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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股指期货市场的发展经验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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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充分考察了韩国股指期货市场发展的基础上，
对我国如何开展股指期货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

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我们应当充分借鉴韩国经验，积极稳妥发展股指期货，推进金融改革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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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金融衍生品市场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独领风骚，但

单位和最低保证金限制个人投资者参与。１９９６年ＫＯＳＰＩ２００日均交易

是，最近几年，一个新兴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开始吸引世界的目光，这

量达 ３６７０ 张合约，金额达 １５７４ 亿韩元。在交易量中，证券公司占

就是韩国股指期货、期权市场。韩国市场的主要交易品种是ＫＯＳＰＩ２００

８０．３７％，个人投资者占 １２．０１％，外国投资者为 ３．０２％。然后，最低

指数期货和期权合约。２００３年 ＫＯＳＰＩ２００指数期货的成交量达到 １．２４

保证金的要求从五千万韩元降低为一千万韩元，逐步普及到中小投资

亿手，是 ２０００ 年的 ４ 倍多，增长迅速。而最近几年 ＫＯＳＰＩ２００ 指数期

者。２００５年个人投资者的比例占到４４％。个人投资者所占比例较高是

货一直是世界上交易量最大的股指期货合约，
与美国的标准普尔股指

韩国股指期货区别于其他发达国家的一大特色。韩国也制定了逐步对

期货合约等的业绩相比毫不逊色。
同韩国股指期货市场取得巨大成功相比，我国期货市场起步虽
早，但交易规模较小，交易品种仍是以商品期货为主，发展相对缓慢。

ＫＯＳＰＩ２００ 指数交易来看，外资投资者占有比例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４．８％到

在我国，官员和学者呼吁尽快推出股指期货的声音一直没有间断过，

２００５ 年的２３．７％，作用不容小视。同时，韩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对公

特别是最近，股指期货的推出再次成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焦点。

众普及教育的活动，和著名的学术机构、实务机构一起举办了一系列

我国发展金融市场的条件和路径和韩国有诸多相似之处，
政府在金融

的国际性研讨活动。这为 ＫＯＳＰＩ２００ 指数期货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衍生品的发展当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在相似的条件下，韩国在
金融衍生品市场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因此，韩国经验对发展我国金
融衍生品市场，特别是股指期货有不可多得的借鉴意义。

３．健全法律法规，提高监管水平，加强风险管理
韩国政府在 １９８７ 年就修改了证券法，为股指期货的实施提供了
法律依据。１９９３年成立了期货、期权委员会，为金融衍生品的推出作

一、韩国发展股指期货的成功原因分析

准备，并在１９９５年 １２ 月出台了期货交易法，２０００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对期货

韩国发展股指期货最根本的经验是政府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支持。

交易法再次进行修改。
金融和经济部作为最高政府监管组织监管股指

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从最开始对股指期货的引入，市场的逐步

期货市场，
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衍生品的审批和对不公平交易的监管

培育，还是法律法规的完善和监管制度的设计等，政府都发挥了主导

等。证券交易所则是作为一个维持公平、有序市场和负责清算交割等

作用，为股指期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工作的自律组织。

１．推出金融衍生品前进行充分的理论论证和调查研究
韩国从 １９８４年开始对衍生品的研究，到 １９９４年完成标的指数的

韩国股指期货、期权市场自创建以来非常顺利，没有发生较大的
事故，这与韩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吸收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经验

开发，到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３ 日推出了 ＫＯＳＰＩ２００ 股指期货品种，整整花去

教训，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风险控制制度是分不开的。例如在市场出

了近 １２ 年时间。韩国证券交易所研究发现，以股票作为基础资产的

现较大波动的情况下，
交易所采取限制下一交易日的权利金的波动范

衍生品，发展所必须满足的条件包括：市场规模大，价格波动频繁，

围，而在平时采取限制每单最大交易量，日价格波幅限制在前一交易

使得对衍生品的需求足够大。而这些条件，韩国已经基本具备了。

日收盘价的 ５％，断路器机制（计算机交易系统可以对于在前一交易

１９８９年底，韩国股票市场的市场价值达 １１９０亿美元，占 ＧＮＰ的 ６８％，

日收盘价基础上波动 ５％或者更多、并波动持续时间超过１ 分钟以上

投资者队伍稳步增加，１４％的人口至少拥有一支股票，美国和日本则

的期货交易，自动停止交易 ５ 分钟）
，监视会员持仓情况，加强保证

分别 ２０％和 １７％，同时韩国证券市场的波动性也高于美国日本，机

金的管理等措施。

构投资者具有较强的避险要求。
［１］而这个股指期货一经推出，
就获得
巨大成功。
２．循序渐进，培育市场，从机构投资者过渡到中小投资者，逐步
开放，减少冲击

４．不失时机的推出金融衍生产品，取得先发优势，避免和离岸金
融市场的竞争
当今世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开设以境外股指为标的的
股指期货已经成为各大金融中心竞争的重要手段。
它们充分利用自身

机构投资者交易数量大，对证券市场价格有一定影响，对避险的

在金融创新、市场成熟度、交易先进性、监督手段等方面的优势和股

需求就较为强烈。同时，利用股指期货进行套期保值需要根据各个个

指期货非专属性，
先于别国推出以这些国家股价指数为标的的股指期

股与整个市场的关系来进行，这是一项技术型很强的操作，机构投资

货。所谓“股指期货的非专属性”，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期货交易

者则占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在开设股指期货之初设置较高的门槛以

所在毋须经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同意的情况下，完

限制中小投资者进入，等到条件成熟时在降低相关条件，是各国的通

全可以自主决定是否上市以别国的股票指数为期货交易标的的衍生产

用做法。

品。股指期货之所以具有“非专属性”
，是因为以股价指数为标的物，

韩国在设计期货市场时就以机构投资者为对象，
通过较高的交易

３２７

外资开放的政策。从最开始对外国投资者的限制，到１９９８ 年７月对外
国投资者的开放，境外投资者在期货市场所占的分额在逐步加大，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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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涉及具体的股票交割，因而在设立方式上具有开放性、
自由和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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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特点。
对于亚太国家和地区而言，一个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就是新加坡，

