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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结算细则》 
修订对照表 

 

（阴影加粗部分为修改，双删除线部分为删除） 

修订稿 原条文 

第二条  结算业务是指交易所

根据交易结果、公布的结算价

格和交易所有关规定对交易双

方的交易保证金、盈亏、期权

权利金、手续费及其他有关款

项进行资金清算和划转的业务

活动。 

第二条  结算业务是指交易

所根据交易结果、公布的结算

价格和交易所有关规定对交

易双方的交易保证金、盈亏、

手续费及其他有关款项进行

资金清算和划转的业务活动。

 

第二十七条  交易所对结算会

员存入交易所专用结算账户的

保证金实行分账管理，为每一

结算会员设立明细账户，按日

序时登记核算结算会员的出入

金、盈亏、期权权利金、交易

保证金、手续费等。 

第二十七条  交易所对结算

会员存入交易所专用结算账

户的保证金实行分账管理，为

每一结算会员设立明细账户，

按日序时登记核算结算会员

的出入金、盈亏、交易保证金、

手续费等。 

第二十八条   结算会员对客

户、交易会员存入结算会员保

证金账户的保证金实行分账管

第二十八条  结算会员对客

户、交易会员存入结算会员保

证金账户的保证金实行分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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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为每一客户、交易会员设

立明细账户，按日序时登记核

算客户、交易会员的出入金、

盈亏、期权权利金、交易保证

金、手续费等。 

管理，为每一客户、交易会员

设立明细账户，按日序时登记

核算客户、交易会员的出入

金、盈亏、交易保证金、手续

费等。 

第三十八条  交易保证金是指

结算会员存入交易所专用结算

账户中确保履约的资金，是已

被合约占用的保证金。 

第三十九条   期货合约

当买卖双方成交后，交易所按

照持仓合约价值的一定比率或

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方式向双方

收取交易保证金。 

交易所按买入和卖出的持

仓量分别收取交易保证金。在

下列情况下，交易所可以按照

交易保证金单边较大者进行收

取： 

（一）同一客户号在同一

会员处的同品种、跨品种双向

持仓（实物交割合约在交割月

份前一个交易日收盘后除外）；

（二）交易所认为必要的

第三十八条  交易保证金是

指结算会员存入交易所专用

结算账户中确保履约的资金，

是已被合约占用的保证金。当

买卖双方成交后，交易所按照

持仓合约价值的一定比率或

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方式向双

方收取交易保证金。 

交易所按买入和卖出的

持仓量分别收取交易保证金。

在下列情况下，交易所可以按

照交易保证金单边较大者进

行收取： 

（一）同一客户号在同一

会员处的同品种、跨品种双向

持仓（实物交割合约在交割月

份前一个交易日收盘后除

外）； 

（二）交易所认为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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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情况。 

适用跨品种双向持仓的具

体期货品种由交易所公告。 

第四十条   期权合约买

卖成交后，交易所根据规定的

交易保证金标准和卖出期权

合约数量向卖方收取交易保

证金。 

交易所可以针对不同的

持仓组合规定不同的交易保

证金收取标准。具体标准由交

易所另行规定。 

其他情况。 

适用跨品种双向持仓的

具体品种由交易所公告。 

第四十一三条  交易所实行当

日无负债结算制度。 

当日收市后，交易所按照

当日结算价对结算会员所有合

约的盈亏、期权权利金、交易

保证金及手续费、税金等费用

进行清算，对应收应付的款项

实行净额一次划转，相应增加

或者减少结算准备金。 

结算会员在交易所结算完

成后，按照前款原则对客户、

交易会员进行结算；交易会员

第四十一条  交易所实行当

日无负债结算制度。 

当日收市后，交易所按照

当日结算价对结算会员所有

合约的盈亏、交易保证金及手

续费、税金等费用进行清算，

对应收应付的款项实行净额

一次划转，相应增加或者减少

结算准备金。 

结算会员在交易所结算

完成后，按照前款原则对客

户、交易会员进行结算；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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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前款原则对客户进行结

算。 

会员按照前款原则对客户进

行结算。 

第四十二四条  交易所根据当

日成交合约按照规定标准向结

算会员收取手续费。交易所有

权对手续费标准进行调整。 

交易所可以根据申报类

型、申报数量等按照相关标准

计收申报费。具体计收标准由

交易所另行规定。 

第四十二条  交易所根据当

日成交合约按照规定标准向

结算会员收取手续费。交易所

有权对手续费标准进行调整。

 

