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锡期货 
- 区域锡合约交易
- 基于全球价格高度相关锡合约的套利机会
- 在印度尼西亚成长率最快的交易所交易
- 在保税物流中心仓库实体送货(M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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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货合约是在今天约定的固定价格下，在规定的日期买入或卖出标准数量的指定 商品(锡)的义务。
ICDX期货合约为锡社区的成员提供无与伦比的风险管理机会 “

我们的价值主张

直接市场接入

储存在保税物流中心的仓库里面

锡之买家和卖家可以透过我们
最先进的交易平台轻松方便的交易。

印度尼西亚最新政府法规突破,
提供出又商品保存在保税设施里面,

以消除国家风险

简易的转让所有权
锡的卖家必须将所交易的锡送到保税物流中心仓库。

买家将不必担心,因为锡将可以在任何需要时办理出又。

 获得贸易融资

锡之买家和卖家可以透过抵押
储存在保税物流中心仓库的锡来寻找融资。较低的国家

风险意味着较低的融资率。

交易对手风险管理
印度尼西亚清算所 (ICH)作为您的订约方, 

因而减轻交易对手违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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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价多年来的波动可能给交易商带来动荡，因此要管理其风险，ICDX锡期货合约可 以如下使用:

价格对波动ICDX

锡期货合约可以作为对冲锡价波动的有用金融工具。

ICDX为锡供应链的各个阶段提 供了抵制其价格风险

并获得不利价格变动保护的机会。

套期保值是通过锁定期货市场中相同商品的价格来抵

消物理市场价格走势的风险。当套期保值时，一个组

织从实体经营的价格风险敞又开始，并将买入或卖出

期货合 约以抵消期货市场的价格暴跌。 组织可以决

定其能接受的风险程度。

它可能希望完 全消除价格风险。 例如，一个持有大量

锡产量的冶炼厂可能想在现金市场上对抗锡 的价格暴跌。

他可以通过在期货市场上取得相等但是反向价格位置来

做到这一点。 如果锡的现货价格在现货市场上下跌，

他将已经通过在期货市场上采取空头头寸来 保护自己。

空头头寸有效地预测一个资产价格会下跌。

假设说该冶炼厂对5,000公吨锡期货合约采取空头头

寸在每公吨19,800美元，如果在 合同到期日锡交易

价格是每公吨19,500美元，该冶炼厂将获益1,500,000

美元。虽然 冶炼厂实际上拥有一定数量的锡，

那1,500,000美元已经轻松的抵消了他实物库存价 

值的亏损。给于他们对于价格波动的保险。

套期保值

“ ICDX 为锡供应链的各个阶段
提供了抵制其价格风险并获得不 
利价格变动保护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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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交易中，某特定材料的商品价格上涨 时，

作多头交易者将会获利。 

对于消费者来说，锁定他们所希望看到的特 

定商品的低价格，长期头寸是有用的。 

举例，一家电子公司想要在6月份锁定锡的 

期货价格，因为他知道他将需要在9月份向 

客户提供特定数量的电子产品。 

如果9月份锡价上涨，他将在现金市场上亏 损，

因为他必须对实体锡比6月份支付更 多。

然而，由于他通过在期货市场上的多头交易

来对冲投资，所以他在现货市场的损失被他

在期货市场的收益所抵消。

1. 锡价走势机会

2. ICDX，LME，SHFE的市场之间的套利

采取长期套期保值

ICDX锡期货交易时间与世界各地的几个锡市场重叠。 这为套利者赚取利润提供了机 会. 

突出显示的地区标志着每个交易所的交易时间及其各自的合同

套利指南

ICDX 实体(TIN) 合约尺寸 = 每批5公吨

ICDX 期货 (MTIN) 合约尺寸= 每批1公吨 

一位套利者发现，2017年6月，锡的实体市场(TIN)的价格在每吨约19,500美元。 

另一方面，在期货市场中，锡(MTIN)于2017年9月到期的合约价格为每吨 $ 19,550。 

所以，套利者可以在实体市场上买1批TIN合约，同时在期货市场上卖出5批 MTIN合约。

在到期时，套利者可以通过交付实体锡每吨$ 19,550来解决未来的交易。 在这项交易 中，

套利者在未扣除适用的费用前可赚取250美元的盈利(每批50美元)。

案例 :

对个人投资者和交易者的好处

“ ICDX锡期货交易时间与世界各地的 
几个锡市场重叠。 这为套利者赚取利 

润提供了机会”



Memb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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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期货合约规范

合约代号

合约月份 现货月份和现货月份后连续3个月

结算价格将在在交易时段结束时决定之(最后5分钟的体积加权平均
价格(VWAP))以及最后5个交易日的平均结算价格为最终结算价 格

每批1公吨

星期一 至 星期五, 下午2:00 – 下午4:00, 下午6:00 – 下午7:00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GMT +7)

参照ICDX实体锡市场之PB300锡质量

每公吨美元价格

每公吨5美元

昨天每日结算价(ydsp) 的4%

现货月份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最低5公吨或乘以5(伍)倍数

指定的保税物流中心仓库

根据卖家选择，现货月的每个工作日(卖家决定)

在交易所外进行锡买/卖交易的诸方可以向交易所注册该交易，
为双 方以后的期货交易

连续自动匹配

期货5%，现货20%

合约尺寸

交易时间

质量

报价

最小价格波动

每日价格限制

结算价格

最后交易日

交付单位

交货点

交货通知期

交换期货与实体

交换期货与实体

额定保证金



更多的讯息请与我们联系 :

普通事宜
info@icdexchange.com

P: +62 21 3002 7788 F: +62 21 3002 7789

研发部
yoga@icdexchange.com

P: +62 21 3002 7788 ext 241

业务发展
dea@icdexchange.com

P: +62 21 3002 7788 ext 241

会员相关事宜
bagus.aprinanto@icdexchange.com

P: +62 21 3002 7788 ext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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