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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请开通期权交易权限条件

1.有资金 开通期权交易权限前5个交易日每日结算后保证金账户可用资金余额不低于人民币10万元

3. 有交易经历 累计10个交易日、20笔及以上的期权仿真交易经历

有交易所认可的期权仿真交易行权经历4.有行权经历

2. 有知识 具备期货、期权基础知识，通过交易所认可的知识测试

5.无不良记录 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禁止或者限制从事期货和期权交易的情形

四有一无

个人客户开通期权交易权限的条件



1.有资金 开通期权交易权限前5个交易日每日结算后保证金账户可用资金余额不低于人民币10万元

3. 有交易经历 累计10个交易日、20笔及以上的期权仿真交易经历

有交易所认可的期权仿真交易行权经历4.有行权经历

2. 有知识 相关业务人员具备期货、期权基础知识，通过交易所认可的知识测试

6.无不良记录 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禁止或者限制从事期货和期权交易的情形

一般单位客户开通期权交易权限的条件

具备参与期权交易的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相关制度5.有制度

一 申请开通期权交易权限条件



可不进行适当性评估的情形

特殊单位客户、做市商、最近三年内具有交易所认可的期权真实交易

成交记录的客户以及交易所认可的其他特殊类型客户开通期权交易权

限，可不对其进行可用资金、知识测试、仿真交易成交记录及行权记

录的评估，其他条件仍需满足。

一 申请开通期权交易权限条件



申请开通期权交易权限条件一

客户类型

适当性标准 其他说明

资金 知识测试 仿真交易经历仿真行权经历 内部制度 其他 录像 临柜
两家交易所是
否要求一致

个人客户
连续五个交易
日不低于人民
币10万元

本人通过交易
所认可的知识
测试，测试分
数不得低于90

分

累计10个交易
日、20笔及以

上的期权仿真
交易经历

具有提前行权
和到期日主动
申请行权或放
弃或到期日取
消自动申请行

权记录

无
建议具有大商
所豆粕期货真
实交易经历

需要 需要 一致

一般单位客户
连续五个交易
日不低于人民
币10万元

指定下单人通
过交易所认可
的知识测试，
测试分数不得
低于90分

累计10个交易
日、20笔及以

上的期权仿真
交易经历

具有提前行权
和到期日主动
申请行权或放
弃或到期日取
消自动申请行

权记录

具备参与期权
交易的内部控
制、风险管理
等相关制度

建议具有大商
所豆粕期货真
实交易经历

需要 需要 一致

特殊单位客户
（含资管）

无 无 无 无

具备参与期权
交易的内部控
制、风险管理
等相关制度

无 需要 需要 一致

做市商 无 无 无 无

具备参与期权
交易的内部控
制、风险管理
等相关制度

无 需要 需要 一致

投资者适当性具体标准



01

02

03

04

申请仿真交易账户
通过广州期货官网或微信进行仿真交易账户申请。

核实真实期货账户资金
申请开通期权交易权限前连续五个交易日可用资金不低于10万。

开立真实期货账户
通过网上或线下办理开户手续，申请对应交易所编码。

参与仿真交易
进行累计10个交易日、20笔及以上的期权仿真交易;进行提前行权
和到期日主动申请行权或放弃或到期日取消自动申请行权。

05

学习期权知识
登录广州期货官网、期货交易所或其他途径学习掌握期权交易规则和
基础知识。

客户参与期权交易步骤二



06

07

08

09 参与期权交易
客户收到开户成功通知后，即可参与期权交易。

验证适当性要求
客户对照适当性要求，检查是否满足权限开通条件。

开通通知
手续办理完结后，广州期货审核完成后，为客户开通期权交易权限，并将
开户成功通知发送至客户手机。

临柜办理手续
客户满足要求后，前往期货公司或IB营业部临柜办理期权开户手续，自然人客
户携带本人身份证，单位客户开户代理人及指令下达人携带身份证、授权书、
相关制度、公章等。

