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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REGULATION ADVISORY NOTI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change  CME, CBOT, NYMEX & COMEX   

Subject  Manual/Automated Trading Indicator (FIX Tag 1028) 

Rule References Rule 536.B. 

Advisory Date  September 20, 2012 

Advisory Number  CME Group RA1210-5 

Effective Date October 8, 2012 

 
Since June 5, 2011, CME Group exchanges have required that every order entered into CME 
Globex identify whether the order was entered by manual or automated means in FIX Tag 1028 
(“Tag 1028”) on the order entry message.  Pending all relevant regulatory review periods, 
effective on October 8, 2012, the Tag 1028 requirement will be codified in each Exchange’s 
Rule 536.B. (“Recordkeeping Requirements for Pit, Globex, and Electronic Trades – Globex 
Order Entry”).  Rule 536.B. sets forth various requirements pertaining to the entry of orders into 
CME Globex and the maintenance of electronic audit trails by clearing member firms and 
corporate equity member firms. 
 
The amended rule is shown below and is followed by a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FAQ”) 
section that provides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nd guidance on the requirements concerning Tag 
1028.  Inaccurate submission of the correct Tag 1028 indicator, or other required audit trail 
fields, may result in disciplinary action, including summary action under Rule 512 (“Reporting 
Infractions).   
 

536.B. Globex Order Entry 

1. General Requirement  

 
Each Globex terminal operator entering orders into Globex shall input for each order: a) the user ID 
assigned him by the Exchange, a clearing member or other authorized entity (Tag 50 ID) b) the price, 
quantity, product, expiration month, CTI code, automated or manual indicator (Tag 1028) and account 
number (except as provided in Section C.), and, for options, put or call and strike price. The Globex 
terminal operator’s user ID must be present on each order entered. For a Globex terminal operator with 
access pursuant to Rule 574, clearing members authorizing such acces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Globex terminal operator’s compliance with this rule.  
 
With respect to orders received by a Globex terminal operator which are capable of being immediately 
entered into Globex, no record other than that set forth above need be made. However, if a Globex 
terminal operator receives an order which cannot be immediately entered into Globex, the Globex 
terminal operator must prepare a written order and include the account designation, date, time of receipt 
and other information required pursuant to section A.1. above. The order must be entered into Globex 
when it becomes execu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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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lectronic Audit Trail Requirements for Electronic Order Routing/Front-End Systems  
 
Clearing members guaranteeing a connection to Globex are responsible for maintaining or causing to be 
maintained the order routing/front-end audit trail for all electronic orders, including order entry, 
modification, cancellation and responses to such messages (referred to as the “electronic audit trail”), 
entered into the Globex platform through the CME iLink® gateway. This electronic audit trail must be 
maintained for a minimum of 5 years, and clearing members must have the ability to produce this data in 
a standard format upon request of Market Regulation.  
 
This electronic audit trail must contain all order receipt, order entry, order modification, and response 
receipt times to the highest level of precision achievable by the operating system, but at least to the 
hundredth of a second. The times captured must not be able to be modified by the person entering the 
order. The data must also contain all Fix Tag information and fields which should include, but is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A record of all fields relating to order entry, including transaction date, product, Exchange code, expiration 
month, quantity, order type, order qualifier, price, buy/sell indicator, stop/trigger price, order number, 
unique transaction number, account number, session ID, Tag 50 ID, automated or manual indicator (Tag 
1028), host order number, trader order number, clearing member, type of action, action status code, 
customer type indicator, origin, and timestamps. For executed orders the audit trail must record the 
execution time of the trade along with all fill information.  
 
In the case where the Guaranteeing Clearing Firm has a direct connect client that is another Clearing 
Firm or a Corporate Equity Member, the Clearing Firm may notify the client Clearing Firm or Corporate 
Equity Member that it is their obligation to maintain the electronic audit trail. Upon execution of this written 
notice, it shall be the duty of the client Clearing Firm or Corporate Equity Member to maintain an 
electronic audit trail pursuant to this rule. 

 

 
FAQ Related to FIX Tag 1028 (Automated or Manual Indicator) 

 
1. What is Tag 1028? 

 
Tag 1028 is a data field that is required on all order submissions to CME Globex to indicate whether a 
particular order is being submitted by manual or automated means.   This has been a required data 
element on CME iLink interface order submissions since June 2011 and is now being added as a 
regulatory requirement.  
 

2. What specific values must be submitted in Tag 1028? 
 

Manual orders must be submitted with the value “Y” and automated orders must be submitted with 
the value “N.”  No other values may be submitted in Tag 1028. 
 

3. 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automated order entry? 
 

Automated order entry refers to orders that are generated and/or routed without human intervention.  
This includes any order generated by a computer system as well as orders that are routed using 
functionality that manages order submission through automated means (i.e. execution algorithm).  

 

4. 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manual order entry? 
 
Manual order entry refers to orders that are submitted to CME Globex by an individual directly 
entering the order into a front-end system, typically via keyboard, mouse or touch screen, and which 
is routed in its entirety to the match engine at the time of sub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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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y an Automated Trading System (“ATS”) team Tag 50 send in both manual and automated 

orders? 
 

No, ATS teams may send in only automated orders.  All manually-entered orders must identify the 
Tag 50 of the specific person who entered the order.    

 
6. If an individual who is trading manually also uses automated spreading functionality that 

automates the entry of some orders, should the orders be designated as manual or 
automated? 

 

The manually entered orders must be properly identified with the value “Y” in Tag 1028.  The orders 
generated by automated means, including via automated spreading functionality, must be properly 
identified with the value “N” in Tag 1028.   

 
7. If a person manually enters an order into his front-end system which employs functionality 

that manages the submission of the order(s) to the CME Globex match engine, should the 
order(s) be designated as manual or automated?   
 
The orders should be designated as automated with a value of “N” in Tag 1028 because the 
execution algorithm is generating the entry of the orders to the CME Globex match engine. 

 
8. Does the front-end audit trail of the system used to enter orders into CME Globex need to 

record the Tag 1028 values submitted for each order? 
 

Yes.  The information in Tag 1028 is required to be captured and accurately recorded in the front-end 
audit trail.  

 

9. What is a clearing firm’s responsibility with regard to Tag 1028?  
 

Clearing firms are expected to ensure that they communicate this requirement to their customer 
authorized users, and to verify with the client that the tag is being correctly populated.   

 
Questions regarding this Advisory Notice may be directed to the following individuals in Market 
Regulation: 

Lou Abarcar, Director, Data Investigations Architect, at 312.341.3236 

Terrence Quinn, Manager, Data Investigations, at 312.435.3753 

Betsy Schneider, Manager, Data Investigations, at 312.341.3343 

 
For media inquiries concerning this Advisory Notice, please contact CME Group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at 
312.930.3434 or news@cmegroup.com.  

 

mailto:news@cmegroup.com


 

此为所附《市场规范建议通告市场监管建议通告》(Market Regulation Advisory 

Notice)(“MRAN”)英文原文之译本;正式文本为 MRAN英文版。尽管我们已尽合理努力提供准确翻

译,但若对 MRAN译本所提供信息有任何疑问,请查阅 MRAN英文版。任何由于翻译造成之差异或分

歧不具约束力且无法律效力。 

 

市场监管建议通告 

 

交易所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 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

（CBOT）、 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和 纽约商品交易所

（COMEX） 主题 CME GlobexTAG 50 ID要求 

规则 参考 规则 576 

建议 日期 2016 年 9月 23 日 

建议 编号 芝商所 RA1610-5 

生效日期 2016 年 10月 7 日 

 

本建议通告于 2016年 10月 7日生效， 将取代 2009年 9月 10日发布的芝商所市场监管建议

通告 RA0908-5 。其发布是为市场提供伴随 CME Globex（“Globex”）操作人 ID（“TAG 50 

ID”）要求所产生的更新指南 。 

 

具体而言，本建议通告阐明了： 

 

 交易所清算会员责任 

 TAG 50 ID中允许的字符 

 综合户口 TAG 50 ID 要求 

 小组 TAG 50 ID要求 

 个人 TAG 50 ID要求 

 

此外，本建议通告包含有关 TAG 50 ID的更新常见问题部分。 

 

规则 576 （“识别 Globex终端操作人”） 要求每个 Globex 终端操作人都要通过提交独特独特

TAG  50 ID被交易所识别。对于 CME iLink，TAG 50 ID由交易所清算会员机构（“清算会员”）

或其缔约的供应商或受托人签发，或在某些情况下，由芝商所全球指挥中心（“GCC”）签发。 

 

