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期货转现货（EFP，以下简称期转现） 

期转现允许参与者以其在DME阿曼期货市场的头寸交换在现货石油市场的头寸。参与者期货的头寸数量

要与他们在现货市场的头寸规模相等且方向相反。这使得他们能够通过为期货价格敞口交换其现货价

格敞口，从而使定价独立于实物供应。 

 

期转现的好处是什么？ 

一旦提交期转现并被接受，双方将平掉各自在DME阿曼原油期货的相关头寸，并将不再承担支付任何保

证金。清算会员将释放所持有的保证金。参与者在DME的多头和空头头寸将被期转现平仓，并不会通过

DME进行实物交割。  

 

提交期转现意味着交易所将不再对参与者双方的头寸有担保义务，双方将直接面对互相的信誉风险以

及义务的履行。因此期转现的机制并不适合每位客户。 

 

一些客户选择期转现机制以选择对家，因为DME的匹配算法可能为他们匹配一个或多个陌生的交易对手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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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期转现的价格？ 

期转现交易是期货市场与相关现货市场之间的差值，此差值不是固定值，它反应在一定时期内相关现

货市场相对于期货市场的价值。EFP可以是正值，中值或负值，取决于参与者对他们期货头寸对应的相

同现货头寸的差值估价。市场参与者可以直接通过向其他市场参与者寻价或使用代理（broker）寻求

当前EFP买卖价格范围。DME不设定期转现价格，因为EFP市场的是双边的场外市场。 

 

什么是期转现的交易成本？ 

除期转现由市场决定并随之波动的自身价格之外，如上所述，另外也将涉及提交期转现相关的固定费

用。参与者将需支付DME大宗交易费用（Block fee）（请查询DME网站交易所费用部分）和清算会员的

费用，如果使用场外经纪人（OTC Broker）寻找对手方，也会涉及到经纪商的服务费。 

  

小型交易量是否适合于期转现？ 

期转现可以提交单手（1,000桶），不像标准的大宗交易（Block）只能提交最少50手（50,000桶）。 

 

在现货方面，我是否只可以在Mina Al-Fahal期转现阿曼混合原油？ 

不是。一个期转现可以提交任何相应的现货头寸，但定价可能被DME阿曼期货头寸合法的管理。如果您

担心您期转现现货方面的交易可能无法接受，请在提交期转现之前联系DME法务部门

compliance@dubaimerc.com。 



 

 

 

 

现货和期货头寸的规模可以不同吗？ 

不可以。期转现可以交易任意数量的合约，但它必须是大约相等于标的现货交易的数量。 

 

提交期转现的实体是否可以与持有现货合约的实体不同？ 

提交期转现的实体必须是持有相应现货合约的实体。 

 

 



 

 

我是一名银行交易员，代表一家有现货头寸的炼厂执行交易，我是否可以用期转现

机制？ 

如上文所述，提交EFP的实体必须是是持有现货的实体。因此，如果标的现货头寸属于银行的客户，而

非银行本身，那么一名银行的交易员可能无法使用EFP机制。如果你自己没有相应的现货头寸，那么你

不应该使用期转现机制。 

 

如何向DME提交期转现？ 

期转现，必须通过CME清算所提交到DME。交易可以通过CME ClearPort® 

（www.cmegroup.com/clearport）或通过前终端清算（FEC）提交。提交EFP有四种方式： 

o Broker 输入：一旦交易达成，券商（broker）将交易输入 CME ClearPort 的 Web用户

界面（GUI）或 CME ClearPort 的 API。 

o Facilitation desk: 一旦交易达成，一方交易员致电给 CME ClearPort 的

facilitation desk +12122992670，+18004388616（美国免费电话号码），电话：

+44（0）800898013（英国免费电话号码）。Facilitation Desk 将联系对手方对其交

易进行确认。Facilitation Desk 完成双方确认后，将处理此交易。 

o 第三方匹配：在这种情况下，交易双方由第三方的匹配/确认平台相匹配。匹配平台

直接将此交易传送到 CME ClearPort 的 API。 

o 前终端清算（FEC）：EFP交易也可能由清算会员代表客户直接输入 FEC。CME 仅授予

清算会员 FEC 的访问权，访问 FEC 时可能被要求提交使用权申请表格。感兴趣提交期

转现的市场参与者可以通过清算会员输入至 FEC，建议市场参与者直接联系他们的清

算会员。 

 

 

期转现的参与者是否需要在CME Clearport注册？ 

是。期转现如同大宗交易（block），必须通过CME ClearPort提交, 因此双方必须有一个CME 

ClearPort注册（EULA）。使用FEC程序(如上所述）的客户则无需使用Clearport。 

 

何时需要向DME提交期转现? 

前月DME阿曼原油期货的期转现最迟必须在前月合约到期的6个半小时之内（新加坡时间晚上11点/迪拜

时间下午7点）提交。对于提前提交期转现没有限制，所以参与者可以提早甚至一年提交期转现。 

 



 

 

需要什么文件？ 

提交EFP的参与者会被要求必须能够出示由DME法务部门提供的一份抵销现货协议的证据。DME不会向每

一个EFP要求此文件，但将进行随机抽查，以确保EFP的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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