第四十五条   期权权利金是

期权合约买方为获得期权合

约权利向期权合约卖方支付

的资金。 

期权合约买方开仓时，按

照开仓成交价支付期权权利

金；买方平仓时，按照平仓成

交价收取期权权利金。 

期权合约卖方开仓时，按

照开仓成交价收取期权权利

金；卖方平仓时，按照平仓成

交价支付期权权利金。 

新增 

第四十三六条第一款   期货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  当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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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当日结算价是指集中交易

中某一合约某一时段成交价格

按照成交量的加权平均价。交

易所另有规定的除外。 

算价是指集中交易中某一合

约某一时段成交价格按照成

交量的加权平均价。交易所另

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七条   期权合约当日

结算价由交易所在合约交易

细则中规定。 

新增。 

第四十四八条  期货合约以当

日结算价作为计算当日盈亏的

依据。具体计算公式由交易所

另行规定。 

期权合约不计算当日盈

亏。 

第四十四条  合约以当日结

算价作为计算当日盈亏的依

据。具体计算公式由交易所另

行规定。 

 

第四十五九条第三款   期权

权利金、手续费、税金等各项

费用从结算准备金中扣划。 

第四十五条第三款 手续费、

税金等各项费用从结算准备

金中扣划。 

第四十六五十条第一款  结算

准备金余额的具体计算公式如

下： 

当日结算准备金余额=上

一交易日结算准备金余额+上

一交易日交易保证金+当日有

价证券作为保证金的实际可用

金额－上一交易日有价证券作

第四十六条第一款  结算准

备金余额的具体计算公式如

下： 

当日结算准备金余额=上

一交易日结算准备金余额+上

一交易日交易保证金+当日有

价证券作为保证金的实际可

用金额－上一交易日有价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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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金的实际可用金额－当

日交易保证金+当日盈亏+当

日期权权利金收支+入金－出

金－手续费等。 

券作为保证金的实际可用金

额－当日交易保证金+当日盈

亏+入金－出金－手续费等。

第五十八六十二条  期货交易

的相关亏损、期权权利金、费

用、货款和税金等款项，应当

以货币资金支付。 

第五十八条  期货交易的相

关亏损、费用、货款和税金等

款项，应当以货币资金支付。

第七十三七条  发生第七十二

七十六条第（一）项情形的，

交易会员和移入结算会员应当

在不迟于交易会员和移出结算

会员的结算协议期满前 30 日

向交易所提交下列材料： 

（一）《交易会员更换结算

会员申请书》； 

（二）交易会员和移入结

算会员签订的结算协议； 

（三）交易所规定的其他

材料。 

发生第七十二七十六条第

（二）、（三）项情形的，交易

会员和移入结算会员除提交前

款规定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交

第七十三条  发生第七十二

条第（一）项情形的，交易会

员和移入结算会员应当在不

迟于交易会员和移出结算会

员的结算协议期满前 30 日向

交易所提交下列材料： 

（一）《交易会员更换结

算会员申请书》； 

（二）交易会员和移入结

算会员签订的结算协议； 

（三）交易所规定的其他

材料。 

发生第七十二条第（二）、

（三）项情形的，交易会员和

移入结算会员除提交前款规

定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交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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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会员与移出结算会员结算协

议的解除协议。 

发生第七十二七十六条第

（四）项情形的，会员应当按

照《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会员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办理会

员资格变更手续，并提交结算

关系变更申请。 

员与移出结算会员结算协议

的解除协议。 

发生第七十二条第（四）

项情形的，会员应当按照《中

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会员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办理会员资

格变更手续，并提交结算关系

变更申请。 

 

第八章  行权与履约 新增 

第八十七条   行权是指期权

合约的买方按照规定行使权

利，以最后交易日的结算价进

行现金交割，或者以行权价格

买入或者卖出期权合约标的

物，了结期权合约的方式。 

履约是指期权合约买方

行权时，期权合约卖方应当以

最后交易日的结算价进行现

金交割，或者以行权价格买入

或者卖出期权合约标的物，了

结期权合约的方式。 

新增 

第八十八条   客户的行权与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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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应当通过会员在交易所

办理。 

第八十九条   交易所按照规

定的原则进行行权配对。 

新增 

第九十条 期权合约到期前，

会员应当提醒客户妥善处理

期权合约持仓。 

新增 

第九十一条  行权后，交易所

在当日结算时进行行权盈亏

划转或者调整相应期货合约

持仓。 

新增 

第九十二条   交易所根据当

日合约行权（履约）数量按照

规定标准向结算会员收取行

权（履约）手续费。交易所有

权对行权（履约）手续费标准

进行调整。 

新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