清算会员负责确保所有 TAG 50 ID在清算会员层面上都是独特独特的，并且发送至 Globex且包括

委托在内的所有非管理类消息（“消息”）都适当提交了正确的 TAG 50 ID。TAG 50 ID不区分大

小写，且清算会员必须通过不仅仅只是更改不同 TAG 50 ID之间的字母大小写的方法来确保独特

性（例如，“ABC”和“abc”将被视为同一个 TAG 50 ID）。另外，所有 TAG 50 ID必须为 2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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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个字节（字符）的长度，且市场监管部强烈鼓励仅使用字母数字字符。如果 TAG 50 ID含有非

字母数字字符，那么仅允许使用如下字符： 

 

 （  左括号 

 ）  右括号 

 _ 下划线 

- 破折号 

： 冒号 

@ （商业）艾特 

。  句号 

+ 加号 

/ 斜杠 

\ 反斜杠 

 

关于清算会员公开持有的账户，清算会员必须在市场监管部要求后，立即提供被分配到与清算会

员相关的每个 TAG 50 ID的“个人”或“小组”的身份。清算会员必须保管或促使保管与被分配

到每个 TAG 50 ID的“个人”或“小组”有关的历史记录至少五年。 

 

关于清算会员持有的非公开综合账户，清算会员必须在市场监管部要求后，能够立即获得并提

供，或要求综合账户获得并提供被分配到非公开综合账户中每个 TAG 50 ID的“个人”或“小

组”的身份。清算会员必须保管或促使保管与被分配到每个 TAG 50 ID 的“个人”或“小组”有

关的历史记录至少五年。该等历史记录无需包括“个人”或“小组”的身份。 

 

对于需要注册的 TAG  50 ID，清算会员要负责确保每个 TAG 50 ID都在交易所收费系统

（“EFS”）上正确注册 。注册 TAG 50 ID 必须在 EFS中被识别为“个人”或“小组”，且所

有注册必须始终是最新和准确的。 

 

以下列出了规则 576 的文本， 且紧接其后的是从第 4页开始的常见问题（“FAQ”）部分。     

 

576. 识别  GLOBEX 终端 操作人 

每个 Globex 终端操作人都要以交易所规定的方式进行识别，并应遵守交易所规则。如

果需要在交易所注册用户 ID，清算会员有责任确保注册始终是最新和准确的。                             

每个人都必须使用独特用户 ID 访问 Globex。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得用其自己的

独特用户 ID以外的其它用户 ID 下单或允许下单。                              

 

注册 TAG 50 ID 的要求 

 

个人会员、个人会员的员工、 清算会员或 CME或 CBOT 规则 106.J.机构（“权益会员机构”）         

或 NYMEX或 COMEX规则 106.J.机构（“会员机构”）以及按照任何交易所提供之任何计划享受 

优惠费用的任何其他方均需要注册 TAG  50 ID。另外，无论一方是否有资格享受优惠费用，市

场监管部或 GCC保留要求任何市场参与者注册 TAG 50 ID 的权利。                
 

如果清算会员选择注册“个人”或“小组”TAG 50 ID，它们能通过 EFS来注册原本不需要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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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TAG 50 ID。交易实体必须向其各自的清算会员提供有关其“个人”和“小组”TAG 50 ID的

准确和最新注册信息。在 EFS中注册的 TAG 50 ID 必须与就发送至 Globex的所有消息提交的

TAG 50 ID 完全一致。  

 

进行“小组”注册时，EFS 允许为每个小组成员输入相关个人注册信息，同时也要求指定每个

小组成员的角色。可用的角色包括：首席交易员、风险监控员、技术/项目经理、交易员及交易

监控员。每个“小组”都必须有一位首席交易员，通常是最资深的人或主要负责“小组”活动

的人。如果由“小组”TAG 50 ID代表的一群人构成发生变化，交易实体和清算会员要负责确

保这些变化在 EFS中得到及时和准确反映。             

 

识别“个人”TAG 50 ID 

 

如果 TAG 50 ID符合下面的一个描述，TAG 50 ID应被识别为“个人”： 

 

 作为人工交易商的某个人，是指某个人通过前端系统（通常是通过键盘、鼠标或触摸屏）

将消息直接提交至 Globex，且之后在提交之时消息完整按路由发送至匹配引擎。 

 仅负责，且始终积极监控自动化交易系统（“ATS”）管理和操作的某个人。ATS 是指在无

人工干预的情况下生成和/或按路由发送消息的电脑系统。这包括任何消息由电脑系统生

成，或通过对自动化手段提交委托进行管理的功能（即执行算法）按路由发送。执行此任

务的人通常发起或禁用特定算法或策略、调整任何自动化程序的参数及监控 ATS 的实时交

易。提交的所有消息都必须附有被分配给操作时在场的人的“个人”TAG 50 ID。 

 从事上述一组交易方法的某个人。此人必须确保提交的所有消息都附有正确的人工委托指

示标志（FIXTAG 1028），以对人工和自动化活动进行区分。 

 

每个“个人”TAG 50 ID都必须代表他人。每个人都须使用自己的 TAG 50 ID 提交消息，且在

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允许其他人利用他们的 TAG 50 ID输入消息。 

 

识别“小组”TAG 50 ID 

 

如果 TAG 50 ID代表操作之时同时管理、操作和监控 ATS的一群人，TAG 50 ID 应被识别为

“小组”。 

 

在一个交易周期内，许多 ATS都获得多轮管理、操作和监控。如果一群人的组成在换班之时有所

改变，或如果另外一群人在换班之时接管先前一群人的职责，在新一轮期间提交至 Globex 的消息

需另外附有独特“小组”TAG 50 ID。新一轮的一群人应在 EFS中注册有一个独特“小组”TAG 50 

ID，以便在任何给定的时间，TAG 50 注册准确识别积极监控 ATS操作的小组。 

 

单个 TAG 50 ID只有在真实 ATS小组情况下才可用于代表多个操作人。如果某些操作人主要负责

不同的 ATS 或者不同的轮班上负责相同的 ATS，那么，实体不得将所有 ATS操作人捆绑在一个 TAG 

50 ID下。 

 

“小组”TAG 50 ID 仅可向 Globex提交自动化消息。若“小组”需要提交人工消息（即在停机检

修、系统故障等期间）的情形发生，提交的消息必须附有被分配给提交消息的特定个人的“个



芝商所 RA1610-5 

2016 年 9 月 23 日 

第 4/7 页 

 

人”TAG 50 ID，而不是与群体相关的“小组”TAG 50 ID。在这种情况下，某个人将以上述“个

人”人工交易商的资格行事。 

 

清算会员必须确保需要注册的所有 TAG 50 ID 都在 EFS中获得最新和准确注册，且必须及时对

TAG 50 ID进行任何必要的更新。未能按照本建议通告的要求传输 TAG 50 ID 至 Globex可能导致

受到纪律处分，而且还可能导致重新评估交易费用。 

 
 
 

常见问题（FAQ） 

 

Globex操作人 ID识别和注册（TAG 50 ID） 

 

1.什么是管理类消息？ 

 

不受本建议通告中所述要求规限的管理类消息包括：登录消息、心跳消息、测试请求消息、重

发请求消息、期间级拒绝消息、业务级拒绝消息、序号重设消息和退出消息。 

 
 

2. 提交至 Globex 的消息是否需要提交准确的 TAG 50 ID？ 

 

是。除上述问题 1答案中提到的管理类消息外，所有消息都必须包括提交该等消息至 Globex

的“个人”或“小组”的独特 TAG 50 ID。 

 

2. 什么是 TAG 50 ID？ 

 

TAG 50 或操作人 ID是独特识别访问和/或提交消息至 Globex 的一方的用户 ID。TAG 50 ID 由

交易所清算会员或其缔约的供应商或受托人签发，或在某些情况下，由 GCC签发。 

 

保证该方 Globex连接的清算会员要负责确保向该方签发之 TAG 50 ID 的独特性，及确保 TAG 

50 ID不是由机构的多方使用。 

 
 

3. 随消息提交的 TAG 50 ID 对其他市场参与者可见吗？ 

 

不可见。Globex交易是匿名进行的。 

 
 

4. 规则 576 规定每个人都必须使用独特用户 ID访问 Globex。允许一个人拥有多个 TAG 50 ID

吗？ 

 

允许，一个人可拥有多个 TAG 50 ID。但是，每个清算会员都必须要能够识别获分配特定 TAG 

50 ID的独特个人，或识别获分配小组 TAG 50 ID的个人。若向通过非公开综合账户交易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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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者签发 TAG 50 ID，清算会员必须在市场监管部要求后，能够获得并提供，或要求综合账户

获得并提供被分配到非公开综合账户中每个 TAG 50 ID 的“个人”或“小组”的身份。 

 

5. 清算会员是否负责确保 TAG 50 ID 在清算会员层面上是独特的？ 

 