在风险管理方面，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和完善会员资格审批、保
证金、持仓限制、头寸报告、涨跌停板、强行平仓、风险基金等制度，

在 ＳＩＭＥＸ（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上市的１０ 个股指期货合约中，有

引入“断路器机制”，避免市场剧烈波动，建立有效的信用评价体系，

８ 个是境外股指作为标的的。１９８６ 年 ９ 月 ＳＩＭＥＸ 先于日本两年推出日

减少道德风险和信用风险的发生，打击市场操纵行为，同时应当特别

经２２５指数期货合约， １９９７年先于台湾地区推出摩根台湾指数期货，

注意建立包括股票市场和股指期货市场在内的跨市场的联合监控制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ＳＧＸ－ＤＴ（新加坡交易所衍生品有限公司）先于印度推出

度，实施联动监控，建立和完善市场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应付证

ＳＧＸ Ｓ＆Ｐ ＣＮＸ Ｎｉｆｔｙ 印度股票指数期货合约，都在一段时间内超过

券市场的异常状况。

本土股指期货合约交易量，使得标的国在竞争中非常被动，对标的国
的金融安全和市场公平都有一系列的不良影响。

４．把握时机，尽快推出股指期货
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股权分置改革的稳步推进，长达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韩国推出 ＫＯＳＰＩ２００ 指数期货非常及时，先发

年的熊市的即将结束，我国证券市场的容量增加，有效性也得到了显

制人，争取到了股指管辖和合约交易方面主动权，没有出现像其他国

著提高，机构投资者得到很大发展，股民也日趋成熟，ＱＦＩＩ制度的实

家那样处处受制的局面。

施，使得境外机构投资者对避险工具的需求日益强烈，基本符合了推

二、韩国经验对我国发展股指期货的启示

出股指期货的要求。从 ２００１ 年开始，理论界和决策层对这一问题进

１．卖空机制的缺乏并不是股指期货推出的主要障碍

行了广泛的研究和考察，准备工作比较充分。

从理论上讲，
国内股市的单边交易制度会影响股指期货的运作效

时不我待，据报道，新加坡交易所已经拟定在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推出

率，使得股指期货的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的功能受到一定的限制，并

新华富时中国 Ａ５０指数，如果这个股指期货成功推出，将成为境外首

可能使得股指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发生背离的风险加大。
但在实践当

个中国Ａ股股指期货，同时在交易时间的设计上也为投机资金的炒作

中，很多国家和地区在卖空机制缺乏的情况下推出了股指期货。如韩

提供方便，对我国金融安全造成潜在危险。在股指期货合约推出时机

国在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推出著名的 ＫＯＳＰＩ２００ 股指期货合约的最初几个月，

的选择方面，韩国准确把握了稳妥渐进和先发制人之间的关系，既不

是没有股票卖空机制的。因此，一些学者在考察了多个国家的经验后

能迫于国际压力盲目上马，更不能错失机遇，造成被动。

认为，卖空机制的缺乏并不是推出股指期货的主要障碍。

我们一方面应当力争在稳妥可靠的前提下尽早推出股指期货，
另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融资融券业务开始进入实质探讨阶段，目

一方面，针对新加坡的举动，我们应当加强国际有关证券监管机构和

前的争论主要在于融资融券业务的推进顺序，
授信模式的选择和如何建

交易所等自律组织之间的沟通协调，或者采用外交手段，从国家金融

立健全风险控制机制等。但能否在股指期货推出之前引入，还是未知

安全的角度，加强同相关国家的协调，捍卫金融主权。同时，我们也

数，并且我国股市卖空机制的发展也需要一个过程，不可一蹴而就。

可以借鉴香港期货交易所在与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竞争香港指数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卖空机制的缺乏对于我国股票市场套利的

货时一度所采取的阻止路透社向编制指数的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提供

效率存在影响，但并不会对股指期货的推出产生太大的影响，今后可

即时报价，以使得新加坡的香港指数期货交易受阻的措施。当然，盲

以随着股指期货的发展与条件的成熟，逐步建立和完善卖空机制，以

目抑制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不是治本之策，但树立指数信息主权意

提高股指期货市场的效率和资本市场的结构层次。

识，应对离岸股指期货的竞争，仍是我们的一项长期任务。

２．合理设计股指期货合约，注意对投资者的合理引导
笔者建议，我国股指期货发展最开始仍是面向机构投资者，加大

近年来，随着我国汇率制度，国有银行和证券市场改革的不断深
入，金融创新的步伐明显加快，２００６ 年更被称为“金融创新之年”。

培育机构投资者力度，
但同时也应充分利用我国股市散户占相当比例

股指期货也已经从理论探讨进入了实际筹备阶段。
韩国推出股指期货

的特点，适当降低门槛，或者借鉴标准普尔５００股指和恒生指数的小

精心筹划，稳妥缜密，循序渐进，同时又把握时机，锐意进取，先发

型合约形式，提高对中小投资者的吸引力。而截止到２００５年 ４月，我

制人的制度变迁过程给予我们启示的同时，
也将激励我们面对国际竞

国批准的ＱＦＩＩ（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已经超过６０亿美元，这也

争，加快推出股指期货，开创金融市场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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