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交易所 品种 公司手续费调整方式

20151117 上海期货交易所 石油沥青 在现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2。
20151230 大连商品交易所 聚丙烯期货 在现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2。
20151208 上海期货交易所 石油沥青 在现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3。
20151201 大连商品交易所 聚丙烯期货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一致。
20151201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5年期国债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一致。

20150930 上海期货交易所 铜期货
按照前期不同优惠幅度做出相应调整，同时，对该品种平今仓手续费恢复收取投资者保障
基金。

20150928 郑州商品交易所 甲醇期货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一致。
20150928 郑州商品交易所 菜粕期货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一致。
20150922 上海期货交易所 镍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一致。
20150922 上海期货交易所 白银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一致。
20150922 上海期货交易所 石油沥青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一致。

20150907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沪深300股指期
货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万分之二十一点八五。

20150907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中证500股指期
货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万分之二十一点八五。

20150907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上证50股指期
货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万分之二十一点八五。

20150826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沪深300股指期
货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万分之零点九二。

20150826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中证500股指期
货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万分之零点九二。

20150826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上证50股指期
货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万分之零点九二。

20150803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沪深300股指期
货

收取申报费。

20150803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中证500股指期
货

收取申报费。

20150803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上证50股指期
货

收取申报费。
20160311 大连商品交易所 铁矿石期货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一致。
20160315 上海期货交易所 螺纹钢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一致。



20160329 上海期货交易所 螺纹钢
按照交易所向上调整的手续费比例对客户做同比例调整，上调比例为1.334，调整公示
为：公司净收*1.334+交易所标准，三方软件使用费根据交易所上调比例做同比例上调，
投保基金维持不变。

20160422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炭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一致。
20160422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煤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一致。
20160425 上海期货交易所 热轧卷板 在现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6,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一致。
20160425 上海期货交易所 螺纹钢 在现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4。
20160425 上海期货交易所 石油沥青 在现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2。
20160425 大连商品交易所 铁矿石期货 在现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3。
20160425 大连商品交易所 聚丙烯期货 在现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2。
20160426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炭 在现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1.2。
20160426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煤 在现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1.2。
20160426 郑州商品交易所 棉花期货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一致。
20160426 大连商品交易所 黄大豆1号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一致。
20160426 大连商品交易所 聚乙烯期货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一致。
自2019年11月1日交易时
（即10月31日夜盘交易小
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聚氯乙烯期货 聚氯乙烯期货非1/5/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1.8元/手，日内交易手续费调减0.9元/手。

20160426 大连商品交易所 铁矿石期货 在现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9。
20160426 大连商品交易所 聚丙烯期货 在现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9。
20160427 大连商品交易所 铁矿石期货 在现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1.2。
20160427 大连商品交易所 聚丙烯期货 在现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6。
20160427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炭 在现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1.8。
20160427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煤 在现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1.8。
20160427 郑州商品交易所 棉花期货 在现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1.7。
20160428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炭 在现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3.6。
20160428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煤 在现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3.6。
20160509 郑州商品交易所 菜粕期货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一致。

20160510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炭
非日内交易手续费在原有手续费基础上，扣减交易所下调部分；同一合约当日先开仓后平
仓交易手续费标准维持不变。

20160510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煤
非日内交易手续费在原有手续费基础上，扣减交易所下调部分；同一合约当日先开仓后平
仓交易手续费标准维持不变。



20160510 大连商品交易所 铁矿石期货
非日内交易手续费在原有手续费基础上，扣减交易所下调部分；同一合约当日先开仓后平
仓交易手续费标准维持不变。

20160510 大连商品交易所 聚丙烯期货
非日内交易手续费在原有手续费基础上，扣减交易所下调部分；同一合约当日先开仓后平
仓交易手续费标准维持不变。

20160516 大连商品交易所 豆粕期货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一致。
20160516 大连商品交易所 玉米淀粉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一致。
20160516 大连商品交易所 豆油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一致。
20160516 大连商品交易所 棕榈油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一致。
20160714 郑州商品交易所 菜粕期货 在现有基础上加收1.5元/手。
20160928 郑州商品交易所 玻璃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一致。
20160928 郑州商品交易所 动力煤期货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一致。
20161024 郑州商品交易所 动力煤期货 动力煤期货合约交易手续费原基础上上调2元/手。
20161026 郑州商品交易所 玻璃 玻璃平今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加收3元/手。
20161026 郑州商品交易所 动力煤期货 动力煤平今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加收6元/手。
20161031 郑州商品交易所 动力煤期货 日内平今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加收12元/手。
20161108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炭 非日内交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6。
20161108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煤 非日内交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6。
20161108 上海期货交易所 螺纹钢 1701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1。
20161108 上海期货交易所 橡胶期货 1701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55。
20161108 郑州商品交易所 动力煤期货 日内平今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加收6元/手。
20161108 郑州商品交易所 玻璃 日内平今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加收6元/手。
20161108 郑州商品交易所 甲醇期货 非日内交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加收0.6元/手。
20161108 郑州商品交易所 甲醇期货 日内平今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加收4.6元/手。

20161111 上海期货交易所 螺纹钢
螺纹钢1701合约日内平今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额的万分之2，螺纹钢1705合
约日内平今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额的万分之3。

20161111 上海期货交易所 橡胶期货
橡胶1701合约日内平今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1.25，橡胶1705合
约日内平今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1.8。

20161111 上海期货交易所 锡 锡1701合约日内平今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加收6元/手。
20161111 大连商品交易所 铁矿石期货 铁矿石非日内交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6。
20161111 郑州商品交易所 玻璃 玻璃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加收12元/手。
20161111 郑州商品交易所 菜粕期货 菜粕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加收3元/手。
20161115 上海期货交易所 铜期货 铜1701合约、1702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1。



20161115 上海期货交易所 锌期货 锌1701合约、1702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加收6元/手。
20161115 上海期货交易所 镍 镍1701合约、1705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加收6元/手。
20161115 上海期货交易所 螺纹钢 螺纹钢1701合约、1705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

1。20161115 上海期货交易所 石油沥青 石油沥青1612合约、1706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
之1。20161213 上海期货交易所 热轧卷板 热轧卷板1705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2。

20170217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沪深300股指期
货

沪深300股指期货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减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13.8。

20170217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上证50股指期
货

上证50股指期货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减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13.8。

20170217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中证500股指期
货

中证500股指期货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减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13.8。

2017年2月23日晚夜盘交易
时

郑州商品交易所 动力煤期货 动力煤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减收15元/手。

自2017年3月20日晚夜盘交
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菜粕期货
菜粕品种开平仓交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减收1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有基
础上减收3元/手。

2017年4月14日晚夜盘交易
小节时

大连商品交易所 铁矿石期货 公司净收取部分不变，交易所收取部分根据调整幅度进行调整。

2017年4月14日晚夜盘交易
小节时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炭 公司净收取部分不变，交易所收取部分根据调整幅度进行调整。