是。所有 TAG 50 ID 在清算会员层面上都必须是独特的，无论清算会员是在公开还是非公开

的基础上持有账户。 

 
 

6. 是否存在一个人可使用其他人的 TAG 50 ID 的情况？ 

 

否。提交至 Globex 的各消息都必须反映提交消息或促使提交消息的个人或小组的 TAG 50 

ID。 

 
 

7. 如果某个人部署 ATS 而由其他人在特定时间内监控 ATS 操作，新消息是否必须输入监控 ATS

的个人的 TAG 50 ID？ 

 

是。所有消息输入的 TAG 50 ID都必须是当时负责监控 ATS 操作的个人的 TAG 50 ID。 

 
 

8. 如果某个人部署长时间操作的 ATS，例如除欧洲和/或亚洲交易时间外，还在常规交易时间内

操作，发送的所有消息是否可以附有该个人的 TAG 50 ID？ 

 

各消息输入的 TAG 50 ID都必须反映消息发送至 Globex 时负责操作和监控 ATS 的个人。若某

个人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比如多个交易期间或多个典型的工作班次）负责操作和监控 ATS，

提交的所有消息需附有该个人的 TAG 50 ID。但是，经要求，该个人必须能够展示在各操作时

段内有效监控 ATS 的手段。在某个人未积极操作 ATS 或未积极监控 ATS交易操作期间，他们

的姓名不得反映在活跃 TAG 50上。 

 
 

9. 如果某个交易员输入人工消息同时还使用自动化扩展功能，所有这些消息可以通过一个 TAG 

50 ID 提交吗？ 

 

可以，在这种情形下，一个 TAG 50 ID可用于人工和自动化消息。随各消息提交的 TAG 1028

（人工/自动化指示标志）值都必须适当识别消息是通过自动化还是人工手段提交。 

 
 

10. 什么是“小组 TAG 50 ID”？ 

 

如果多个人同时一起操作 ATS或监控 ATS 操作，他们可以分配到单个 TAG 50 ID，称为“小组

TAG 50 ID”，其代表小组的每个人。EFS 中小组 TAG 50 ID 的注册程序允许机构识别每个特

定小组成员的角色，例如首席交易员、交易员、风险监控员、交易监控员、技术员/程序员

等。每个小组 TAG 50 都必须有一位首席交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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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单一小组 TAG 50是否可用于 ATS 的长时间操作，例如在常规交易时间及欧洲和亚洲交易时间

内操作？ 

 

否，因为小组 TAG 50 的每个人必须同时一起操作，且提交消息所附有的小组 TAG 50 ID 预计

将随小组成员的换班而发生变化。例如，如果新的小组或不同构成的小组在欧洲或亚洲交易

时间内或任何其他时间或轮班期间接管 ATS 操作，该新的小组的小组 TAG 50 ID 必须用于在

该时期内提交的所有消息。 

 
 

12. 如果一个人在财务上负责，并作出或监督与 ATS 有关的决策，该个人可以被列为小组 TAG 50 

ID在 ATS操作期间每个轮班的首席交易员吗？ 

 

不可以。小组 TAG 50 ID必须代表在任何给定时间同时一起操作或监控 ATS操作的小

组。 

 
 

13. 如果一个人担任某一交易实体的风险管理职能，且作为该风险职能的一部分审查和监控该实

体操作的多个 ATS，该个人需要通过小组 TAG 50 ID 进行识别码？ 

 

不需要。审查机构整体风险且独立于交易职能的风险管理者无需通过小组 TAG 50 ID进行识

别。但是，如果风险管理者对 ATS进行人工干预，他们将需要通过自己的独特 TAG 50 ID 进

行。 

 

14. 如果监控 ATS 操作的某个小组成员需要提交人工消息，提交的这些消息应当随附小组 TAG 50 

ID吗？ 

 

不应当。小组 TAG 50 ID仅可用于由 ATS生成的消息。若小组需要提交人工消息，必须使用

人工提交消息之个人的个人 TAG 50 ID。 

 
 

15. 一个实体或个人可以操作的 ATS 数量是否有限制？ 

 

一个实体或个人可以操作的 ATS数量没有限制，但要受他们有效监控 ATS操作的能力的限

制。         

 

如果您对 ATS操作人适用的交易所收费有疑问，请通过热线电话 312.648.5470或电子邮箱

efsadmin@cmegroup.com联系收费系

统。           ../../../../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AppData/Roaming/Foxmail7/Temp-7256-20161001085712/电邮至：
efsadmin@cmegroup.com 

 
 

16. 注册 TAG 50 ID 时需要哪些信息？ 

 

../../../../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AppData/Roaming/Foxmail7/Temp-7256-20161001085712/电邮至：efsadmin@cmegroup.com
../../../../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AppData/Roaming/Foxmail7/Temp-7256-20161001085712/电邮至：efsadmin@cmegroup.com
../../../../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AppData/Roaming/Foxmail7/Temp-7256-20161001085712/电邮至：efsadmin@cme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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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TAG 50 ID 注册有关的信息可通过 www.cmegroup.com 网站上的交易所收费系统（EFS）用

户手册获得。 

 

 

17. 市场监管部将设法识别与 TAG 50 ID 有关的哪些类型的违规行为？ 

 

市场监管部审查 TAG 50 ID 将侧重于，但不限于识别下列类型的违规行为： 

 

• 未注册或不准确注册 

• 操作人不可识别 

• 无效使用的操作人 ID 

• 无效的操作人 ID格式 

• 提交不准确的 TAG 1028 

 

关于本建议通告若有问题，可以联系市场监管部的下列人员： 

 

Betsy Schneider，数据调查经理，312.341.3343 

Laetizia Moreau，数据调查总监，312.435.3619 

Andrew Carr，高级数据调查员，312.435.3610 

Lou Abarcar，数据调查架构师，数据调查员，312.341.3236 

 如有收费相关问题或收费系统的一般援助问题，请通过热线电话 (312) 648-5470或电子邮

箱 efsadmin@cmegroup.com联系收费系统。 

 

 

http://www.cmegroup.com/
../../../../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AppData/Roaming/Foxmail7/Temp-7256-20161001085712/电邮至：efsadmin@cmegroup.com


 

 

 

此为所附《市场规范建议通告》（Market Regulation Advisory Notice）(“MRAN”)英 

文原文之译本；正式文本为 MRAN英文版。尽管我们已尽合理努力提供准确翻译，但若对

MRAN译本所提供信息有任何疑问，请查阅 MRAN 英文版。任何由于翻译造成之差异或分歧

不 具约束力且无法律效力。 

 

市场监管建议通告 
_ _ 

 
 

交易所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CBOT）、纽约商业 

交易所（NYMEX）和纽约商品交易所（COMEX） 

主题 每日提交大额交易商、所有权/控制权报告以及未平仓合约数据 

规则参考 规则 561 

建议日期 2017 年 9月 26 日 

建议编号 芝商所 RA1713-5 

生效日期和合规日期 见下文 

 

本建议通告将取代 2017 年 1 月 10 日的市场监管建议通告 RA1605-5R，其发布是由于 CFTC 市场监管部门

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发布之 CFTC 函件 17-45 上所载的无行动暂免导致。 

 

根据无行动暂免，CFTC 表格 102B 内报告交易量门槛账户的交易量门槛将维持在 250 份合约，直到以下两

种情况有一种先发生：(a) 某个处理报告交易量门槛之 CFTC 行动的相关生效日期或合规日期（以后者为

准），及(b) 2020 年 9 月 28 日。因无行动暂免之故，本建议通告 CFTC 表格 102B 提交部分已予修改。 

 

本建议通告继续反映有关 CFTC 所有权和控制权报告（“OCR”）规则对规则 561 作出的更改。正如在 2014

年 11 月 4 日的市场监控通知# MSN11-04-14 (“MSN11-04-14”)中所指出，CME、CBOT、NYMEX 和

COMEX（“各交易所”） 要求按 CFTC 之 OCR 规则提交新 CFTC 表格 102A 和 102B，并要求按 CFTC 之

OCR 规则所规定的相同格式和 方式提交该等新表格。交易所接受以 XML 格式文件（如 CFTC OCR 规则所

定义）提交新 CFTC 表格 102A 和 102B， 或通过升级的机构监管平台（“FRP”）人工提交新 CFTC 表格

102A 和 102B。XML 格式文件可以下述文件名进行提交： 

 

