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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面对因全球经济和商品价
格波动而造成的挑战性市场与
经济环境，我们依然在2015年
内延续本身的成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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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取得如此强劲的成绩表现，归功于延续发展和宣传本

身市场以及极力落实卓越营运的努力，而这两大重点成功为我

们的市场参与者和股东创造了价值。

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

•	 扩大我们的产品与服务的种类

•	 加强市场的连线与参与度

•	 改善企业监管标准和永续实践

•	 加强两个主要方面，即更新本身技术和建立本身人才的 

卓越营运度

我们也持续在2015年内推出本身的策略性措施，即推出专注于

进一步保障交易所长期永续能力的更高层次改善活动。

2015年：维持我们的动力

交易所在2015年内所取得的强劲财务表现，是我们在过去数年

内投放到本身市场以及业务上的加强作用和根基所带来的结

果。在过去数年内所落实的主要措施包括了我们的成本合理化

活动，而此举让我们稳定与降低了本身的成本收入比率。2013
年内提升本身交易系统的举动，不仅以更快的速度完成更多数

量的交易活动，以此加强我们的市场效率，这同时也进一步减

少了我们的技术成本。

2015年成就斐然

• 达致自上市以来的最高营运收入4亿 
8千770万令吉

• 来自于衍生市场和伊斯兰资本市场的
收入贡献出现增长

• 重估创业板市场结构来吸引更多的上
市活动

• 推出马来西亚交易所永续框架，将本
身的永续发展推向下一个阶段

• 在马来西亚衍生产品交易所获得美国
商品期货委员会(“CFTC”)批准，成为拥
有市场直接连线功能的其中一家境外
交易所后，与衍生产品市场的连线获
得加强

• 在人们对伊斯兰交易原则的接受度不
断提高以及推出保有期定价机制的前
提之下，Bursa Suq Al-Sila’(BSAS)的交易
价值增长121%

4亿8千770万令吉
达致自上市以来的最高营运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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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在过去数年内采取适当的步骤来提振来自于衍生产品市

场和伊斯兰资本市场的收入贡献，以此来减少对证券市场收入

的依赖。这项努力可谓硕果累累，并且让我们看到2015年内衍

生产品市场和伊斯兰资本市场的收入成长缓解了同年证券市场

的贡献减少情况。

另外，我们持续在2015年内达致这一年的策略性目标，以冀可

让我们进一步地迈进成为东盟跨国市场的宏愿。

我们在2015年内的成就包括：

•	 让我们的马来西亚衍生产品交易所获得美国商品期货委员

会(CFTC)批准成为其中一家境外交易所。

•	 重估创业板市场结构以精简化上市程序，以此来吸引更多

的中小型企业进入我们的市场。

•	 上市公司发行永续汇报指南和六项解决方案来加强我们的

永续措施，以此来确保我们的永续框架更加完整和具有包

容性。

另外，我们也在过去一年持续伸展面向散户群体的互动，以培

养下一代投资者和市场参与者。

在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中创造价值

我们在管理以及过渡充满挑战性与波动性经济时期方面的过往

经验，有助于将我们的市场变得更加健全，多元化，而更为重

要的是在核心部分方面保持永续。此外，我们的市场伸缩性也

获得了本地强稳机构的充裕内部流动性所支撑。

我们今日的市场涵盖着广泛的商业与工业活动，归功于政府所

落实的经济与政府转型计划，因这些计划通过创造利商环境来

支持上市公司向区域发展与扩张的努力。作为此类公司的上市

据点，我们依靠经济的多元化和伸缩性来推动本身的表现，同

时也保证让本身的交易参与者拥有一个公平且有秩序的市场。

马来西亚交易所拥有一套成为区域领导者以及东盟跨国市场

的明确策略。这项计划的详情和主要内容已列在我们2014年至

2016年的策略蓝图之内，而当中列明2015年措施中的两大专注

范围是：

i.	 从我们的措施中释放价值

ii.	 为未来进行建设	

从我们的措施中释放价值

马来西亚交易所在过去数年内落实多项措施，以冀为我们的利

益关系人创造长期的价值。诸如名为BursaMKTPLC的数码电子

社区平台，第二代马来西亚交易所交易系统(BTS2)的落实，和

马来西亚交易所获得美国商品期货委员会(CFTC)批准成为其中

一家境外交易所，是拥有潜在价值的措施实例。从这些措施之

中所释放出来的价值，与我们的市场参与程度的成长相一致。

我们在2015年内的价值释放措施因此专注于吸引更多的参与者

进入我们的市场来合理化本身的价值，并且在同一时间内带来

直接的利惠。

马来西亚交易所拥有一套成为

东盟跨国市场的
明确策略

从我们的
措施中释
放价值

为未来进
行建设

2015年的两大专注范围是：

1 2
马来西亚交易所  •  2015年常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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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访问者人次46万
BursaMKTPLC获得