客户参与期权交易步骤二



其他事项

申请大商所豆粕期权、郑商所白糖期权交易权限，资金要求、知识测试、内控制度可共用，其他交易经历、
行权经历暂不互相认可。 

最近三年内具有大商所豆粕期权或郑商所白糖期权真实交易经历的客户：
（1）可以不再进行资金、知识、仿真交易经历评估。
（2）至 少需要有10笔成交记录，加盖对方期货公司结算相关红色印章，提供原件。

已在一家期货公司开通期权交易权限但尚无真实交易经历的客户，具有其他期权交易场所期权真实交易经历
的客户，仍需进行适当性评估，要求同个人客户或一般单位客户。

客户可登陆我司官网期权专栏，学习期权基础知识。网址：http://www.gzf2010.com.cn/Option.aspx

客户前往期货公司参加期权基础知识测试前，可先登录中国期货业协会测试系统 提前熟悉考试题目和类
型，测试网址：www.cfachina.org/optiontest，请使用 Chrome或者 FireFox 浏览器，并配备摄像头。

01

02

03

04

05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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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期权交易指令

豆粕期权 白糖期权

豆粕期权只可使用限价指令和限价止损（盈）指
令，限价指令可附加FAK和FOK两种指令属性。
豆粕期权无市价指令

白糖期权有交易限价指令、市价指令和套利指令

豆粕期权限价指令单笔最大下单手数为100手 白糖期权市价指令单笔最大下单手数为2手，限价
指令单笔最大下单手数为20手

豆粕期权暂无套利指令 白糖期权套利指令为跨式套利指令和宽跨式套利
指令，且套利指令必须附加FAK或FOK指令

豆粕期权与白糖期权交易指令对比

FOK指令：立即全部成交否则自动撤销
FAK或IOC指令：立即成交剩余指令自动撤销



一 期权交易指令

布衣公子作品    http://teliss.yanj.cn

同时买入相同数量的同一
标的物、同到期日、同行
权价格的看涨期权和看跌
期权

同时卖出相同数量的同一
标的物、同到期日、同行
权价格的看涨期权和看跌
期权

同时买入相同数量的同一
标的物、同到期日、较高
行权价格看涨期权和较低
行权价格看跌期权 

同时卖出相同数量的同一
标的物、同到期日、较高
行权价格看涨期权和较低
行权价格看跌期权

买入跨式套利 卖出跨式套利 买入宽跨式套利 卖出宽跨式套利

白糖期权套利指令



一 期权交易指令

点击“恒生网上交易”软件
左上角“委托下单”-“通
用委托”，在委托要素界面
输入对应项，点击下单即可
。

定单类型选择“跨式套利
” 或者“宽跨式套利”。

合约1和合约2必须满足套
利指令相应规则，合约1
为看涨期权，合约2 为看
跌期权。

委托价格为套利两个合约
价格之和。

成交属性必须附加FOK或
FAK指令。

白糖期权套利指令示例



一 期权交易指令

豆粕 期货 期权

限价指令 每笔1000手 每笔100手

市价指令 每笔1000手 无市价指令

限仓手数 市场单边持仓的10% 300手

止盈止损指令 无 交易所支持

套利指令 有 暂无

白糖 期货 期权

限价指令 每笔1000手 每笔20手

市价指令 每笔200手 每笔2手

限仓手数 25000手 200手

套利指令 有 期权特有套利指令

期货与期权交易指令对比



二 期权询价

期权询价询价间隔应不低于60秒。
只能对价差不合理或无报
价合约进行询价

投资者可对无报价的合约向做市商询价
，白糖期权和豆粕期权均有询价功能

投资者询价时应注意时间间
隔，合理询价，否则会被交
易所认定为异常交易。



三 期权交易的资金冻结与划转

按照成交价支付权
利金，不冻结保证
金

多头开仓

买入开仓

01010101

按照成交价收取权
利金，冻结保证金

空头开仓

卖出开仓

02020202

按照成交价支付权
利金，释放保证金

空头平仓

买入平仓

03030303

按照成交价收到权
利金

多头平仓

卖出平仓

0404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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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期权行权要点及注意事项