PFTP_OCR_XCME_[FIRMID]_[YYMMDD]_[HHMMSS].xml 或 

PFTP_OCR_XCME_[FIRMID]_[YYMMDD]_[HHMMSS]_[UNIQUIFIER].xml 
 

本建议通告的末尾列出了 CME/CBOT/NYMEX/COMEX 规则 561 的文本。 

CFTC 表格 102A 提交 

http://www.cftc.gov/idc/groups/public/@lrlettergeneral/documents/letter/17-45.pdf
http://www.cmegroup.com/tools-information/lookups/advisories/market-regulation/market-surveillance/files/MSN11-4-14-OCR-Testing.pdf


芝商所 RA1713-5 

2017 年 9 月 26 日  

第 2/5 页 

 

 

报告方需要向市场监管部（Market Regulation Department）提交一份电子形式的 CFTC 表格 102A（“特殊账

户识别”），准确地识别所有人、控制人、受控制账户以及表格对每个首次应报告 账户要求的任何额外信

息。 

 

完整的 CFTC 表格 102A 信息必须在账户成为应报告的首日后三（3）个营业日内提交。但是，市场监管部要

求 在账户成为应报告的首日后一（1）个营业日内提交初步账户信息，包括特殊账户起源、报告编号和名
称以及机构或客户指示标志。 

 

市场监管部要求为因重大变化造成先前提交之信息不准确的账户提供更新后的报告。更新后的报告需要在 该

等变化生效后三（3）个营业日内提交。重大变化包括账户名称、地址、所有人、控制人或受控制账户的变

化。尽管有上述规定，市场监管部也可以根据需要要求对其认为必要更新的任何账户进行更新。 

 

如果关于账户被视为已过期/已关闭的通知被提交至 CFTC，则类似的通知也必须向市场监管部提交。 CFTC 表

格 102B 提交 

清算会员需要为单个交易日达到 250 份或以上合约交易量门槛的交易账 户提交新的 CFTC 表格 102B。 

 

完整的 CFTC 表格 102B 信息必须在账户根据修订后的规则成为应报告账户的首日后三（3）个营业日内提

交。 但是，市场监管部将要求在账户成为应报告账户首日后一（1）个营业日内提交初步账户信息，例如

交易量 门槛账户的交易账户数据、关联特殊账号以及交易量门槛账户所有人。 

 

市场监管部要求为因重大变化造成先前提交之信息不准确的账户提供更新后的报告。 更新后的报告需要在该

等变化生效后三个营业日内提交。重大变化包括账户名称、地址、所有人、控制人 或受控制账户的变化。尽

管有上述规定，市场监管部也可以根据需要要求对其认为必要更新的任何账户进行更新。 
 

如果关于账户被视为已过期/已关闭的通知被提交至 CFTC，则类似的通知也必须向市场监管部提交。  

芝商所机构监管平台 

芝商所机构监管平台（“FRP”）提供各种报告和屏幕以协助完成及时准确的账户和头寸报告。 
 

FRP 已经被升级以允许报告的清算机构能够按产品、合约、合约月份以及行权价格（针对期权）生成大额交 易

商和未平仓合约比较报告（“错报报告”，“Misreporting Report”）。错报报告也允许清算会员机构 查询

报告的头寸以及利用静态查询帮助识别额外的潜在的报告不符之处，例如潜在的头寸抵消以及头寸报 告过度

或不足。市场监管部强烈鼓励机构利用此项功能帮助识别潜在的报告不符之处，以确保在规定的调整截止时间

之前提交任何必要的调整。 

 

FRP 近期增强了帮助清算机构和综合账户（Omnibus Accounts）进行 OCR 报告的功能。 

https://fltr.cmegroup.com/firmregulatoryportal/logo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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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识别特殊账户报告(Unidentified Special Accounts)允许报告机构识别市场监管部没有任何账户信息的 

CFTC 表格 102A 和 102B 账户。FRP 平台也有允许报告机构为 CFTC 表格 102A 和 102B 账户手动输入账户信息的

屏幕。 

 

可以在下列网址使用注册的 SMART Click ID 登入 FRP：

https://fltr.cmegroup.com/firmregulatoryportal/logon.jsp，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至

MarketRegLTRAlerts@cmegroup.com 申请平台登入。获取 SMART Click ID 的注册说明可以在 FRP 主页上找

到。若有技术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LargeTraderSupport@cmegroup.com。 

 

FRP 上提供了使用手册。 
 

综合账户报告 
 

依照规则 561，持有应报告头寸的综合账户（Omnibus Account）必须通过芝商所文件服务器安全 FTP

（“SF TP”）直接向市场监管部提交大户持仓报告。综合报告实体(Omnibus Reporting Entities)可以使

用 CFTC 分配的阿尔法机构 ID 提交大户持仓。如果综合实体目前没有提交大户持仓（大额交易商头寸，

Large Trade r Position）并且也没有设置为通过 SFTP 提交，那么，该实体应联系市场监管部大额交易商

组（Large Trader Group）以获得进一步的报告指引。综合实体可以使用下列大额交易商文件格式：
http://www.cftc.gov/IndustryOversight/MarketSurveillance/LargeTraderReportingProgram/ltrformat.html 

 

为了确保准确的未平仓合约和大户持仓，清算会员要获得他们所管理的所有账户的及时的头寸抵消说明， 

包括综合账户。清算会员负责综合性地准确报告他们的账簿上载有之账户的头寸。因此，清算会员必须要 

有适当的程序确保综合账户的任何头寸抵消得到及时报告，不得迟于下文规定的调整截止时间。 
 

CFTC 表格 40 提交 
 

市场监管部在其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可能会要求提交 CFTC 表格 40。  

准确和及时报告要求 

所有清算机构和综合账户应注意他们有责任按照要求的提交截止期限准确地报告未平仓合约、大户持仓以 

及在适用的时候报告符合交割条件的多头仓位。这项要求包括确保因期权履约指派产生的未平仓合约和大 

户持仓是准确的。 

 

未平仓合约（PCS）提交： NYMEX 和 COMEX 产品为美国中部时间下午 6:00/东部时间下午 7:00 

CME 和 CBOT 产品为中部时间下午 7:30/东部时间下午 8:30 

 

未平仓合约（PCS）调整：       所有芝商所旗下交易所 PCS 调整的截止时间是美国中部时间上午 8: 15/

东部时间上午 9:15 

 

大额交易商提交： 所有芝商所交易所产品为美国中部时间上午 7:00/东部时间上午 8:00 

 

 

大额交易商调整： 所有芝商所交易所产品为美国中部时间上午 9:00/东部间区上午

10: 00 

对大户持仓文件的错误更正或任何其它调整可以使用机构监管平台

（“FRP”）的网络应用程序完成。 

 
达到或高于期货合约某一特定到期月或者某一特定期权合约到期月所有看涨或看跌期权应报告水平的头寸 必

须进行报告。对于某一特定合约内应报告头寸的账户，任何合约月和任何与该合约并集的任何合约之所 

https://fltr.cmegroup.com/firmregulatoryportal/logon.jsp
mailto:MarketRegLTRAlerts@cmegroup.com
https://fltr.cmegroup.com/firmregulatoryportal/logon.jsp
mailto:LargeTraderSupport@cmegroup.com
https://fltr.cmegroup.com/firmregulatoryportal/logon.jsp
mailto:MarketReglLTRAlerts@cmegroup.com
mailto:MarketReglLTRAlerts@cmegroup.com
http://www.cftc.gov/IndustryOversight/MarketSurveillance/LargeTraderReportingProgram/ltrformat.html
http://www.cftc.gov/IndustryOversight/MarketSurveillance/LargeTraderReportingProgram/ltrforma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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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头寸（不论大小）都必须报告。 各交易所规则手册第 5 章末尾释义部分中头寸限制、头寸责任和应报告 

水平表确立并集关系。如果任何合约中的某个账户处于可报告状态，则各交易所规则手册第 5章末尾释义部 

分中头寸限制、头寸责任和应报告水平表中现货月、单月及所有月份并集成期货等效边第(1)列和第(2)列 

所述之所有“并集成”合约必须进行报告。 

未能遵守以上任何报告要求可能会导致依照 CME、CBOT、NYMEX 和 COMEX 规则 512的处罚。 关于本建议通告若

有问题，可以联系下列市场监督人员： 

Sandra Valtierra，经理，+1 312.347.4137 或 Sandra.Valtierra@cmegroup.com  

Danyelle Franks，数据库高级管理员，+1 312.341.7646 或 Danyelle.Franks@cmegroup.com 

Erin Middleton，规则与监管拓展主管专员，+1 312.341.3286 或 Erin.Middleton@cmegroup.com 

 

 

有关本建议通告的媒体垂询，请联系芝商所公司传讯部，电话：312.930.3434 或 news@cmegroup.com。 
 
 