接触投资群体

接触投资群体，依然是马来西亚交易所的首要任务。我们的利

益关系人交流活动专注在散户和机构投资者。

接触散户

在2014年推出的BursaMKTPLC冀可接触到年轻一代的散户，特

别是千禧年后出世的年轻人。为了创造出BursaMKTPLC平台中

的更高意识和投资意愿，我们展开了多项宣传活动，当中包括

与国内明星和经纪商进行独特合作的CELEB.TRADR计划。CELEB.
TRADR利用游戏化的方法来让参与者熟悉交易程序，并且以互

动和充满娱乐性的方式来教育他们。其他活动还包括了麦考利

资本证券行的“凭单英雄”，联昌国际的“东盟股票挑战”和肯纳

格的“第二肯纳格交易所交易挑战”。

自BursaMKTPLC推出之后，这个平台在截至2015年12月杪为止共

获得了46万唯一访问者人次和59%的回头率。共有29名经纪商

成为BursaMKTPLC的伙伴，以此提供投资建议和设施，进而为

我们的投资者创造促进他们进行研究和教育他们如何交易的良

好环境。鉴于旗下超过2万1千900份研究报告的浏览次数超过

160万次，BursaMKTPLC已然成为其2万9千800注册用户。

另外，我们也在这一年里通过诸如马来西亚交易所年轻投资者

俱乐部，以及衍生产品日和马来西亚交易所教育工作坊等活动

来进行例常的散户交流活动，而这些活动证明可成为提高金融

知识和投资者认知的有效交流渠道。我们也与非传统投资群体

互动，例如举办目标为马来西亚女性的钻石俱乐部等活动。

总体来说，在配合本身伙伴的情况下，马来西亚交易所与散户

进行了238次的交流活动并接触到全国各地超过3万人。

接触机构投资者

马来西亚交易所每年与本身的机构投资者展开大量的交流活

动，籍此来宣传本身市场和产品，以及教导本身的投资者有关

市场产品的资讯。我们同时也通过这些交流活动来建立与世界

各地的伙伴之间的联系，和吸引新的参与者进入我们的市场。

我们每年都举办年度活动，诸如作为旗舰活动的“投资马来西

亚吉隆坡”。这项活动展示了我们的资本市场多元化和向全球

的投资群体推荐本身的上市公司和区域冠军。我们也为本身的

衍生产品市场举办类似的交流活动，诸如食用油业者的主要活

动之一“棕油与月桂油价格展望汇报会与展览会”。

我们在2015年内联合举办了首个东盟资本市场首席执行员峰会 

ASEAN	Capital	Market	CEO	Summit	 (“ASEAN CAP 10”)，将区域十个

资本市场中的主要利益关系人聚集起来，一起探讨为区域内所

有人共享繁荣富强的途径。东盟对全球投资者来说依然是其中

一个最振奋人心的新兴市场投资据点，但若要让所有的契机呈

现出来，区域内就必须加紧协调与合作。这项峰会是作为投资

者，交易所经营者和其他利益关系人一起讨论和提出区域性课

题的平台。

接触外国衍生产品交易商

随着美国商品期货委员会CFTC批准让马来西亚衍生产品交易所

成为其中一家境外交易所，我们的交流团队在美国展开多项巡

回活动，以吸引可以直接进入这个市场的新市场参与者。在完

成这些活动后，交易所聘请了8名来自于美国的新市场参与者

通过芝加哥商业交易的Globex电子平台交易马来西亚交易所衍

生产品合约。

马来西亚交易所

3万人
接触到全国各地超过

马来西亚交易所  •  2015年常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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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交易所在2015年