2017年4月14日晚夜盘交易
小节时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煤 公司净收取部分不变，交易所收取部分根据调整幅度进行调整。

2017年4月14日晚夜盘交易
小节时

大连商品交易所 聚丙烯期货 公司净收取部分不变，交易所收取部分根据调整幅度进行调整。

2017年5月2日 大连商品交易所 铁矿石期货
自2017年5月2日起至2017年6月30日止，i1707期货合约开平仓、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
原有基础上减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54；自2017年5月2日起至2017年7月31日止， 
i1708、i1710、i1711期货合约开平仓、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减收成交金额的
万分之0.54。2017年5月15日 郑州商品交易所 锰硅 自 2017 年 5 月 15 日（2017年5月12日夜盘）起，锰硅平今仓手续费等于开平仓手续费
。2017年5月26日 上海期货交易所 橡胶期货 天然橡胶1709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基础上增加成交金额的万分之1.35。

2017年5月31日 郑州商品交易所 锰硅 锰硅品种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基础上增加3 元/手。
2017年5月31日 大连商品交易所 黄大豆2号 1805合约及后续合约的交易手续费在原基础上减少1 元/手。
2017年7月21日 郑州商品交易所 动力煤期货 开平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减收2元/手，平今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减收7元/手。
2017年7月21日 郑州商品交易所 棉花期货 开平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减收1.7元/手，平今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减收1.7元/手。
2017年7月21日 郑州商品交易所 菜粕期货 开平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减收0.5元/手。



2017年7月21日 大连商品交易所 铁矿石期货 1、5、9月份合约平今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调降成交金额的万分之1.2。
2017年7月21日 大连商品交易所 聚丙烯期货 1、5、9月份合约平今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调降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6。

2017年7月31日 郑州商品交易所
全部品种交割手
续费

全部品种公司默认交割手续费标准调整为交易所3倍。

2017年7月31日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煤 1、5、9月份合约平今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调降成交金额的万分之1.8。
2017年7月31日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炭 1、5、9月份合约平今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调降成交金额的万分之1.8。
2017年8月15日 上海期货交易所 螺纹钢 1710、1801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基础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4。
2017年8月18日 郑州商品交易所 棉纱 新品种上市，标准费率16元/手，平今免收。
2017年8月21日 郑州商品交易所 硅铁 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等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加上3元/手。
2017年8月23日 上海期货交易所 锌期货 1710、1711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等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加上12元/手。
2017年8月25日 上海期货交易所 热轧卷板 1710、1801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基础上增加成交金额的万分之四。
2017年9月1日 上海期货交易所 燃料油 燃料油品种交易手续费在原基础上增加成交金额的千分之1.98。
2017年9月1日 郑州商品交易所 硅铁 硅铁品种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基础上增加3元/手。

2017年9月7日 上海期货交易所 镍
除1、5、9月合约以外其他月份合约的开平仓交易手续费在原基础上减少5元/手且平今仓
交易手续费免收。

2017年9月7日 上海期货交易所 锡 除1、5、9月合约以外其他月份合约的交易手续费在原基础上减少2元/手。

2017年9月18日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沪深300股指期
货

平今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减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2.3。

2017年9月18日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中证500股指期
货

平今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减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2.3。

2017年9月18日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上证50股指期
货

平今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减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2.3。
2017年9月21日晚夜盘交易
时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镍 1801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基础上增加12元/手。

2017年9月22日晚夜盘交易
时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镍 1801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基础上增加12元/手。

2017年9月25日晚夜盘交易
时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铅 1711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等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加上成交金额的万分之1.6。

2017年10月17日晚夜盘交
易时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锌期货 1712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等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加上12元/手。

2017年11月06日晚夜盘交
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一号棉 棉花品种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免收。



2017年11月06日晚夜盘交
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菜粕期货 菜粕品种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等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

2017年11月30日晚夜盘交
易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豆粕期货 豆粕品种的非1、5、9月份合约，交易手续费在原基础上减1.3元/手。

2017年11月30日晚夜盘交
易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玉米期货
玉米品种的非1、5、9月份合约，非日内交易手续费在原基础上减1元/手，日内交易手续
费在原基础上减0.5元/手。

2017年11月30日晚夜盘交
易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铁矿石期货 铁矿石品种的非1、5、9月份合约，交易手续费在原基础上减少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54。

2017年11月30日晚夜盘交
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白糖期权
白糖期权交易手续费在原基础上减1.5元/手，行权及履约手续费等于开平手续费，行权
（履约）转化的期货持仓不收取手续费。

2017年12月13日晚夜盘交
易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煤 1805合约在原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1.2。

2017年12月13日晚夜盘交
易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炭 1805合约在原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1.2。

2017年12月22日 郑州商品交易所 苹果 新品种上市，标准手续费7元/手，平今免收；交割手续费为30元/手。
2018年1月2日晚夜盘交易
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菜油 菜油期货手续费在原基础上减0.5元/手。

2018年1月12日晚夜盘交易
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动力煤期货 动力煤期货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基础上减4元/手。

2018年1月22日晚夜盘交易
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动力煤期货 动力煤期货3、7、11月份合约的开平、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减少3.5元/手。

2018年1月22日晚夜盘交易
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PTA期货
PTA期货3、7、11月份合约的开平交易手续费减少2.5元/手，平今仓交易手续费等于开
平仓交易手续费。

2018年1月22日晚夜盘交易
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甲醇期货
甲醇期货3、7、11月份合约的开平交易手续费减少1.5元/手，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减少5.5
元/手。

2018年2月5日起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5年期国债
5年期国债期货各合约的平今仓交易免收手
续费。

2018年2月12日交易时（即
2月9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镍 镍NI1805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加收24元/手。

2018年3月15日交易时 郑州商品交易所 苹果 苹果期货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等于开平仓手续费加上0.5元/手。



2018年3月26日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原油 原油期货公司标准手续费80元/手，平今仓免收。

自2018年4月20日交易（即
4月19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镍
镍NI1805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下调等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镍NI1807合约开平仓
交易手续费加收5元/手，平今交易手续费等于开平交易手续费。

自2018年5月17日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苹果
 苹果期货1807合约、1810合约、1811合约、1812合约、1901合约、1903合约、1905
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加收2元/手。

自2018年5月22日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苹果
 苹果期货1807合约、1810合约、1811合约、1812合约、1901合约、1903合约、1905
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加收17元/手。

自2018年5月25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棉花期货 棉花期货1809合约、1901合约的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等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

自2018年6月11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棉花期货 棉花期货1809合约、1901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加收5.7元/手。

2018年6月14日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苹果
 AP品种手续费开平仓加收9.5元/手，平今仓加收9元/手；AP1807、1810、1811、
1812、1901、1903、1905合约手续费开平仓加收9.5元/手，平今仓不变。