布衣公子作品    http://teliss.yanj.cn

期权平仓是指买入或者卖出与所持期
权合约的数量、标的物、月份、到期
日、类型和行权价格相同但交易方向
相反的期权合约，了结期权合约的方
式。

期权放弃是指期权合约到期，买方不
行使权利以了结期权合约的方式。

期权行权是指期权买方按照规定行使
权利，以行权价格买入或者卖出标的
期货合约，了结期权合约的方式。买
方行权卖方被动履约，履约是卖方应
尽的义务。

期权行权/履约

期权放弃

期权平仓

期权平仓

期权行权/
履约

期权放弃

期权合约持仓了结方式



一 期权行权要点及注意事项

布衣公子作品    http://teliss.yanj.cn

期权行权

到期日
豆粕期权的到期日为标的期货合约交
割月份前一个月的第5个交易日
白糖期权的到期日为标的期货合约期
货交割月份前二个月的倒数第5个交
易日。

行权方式

豆粕期权和白糖期权皆为美式期权
在每一交易日交易时间段均可提出
行权申请。
到期日客户提起行权和放弃时大商
所15:00截止，郑商所15:15截止。

行权资金校验

期权行权后，买方将分别获得相应
的期货头寸，并收取期货保证金。
因此期权买方资金不足支付期货保
证金时无法行权。

行权发起方

期权的买方具有行权或者放弃行权
的权利。

期权行权要点



一 期权行权要点及注意事项

布衣公子作品    http://teliss.yanj.cn

看涨期权卖方履约和看跌期权买方行
权得到开仓价为执行价格的期货合约
的空头，并收取期货保证金。

期权放弃后，期权持仓将被
直接清理。

看涨期权买方行权和看跌期权卖
方履约得到开仓价为期权执行价
格的期货合约的多头，并收取期
货保证金。

布衣公子作品    http://teliss.yanj.cn

期权行权与履约后的结果



一 期权行权要点及注意事项

看涨期权

标的物结算价>期权执行价格

标的物结算价=期权执行价格

标的物结算价<期权执行价格

实值看涨期权

平值看涨期权

虚值看涨期权

看跌期权

标的物结算价<期权执行价格

标的物结算价=期权执行价格

标的物结算价>期权执行价格

实值看跌期权

平值看跌期权

虚值看跌期权

实值额：（标的物结算
价-期权执行价格）×合

约单位

虚值额：（期权执行价
格-标的物结算价）×合

约单位

实值额：（期权执行价
格-标的物结算价）×合

约单位

虚值额：（标的物结算
价-期权执行价格）×合

约单位

看涨看跌期权实虚判断标准



一 期权行权要点及注意事项

布衣公子作品    http://teliss.yanj.cn

浅实（虚）值期权：
实（虚）值期权的实
（虚）值额<标的物

期货保证金。

若持有实值期权，但
期权的实值额部分不
足于支付行权的手续
费，投资者应提交放

弃申请。

深实（虚）值期权：
实（虚）值期权的实
（虚）值额>标的物

期货保证金。

虚值期权行权投资者
会带来亏损，实值期
权放弃投资者会损失
盈利，需谨慎操作。

期权的行权与放弃



一 期权行权要点及注意事项

SR705结算价为6799，期货开仓费用为20元/手。SR705保证金为10%
假设客户持仓如下：

期权多头 持仓量

SR705C6000 1

SR705C6790 1

SR707C7000 1

SR709P6000 1

SR709C6700 1

SR705C6000为深实值期权，应当行权。
SR705C6790为浅实值期权，但实值额无法支付行权后期货开仓
手续费，应当放弃。
SR707C7000为浅虚值期权，应当放弃。
SR709P6000为深虚值期权，应当放弃。
SR709C6700为浅实值期权，且实值额为99元/吨，足够支付行
权后的期货开仓手续费，应当行权。

