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交易所集团成员公司

小金属
LME钴和LME钼

LME钴和LME钼期货

对冲优势

设定新的行业标杆

继2010年推出了伦钴和伦钼期货合约之后，钴和钼行业有了透明的

钴和钼行业的会员能够通过管理LME的价格风险受益，

价格体系并拥有了价格风险管理机制。

从而取得各种成果。
• 抵御价格变动

LME是世界第一大金属交易所，拥有超过135年的历史，在规范交

• 提供长期的固定销售价格

易中发现的价格被全球大多主要的现货金属市场当作基准价格。

• 提高成本与利润的预算
• 将存货变成用于筹资的现金或证券

我们的钴和钼期货合约为该行业提供了最透明的价格，并为通过
使用LME还可提供以下机会：
• 获取透明的参考价格
• 保护实物存货免受价格下跌的影响
• 根据地点及品牌来对实物材料进行掉期
• 进入交易所的交割机制，将其作为物资极其短缺
时期的物资来源，以及产能过剩时期的销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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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来降低风险与应对价格波动提供了机会。

LME钴与LME钼
合约交易
交易事项

报价单位
美元/吨

结算日
• 现货和3个月内的合约：每个交易日均可交割
• 3个月以上至6个月的合约：每周的星期三交割
• 7个月以上至15个月的合约：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三交割

清算货币
美元、英镑、欧元与日元

最小价格波幅
圈内交易

一次性单笔交易 $0.50

移仓 $0.01

LMEselect交易

一次性单笔交易 $0.25

移仓 $0.01

办公室间交易

一次性单笔交易 $0.01

移仓 $0.01

交易平台:
圈内交易
公开喊价或圈内交易是LME官方价格
设定的中心平台。
LME钴与LME钼的圈内交易时间（英国时间）：
• 12.20~12.25
• 包括每日综合交易

LMEselect交易
LMEselect 交易是官方的由交易所运行的电子交易平台，
交易时间从01.00~ 19.00（英国时间）

办公室间交易
交易所支持LME会员间的交易商间电话交易市场，
交易时间为每天24小时。

合约规格

LME钼

LME钴

产品规格

钴含量

焙烧钼精矿(RMC)中所包含的钼

99.3%的钴及更高

钼含量

杂质标准

60% 钼+/-5% (钼含量 57-63%)

由LME认可的生产商名单中各品牌生产商所规定的标准

杂质标准

形状

铜0.5%，铅 0.05%， 磷 0.05%，硫磺 0.1%, 碳 0.1%

阴极（破碎或切割），钴锭，钴球或圆状体

水份

手数大小

不超过0.1%

手数大小
焙烧钼精矿(RMC)中含6吨钼

交割单位
10吨(RMC)， 可用统一尺寸及重量的桶（200公斤或250公斤）
进行交割

交割地点
鹿特丹, 巴尔的摩, 新加坡

1吨

交割单位
统一尺寸及重量的桶（100-500kg），每手1吨

交割地点
鹿特丹, 巴尔的摩, 新加坡与安特卫普

LME认可的小金属品牌

进入LME

以下生产商拥有可根据LME钴和LME钼合约进行交割的品牌：

钴生产商
• 摩洛哥CTT公司
• 赣州逸豪优美科实业有限公司
• 江苏凯力克金属有限公司
• 兰州金川金属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 乌干达卡塞塞钻公司
• 莫帕尼铜矿公司
• 印度Nicomet实业公司
• 南通新玮镍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俄罗斯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
• 四川省尼科国润新材料有限公司
• 住友金属矿山株式会社
• 瓦莱加拿大有限公司
• 巴西工业集团金属公司
• 烟台凯实工业有限公司

所有LME的交易都是通过LME的会员公司进行的，其中包括全球
领先的金融机构和现货交易公司。会员被分为特定的类别，每个
类别都享有不同的特权（只有类别1、2和4的会员才有资格发行
LME合约）。他们向客户提供广泛的定制业务，从而使其客户能

钼生产商
• 朝阳金达钼业有限责任公司

够应对价格波动并从风险管理活动中受益。

•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下一步该怎么办？

• Complejo Industrial Molynor S.A.

请直接与LME类别1、2和4的会员联系。

•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可通过访问LME的网站来获取我们会员的完整名单，网址：

• 智利的Molibdenos y Metales S.A. 公司

www.lme.com/membership

• 墨西哥的Molymex S.A. de C.V. 公司
• 比利时的Sadaci NV 公司

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 SeAH M&S Corp

Chris Evans（业务拓展主管）
LME 业务拓展
电子邮件：info@lme.com
电话：+44 (0)20 7264 5555
您还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来获取更多信息，网址：
www.lme.com/minormetals

伦敦金属交易所
本文件任何内容均不构成买入或卖出任何证

伦敦金属交易所合约仅籍由以下公司向美

券或其他金融票据的要约或邀约，亦不构成

国 的外国期货与期权客户报盘或出售：在

任何投资建议或对任何证券或其他金融票据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注册之

的推荐。据LME所知，其所作论述在将要出

公司，或 为在伦敦金属交易所交易而根据

版之时正确无讹。 本文件所载全部论述及观

CFTC规则 第30.10节被允许从美国期货与期

点仅供向读者普 及常识之用，不得作为任何

权客户处 募集或接受资金的公司。

行动进程之建 议。LME对于任何论述或陈述
的准确性不承 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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