2018年6月21日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苹果
AP品种开平仓、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各加收10元/手，AP1807、1810、1811、1812、
1901、1903、1905合约开平仓交易手续费加收10元/手，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不变。

2018年6月25日晚夜盘交易
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玻璃 玻璃期货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减收18元/手。

自2018年7月4日晚夜盘交
易时起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原油
原油SC1810合约交易手续费减收15元/手，原油SC1811合约交易手续费减收10元/手。 
上述合约进入交割月前一个月第一个交易日起，交易手续费恢复为20元/手，公司客户手
续费同步调整恢复。

2018年7月16日 上海期货交易所 燃料油
燃料油FU合约交易手续费减收成交金额的千分之一点九五/手，平今仓暂免收交易手续费
。

2018年7月24日交易（即7
月23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锌期货 锌ZN1809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等于开平交易手续费加收12元/手。



2018年8月3日交易（即8月
2日晚夜盘）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原油
原油SC1901、SC1902合约交易手续费减收15元/手，上述合约进入交割月前一个月第一
个交易日起，交易手续费恢复为20元/手，公司客户手续费同步调整恢复。

2018年8月3日交易（即8月
3日晚夜盘）

上海期货交易所 镍
镍NI1811合约的开平交易手续费加收5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等于开平交
易手续费。

自2018年8月7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甲醇期货 甲醇MA1809合约开平仓交易手续费加收4元/手。

自2018年8月7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PTA期货 PTA1809合约开平仓交易手续费加收3元/手，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和开平仓一致。

2018年8月17日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2年期国债
新品种上市，2年期国债TS公司手续费标准为每手15元，互联网客户手续费标准为每手9
元，平今仓交易均免收手续费，交割手续费标准均为每手15元。

自2018年8月17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PTA期货
PTA1811合约开平仓交易手续费加收5.5元/手，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和开平仓一致，
PTA1901合约开平仓交易手续费加收3元/手，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和开平仓一致。

自2018年8月21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豆油 豆油期货1、5、9月份合约日内交易手续费均等于非日内交易手续费的一半。

自2018年8月21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棕榈油 棕榈油期货1、5、9月份合约日内交易手续费均等于非日内交易手续费的一半。

自2018年8月21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玉米淀粉 玉米淀粉期货1、5、9月份合约日内交易手续费均等于非日内交易手续费的一半。

自2018年8月21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聚乙烯期货 聚乙烯期货1、5、9月份合约日内交易手续费均等于非日内交易手续费的一半。

自2018年8月21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聚丙烯期货 聚丙烯期货1、5、9月份合约日内交易手续费均等于非日内交易手续费的一半。

自2018年8月21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豆粕期货 豆粕期货1、5、9月份合约日内交易手续费均等于非日内交易手续费的一半。

自2018年8月21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豆粕期权 豆粕期货期权合约日内交易手续费均等于非日内交易手续费的一半。

自2018年8月21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铁矿石期货 铁矿石期货1、5、9月份合约日内交易手续费等于非日内交易手续费。

自2018年8月23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PTA期货 PTA1811合约、PTA1901合约日内平今仓手续费加收6元/手。



2018年9月21日 上海期货交易所 铜期权
新品种上市，铜期权公司手续费标准为每手20元，行权（履约）手续费20元/手。互联网
客户手续费标准为每手12.5元，行权（履约）手续费12.5元/手。平今仓交易均免收手续
费。自2018年10月12日当晚夜

盘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白糖期权 白糖期权日内平今仓免收交易手续费。

挂牌时间为2018年10月16
日

上海期货交易所 线材 线材期货交易手续费开平与原标准一致，平今仓免收交易手续费。
挂牌时间为2018年11月27
日

上海期货交易所 纸浆
新品种上市，纸浆期货公司交易手续费标准为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一点八，平今仓免收交易
手续费。

2018年12月3日交易(即11
月30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石油沥青
石油沥青BU1906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基础上加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二。自
2019年6月3日交易（即5月31号晚夜盘）起，石油沥青BU1906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
续费减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二。

自2018年12月3日（星期
一）起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沪深300股指期
货

平今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减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2.3。

自2018年12月3日（星期
一）起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中证500股指期
货

平今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减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2.3。

自2018年12月3日（星期
一）起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上证50股指期
货

平今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减收成交金额的万分之2.3。

2018年12月10日（星期
一）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乙二醇 新品种上市，公司乙二醇期货合约开平交易手续费为16元/手，日内交易减半收取。

自2018年12月13日当晚夜
盘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甲醇期货
公司甲醇期货1901合约的交易手续费在原有基础上加收2元/手，日内平今仓手续费在原
有基础上加收2元/手。

自2018年12月20日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苹果
公司苹果期货合约的交易手续费及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在原有基础上减收15元
/手，其中苹果1901合约、1903合约、1905合约、1907合约交易手续费及日内平今仓交
易手续费标准维持不变。

自2018年12月21日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苹果
公司苹果期货合约的交易手续费及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在原有基础上减收15元
/手，其中苹果1901合约、1903合约、1905合约、1908合约交易手续费及日内平今仓交
易手续费标准维持不变。

自2018年12月22日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苹果
公司苹果期货合约的交易手续费及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在原有基础上减收15元
/手，其中苹果1901合约、1903合约、1905合约、1909合约交易手续费及日内平今仓交
易手续费标准维持不变。

自2018年12月23日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苹果
公司苹果期货合约的交易手续费及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在原有基础上减收15元
/手，其中苹果1901合约、1903合约、1905合约、1910合约交易手续费及日内平今仓交
易手续费标准维持不变。



自2019年1月28日（周一）
挂牌交易

上海期货交易所 橡胶期权
公司期权交易手续费标准拟定为交易所手续费的4倍，即天然橡胶期权开平手续费为12元
/手，平今仓免收交易手续费；行权（履约）手续费12元/手；行权前期权自对冲按开平
手续费收取费用，行权后期货自对冲暂免收手续费；做市商期权自对冲免收手续费。

自2019年1月28日（周一）
挂牌交易

大连商品交易所 玉米期权
公司玉米期权合约开平手续费标准为2.4元/手；玉米期权行权（履约）手续费标准为2.4
元/手。

自2019年1月28日（周一）
挂牌交易

郑州商品交易所 棉花期权
公司棉花期权开平手续费收取标准为6元/手，免收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行权（履
约）手续费收取标准为6元/手，行权（履约）后新建期货持仓不收手续费。

自2019年4月22日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锰硅 锰硅品种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等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
自2019年4月22日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硅铁 硅铁品种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等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

自2019年4月22日起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沪深300股指期
货

沪深300、上证50、中证500股指期货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基础上调减成交金额的
万分之1.15。

自2019年4月22日起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上证50股指期
货

沪深300、上证50、中证500股指期货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基础上调减成交金额的
万分之1.15。

自2019年4月22日起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中证500股指期
货

沪深300、上证50、中证500股指期货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基础上调减成交金额的
万分之1.15。