加强创业板
上市结构

推出本身的
永续框架

马来西亚交易所

推出新服务与产品

创新是马来西亚交易所的首要任务，而我们也不断地与本身的

伙伴进行合作以为本身的市场推出新产品和服务。此举是放眼

为我们现有的市场参与者带来更广泛的可交易替代品和改善他

们与市场方面的互动情况。

在2015年内，我们提升了马来西亚交易所LINK基础建设来为用

户们提供新服务。这个已被提升的系统合理化商业程序并推出

了新功能，诸如通过网络浏览器而非从特定的数据库客户方面

进行数据传送。全新的系统也运用网络上市应用程式和网络咨

询管理方式来协助马来西亚交易所为本身的利益关系人提供更

好的服务。

我们也在2015年内推出了BSAS方面的保有期定价机制。这项全

新定价结构的推出推动BSAS的更广泛使用，并成为这个平台的

交易价值出现显著增长的部分原因。

至于新产品方面，我们在2015年内推出了两项交易型开放式基

金，即MyETF	 MSCI	 SEA	 Islamic	 Dividend和MyETF	 Thomson	 Reuters	
Asia	 Pacific	 ex-Japan	 Islamic	 Agribusiness，并发行了一项名为Al-
Salam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的房地产信托基金。

为未来进行建设

在2015年内，我们继续落实用于未来加强交易所的措施。通过

这项做法，我们希望在掌握大多契机的同时也让本身的市场更

具有伸缩性。我们为未来进行建设的努力，也必须考量到市场

在发展与趋势方面的需求。我们在2015年为未来进行建设的首

要任务是专注于改善创业板市场的上市结构和为本身的市场加

强永续生态系统。

加强创业板上市结构和吸引中小型企业进入这个市场

我们的市场利益关系人所面对的其中一项挑战，是在推出新产

品或获取上市资格方面经常面对冗长的等待。我们承诺在不

影响本身风险策略的情况下尽量地精简化有关的程序。2015年
内，我们通过举办遴选中小型企业的交流活动，专注于吸引更

多中小型企业参与我们的市场。

中小型企业在马来西亚经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成为本地

商业界的显著代理人。交易所相信本身可扮演关键的角色，来

支持中小型企业发展以让它们展现成长潜能，并进一步成为全

方位的上市公司。在2015年内重估创业板市场结构的举动是为

精简化上市程序，以此协助中小型企业通过债券或股票融资的

方式进入资本市场。通过这项措施，我们积极培养可在未来为

市场的活力和多元化作出贡献的下一代上市公司。

与外国伙伴建立联系

马来西亚交易所在2015年内与中国的大连商品交易所签署合作

协议，以便在产品研究与发展方面进行紧密合作。如此即可让

我们的市场推出新的衍生产品，进而在国内和通过本身的全球

分销渠道带来更高的投资者购兴与参与度。

培养永续

现有波动的经济条件，显示出永续市场的重要性。尽管我们已

在逾十年前启动了本身的永续计划，但2015年的活动依然可圈

可点，因这些活动让我们的永续计划更具包容性，并且加强了

我们的核心框架。

首席执行员献辞 
与管理层研讨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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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至1亿9千860万令吉

扣除税务与少数

增至2亿零640万令吉

扣税后盈利

股东权益后盈利(PATAMI)

在永续逐步在我们的上市公司内扎根之际，我们相信必须将永

续的议程带往另一个阶段，以保障我们的上市公司和本身市场

的长期可视度。

在2015年内，我们为永续采取了四管齐下的策略：

•	 通过我们的旗舰活动，即东盟CAP10	 (“ASEAN CAP 10”)永续

系列和永续座谈会，来展示我们的永续宏愿和目标。

•	 为上市公司推出全新的永续汇报指南和六个解决方案， 

以促进他们业务下的永续实践。

•	 通过签署联合国永续交易所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stock	
Exchange (“UNSSE”)的措施，我们承诺落实最佳永续实践。

•	 通过富时社会责任马来西亚交易所指数 (FTSE4Good  
Bursa Malaysia Index)和环境，社会与治理准则(Environment, 
Social & Goverment “ESG”)，改变上市公司在永续方面营运