期权多头 操作
SR705C6000 行权
SR705C6790 放弃
SR707C7000 放弃
SR709P6000 放弃
SR709C6700 行权

执行或放弃

期权的行权与放弃示例



一 期权行权要点及注意事项

绝大多数投资者应选
择对冲平仓来了结期
权持仓，而非利用行
权的方式来获取利润

或限制损失。

虚值期权行权将亏损

实值期权行权只能得到内涵价值，而损失
了时间价值。

行权后将得到期货头寸，同时交付期货保
证金，也会承担相当大的价格波动风险。

期权的价格（权利金）中包括
内涵价值和时间价值，行权只
能得到内在价值，损失了时间
价值。平仓是将期权合约转移
给他人，还可以得到期权剩余
的时间价值。只要能平仓就一
定平仓，因为平仓可以得到权
利金收入，不至于买入时支付

的权利金全部损失。

需要行权的情况

期权合约流动性严重不足

为现货套期保值或为期货头寸建立对应备
兑避险头寸而必须执行

如非套保需要或组合策略
构建需要，尽量不去进行
冷僻标的合约的期权合约

交易。

期权行权的必要性讨论



二 到期日行权与履约

温馨提示：到期日请确保账户资金充足，足够支付行权后的期货保证金。
               

2

3

1

到期日闭市后，对客户未处理的期权持仓，交易
所按实值期权自动行权，虚值期权自动放弃的原
则进行批量处理。对实值额无法支付行权费用的
实值期权客户应主动提交放弃权利申请。

到期日闭市后，对客户未自行处理的实值期权，
且客户账户资金不足履约时，期货公司将代客户
提交放弃申请。

客户只有在到期日才能行使期权的放弃权利。
到
期
日
行
权
要
点



二 到期日行权与履约

布衣公子作品    http://teliss.yanj.cn

交易所到期日闭市后对未处理
的期权执行实值期权自动行权
，虚值期权自动放弃，其中实
虚值的判断标准是标的期货合
约结算价而非收盘价，客户应
自行判断是否由交易所批量处
理。

由于浮动盈亏、备兑组合、收
盘后按照结算价调整等原因，
行权资金测算在盘中和结算后
会有差异，具体的测算标准以
及结果以我司柜台系统为准。

到期日闭市前挂出期权平仓单
，若未能成交， 将导致期权持
仓状态锁定，闭市后无法申请
行权或放弃。故此我司将在闭
市前对该类挂单进行统一撤销
，确保闭市后可以对该笔持仓
正常提交行权或放弃申请。

三一 二

到期日行权与履约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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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期权仿真交易申请及软件下载登陆

1.登录公司官网（www.gzf2010.com.cn)客户中心—账户业务—模
拟开户，按照要求填写真实基本信息提交。



一 期权仿真交易申请及软件下载登陆

2.关注“广州期货”微信公众号，小秘书—仿真开户。



一 期权仿真交易申请及软件下载登陆

3.登录公司官网（www.gzf2010.com.cn)客户中心—软件下载—仿真软件，
软件安装完毕后输入资金账号和密码即可登录参与期权仿真交易。



一 期权仿真交易申请及软件下载登陆

4.软件下载安装成功后，在登陆界面输入账号密码，勾选“期权”按钮
，点击登陆即可。



二 期权仿真交易建议

商品期权在我国是一种全新的金融衍生工具，与现有期货品种在交

易规则以及交易方式等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建议客户认真模拟期

权的交易与行权，切实体验期权交易和行权给资金账户带来的变化

和影响，避免在正式交易时由于操作原因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THANK YOU
谢谢观看

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FUTURES CO.,LTD.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写字楼10楼    

电话：400-020-6388  传真：020-22139811   网址：www.gzf2010.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