自2019年5月6日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甲醇期货
甲醇期货3、7、11月份合约的开平交易手续费增加1.5元/手，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增加5.5
元/手。

自2019年5月17日夜盘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玻璃
自2019年5月17日当晚夜盘交易时起，玻璃期货合约日内平今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等于
开平仓手续费。

自2019年5月29日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红枣
自2019年5月29日起，红枣期货1912合约、2001合约、2003合约、2005合约日内平今
仓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在开平仓手续费基础上加收3元/手。

自2019年5月29日夜盘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铁矿石期货
自2019年5月30日交易时（即5月29日夜盘交易小节时）起，铁矿石期货1909合约的交
易手续费标准增加万分之0.4。铁矿石期货非1、5、9月份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增加万
分之0.54。自2019年6月6日夜盘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苹果 自2019年6月6日起，苹果期货1910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在原基础上加收2元/
手。

自2019年6月19日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红枣
自2019年6月19日起，公司红枣期货1912合约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在原基础上加收2
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在原基础上加收3元/手。

自2019年7月18日交易时
（即7月17日夜盘交易小节
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铁矿石期货

自2019年7月18日交易时（即7月17日夜盘交易小节时）起，铁矿石期货品种交易手续费
标准在原基础上增加万分之0.4，铁矿石期货1909合约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原基础上增加
万分之1.5。铁矿石期货2001合约开平仓交易手续费在原基础上增加万分之0.4，平今仓
交易手续费在原基础上增加万分之0.9。

自2019年7月30日交易(即7
月29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镍
镍Ni1908合约和Ni1910合约的交易手续费在原基础上增加5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
费在原基础上增加5元/手。



自2019年10月9日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强麦
自2019年10月9日交易起，强麦期货2003合约及之后合约交易手续费收取标准增加2.5元
/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收取标准调整为同开平，强麦期货1911合约、2001合约交
易所手续费收取标准保持不变。

自2019年10月14日交易
（即10月11日晚夜盘）时
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黄金期货
黄金期货除6月、12月合约以外其他月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8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免
收交易手续费保持不变。当黄金期货2、4、8、10月合约进入交割月前第二月的第一个交
易日起，交易手续费调增8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免收交易手续费保持不变。

自2019年10月14日交易
（即10月11日晚夜盘）时
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白银

白银期货除6月、12月合约以外其他月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成交金额的万分之零点四，
日内平今仓交易免收交易手续费。当白银期货除6月、12月合约以外的其他月合约进入交
割月前第二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起，交易手续费调增成交金额的万分之零点四，日内平今仓
交易免收交易手续费保持不变。

自2019年10月14日交易
（即10月11日晚夜盘）时
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镍
镍期货除1月、5月、9月、NI1910合约以外其他月合约进入交割月前第二月的第十个交
易日起，交易手续费调增5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为等同开平仓。

自2019年10月14日交易
（即10月11日晚夜盘）时
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燃料油

燃料油期货除1月、5月、9月合约以外其他月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成交金额的万分之零
点四，日内平今仓交易免收交易手续费保持不变。当燃料油期货除1月、5月、9月合约以
外的其他月合约进入交割月前第二月的第十个交易日起，交易手续费调增成交金额的万分
之零点四，日内平今仓交易免收交易手续费保持不变。

自2019年11月1日交易时
（即10月31日夜盘交易小
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铁矿石期货
铁矿石期货非1/5/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9，日内交易手续费调减
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9。

自2019年11月1日交易时
（即10月31日夜盘交易小
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炭
焦炭期货期货非1/5/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54，日内交易手续费调
减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54。

自2019年11月1日交易时
（即10月31日夜盘交易小
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煤
焦煤期货非1/5/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54，日内交易手续费调减成
交金额的万分之0.54。

自2019年11月1日交易时
（即10月31日夜盘交易小
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聚丙烯期货
聚丙烯期货非1/5/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54，日内交易手续费调减
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27。

自2021年1月4日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聚氯乙烯期货
聚丙烯期货各合约手续费率按照原有优惠比例进行批量调整，日内平今仓交易免收交易手
续费。

自2021年3月2日交易时
（即3月1日夜盘交易小节
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聚氯乙烯期货 各合约手续费恢复为品种手续费。



自2019年11月1日交易时
（即10月31日夜盘交易小
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乙二醇 乙二醇期货非1/5/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3.6元/手，日内交易手续费调减1.8元/手。

自2019年11月1日交易时
（即10月31日夜盘交易小
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豆油 豆油期货非1/5/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2.3元/手，日内交易手续费调减1.15元/手。

自2019年11月1日交易时
（即10月31日夜盘交易小
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棕榈油 棕榈油期货非1/5/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2.3元/手，日内交易手续费调减1.15元/手。

自2019年11月1日交易时
（即10月31日夜盘交易小
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玉米淀粉 玉米淀粉期货非1/5/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1.3元/手，日内交易手续费调减0.65元/手。

自2019年11月1日交易时
（即10月31日夜盘交易小
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粳米 粳米期货非1/5/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3.6元/手，日内交易手续费调减3.6元/手。

自2019年11月22日交易
（即11月21日晚夜盘）时
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燃料油 燃料油Fu2001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增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一点五。

自2019年12月2日交易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纤维板 平今交易手续费等于开平手续费。

自2019年12月6日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纯碱 标准手续费为14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为14元/手。

自2019年12月9日交易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铁矿石期权 开平仓为8元/手，平今仓为8元/手；行权（履约）手续费标准为8元/手。

自2019年12月16日交易时
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PTA期权 开平仓为4元/手，行权（履约）手续费标准为4元/手。

自2019年12月16日交易时
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甲醇期权 开平仓为3.2元/手，行权（履约）手续费标准为3.2元/手。

自2019年12月20日交易时
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黄金期权 开平仓为8元/手，行权（履约）手续费标准为8元/手。

自2019年12月23日交易时
起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沪深300股指期
权

开平仓为60元/手，行权（履约）手续费标准为8元/手。

自2019年12月23日夜盘交
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动力煤期货 平今免收。

自2019年12月23日夜盘交
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硅铁 平今免收。



自2019年12月23日夜盘交
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锰硅 平今免收。

自2020年1月16日夜盘交易
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菜粕期权 开平仓为3.2元/手，行权（履约）手续费标准为3.2元/手。

自2020年1月31日夜盘交易
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棉花期货 非1/5/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2.3元/手。

自2020年1月31日夜盘交易
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白糖期货 非1/5/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1.5元/手。

自2020年1月31日夜盘交易
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菜油 非1/5/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1元/手。

自2020年1月31日夜盘交易
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菜粕期货 非1/5/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0.5元/手。

自2020年1月31日夜盘交易
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PTA期货 非1/5/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1.5元/手。

自2020年1月31日夜盘交易
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动力煤期货 非1/5/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2元/手。

自2020年1月31日夜盘交易
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甲醇期货 非1/5/9合约的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减4元/手。

