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0

1 2020

奖项 会员名称 会员类型 

 

14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中信建投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国信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招商期货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广发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奖项 会员名称 会员类型 

 

29

国投安信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浙商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兴证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宝城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国富期货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天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国海良时期货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东海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五矿经易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一德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国金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格林大华期货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宏源期货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平安期货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2 
 

新湖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兴业期货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东吴期货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长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信达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建信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东兴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中粮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西部期货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华安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上海中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中银国际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中辉期货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中投天琪期货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2 2020  

奖项 会员名称 会员类型 

 

10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兴证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国投安信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奖项 会员名称 会员类型 

 

10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3 
 

国投安信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平安期货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国金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奖项 会员名称 会员类型 

 

10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浙商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兴证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3 2020  

奖项 会员名称 会员类型 

 

10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兴证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五矿经易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鲁证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4 2020  

奖项 会员名称 会员类型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4 
 

5 2020  

奖项 会员名称 会员类型 

 

10  

中电投先融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鑫鼎盛期货有限公司 交易会员 

上海东亚期货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交易会员 

创元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中衍期货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安粮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中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财信期货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冠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6 2020  

奖项 会员名称 会员类型 

 

9  

广发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华安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国海良时期货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平安期货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7 2020  

奖项 会员名称 会员类型 

 

6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美尔雅期货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浙商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长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5 
 

8 2020  

奖项 会员名称 会员类型 

 

6  

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广发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长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国信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结算会员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全面结算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