CME/CBOT/NYMEX/COMEX 规则 561.大户持仓和交易量门槛账户 

 
1561.A.大户报告 

清算会员、综合账户和外国经纪商应以电子形式向交易所提交按交易所规则手册第 5章末尾释义部分中头寸 

限制、头寸责任和应报告水平表所述须进行报告的所有头寸的每日大户持仓报告。 

达到或高于期货合约某一特定到期月或者某一特定期权合约到期月所有看涨或看跌期权应报告水平的头寸 

必须进行报告。对于某一特定合约内应报告头寸的账户，任何合约月和任何与该合约集的任何合约的的所 

有头寸（不论大小）都必须报告。 

对于每个应报告账户，向交易所提交的每日大户持仓报告还必须包括 1）按合约月划分（若是 EOO，按看涨 

和看跌行权划分）的应报告产品的卖出和买入 EFRP 交易量以及 2）对应报告产品的发出的交割通知数量和

停 止的交割数量。 

除大户持仓报告外，清算会员、综合账户和外国经纪商必须在问题账户成为应报告账户首日的三个营业日 

内，以电子形式向交易所提交所需的 CFTC 表 102A（“特殊账户识别”），准确识别所有人、控制人、受控 

制账户和每个应报告账户所需的任何额外信息。尽管有在三个营业日内提交表格的要求，清算会员、综合 

账户和外国经纪商必须在交易所的指导下，在该账户成为应报告账户的首日内提供下列信息：账户类型、 

应报告账号以及账户所有人和控制人的姓名和地址。 

交易所可要求每日以电子形式提交多于一份的大户持仓报告。商业行为委员会或市场监管部有权要求持有 

头寸数量少于头寸限制、头寸责任和应报告水平表所述头寸的任何清算会员、综合账户或外国经纪商提交 

报告或额外账户信息。 

若任何重大变化导致先前提交给交易所的信息变得不准确，则该清算会员、综合账户或外国经纪商必须在 该

变更生效的三个营业日内以电子形式向交易所提交反映准确信息的更新表格。此外，若无任何重大变化， 交

易所可要求每年以电子形式提交新表，以维持记录准确度。重大变化包括但不限于账户名称、地址、控 制人

或受控制账户变化。 

 
561.B.    交易量门槛报告 

交易量门槛账户是指根据 CFTC 条例 15.04 定义的单个交易日交易之合约达到交易量门槛的任何账户。清算

会 员应在相关账户成为交易量门槛账户首日的三个营业日内以电子形式向交易所提交要求的 CFTC表格 102B 
（“识别交易量门槛账户”），准确地识别交易量门槛账户的账户信息，包括所有人、控制人、受控制账 

mailto:Sandra.Valtierra@cmegroup.com
mailto:Danyelle.Franks@cmegroup.com
mailto:Erin.Middleton@cmegroup.com
mailto:news@cme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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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以及报告要求的任何其它信息。尽管有在三个营业日提交表格的要求，清算会员、综合账户和外国经纪 

商必须在交易所的指导下，在该账户成为交易量门槛账户的首日内提供下列信息：账户类型、应报告账号 

以及账户所有人和控制人的姓名和地址。 

若任何重大变更导致先前提交给交易所的信息变得不准确，则该清算会员、综合账户或外国经纪人必须在 该

变更生效的三个营业日内以电子形式向交易所提交反映准确信息的更新表格。此外，若无任何重大变化， 交

易所可要求每年提交新表，以维持记录准确度。重大变化包括但不限于账户名称、地址、控制人或受控 制账

户变化。 

 
561.C. 综合账户和外国经纪商的义务 

综合账户或外国经纪商未能提交要求的信息可能会导致遭到商业行为委员会聆讯，造成该等综合账户或外 国

经纪商被限制进入、有条件进入、或拒绝进入任何交易所市场。尽管有以上规定，如果综合账户或外国 经纪

商未能向交易所提供信息，具有这些账户的清算会员仍应负责获取并向交易所提供有关头寸所有权和 控制权

的信息。清算机构必须要求他们的客户提供准确和及时的所有人和控制人信息，包括任何重大变化。 

经交易所要求，清算会员、综合账户和外国经纪商必须提交 CFTC 表格 40。 

 
561.D. 可报告水平 

交易所规则手册第 5 章末尾释义部分中头寸限制、头寸责任和应报告水平表规定了所有合约的大户交易的应 

报告水平。 

在期货合约的特定到期月份内或在特定期权合约到期月份的所有看涨或看跌期权中，单个交易日交易量为 50

份合约或以上的任何交易账户均属于应报告的交易量门槛账户。[根据现有 CFTC 无行动暂免，就被视作可报告
交易量门槛账户而言，当前门槛为 250 份或以上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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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建议通告 

 

 
交易所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芝加哥商品期货交

易所(CBOT)、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和纽 

约商品交易所(COMEX) 

主题 持仓（头寸）限额和责任水平 

规则参考 规则559、560 以及 562 

建议日期 2017年8月11日 

建议编号 芝商所RA1711-5 

  

 

 

 
 

本建议通告立即生效并取代2017年4月10日发布的芝商所市场监管建议通告RA1703-5。其

乃依照CFTC第17-37号函，基于CFTC市场监督司对2017年4月10日发布之委员会条例150.4

项下的若干头寸合并要求作出的无行动暂免决定而发布。 
 

2017年4月24日，CME、CBOT、NYMEX和COMEX采纳了对规则559.D. （“头寸合并”）和E.

（“合并豁免”）的修订，该等修订将CFTC条例150.4(b)中的措辞纳入到规则559.D.和E.的文本

中。 

 

虽然CME、CBOT、NYMEX和COMEX没有修改规则559.D.或E.的文本内容，但这些交易所采纳了

CFTC关于执行这些规则的无行动暂免决定，本建议通告常见问题部分问题8和9的回答已相

应更新。 

 

   与本建议通告相关的问题可以向下列市场监管部工作人员反映: 
 

NYMEX 和COMEX产品 CME 和CBOT产品 

Tom Dixon,经理,212.299.2901 Brian Babinski,首席分析员,312.341.5822 

Ryne Toscano,高级总监,212.299.2879 Michael Joubert,专员,312.341.7714 

Nadine Brown,经理,212.229.2223 Sandra Valtierra,经理,312.347.4137 

 
Chris Reinhardt,资深总监,312.435.3665 

 
 

有关本建议通告的媒体垂询,请联系芝商所公司传讯部,电话:312.930.3434 或

news@cme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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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头寸限额、头寸责任以及应报告水平相关的常见问题 
 

Q1: 头寸限额、责任水平以及应报告水平之间有什么区别? 
 

A1:    头寸限额指某个市场参与者不得超过的(头寸)水平,除非他拥有经批准的豁免。

依照规则562,超过此类限额的任何头寸均视为违规。 
 

头寸限额按合约、以‘净期货等价物’为基础进行计算,包括合并成一个或多个基

础合约(如表格中所规定)的合约。 
 

头寸责任水平指某个市场参与者可在不违反交易所规则的情况下超过的水平。

市场监管部(‘监管部’)可以要求超过某个责任(或应报告)水平的市场参与者

提供与头寸相关的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头寸的性质和规模,与头寸相关的交易

策略,以及对冲信息(若适用)。如果未能提供所要求的信息,则除了因该未能

所导致的惩戒处分之外 ,还可能被命令减少此类头寸。 
 

此外,持有超过某个责任水平之头寸的任何市场参与者被视为已同意(当监管部

发出命令时): 
 

• 不再增加此类头寸; 
 

• 遵守关于此类头寸规模的任何限额;和/或 
 

• 减少超过某个头寸责任水平的任何敞口头寸。 
 

一般情况下,仅在监管部就此类敞口头寸联系了市场参与者之后才采取前述行动。  

 

为了评审头寸责任,监管部使用三种不同的方法计算头寸。如果按照三种方法中任

一种方法计算,某个头寸超过某个责任水平,那么则该头寸将被监管部视为超出责

任水平。这三种方法如下: 
 

1. 现货月/单月/全部月份责任水平按合约、以‘净期货等价物’为基础进行计算,

包括合并成一个或多个基础合约(如表格中所规定)的合约。 

 

2. 现货月/单月/全部月份责任水平以‘仅期货的净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3. 期权的现货月/单月/全部月份责任水平以总额为基础按每个期权四分一(买入

看涨期权、买入看跌期权、卖出看涨期权、卖出看跌期权)进行计算。 

 

 

应报告水平指清算会员、综合账户以及外国经纪人必须向交易所递交所有头寸 

(如表格中所规定)的日报单时的头寸水平。在某个期货合约的某个特定到期月

达到或高于应报告水平的头寸,或者在某个特定期权合约到期月所有看跌期权

或所有看涨期权中达到或高于应报告水平的头寸将触发应报告状态。在某个 

特定产品中应报告的个人必须报告该产品以及合并成该产品的任何产品的所 

有期货中之所有敞口头寸和此类期货的所有未平仓看跌期权或看涨期权中之 

所有敞口头寸,无论此类敞口头寸的规模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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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参与者应明白并非所有产品都有头寸限额或头寸责任水平。头寸限额、头寸责任

水平以及应报告水平列在每个交易所的表格中,并且可以通过下述链接查阅: 
http://www.cmegroup.com/market-regulation/position-limits.html 

 

Q2: 就头寸限额和头寸责任水平而言,现货月、第二现货月、单月以及全部月份之

间有什么差别,它们何时生效? 
 