自2020年1月31日夜盘交易
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玻璃 非1/5/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1.5元/手，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减1.5元/手。

自2020年1月31日夜盘交易
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锰硅 非1/5/9合约的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减1.5元/手。

自2020年1月31日夜盘交易
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硅铁 非1/5/9合约的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减1.5元/手。

自2020年3月9日交易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鸡蛋 鸡蛋2004合约和2005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调增成交金额的万分之1.5。
自2020年3月30日交易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液化石油气期货 开平仓为24元/手，平今仓为24元/手，交割手续费80元/手。
预计自2020年3月31日交易
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液化石油气期权 开平仓为4元/手，平今仓为4元/手；行权（履约）手续费标准为4元/手。

自2020年4月2日交易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黄大豆1号 黄大豆1号2005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调高4元/手。
自2020年4月28日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苹果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增15元/手。
自2020年5月25日夜盘交易
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白糖期货 暂停非1/5/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1.5元/手。



自2020年6月9日交易（即6
月8日晚夜盘）时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燃料油 燃料油期货Fu2009合约日内平今仓手续费等于开仓手续费。

自2020年6月17日交易（即
6月16日晚夜盘）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黄大豆1号 黄大豆1号2009合约的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由调增4元/手。

自2020年6月22日交易时起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低硫燃料油 开平仓为8元/手，平今仓为8元/手，交割手续费40元/手。
自2020年6月30日夜盘交易
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动力煤期权 开平仓为6元/手，平今仓为6元/手；行权（履约）手续费标准为6元/手。

自2020年7月1日交易时
（即6月30日夜盘交易小节
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粳米
粳米期货1/5/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3元/手，日内交易手续费调整为调整后开平手续费
的一半，粳米期货非1/5/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0.2元/手，日内交易手续费调整为调整
后开平手续费的一半。

自2020年7月1日交易时
（即6月30日夜盘交易小节
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苯乙烯
苯乙烯期货1/5/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3元/手，日内交易手续费调减3元/手，苯乙烯期
货非1/5/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5.7元/手，日内交易手续费调减5.7元/手。

2020年7月6日（星期一）
起上市交易

大连商品交易所 聚丙烯期权 开平仓为2元/手，平今仓为2元/手；行权（履约）手续费标准为4元/手。

2020年7月6日（星期一）
起上市交易

大连商品交易所 聚氯乙烯期权 开平仓为2元/手，平今仓为2元/手；行权（履约）手续费标准为4元/手。

2020年7月6日（星期一）
起上市交易

大连商品交易所 聚乙烯期权 开平仓为2元/手，平今仓为2元/手；行权（履约）手续费标准为4元/手。

2020年7月7日交易（即7月
6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不锈钢
不锈钢期货各合约手续费率按照原有优惠比例进行批量调整，日内平今仓交易免收交易手
续费。

2020年7月7日交易（即7月
6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橡胶期货
天然橡胶期货各合约手续费率按照原有优惠比例进行批量调整，日内平今仓交易免收交易
手续费。

2020年7月7日交易（即7月
6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20号胶 20号胶期货各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7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免收交易手续费。

自2020年7月20日交易时
（即7月17日夜盘交易小节
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煤 焦煤期货1/5/9合约的日内交易手续费调减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6。

自2020年7月20日交易时
（即7月17日夜盘交易小节
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炭 焦炭期货1/5/9合约的日内交易手续费调减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6。



自2020年7月20日交易时
（即7月17日夜盘交易小节
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乙二醇
乙二醇期货1/5/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1元/手，非1/5/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0.2元/
手，日内交易手续费调整为调整后开平手续费的一半。

自2020年7月24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动力煤期货 动力煤期货交易手续费收取标准调减1元/手。

自2020年7月24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纯碱 免收纯碱期货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

自2020年7月24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PTA期权 PTA交易手续费收取标准调减0.5元/手，行权（履约）手续费收取标准调减0.5元/手。

自2020年7月24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甲醇期权
甲醇期权交易手续费收取标准调减0.3元/手，行权（履约）手续费收取标准调减0.3元/手
。

自2020年7月31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棕榈油
棕榈油2009、2101、2105合约日内交易手续费与非日内交易所手续费保持一致，非日
内交易手续费维持不变。

2020年8月10日（星期一）
起上市交易

上海期货交易所 铝期权 开平仓为6元/手，平今仓收交易手续费；行权（履约）手续费标准为6元/手。

2020年8月10日（星期一）
起上市交易

上海期货交易所 锌期权 开平仓为6元/手，平今仓收交易手续费；行权（履约）手续费标准为6元/手。

自2020年8月28日交易（即
8月27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白银 白银Ag2012合约的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增成交金额的万分之零点五。

自2020年11月11日交易
（即11月10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橡胶期货 天然橡胶RU2101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等于开仓手续费。

自2020年11月19日交易时
起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国际铜 开平仓为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4，平今仓为0元/手，交割手续费40元/手。
自2020年11月24日交易时
（即11月23日夜盘交易小
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苯乙烯 苯乙烯期货2101合约日内交易手续费调增3元/手。

自2020年12月4日交易（即
12月3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螺纹钢 平今仓交易免收交易手续费。

自2020年12月4日交易（即
12月3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热轧卷板 平今仓交易免收交易手续费。

自2020年12月23日交易时
（即12月22日晚夜盘）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棕榈油 申报费。



自2020年12月14日当晚夜
盘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动力煤期货
动力煤期货2101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调增7元/手，动力煤期货2102合约、2103合约
的交易手续费标准调增加8元/手。

自2020年12月22日交易时
（即12月21日夜盘交易小
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铁矿石期货
废除原有合约费率，对铁矿石期货2101合约、2105合约和2109合约的日内交易手续费
标准调增成交金额的万分之3。

自2020年12月25日当晚夜
盘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纯碱
纯碱2105合约的开平仓手续费调减0.5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开平仓
手续费加1.5元/手。

自2021年1月4日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聚丙烯期货
聚丙烯期货各合约手续费率按照原有优惠比例进行批量调整，日内平今仓交易免收交易手
续费。

自2019年11月1日交易时
（即10月31日夜盘交易小
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聚乙烯期货 聚乙烯期货非1/5/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调减1.8元/手，日内交易手续费调减0.9元/手。

自2021年1月8日（星期
五）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生猪 开平仓为成交金额的万分之八，平今仓为成交金额的万分之十，交割手续费64元/手。

自2021年1月8日结算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动力煤期货
 动力煤期货2102合约、2103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调增13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
费标准调整为与开平仓保持一致。

自2021年3月1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PTA期货 PTA期货2105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保持一致。

自2021年3月2日交易（即3
月1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铜期货 铜期货各合约的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保持一致。

自2021年3月2日交易（即3
月1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锡
锡期货1、5、9月合约的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保持一致，除
1、5、9月合约以外其他月份合约的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保
持一致。

