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定全球标准

LMEprecious
伦敦贵金属合约



LMEprecious 合并和增强现有的伦敦贵金属交易市
场，提供新的交易、价格发现、风险管理机遇以及
强化市场结构。

LMEprecious 响应市场需求并与主要的贵金属利益
相关方保持密切联系。该计划提供 ，含黄金和白银
的日/月期货合约。LMEprecious 为市场参与者提供
更好的选择，实现黄金和白银市场的现代化，以更
好地反映贵金属市场中全球参与者的需求。

 

 

相关合约的主要特征
•  非常灵活的日期结构 – 黄金和白银合约每天均可

交易，从 T+1 (TOM)、T+2 (SPOT) 到 T+25，也
可以从每月最远到五年。通过这种方式，可将现
货流动性和伦敦场外交易 (OTC) 市场的日合约与
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月合约方式结合起来。

•  日期之间的可交易调期 – 包括针对库存管理的关
键明日/次日调期交易、期货转实货 (EFP) 交易以
及适合基金和其他投资者的每月滚动交易。

•  在电子盘上展示流动性 – LME 的做市合作伙伴
在整条黄金和白银远期曲线提供紧密的可执行价
格。

•  伦敦金银交割 – 在伦敦实际持有的金条和银条允
许在 LMEprecious 和场外交易市场交割之间进行
高效结算。

•  优化的资本管理 – LMEprecious 合约在LME Clear 
清算，这是 LME 的中央对手方 (CCP)，有机会节
约资金资本。

•  灵活的交易模式 – LMEprecious 合约可于伦敦时
间01:00至20:00 通过 LMEselect 进行电子交易，
或24小时通过电话市场交易，随后在清算所进行
清算。

什么是 LMEprecious?

LMEprecious 是由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世界黄金协会和主要行
业参与者创建的合作计划, 以便推出一套在交易所交易的全新伦敦
贵金属产品。



LMEprecious – 传承和经验 
共同缔造贵金属的美好未来

伦敦是实物黄金市场的中心，向来都是大宗商品的
金融枢纽和贵金属的全球流动性中心。基于我们与
贵金属市场形成的长久关系和交流经验，我们正在
拓宽为贵金属领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范围。

LME 与该领域有着长久而稳定的友善关系，曾经提
供黄金和白银远期曲线、数据解决方案和贵金属的
清算及匹配服务。

LME 在这一领域推出最新的定制电子拍卖系统
LMEbullion，以提供伦敦金银市场协会 (LBMA) 铂
金和钯金价格。自从 2014 年 12 月开放以来，该系
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为市场提供可靠透明的价格
发现机制。

下一阶段将提供铂金和钯金期货以及全部四种金属
的期权合约。

世界黄金协会一直是全球黄金市场现代化的关键
推动者，代表着 19 家全球最大规模的黄金矿业公
司。其美国分支机构是 GLD®（纽交所高增长板市
场：GLD）的赞助者，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交易所交
易基金，以实物黄金为支持。世界黄金协会与黄金
供应链的参与者保持良好的关系，包括黄金的精炼
商、消费者和投资者，因此，对于全球黄金行业的
发展趋势有着独一无二的见地。

我们正在携手鼓励更多人参与伦敦贵金属市场，增
强透明度和效率最大化，并进一步协调交易所交易
价格与实物市场价格。LMEprecious 将为市场参与
者提供更多选择，实现黄金和白银市场的现代化，
以更好地反映市场需求并提供更好的选择。



当前 LME 会员

会员访问权

如要交易 
LMEprecious  

合约

客户访问权

目前不是 LME 会员，但您希望作 
为会员直接交易新合约

LME 会员的现有客户

目前不是 LME 会员的客户，但希 
望交易 LMEprecious 合约

我们可提供LMEprecious 合约的 LME 会员名单—— 
请联系我们，了解更多信息

与您的 LME 会员讨论，安排代您交易合约一事

与我们探讨 LMEprecious 会员资格， 
以及降低的费用和持股义务

与我们探讨如何达到交易 LMEprecious 的要求， 
包括当您是清算会员时的清算要求

与 LME 现有的基本金属组合一样，您可作为会员或
客户交易 LMEprecious。会员必须达到特定标准并
与LME注册，遵循交易规则。成为会员后，可以较
低的费用交易并为其客户提供服务。

会员最适合银行、经纪和大型交易商。

客户通过会员进行交易，不需要与 LME 建立直接关
系。客户交易最适合工业用户、基金、投资者和其
他主交易商。

会员
当前的 LME 会员有资格参与 LMEprecious 产品
组合。会员通知交易所参与这些新合约的交易
或清算（或两者都参与），也可代表其客户交
易。LMEprecious 合约采用与当前 LME 基本金属合
约相同的方式，使用相同的系统、连接性和规则手
册进行交易操作。

如果贵行目前不是 LME 会员，但希望能够直接交 
易 LMEprecious 合约，有一种新的会员资格类型，
允许您专门交易新的贵金属合约，享受低廉的会费
和持股要求。如需深入了解这种途径，请与我们 
联系。

LMEprecious 清算会员负责清算贵金属交易。清算
会员当然需要满足 LME Clear 就清算 LMEprecious 
合约制定的特定要求。

客户
如果您是当前 LME 会员的客户，请与会员联系，讨
论代您交易新合约一事。我们相信您的 LME 会员将
很愿意帮助您的 LMEprecious 交易。

如果您还不是 LME 会员的客户，我们可为您提供 
LMEprecious 合约的会员名单，您可与他们探讨交
易这些产品的交易途径。

访问 LMEprecious 合约

客户访问权



LMEprecious 如何
补充场外交易贵金
属市场?