A2: 现货月通常随着某个特定合约月成为离到期最近的合约月或随着某个合约接近

到期而生效。具体(生效)日期因合约而异,市场参与者应参阅表格以确定现货

月限额何时生效。比如,NYMEX的低硫轻质原油期货的现货月限额为3,000 个

净期货等价物合约,该限额在合约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的前三个营业日收盘时

生效。 
 

后续现货月限额低于现货月限额,并在最初的现货月限额之后、随着合约月接

近到期而生效。比如,在CME 的活牛期货中,现货月限额从(于合约月的第一个

周五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时生效的)450 个净期货等价物合约减至(于紧接

在合约月最后5 个交易日之前的营业日收盘时生效的)300 个净期货等价物合

约。另外，限额在合约月最后2个交易日前的营业日收盘时从300变为200。 
 

单月指在现货期生效日期之外的任一给定合约月中所持的头寸。比如,一份

CBOT 2016 年12 月玉米期货合约的单月限额为(在现货月生效日期之前)33,000 

个净期货等价物合约。 
 

全部月份指在某个特定产品的所有合约月份所持的净敞口头寸,并且始终有

效。比如,CME的标普500 股价指数期货的全部月份限额为60,000 个净期货等价

物合约。如果某个市场参与者持有32,000 个2018 年9 月长仓合约、30,000个

2018 年12 月长仓合约以及1,000 个2018 年3 月短仓合约,则全部月份头寸为

61,000 个净期货等价物长仓合约。该头寸比全部月份限额超出了1,000 个合

约。 
 

监管部每个月为核心产品发布现货月生效日期通知。该通知在芝商所的网站上

公布,也可以通过电邮订阅。 
 

网站: 选择Category – Market Regulation & Market Surveillance 

http://www.cmegroup.com/tools- 

information/advisorySearch.html#category=SER&cat=advisorynotices:Advisory+Not

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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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 选择Market Regulation Advisories - Market Surveillance Notices 

http://pages.cmegroup.com/subscription-center-sign-up.html 

 

Q3: 持有交割工具是否存在限额? 
 

A3: 有，CBOT产品的限额如下文中所述。在适用的情况下,持有已登记且未偿付

的船运证明/仓单的限额列在相关交易所规则手册中的适用产品章节中。 
 

任何人均不得拥有或控制超过由‘被交易所指定为常规签发船运证明的’设施签

发之下述数量的已登记且未偿付之船运证明/仓单,除非他已经获得了来自交易

所的对冲豁免。这包括任何迷你型证明(以期货等价物合约的形式)。 
 

玉米 600 小麦 600 

大豆 600 燕麦 600 

大豆油  
540 糙米 600 

大豆粕  720   

 

 

 

Q4: 针对遵守现货月头寸限额而言,交割会否影响现货月中的期货头寸? 
 

A4: 对于白金、钯金、铜、白银、黄金、E-微型黄金、堪萨斯硬红冬小麦以及

迷你型堪萨斯硬红冬小麦,现货月头寸限额包括期货和交割。比如,如果某个市

场参与者在月初提货(止损)50 手合约并在该月的后期增加100 手多头现货月期

货, 则就头寸限额而言,它的现货月头寸为150 手长仓。 
 

Q5: 合约合并如何实施? 
 

A5: 对于单月、全部月份以及现货月,合约合并请参阅每个表格。 
 

以现货月为例,对于在现货月期间内合并成仅一个基础合约的某个合约,该基础

合约将列在表格的‘现货月合并成期货等价物部分(1)’栏中,并显示与该基础合

约正相关。部分(1)基础合约的合并率列在表格的‘合并率部分(1)’栏中。 
 

对于在现货月期间内合并形成两个不同基础合约的合约,列在表格‘现货月合并

成期货等价物部分(1)’ 栏中的基础合约将显示一种正相关,而部分(1)基础合约

的合并率列在表格的‘合并率部分(1)’栏中。列在表格‘现货月合并成期货等价

物部分(2)’栏中的基础合约将显示与该基础合约负相关,而部分(2) 基础合约的

合并率列在表格的‘合并率部分(2)’栏中。 
 

 

尽管CBOT 的玉米、大豆、小麦以及堪萨斯硬红冬小麦的迷你型期货合约合

并成各自的标准规模合约,就头寸限额来说,CBOT玉米、大豆、小麦以及堪萨

斯硬红冬小麦的标准规模合约与迷你型合约不得合并成净值。比如,在计算是

否符合CBOT 玉米期货头寸限额时,由610 份合约构成的一个CBOT 玉米未平

仓长仓不可以被由10 份标准规模的等效合约构成的一个CBOT 迷你型玉米未

平仓短仓对减。但是,由510 份合约构成的一个CBOT 玉米未平仓长仓可以与

‘由100 份标准规模的等效合约构成的一个CBOT 迷你型玉米未平仓长仓合并,

合并成一个由610 份合约构成的未平仓长仓。 
 

尽管有如前述,对于某些期货合约,不同规模的期货头寸可以抵消。依照每个

交易所的规则855,市场参与者可以用某些迷你型期货长仓来抵消并平仓标准

规模的期货短仓,或者用迷你型期货短仓来抵消并平仓标准规模的期货长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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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是相互抵消和平仓的长、短仓必须在同一个账户中持有。对于具体的合

格合约和比率,请参阅规则855 的适用版本。 
 

Q6: 对于头寸限额,期货期权如何计算? 
 

A6: 期权头寸按照表格、以德尔塔等值为基础并入相应的期货合约。 
 

如果某个头寸因期权转让而超过头寸限额,拥有或控制该头寸的人有一个营业  

日的时间来平仓超过限额的头寸,而不被视为违反限额。此外,如果(在收盘时) 

包含期权的某个头寸用截至该日收盘时的德尔塔因子评估(结果)超过头寸限额,

但用前一天的德尔塔因子评估却并未超过头寸限额,则该头寸不违反头寸限额。 
 

Q7: 什么是余额递减合约,如何计算其期货等值? 
 

A7:    余额递减合约是一种特殊的合约,就头寸限额而言,它在任何给定合约月中的到期

月份头寸随着合约月接近到期/月末而递减。通常情况下,合约随着最终结算价

格的逐日确定而逐交易所营业日递减。取决于具体日历月，交易所营业日的数

量可能会变化,在计算递减余额时,市场参与者应排除可在芝商所网站找到的 

CME Globex假日日历中所列的任何美国假日的日期。 
 

余额递减合约通常是这样的合约:其最终结算价格等于每个营业日预定参考价

格的算术平均值,该预定参考价格在合约月内确定;或者等于每个营业日预定参

考价格的月平均,该预定参考价格在合约月内确定,从选定的开始日期直到合约

月月末(含)。 

 

余额递减合约在水平表中即如是表述。 

 

以下是余额递减合约及其期货等值的几个例子。 

 

例1: 芝加哥CBOB 汽油(普氏)期货(商品代码‘2C’) 

 

客户持有6,600 份2015 年10 月‘2C’合约进入2015 年10 月,并且在该月中未增加

或平仓任何头寸。 
 

 

 期货头寸 期货等价物头寸 

日初头寸 ‘2C’2015 年10 月合约 ‘2C’2015 年10 月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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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015 6600 6600 

10/2/2015 6600 6300 

10/5/2015 6600 6000 

10/6/2015 6600 5700 

10/7/2015 6600 5400 

10/8/2015 6600 5100 

10/9/2015 6600 4800 

10/12/2015 6600 4500 

10/13/2015 6600 4200 

10/14/2015 6600 3900 

10/15/2015 6600 3600 

10/16/2015 6600 3300 

10/19/2015 6600 3000 

10/20/2015 6600 2700 

10/21/2015 6600 2400 

10/22/2015 6600 2100 

10/23/2015 6600 1800 

10/26/2015 6600 1500 

10/27/2015 6600 1200 

10/28/2015 6600 900 

10/29/2015 6600 600 

10/30/2015 6600 300 
 

例2: WTI 金融期货(商品代码‘CS’) 
 

‘CS’合并成原油最后一天金融期货(商品代码‘26’) 
 