自2021年1月4日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聚丙烯期货
聚丙烯期货各合约手续费率按照原有优惠比例进行批量调整，日内平今仓交易免收交易手
续费。

自2021年3月2日交易时
（即3月1日夜盘交易小节
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聚丙烯期货 各合约手续费恢复为品种手续费。

自2021年3月2日交易时
（即3月1日夜盘交易小节
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聚乙烯期货 各合约手续费恢复为品种手续费。

自2021年3月2日交易时
（即3月1日夜盘交易小节
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乙二醇 各合约手续费恢复为品种手续费。

自2021年3月2日交易时
（即3月1日夜盘交易小节
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苯乙烯 各合约手续费恢复为品种手续费。



自2021年3月5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纯碱 2105合约平今仓手续费调增4元/手。

自2021年3月8日交易（即3
月5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锡
锡期货除1、5、9月合约以外其他月份合约的交易手续费在现有基础上增加2元/手，日内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现有基础上增加2元/手。

自2021年3月10日交易时
（即3月9日夜盘交易小节
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苯乙烯 2105合约的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在原基础上增加3元/手，非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不变。

自2021年3月15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玻璃 2105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在原基础上增加6元/手。

自2021年4月16日交易（即
4月15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镍
镍期货品种的交易手续费标准在原基础上增加2元/手，特殊月份合约手续费在原基础上
减少3元/手，即各合约手续费恢复为品种手续费。日内平今仓交易免收交易手续费。

自2021年4月16日交易（即
4月15日晚夜盘）起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低硫燃料油
低硫燃料油期货各合约的交易手续费由按手数收取调整为按成交金额收取，我司交易手续
费按原优惠比例同步调整。

自2021年4月16日交易（即
4月15日晚夜盘）起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20号胶
20号胶期货各合约的交易手续费由按手数收取调整为按成交金额收取，我司交易手续费
按原优惠比例同步调整，日内平今仓交易免收交易手续费。

自2021年4月19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动力煤期货
动力煤期货2105合约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7元/手，日内平今仓手续费与开平仓手续费一
致。

自2021年5月6日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动力煤期货
动力煤期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7元/手，日内平今仓手续费与开平仓手续费一致。
特殊月份合约交易手续费调整为与品种一致。

自2021年5月11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动力煤期货
动力煤期货2105合约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20元/手，日内平今仓手续费与开平仓手续费保
持一致不变。

自2021年5月12日交易(即5
月11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螺纹钢 螺纹钢Rb2110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与开平仓手续费一致。

自2021年5月12日交易(即5
月11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热轧卷板 热轧卷板Hc2110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与开平仓手续费一致。

自2021年5月12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玻璃
玻璃期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3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3元/手，其
中2109合约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7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7元/手，其他
特殊月份合约手续费调整为与品种手续费收取标准一致。

自2021年5月14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纯碱 纯碱期货2109合约平今仓手续费在开平手续费基础上增加6.5元/手。



自2021年5月17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甲醇期货 甲醇期货2109合约的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现有基础上上调2元/手。

自2021年5月17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硅铁 硅铁期货2109合约的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开平仓手续费基础上增加6元/手。

自2021年5月18日交易（即
5月17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螺纹钢
螺纹钢期货Rb2110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现有基础上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一。
除螺纹钢期货Rb2110合约外其他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与开平仓手续费一致

自2021年5月18日交易（即
5月18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热轧卷板
热轧卷板期货Hc2110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现有基础上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一
。除热轧卷板期货Hc2110合约外其他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与开平仓手续费
一致

自2021年5月18日交易（即
5月19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铜期货 铜期货各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现有基础上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5。

自2021年5月18日交易（即
5月20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铝期货 铝期货各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与开平仓手续费一致。

自2021年5月18日交易（即
5月21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镍 镍期货各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与开平仓手续费一致。

自2021年5月18日交易（即
5月22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白银 白银期货各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与开平仓手续费一致。

自2021年5月18日交易时
（即5月17日夜盘交易小节
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煤
焦煤期货品种1月、5月和9月合约的开平仓手续费在现有基础上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
0.1，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现有基础上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2。

自2021年5月18日交易时
（即5月17日夜盘交易小节
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炭
焦炭期货品种1月、5月和9月合约的开平仓手续费在现有基础上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
0.1，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在现有基础上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2。

自2021年5月24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玻璃
玻璃期货210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5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5元/
手。



自2021年5月24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纯碱
纯碱期货210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2.5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2元
/手。

自2021年6月1日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尿素
尿素期货2107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5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5元/
手。

自2021年6月3日交易（即6
月2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螺纹钢 螺纹钢期货Rb2110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一。

自2021年6月3日交易（即6
月2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热轧卷板 热轧卷板期货Hc2110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一。

自2021年6月3日交易（即6
月2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镍 镍期货Ni2107、Ni2108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3元/手。

自2021年6月3日交易（即6
月2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锡 锡期货Sn2107、Sn2108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3元/手。

自2021年6月3日交易（即6
月2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燃料油 燃料油期货Fu2109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一致。

自2021年6月18日上市交易 大连商品交易所 棕榈油期权 棕榈油期权手续费按其标的期货手续费优惠比例进行同步调整。

自2021年6月21日上市交易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原油期权 原油期权手续费按其标的期货手续费优惠比例进行同步调整。

自2021年7月22日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红枣 红枣期货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一致。

自2021年7月26日交易（即
7月23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不锈钢
不锈钢期货Ss2108、Ss2109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一致
。

自2021年7月27日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红枣 红枣期货2109、2112及2201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6元/
手。

自2021年8月3日交易（即8
月2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 不锈钢
不锈钢期货Ss2109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4元/手，不锈钢期货Ss2110合
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6元/手。

自2021年8月9日交易（即8
月6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 不锈钢 不锈钢期货Ss2109、Ss2110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6元/手。



自2021年8月24日（星期
二）交易时（即8月23日夜
盘交易小节时）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炭

1月、5月、9月合约，非日内交易手续费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3；
非1月、5月、9月合约日内交易、非日内交易手续费均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94；
2109合约、2201合约日内交易手续费均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1.6，非日内交易手续费
均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3。

自2021年8月24日（星期
二）交易时（即8月23日夜
盘交易小节时）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煤

1月、5月、9月合约，非日内交易手续费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3；
非1月、5月、9月合约日内交易、非日内交易手续费均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94；
2109合约、2201合约日内交易手续费均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1.6，非日内交易手续费
均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3。

自2021年8月26日起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股指、国债
股指期货交割手续费在现行基础上降低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5，国债期货交割手续费在现
行基础上降低2.5元/手。 

自9月9日（星期四）交易时
（即9月8日夜盘交易小节
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炭
焦炭2110、2111、2112合约交易手续费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5；焦炭2201合约日内交
易手续费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3，非日内交易手续费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5。

