

不過，由於主要經紀商收取更高的融資利差，XAF期
貨在所有持有期間的成本節省幅度大於XLF ETF。 

 
情景4：非美國投資者

一般而言，美國股市上的非美國投資者需繳交美國公司的
股息支付預扣稅。基本預扣稅率為30%，導致外國投資者
獲得的“淨”股息等於適用美國投資者 “總”股息的70%。 

10 該分析使用的平均3mL利率為0.80%，展期水平為3mL + 2點子，分別為前四個季度展期期間的平均值。

11 期貨沽空無需借入股票來沽空或支付相關費用。期貨的賣出與買入相同，同樣在清算所交納保證金。

12  ETF持有人借入股票以從主要經紀商沽空，並支付借款費用，該費用從賣出所產生的現金之支付利息中扣除。假設主要經紀商費用通常為每
年40點子，使得對產生的現金利率回報為3mL – 40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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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預扣稅亦適用於ETF支付的基金分派。本分析中的所有
ETF支付季度分派，這代表基金收到的持有標的股票之股息
收入的傳遞。金融精選行業指數的股息收益率約為1.78%，
這意味著非美國ETF投資者因預扣稅增加額外每年32點子持
有成本。 

與ETF不同，期貨合約不支付股息。因此，並無與ETF股票
之股息預扣稅相當的期貨。13

圖表4：外國投資者（30%WHT），12個月 
Foreign Investor (30% WHT), 12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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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4顯示了非美國投資者基於30%預扣所經歷的全
資長倉（情景1）的持有比較。紫色線上升說明預扣
稅對XLF ETF持有人的影響。因此，XAF期貨永遠
是更具成本效益的產品。 

結論

行業期貨和ETF之間的選擇不是二選一的決策，而是取決於
情景和行業。不過，E迷你標普精選行業期貨較相應的ETF
擁有巨大的潛在成本優勢。鑒於本白皮書的假設，全資投
資者在選擇使用精選行業期貨代替ETF時平均可節省24點
子，並在能源和工業行業持有12個月期限可以節省超過40
點子。對於2倍槓桿和短倉投資者，精選行業期貨可能平均
分別節省44點子和9點子，而且部分精選行業期貨提供潛在
超過60點子的成本優勢。對於非美國投資者，期貨的成本
優勢甚至可能平均為更高的74點子。圖表5總結了四種情況
下所有10個行業的節省。 

13  對於非美國投資者而言，不動產和公用事業精選行業期貨可能受美國國稅局 第871(m)條約束，從而導致不同的股息預扣稅要求（WHT）。
本分析假設不動產和公用事業期貨將受WHT約束。其假設剩餘的八個行業期貨不會受此要求影響，因為被視為合格指數。客戶應聯絡其期
貨經紀商（FCM）以了解關於預扣稅如何運作的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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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5：精選行業期貨的總潛在成本節省（以點子計算）* 
 

情景1 情景2 情景3 情景4
完全融資 2倍槓桿 短倉投資者 非美國投資者 

非必需消費品 (XAY) +16點子 +37點子 +19點子 +65點子
必需消費品 (XAP) +33點子 +53點子 +0點子 +116點子
能源 (XAE) +44點子 +64點子 -11點子 +119點子 
金融 (XAF) +9點子 +29點子 +25點子 +63點子 
醫療保健 (XAV) +24點子 +44點子 +10點子 +75點子
工業 (XAI) +40點子 +61點子 -7點子 +106點子
材料 (XAB) +27點子 +47點子 +4點子 +92點子 
不動產 (XAR) +34點子 +54點子 -6點子 +34點子** 
技術 (XAK) +2點子 +22點子 +30點子 +60點子 
公用事業 (XAU) +13點子 +34點子 +18點子 +13點子** 
平均 +24點子 +44點子 +9點子 +74點子 
*請注意，數值為負數表明成本高於ETF。 

**注意：該分析根據國稅局第871(m)條假設對非美國投資者徵收不動產和公用事業行業期貨的30%的股息預扣稅。 

圖表6顯示基於期貨持有期和隱含融資的全資投資者最便宜替代方案。

圖表6：情景：全資，相對3個月美元Libor溢價時的展期成本 
當展期成本的交易在或低於以下持有期時，對於所有投資者而言，期貨比ETF更具成本效益： 

 30天 60天 90天 180天 1年 2年 4年 
非必需消費品 (XAY) +52點子 +31點子 +22點子 +15點子 +11點子 +10點子 +9點子 
必須消費品 (XAP) +48點子 +30點子 +20點子 +13點子 +10點子 +9點子 +8點子 
能源 (XAE) +50點子 +30點子 +20點子 +13點子 +10點子 +8點子 +8點子 
金融 (XAF) +50點子 +30點子 +20點子 +14點子 +10點子 +9點子 +8點子 
醫療保健 (XAV) +50點子 +30點子 +21點子 +14點子 +11點子 +9點子 +8點子 
工業 (XAI) +49點子 +30點子 +20點子 +14點子 +10點子 +9點子 +8點子 
材料 (XAB) +47點子 +28點子 +18點子 +12點子 +9點子 +7點子 +7點子 
不動產 (XAR) +43點子 +27點子 +16點子 +10點子 +8點子 +6點子 +6點子 
技術 (XAK) +47點子 +29點子 +19點子 +12點子 +9點子 +8點子 +7點子 
公用事業 (XAU) +47點子 +29點子 +19點子 +12點子 +9點子 +8點子 +7點子 
平均 +48點子 +29點子 +20點子 +13點子 +10點子 +8點子 +8點子 

謹此提醒投資者，本分析結果基於所述假設及普遍接受的定價方法。投資者所發生的實際成本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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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費用、執行方法和交易時的一般市場條件等。投資者應始終自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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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報告或芝商所股票指數產品的問題或意見， 
請聯絡equities@cme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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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和掉期均為槓桿投資，由於只需要具備某合約市值一定百分比的資金便可進行交易，所以損失可能會超出最初為某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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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可投入某筆交易。

本手冊中所載信息和材料不得被視為是買賣金融工具、提供金融建議、創建交易平台、促使繳納或收取定金或在任何司法轄區提供任何類型的其它金融產品或金融服務之要約、邀請、招攬或接受。本手
冊中所載信息僅供參考，並不意圖提供建議且不得被解釋為是建議。這些信息沒有考慮您的目標、財務狀況或需求。在依賴本手冊行事之前，您應獲取適當的專業建議。本手冊不構成招股說明書、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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