客户持有110 份2015 年10 月‘CS’合约进入2015 年10 月,并且在该月中未增加或平仓任

何头寸。下表所列是他在2015 年11 月和12 月‘26’合约的期货等值头寸。 
 

‘CS’头寸将被加至任何其他‘26’合约 
 

 期货头寸 期货等价物头寸 

日初头寸 ‘CS’2015 年10月 

 合约 

‘26’2015 年11 月 

 合约 

‘26’2015 年12 月合约 

10/1/2015 110 70 40 

10/2/2015 110 65 40 

10/5/2015 110 60 40 

10/6/2015 110 55 40 

10/7/2015 110 50 40 

10/8/2015 110 45 40 

10/9/2015 110 40 40 

10/12/2015 110 35 40 

10/13/2015 110 30 40 

10/14/2015 110 25 40 

10/15/2015 110 20 40 

10/16/2015 110 15 40 

10/19/2015 110 10 40 

10/20/2015 110 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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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2015 110 0 40 

10/22/2015 110 0 35 

10/23/2015 110 0 30 

10/26/2015 110 0 25 

10/27/2015 110 0 20 

10/28/2015 110 0 15 

10/29/2015 110 0 10 

10/30/2015 110 0 5 

 
 

*请注意2015 年10 月20 日是2015 年11 月‘26’合约的最后交易日

例3: RBOB 汽油BALMO 期货(商品代码‘1D’) 

‘1D’合并成RBOB 汽油最后一天金融期货(商品代码‘27’) 
 

客户持有100份2015年10月19日‘1D’合约,并且在该月中未增加或平仓任何头寸。下表

所列是他在2015 年11 月‘27’合约的期货等价物头寸。 
 

‘1D’头寸将被加至任何其他‘27’合约 
 

 期货头寸 期货等价物头寸 

日初头寸 ‘1D’2015 年10 月19日合约 ‘27’2015 年11 月合约 

10/19/2015 100 100 

10/20/2015 100 90 

10/21/2015 100 80 

10/22/2015 100 70 

10/23/2015 100 60 

10/26/2015 100 50 

10/27/2015 100 40 

10/28/2015 100 30 

10/29/2015 100 20 

10/30/2015 100 10 

 

Q8: 就头寸限额和头寸责任水平而言,账户合并如何实施? 
 

A8: 头寸合并以所有权或控制为基础。任何人(通过授权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控

制交易或持有10%或以上所有权或股权之账户中的所有头寸必须与该人持有或

完成交易的头寸合并。就确定任何人控制交易或持有10%或以上所有权或股权

之账户中的头寸而言，由‘按照明示或默示合意或谅解行事的’两个或多个人

持有、完成交易或控制的头寸或所有权或股权应视为此类头寸由单个人持

有 、完成交易或控制。 

 

虽然CFTC条例150.4(a)(2)要求通过授权或其他方式在超过一个账户中持有头

寸或控制头寸交易或者运用大体相同的交易策略进行操作的任何人合并所有这

些头寸，但CFTC在2017年8月10日作出的无行动暂免决定免除遵守此项规定，

除非是在该人持有该等头寸或控制该等头寸的交易是为了故意规避使用的头寸

限额的情况下（参见CFTC第17-37号函）。 
 

Q9: 账户合并要求是否有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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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有。受交易所头寸限额规限的所有产品的合并豁免必须遵从CFTC条例150.4(b) 

的规定。各方必须通过电子邮件向CME市场监管部（

Market_Reg_Surveillance_Chgo@cmegroup.com）登记备案，备案文件必须包括： 
 

1.对使不合并有正当理由的相关情形的描述；及 
 

2.该实体一名高级职员出具的声明书，证明适用合并豁免规定中所载的条件已

得到满足。 
 

针对不受联邦头寸限额规限的产品备案可在超过头寸限额之前随时进行。超过

头寸限额后，备案应在合理时间内进行，一般被视为是5个营业日。 
 

针对受联邦限额规限的产品，CFTC在条例150.4(c)（豁免通知备案）中载有

明确的时间要求，CFTC对此已于2017年8月10日（参见CFTC第17-37号函）作

出了无行动暂免。 

 

向CFTC呈请联邦头寸限额豁免的市场参与者还必须将CFTC备案文件的一份副

本提交到Market_Reg_Surveillance_Chgo@cmegroup.com 
 

Q10: 市场参与者如何才能获得头寸限额豁免? 
 

A10:  寻求头寸限额豁免的市场参与者必须通过填写监管部所提供的表格来申请。按照

规则559,市场参与者可以因拥有真实的对冲头寸(如CFTC 规则§1.3(z)(1)中所定

义)、风险管理头寸和/或套利以及取差头寸而获得头寸限额豁免。 
 

想超过头寸限额(包括依照之前批准的豁免设定的限额)的市场参与者在超过此

类限额之前必须向监管部提交前文规定的申请并获取批准。但是,如果市场参

与者创立一个超出头寸限额但有资格获得豁免的头寸并之后向监管部提交前文

规 定的申请,则该参与者不违反规则559,前提是该申请在持有该头寸之后的五 

(5)个营业日内提交,除非监管部要求参与者在第五个营业日之前提交申请的情

形除外。 如果超过限额的头寸不被视为符合豁免资格,则申请人和清算所在该

超出头寸未平仓期间违反投机头寸限额。 
 

监管部可以根据监管部认为相关的因素批准、拒绝、约束或限制任何豁免请

求,此类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申请人的业务需求和财务状况,以及(鉴于所寻求豁

免所面向市场的特点)此类头寸是否能够有序地创立和平仓。已收到来自监管

部的、超过头寸限额书面批准的市场参与者必须每年提交一份新的申请,并且

必须在最近一次申请的批准日期后的一年内提交该新的申请。未能提交新的申

请将导致豁免到期失效。 
 

如需获取豁免申请表格或了解关于豁免申请流程的更多信息,请通过下述电邮

地址联系监管部。 
 

CME 和CBOT 产品: Hedgeprogram@cmegroup.com 

 

NYMEX 和COMEX 产品: NYhedgeprogram@cmegroup.com 

 

 

Q11: 头寸限额是否在即日（日内）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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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 是的,超过规则所允许头寸的任何头寸(包括在当天创立的头寸)均视为违反头

寸限额。 
 

Q12: 因结算价交易(‘TAS’)、最新市价交易(‘TAM’)或指数收盘基差交易

(‘BTIC’)等规则而创立的头寸是否受头寸限额的约束? 
 

A12: 是的,在日内和收盘时(头寸限额均适用)。对于相应的、交易所现有产品(交易) 

的执行来说,TAS、TAM 以及BTIC 是定价惯例,因此在确定是否符合头寸限额时,应包

括因TAS、TAM 以及BTIC 而创立的头寸。在确定日内是否违反头寸限额时,一旦交易

执行,头寸应立即计入,而不是在结算、标记或指数价格公布时才计入。 
 

Q13: 在确定是否违反头寸限额时,已经下达但未执行的指令是否应该计算在内? 
 

A13:  否,对头寸限额而言,未执行的指令不构成、计算在未平仓头寸内。尽管有如前

述,市场参与者应清楚规则575(‘禁止扰乱市场行为’)以及与委托输入相关的市

场监管建议通告。 
 

Q14: 如果清算会员的客户超过某个限额,会否导致其违反头寸限额? 
 

A14: 除了常见问题9的回答中所述情形外,如果某个清算会员代其客户持有的头寸超过适

用的头寸限额,该清算会员在发现并平仓该超出头寸所需的合理时间内不违反头寸

限额。合理的时间通常不超过一个营业日。 

 

Q15: 如果市场参与者超过头寸限额,会有什么后果? 
 