自9月9日（星期四）交易时
（即9月8日夜盘交易小节
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煤
焦煤2110、2111、2112合约交易手续费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5；焦煤2201合约日内交
易手续费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3，非日内交易手续费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5。

自2021年9月23日交易（即
9月22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 不锈钢
不锈钢期货Ss2110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6元/手，不锈钢期货Ss2111合约日内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18元/手。

自2021年9月24日交易（即
9月23日晚夜盘）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硅铁
硅铁期货2201合约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上调6元/手，硅铁期货2201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
续费等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

自2021年9月24日交易（即
9月23日晚夜盘）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锰硅
锰硅期货2201合约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上调6元/手，锰硅期货2201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
续费等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

自2021年9月24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动力煤期货
动力煤期货2110、2111、2112及2201合约开平仓及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30元/
手。

自2021年9月27日交易（即
9月24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 不锈钢
不锈钢期货Ss2110合约、Ss2111合约开平仓手续费上调8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
上调2元/手。

自2021年9月30日交易（即
9月29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 不锈钢 不锈钢期货Ss2110合约、Ss2111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20元/手。



自2021年10月11日交易
（即10月8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 锡 锡期货Ss2111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21元/手。

自2021年10月13日当晚夜
盘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动力煤期货 动力煤期货2202、2203合约开平仓及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30元/手。

自2021年10月19日（即10
月18日晚夜盘）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一号棉
一号棉期货2201合约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上调5.7元/手，一号棉期货2201合约日内平今仓
交易手续费等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

自2021年10月19日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硅铁 硅铁期货2201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21元/手。

自2021年10月21日当晚夜
盘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动力煤期货
动力煤期货2111、2112、2201、2202、2203合约开平仓及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
30元/手，动力煤期货2204、2205、2206、2207、2208、2209、2210合约开平仓及
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60元/手。

自2021年10月22日当晚夜
盘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纯碱 纯碱期货SA201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一致。

自2021年10月25日当晚夜
盘交易时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锡
锡期货Sn2111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6元/手， 锡期货Sn2112合约日内平今仓
交易手续费上调27元/手.

自2021年10月25日当晚夜
盘交易时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镍 镍期货Ni2111、Ni2112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3元/手。

自2021年10月25日当晚夜
盘交易时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铅 铅期货Pb2111、Pb2112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与开平仓交易手续费一致。

自2021年10月26日当晚夜
盘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动力煤期货
动力煤期货2111、2112、2201、2202、2203、2204、2205、2206、2207、2208、
2209、2210合约开平仓及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30元/手。

自2021年10月28日当晚夜
盘交易时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锡
锡期货Sn2111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15元/手， 锡期货Sn2112合约日内平今仓
交易手续费上调15元/手.

自2021年10月28日当晚夜
盘交易时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不锈钢 不锈钢期货Ss2112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40元/手。

自2021年10月29日当晚夜
盘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纯碱 纯碱期货SA201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6.5元/手。

自11月2日（星期二）交易
时（即11月1日夜盘交易小
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玉米淀粉
1月、5月、9月合约的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与非日内一致；非1月、5月、9月合约
非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1.3元/手，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与非日内一致。



自11月2日（星期二）交易
时（即11月1日夜盘交易小
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乙二醇 乙二醇期货的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与非日内一致。

自11月2日（星期二）交易
时（即11月1日夜盘交易小
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液化石油气期货 液化石油气期货2112、2201合约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4元/手。

自11月2日（星期二）交易
时（即11月1日夜盘交易小
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豆粕期货
豆粕期货1月、5月、9月合约的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与非日内一致；非1月、5月、
9月合约非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1.3元/手，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与非日内一致
。

自11月2日（星期二）交易
时（即11月1日夜盘交易小
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豆油
 豆油期货1月、5月、9月合约的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与非日内一致；非1月、5月
、9月合约非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2.3元/手，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与非日内一
致。

自11月2日（星期二）交易
时（即11月1日夜盘交易小
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棕榈油
 棕榈油期货1月、5月、9月合约的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与非日内一致；非1月、5
月、9月合约非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2.3元/手，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与非日内
一致。

自11月2日（星期二）交易
时（即11月1日夜盘交易小
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玉米
 玉米期货1月、5月、9月合约的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与非日内一致；非1月、5月
、9月合约非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1元/手，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与非日内一致
。

自11月2日（星期二）交易
时（即11月1日夜盘交易小
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粳米
 粳米期货1月、5月、9月合约的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与非日内一致；非1月、5月
、9月合约非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0.8元/手，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与非日内一
致。

自11月2日（星期二）交易
时（即11月1日夜盘交易小
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细木工板 细木工板期货的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与非日内一致。

自2021年11月1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甲醇期货

甲醇期货2111、2112、2202、2203及2204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整1元/手，日内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整8元/手；
甲醇期货2201、2205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整1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
上调整4元/手。

自2021年11月2日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锰硅

锰硅期货2111、2112、2202、2203及2204 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8.5元/手，日内
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30元/手；
锰硅期货2201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1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21元/
手；
锰硅期货2205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7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30元/



自2021年11月2日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尿素
尿素期货2111、2112、2201、2202、2203、2204及2205合约的日内平仓交易手续费
标准上调10元/手。

自2021年11月2日交易（即
11月1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燃料油 燃料油期货Fu2201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二点五。

自2021年11月2日交易（即
11月1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镍 镍期货Ni2111、Ni2112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9元/手。

自2021年11月2日交易（即
11月1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锌期货 锌期货Zn2112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15元/手。

自2021年11月2日交易（即
11月1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天然橡胶 天然橡胶期货Ru2201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15元/手。

自2021年11月2日交易（即
11月1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铝期货 铝期货Al2112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12元/手。

自2021年11月8日交易（即
11月5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燃料油 燃料油期货Fu2201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五。

自2021年11月8日交易（即
11月5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镍
镍期货Ni2111、Ni2112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30元/手；
Ni2201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42元/手。

自2021年11月8日交易（即
11月5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锡
锡期货Sn2111、Sn2112、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15元/手；
Sn2201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57元/手。

自2021年11月8日交易（即
11月5日晚夜盘）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菜粕期货 菜粕期货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同开平仓一致。

自2021年11月8日交易（即
11月5日晚夜盘）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菜油
菜油期货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同开平仓一致；
菜油期货2201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6元/手。

自2021年11月8日交易（即
11月5日晚夜盘）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动力煤期货 动力煤期货2211合约开平仓及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90元/手。

自11月11日（星期四）交
易时（即11月10日夜盘交
易小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聚氯乙烯期货 聚氯乙烯期货2201合约的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4元/手。

自11月11日（星期四）交
易时（即11月10日夜盘交
易小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乙二醇 乙二醇期货2201合约的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5元/手。



自11月11日（星期四）交
易时（即11月10日夜盘交
易小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液化石油气期货 液化石油气期货2112合约的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6元/手。

自2021年11月10日当晚夜
盘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纯碱
纯碱期货2201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6.5元/手；
纯碱期货2201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10元/手。