清算 
新的贵金属合约

新合约在 LME 的清算所 LME Clear 集中清算。 
LME Clear 提供业内首屈一指的先进、实时清算，
让参与者更好地掌控关键领域的业务，及风险 
管理。

LME Clear 目前每天清算超过 600,000 份合同，每
年交易的名义价值为 12 万亿美元，相当于 40 亿吨
工业金属。

场外交易 (OTC) 市场的很多参与者也开始发现清算
的好处，包括改善资本配比、资产负债表和杠杆效
率、净额结算以及对手方风险管理。

LMEprecious 合约组合意在对双边场外交易市场形
成补充，为市场参与者提供类似水平的交易灵活
性。我们的日合约结算结构已与场外交易市场协调
一致，这意味着通常在场外交易市场开展的交易，
也能在交易所轻松开展。

LME 在世界级交易所中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因为
我们的结构与场外交易市场相近并为其提供支持。
我们向场外交易贵金属市场提供这一产品，这意味
着之前双边执行的电话交易 也可以转至交易所电子
系统上交易，随后进行清算。

了解更多信息
如要想了解更多信息，包括合约标准，请访问
我们的网站 www.lme.com/lmeprecious

如有任何疑问、想了解成为 LMEprecious 会
员的更多信息，或如何访问新的黄金和白银合
约，请发送电子邮件联系我们的团队

lmeprecious@lme.com



LME 黄金

参数 释义

名称 LME 黄金1

合约 代号 AU

合约类别 期货

交割类别 现货

交易品种
伦敦金：持有并符合结算所贵金属结算商所要求的纯度标准的本地伦敦
纯黄金，用于与结算所进行结算

交易单位 100金衡制盎司

报价单位 美元（美分）/ 每盎司

结算货币 美元

交易方式 LMEselect 电话交易

交易时间 伦敦时间01.00 – 20.00 24小时

合约种类

日合约：T+1至T+3；

月合约：至少24个月（第三个星期
三交割）；

24个月以后3年，为季度合约

（按《LME规则》所界定）

日合约：T+1至T+25；

月合约：至少24个月（第三个星期
三交割）；

24个月以后3年，为季度合约

（按《LME规则》所界定）

最少变动价位 每盎司0.100美元 每盎司0.001美元

（调期） 每盎司0.001美元 每盎司0.001美元

收盘时间
LME贵金属黄金期货的最后交易日为交割日前一个营业日。 LME贵金属
黄金期货的最后交易时间为伦敦时间16:00。

每日结算价
每日结算价采用结算时段成交价的成交量加权平均价（VWAP） 及／或
其他相关数据，(按适用情况）厘定，用于计算保证金及每日结算。

最后结算价 最后结算价于交割日前的最后营业日厘定

结算程式
所有未分配的贵金属须根据LME Clear发出的结算指示向LME Clear指派
的贵金属清算商交割

保证金制度 采用变现浮动保证金



LME 白银

参数 释义

名称 LME 白银1

合约代号 AG

合约类别 期货

交割类别 现货 

交易品种
伦敦银：持有并符合结算所贵金属结算商所要求的纯度标准的本地伦敦
纯白银，用于与结算所进行结算

交易单位 5,000 金衡制盎司

报价单位 美元（美分）/ 每盎司

结算货币 美元

交易方式 LMEselect 电话交易

交易时间 伦敦时间01.00 – 20.00 24 小时

合约种类

日合约：T+1至T+3；

月合约：至少24个月（第三个星期
三交割）；

24个月以后3年，为季度合约

（按《LME规则》所界定）

日合约：T+1至T+25；

月合约：至少24个月（第三个星期
三交割）；

24个月以后3年，为季度合约

（按《LME规则》所界定）

最少变动价位 每盎司0.00500美元 每盎司0.00001美元

（调期） 每盎司0.00001美元 每盎司0.00001美元

收盘时间
LME贵金属白银期货的最后交易日为交割日前一个营业日。 LME贵金属
白银期货的最后交易时间为伦敦时间16:00。

日结算价
每日结算价采用结算时段成交价的成交量加权平均价（VWAP） 及／或
其他相关数据，按适用情况）厘定，用于计算保证金及每日结算。

最后结算价 最后结算价于交割日前的最后营业日厘定   

结算程式
所有未分配的贵金属须根据LME Clear发出的结算指示向LME Clear指派
的贵金属清算商交割

保证金制度 采用变现浮动保证金

1 本合同细则界定的词语具有《LME规则》或《LME Clear规则》（视情况）所赋予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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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黄金协会的名称和标志是注册商标，在世界黄金协会根据许可协议的许可下才可以使用。 世界黄金协会不对本资料的内容和其用处负责

© 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2016。伦敦金属交易所徽标是伦敦金属交易所的注册商标。

保留所有权利。本文件中包含的全部信息（“有关信息”）仅供参考。尽管 LME 尽力确保有关信息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完整性，但 LME 或其任何附属机构概未出于任何特定目
的，就有关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可靠性或适当性做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或陈述，亦不承担任何责任或法律责任。对于因有关信息不准确或有遗漏，或据其行事而产生的
任何后果、决定、行动或不行动造成的任何损失或损害赔偿，LME 概不就任何人士承担任何责任。

有关信息并非且无意构成投资建议、评论或做出任何投资决定的劝解。LME 不代表为其提供有关信息的任何人士行事。收到有关信息的人士并非 LME 的客户，因此，LME 概不
负责为任何人士提供监管或其他保护措施。收到有关信息的所有人士均应在基于有关信息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征求独立的投资、法律、税务和其他相关建议。

LME 合同仅能由在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注册的公司，或依照 CFTC 规则 30.10 ，获准向美国期货和期权客户募集并接受资金用于 LME 交易的公司，提供或出售给美国
外汇期货和期权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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