A15: 违反头寸限额是一种严格责任违反。监管部在决定合适的监管措施时将考虑许

多因素,包括但不限于超过限额的头寸的规模、之前的违反、违反的时间长短

以及获利情况。 

 

 

 

 

 

 

 
 

规则559原文(‘头寸限额及豁免’) 
 

适用于有头寸限额的合约之头寸限额水平在第5章末尾的解释部分中的头寸限额、头寸

责任以及应报告水平表(‘水平表’)中作出了规定。寻求头寸限额豁免的人必须通过由交 

易所提供的表格向市场监管部提出申请。为了获取头寸限额豁免, 市场参与者必须: 
 

1. 提供一份所寻求豁免的说明,包括该豁免是否用于真实的对冲头寸(如CFTC 规则 

§1.3(z)(1)中所定义)、风险管理头寸和/或套利以及取差头寸; 
 

2. 提供一份完整、准确的与豁免请求相关的敞口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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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意(一旦市场监管部要求)立即提供与本人财务状况相关的信息或文件; 
 

4. 保留 
 

5. 同意遵守市场监管部施加的、与该豁免相关的所有条款、条件或限制; 
 

6. 同意市场监管部可以(有理由地)随时修改或撤销豁免; 
 

7. 同意有序地创立和平仓头寸; 
 

8. 同意遵守交易所的所有规则;以及 
 

9. 同意(一旦最近的申请中所提供的信息有任何实质性变化)立即向市场监管部递交一

份补充声明。 
 

想超过头寸限额(包括依照之前批准的豁免设定的限额)的市场参与者在超过此类限额

之前必须向监管部提交前文规定的申请并获取批准。但是,如果市场参与者创立一个超

出头寸限额但有资格获得豁免的头寸并向监管部提交前文规定的申请, 则该参与者不

违反规则559,前提是该申请在持有该头寸之后的五(5)个营业日内提交,但监管部要求

参与者在第五个营业日之前提交申请的情形除外。如果超过限额的头寸不被视为符合

豁免资格,则申请人和清算所在该超出头寸未平仓期间违反投机头寸限额。 
 

市场监管部应(根据申请以及任何所要求的补充信息)决定是否授予头寸限额豁免。市

场监管部可以根据监管部认为相关的因素批准、拒绝、约束或限制任何豁免请求,此类

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申请人的业务需求和财务状况,以及(鉴于所寻求豁免所面向市场的

特点)此类头寸是否能够有序地创立和平仓。 
 

本规则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制(i)交易所的管理机构采取紧急措施;或(ii)市

场监管部的管理机构在任何时候评审任何人拥有的或控制的头寸并命令此类头寸减至

表格中所规定的头寸限额。 
 

已收到来自监管部的、超过头寸限额书面批准的市场参与者必须每年提交一份新的申

请, 并且必须在最近一次申请的批准日期后的一年内提交该新的申请。未能提交新的

申请将导致豁免到期失效。 
 

559.A. 真实的对冲头寸 
 

对于真实的对冲头寸(如CFTC   规则§1.3(z)(1)中所定义),市场监管部可以授予头寸限额豁

免。经批准的、真实的对冲者可以获豁免于‘减少头寸限额’或‘限制交易’的紧急命令。 

 
 

559.B. 风险管理头寸 
 

对于风险管理头寸,市场监管部可以授予头寸限额豁免。在本条规则中,风险管理头寸

指由或(由他人)代表某个实体或某个实体的附属机构持有的期货和期权头寸,该实体或

其附属机构通常在相应的现金市场、某个相关的现金市场或某个相关的场外交易市场

中购买、出售或持有头寸,并且对该实体或其附属机构来说,相应的(现金或场外交易) 

市场相对于头寸的规模具有高度的已证实流动性,并存在套利机会,此类套利机会提供

了期货或期权市场与相应市场之间的一种紧密关联。与场外交易市场中指数化头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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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豁免可能包括相应的商品指数期货和期权和/或在复制某个指数的过程中被用作成

分的单个商品期货和期权。 
 

559.C. 套利及价差头寸 
 

对于套利、商品内价差、商品间价差,以及合格的期权/期权或期权/期货价差头寸,市场

监管部可以授予头寸限额豁免。 
 

559.D. 头寸的合并 
 

1.为了应用表格中的头寸限额，任何人(通过授权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控制交易或

持有10%或以上所有权或股权之账户中的所有头寸必须与该人持有或完成交易的头寸合

并。为确定任何人控制交易或持有10%或以上所有权或股权之账户中的头寸，由‘按照

明示或默示协议或谅解行事的’两个或多个人持有、完成交易或控制的头寸或所有权或

股权应视为此类头寸由单个人持有、完成交易或控制。 
 

通过授权或其他方式在超过一个账户中持有头寸或控制头寸交易或者运用大体相同的交易

策略进行操作的任何人必须按照CFTC条例150.4(a)(2)的规定合并所有此种头寸。 

 

559.E. 合并豁免 
 

受交易所头寸限额规限的所有产品的合并豁免必须遵从CFTC条例150.4(b)的规定。 

 

根据CFTC条例150.4(b)1(ii)、(b)(2)、(b)(3)、(b)(4)或(b)(7)规定申请交易所头寸限额豁免的任何

人必须向市场监管部提供一份通知，其中载有1)使不合并有正当理由的相关情形的描 

述及2)该实体一名高级职员出具的声明书，证明适用合并豁免规定中所载的条件已得 

到满足。 
 

应市场监管部的请求，根据本第E节申请合并豁免的任何人必须提供证明该人满足适用

豁免条件的任何经请求信息。市场监管部可因某一人未遵从本E节规定而自行酌情修

订 、中止、终止或以其他方式修改该人的合并豁免。 
 

若根据本第E节提交之任何通知中提供的信息有重大变化，必须从速向市场监管部提交

详述该重大变化的经更新或修订的通知。 
 

559.F. 违反(仅限CME/CBOT) 
 

违反头寸限额和经批准的豁免限额将受规则562 规定的约束。 
 

559.F. 对NYMEX 最后一天金融天然气合约的附条件限制(仅限NYMEX/COMEX) 
 

市场监管部可以在头寸限额适用期间内对最后一天金融天然气合约授予不超过五千(5,000)

份NYMEX 实物天然气合约(NG)等值的附条件限制。寻求该豁免的任何参与者均必须同

意: (1)在交易的最后三天内不持有NG 合约头寸;(2)向交易所提供与‘涉及Henry Hub 的所

有头寸之完整记录’的相关信息;并且(3)交易所要求的任何其他信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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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G. 违反(仅限NYMEX/COMEX) 
 

违反头寸限额和经批准的豁免限额将受规则562 规定的约束。 
 

规则560原文(‘头寸责任’) 
 

拥有或控制超过应报告水平头寸的人或者如果该人持有‘在交易所交易或由清算所清算

的’合约的大量头寸(仅限CBOT:超过应报告水平或受责任水平约束),则该人应做好记

录, 包括他在相应商品市场及相关衍生市场中活动的记录,并且(一旦交易所要求)即向

交易所提供此类记录。 

 

经市场监管部要求,该人还应提供与其所拥有或控制的头寸相 关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此类头寸的性质和规模、与此类头寸相关的交易策略,以及对冲信息(若适用)。 

 

就本规则而言,位于某个人(通过授权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头 寸或控制交易的

账户中的所有头寸均应计入该人所持的头寸。此外,由‘按照明示或默示协议或谅解行

事的’两个或多个人员持有的头寸应视为此类头寸由单个人持有。 
 

如果被要求提供此类记录或信息的人未能遵守命令,市场监管部除了采取相应的惩戒措

施之外,还可以命令减少此类头寸。 

 

因在多个清算所持有头寸而超过头寸责任水平或 头寸限额水平的市场参与者被视为已

放弃涉及其头寸及该头寸所在清算会员的身份之保密。 

 

持有或控制的头寸合计超过规定的头寸责任水平或超过经批准豁免的头寸限额之市场

参与者被视为已同意(当市场监管部发出命令时):不再增加此类头寸;遵守超过所持有

或所控制头寸规模的任何预期限额;或减少超出头寸责任水平或头寸限额水平的任何敞

口头 寸。任何减少敞口头寸的命令均应由首席监管官或其指定人签发,如果他(自行决

定) 认为该行动为保持市场有序所必需。 

 

一旦接到市场监管部按照本规则签发的任何命令 ,代他人持有头寸的清算会员应负责

采取合理、尽职的行动以及时遵守此类命令。 
 

所有头寸均必须有序地创立和平仓。 

 

规则562原文(‘违反头寸限额’) 
 

超过交易所规则所允许的任何头寸(包括在日内创立的头寸)均被视为违反头寸限额。 
 

如果某个头寸因期权转让而超过头寸限额,拥有或控制该头寸的人有一个营业日来平仓

超过限额的头寸,不视为违反限额。此外,如果(在收盘时)包含期权的某个头寸用截至

该日收盘时的德尔塔因子评估(结果)超过头寸限额,但用前一天的德尔塔因子评估却 

并未超过头寸限额,则该头寸不违反头寸限额。 
 

如果某个清算会员代其客户持有的头寸超过适用的头寸限额,该清算会员在发现并平仓

该超出头寸所需的合理时间内不违反本条规则。在本条规则中,合理的时间通常不超过 

一个营业日。 
 

因在多个清算会员处持有头寸而超过头寸限额的客户被视为已放弃涉及其头寸及该头

寸所在清算会员的身份之保密。持有此类头寸的清算会员,如果一旦接到市场监管部的

通知即在合理的时间内平仓其在超出限额的头寸中所占的按比例份额或确保该客户遵

守限额,则该清算会员不违反本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