自2021年11月10日当晚夜
盘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红枣
红枣期货2112、2201合约的交易及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6元/手；2203、
2205、2207及2209合约的交易及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12元/手。

自2021年11月26日交易
（即11月25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螺纹钢 螺纹钢期货Rb2201、Rb2205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二。

自2021年11月26日交易
（即11月25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热轧卷板 热轧卷板期货Hc2201、Hc2205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二。

自2021年11月26日交易
（即11月25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不锈钢 不锈钢期货Ss2201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40元/手。

自2021年12月1日交易（即
11月30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镍 镍期货Ni2202、Ni2203、Ni2204、Ni2205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12元/手。

自2021年12月1日交易（即
11月30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天然橡胶 天然橡胶期货Ru2205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9元/手。

自2021年12月3日交易（即
12月2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燃料油 燃料油期货Fu2205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七点五。

自2021年12月3日交易（即
12月2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纸浆
纸浆期货Sp2112、Sp2201、Sp2202、Sp2203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成
交金额的万分之一点五。

自2021年12月3日交易（即
12月2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锌期货 锌期货Zn2201、Zn2202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3元/手。

自2021年12月6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纯碱 纯碱期货2205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10元/手。

自2021年12月13日交易
（即12月10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纸浆
纸浆期货Sp2112、Sp2201、Sp2202、Sp2203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成
交金额的万分之一，Sp2204、Sp2205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成交金额的
万分之二点五。

自2021年12月13日交易
（即12月10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不锈钢 不锈钢期货Ss2202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10元/手。

自2021年12月16日当晚夜
盘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菜粕期货
菜粕期货2201、2205合约的交易手续费及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1.5元/手。菜
粕期货2203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2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3元/手
。



自2022年1月10日交易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动力煤期货 动力煤期货2301合约开平仓及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90元/手。
自2022年1月17日交易（即
1月14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锡 锡期货Sn2202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57元/手。

自2022年1月25日（星期
二）交易时（即1月24日夜
盘交易小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液化石油气期货 液化石油气期货2202合约的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4元/手。

自2022年1月27日交易（即
1月26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镍 镍期货Ni2202、Ni2203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30元/手。

自2022年1月27日交易（即
1月26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锡 锡期货Sn2203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57元/手。

自2022年1月27日交易（即
1月26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不锈钢
不锈钢期货Ss2202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30元/手，Ss2203合约日内平今仓交
易手续费上调40元/手。

自2022年2月14日交易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动力煤期货 动力煤期货2302合约开平仓及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90元/手。
自2022年2月16日（即2月
15日夜盘交易小节）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铁矿石期货
铁矿石期货2202、2203、2204、2205合约的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
之1，非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1。

自2022年2月15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纯碱
纯碱期货2205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1.5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5元
/手。

自2月28日夜盘交易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黄大豆1号 黄大豆1号期货2207合约的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2元/手。
自2月28日夜盘交易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黄大豆2号 黄大豆2号期货2203、2204、2205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1元/手。
自2月28日夜盘交易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豆油 豆油期货2205合约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2.5元/手。
自2月28日夜盘交易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棕榈油 棕榈油期货2205合约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2.5元/手。

自2月28日夜盘交易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煤
焦煤期货非1月、5月、9月合约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4，焦煤期
货2205合约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6。

自2月28日夜盘交易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炭
焦炭期货非1月、5月、9月合约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4，焦炭期
货2205合约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6。

自2月28日夜盘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菜油
菜油期货2205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为4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4元
/手。

自2月28日夜盘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菜粕期货
菜粕期货2205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3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3元/
手。



自3月3日夜盘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动力煤期货

动力煤期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120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120元/
手，其中2203、2204、2205、2206、2207、2208、2209、2210、2211、2212、
2301、2302合约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30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30元/手
。

自3月3日夜盘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纯碱 纯碱期货2205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5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5元/
手。

自3月3日夜盘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菜油 菜油期货2205合约的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6元/手。

自3月8日（即3月7日夜盘
交易小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液化石油气期货 液化石油气期货2203、2204、2205合约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4元/手。

自3月8日（即3月7日夜盘
交易小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铁矿石期货 铁矿石期货2203、2204、2205合约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2。

自3月8日（即3月7日夜盘
交易小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煤 焦煤期货2205合约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2。

自3月8日（即3月7日夜盘
交易小节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焦炭 焦炭期货2205合约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2。

自3月8日（即3月7日夜盘
交易小节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强麦
强麦期货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25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25元/手
。

自3月8日（即3月7日夜盘
交易小节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尿素 尿素期货2205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5元/手。

自2022年3月10日交易（即
3月9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镍
镍期货NI2204、NI2205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45元/手；镍期货NI2206、
NI2207、NI2208、NI2209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57元/手。

自2022年3月10日交易（即
3月9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锡
锡期货SN2204、SN2205、SN2206、SN2207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57元/手
。

自2022年3月10日交易（即
3月9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不锈钢
不锈钢期货SS2204、SS2205、SS2206、SS2207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40元/
手。

自2022年3月10日交易（即
3月9日晚夜盘）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菜粕期货 菜粕期货2205合约的交易手续费和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6元/手。

自2022年3月10日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硅铁
硅铁期货2205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3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12元/
手。

自2022年3月10日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苹果 苹果期货2205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15元/手。



自2022年3月10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菜粕期货
菜粕期货2207、2208、2209及2211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4.5元/手，日内平今仓
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4.5元/手。

自2022年3月15日交易时
（即3月14日夜盘交易小节
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棕榈油期货 棕榈油期货2205合约的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5元/手。

自2022年3月15日交易时
（即3月14日夜盘交易小节
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豆油 豆油期货2205合约的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2.5元/手。

自2022年3月15日交易时
（即3月14日夜盘交易小节
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豆粕期货 豆粕期货2205合约的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0.5元/手。

自2022年3月15日交易时
（即3月14日夜盘交易小节
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液化石油气期货 液化石油气期货2204、2205合约的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2元/手。

自2022年3月30日交易时
（即3月29日夜盘交易小节
时）起

大连商品交易所 铁矿石期货
铁矿石期货I2209合约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3；铁矿石期货I2209合
约非日内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1。

自2022年3月31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纯碱 纯碱期货2209合约的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10元/手。

自2022年4月18日当晚夜盘
交易时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菜油
菜油期货2209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4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4元/
手。

自2022年4月19日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硅铁 硅铁期货2209合约的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9元/手。

自2022年4月29日交易（即
4月28日晚夜盘）起

上海期货交易所 燃料油 燃料油期货FU2209合约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上调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二点五。

自2022年4月29日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尿素 尿素期货2209合约的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5元/手。
自2022年4月29日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苹果 苹果期货2210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5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不变。
自2022年5月5日起 郑州商品交易所 普麦 普麦期货合约的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25元/手，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上调25元/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