与汇报的方式。

我们认为永续是不断进行的工作而非一项成就。因此，我们将

会在未来继续加强本身的永续实践。我们也很骄傲地宣布，我

们是本区域内首个发展永续框架的交易所，而我们也放眼维持

这样的竞争优势。

在充满挑战性条件下的 
永续财务表现

交易所的扣除税务与少数股东权益后盈利，从一年前的1亿9千

820万令吉增长至1亿9千860万令吉。我们的成本收入比率维持

在46.2%，而股本收益则稍微改善至25.6%。

财务摘要
2015

百万令吉
2014 

百万令吉 % 波幅

营业收入 487.7 471.3 +3%

其他收入 30.8 32.5 -5%

营运支出 (239.8) (232.0) +3%

除税前盈利 278.7 271.8 +3%

所得税开销 (72.3) (67.8) +7%

扣税后盈利 206.4 204.0 +1%

少数权益 (7.8) (5.8) +35%

扣除税务与少数
股东权益后盈利 198.6 198.2 +0.2%

财务比率 2015 2014 波幅

成本收入比率 46.2% 46.1% +0.1 巴仙点

股本收益 25.6% 25.4% +0.2 巴仙点

营运收入增长受非证券交易收入所推动

2015年的营运收入从2014年的4亿7千130万令吉增长3%至4亿8
千770万令吉。这主要是受到非证券交易收入的显著成长所推

动，而2015年的证券交易收入则下降3%至2亿3千300万令吉。

另外，来自于衍生产品市场和伊斯兰资本市场的收入贡献则分

别增长22%和69%，至8千610万令吉和1千680万令吉。

首席执行员献辞 
与管理层研讨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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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收入因国内散户和机构投资者的交易参与度减少而下

降，但更高的外国投资者参与度部分抵消这一方面的影响。另

外，衍生产品市场中的原棕油期货和富时马来西亚综合指数期

货更高的交易购兴，以致日均合约数量上升13%至5万7千157
份，而BSAS也面对同样的情况，而这是受到伊斯兰合约的转换

活动和保有期定价机制的意识日渐上升的情况所提振。

来自于非证券市场的贡献出现增长对我们来说是一项正面信

号，证明了我们极力发展这个商业部分是行得通的作法，而我

们对它们在未来提高本身贡献的预期深表乐观。

营运开销方面显示增长受到控制

马来西亚交易所在2015年的营运开销增长3%至2亿3千980万令

吉，主要是受更高的员工成本所影响。我们依然承诺维持本身

的人才策略，让我们留住最高素质的员工，以此作为马来西亚

交易所成为高绩效组织的部分计划。

我们也在2015年内支付了更高的服务费(增长22%至2千240万令

吉)，因受更高的衍生产品合约交易量和相对较低的令吉兑美元

汇率所影响。另外，我们也在2015年内录得较低的折旧与维修

成本，因我们在2014年更换本身的衍生产品订单管理系统。包

括专业费用、管理与杂费在内的其他开销项目在2015年内出现

增长，因我们持续地提升本身市场的能力。

回馈我们的股东

考量到我们的财务表现以及未来的营运条件之后，马来西亚交

易所董事会提议向本身的股东派发每股18仙的末期股息，而这

有待即将在2016年3月份举办的常年股东大会上获得批准。一

旦获批，马来西亚交易所在2015年内所派发的股息总额将达到

每股34.5仙，相等于4.1%的派息益率。

各组别的业绩表现

受到充满波动性的市场条件所影响，来自个别市场的贡献在

2015年内表现参半。尽管2015年的证券市场交易量呈现下降，

衍生产品市场和伊斯兰资本市场的交易量增幅却出现显著增

长。非证券交易收入的增长进一步展现出我们的市场多元化，

因投资者和市场人士即便在整体市场呈现跌势之时，依然可寻

找到替代产品和其他选项的价值。以下的图表提供我们的市场

财务表现的面貌：

2亿7千880万令吉
除税前盈利

57,157
日均合约数量上升至

各组别盈利
2015

百万令吉
2014

百万令吉 % 波幅

来自以下组别

的盈利/(亏损)：

证券市场 285.7 294.3 -3%

衍生产品市场 51.2 40.8 +25%

伊斯兰资本市场 11.8 5.4 +120%

交易所持股 

(Exchange Holding) (8.9) (8.9) 0%

各组别盈利总额 339.8 331.6 +2%

日常开支 (61.0) (59.8) +2%

除税前盈利 278.8 271.8 +3%

份

13%

首席执行员献辞 
与管理层研讨与分析

马来西亚交易所  •  2015年常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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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组别收入

2015
百万令吉

2014
百万令吉 % 波幅

交易收入 233.1 239.1 -3%

上市和发行机构服务 52.7 55.8 -6%

存票服务 38.4 35.4 +9%

市场数据 25.7 24.0 +7%

会员服务和连线 12.9 13.6 -5%

会议收入 - 0.2 -100%

总额 362.8 368.1 -1%

市场波动影响交易情绪

2015年内来自于证券市场组别的盈利贡献从2014年的2亿9千430
万令吉下降3%至2亿8千570万令吉，因充满波动性的市场条件

影响了交易活动。营运总收入从一年前的3亿6千810万令吉下降

1%至3亿6千280万令吉。

交易收入下降3%至2亿3千310万令吉，因受场内交易和直接商

业交易所带来的日均价值从22亿令吉同比下降4%至21亿令吉所

影响。至于场内交易方面，外国投资者参与度占日均总价值的

比例从一年前的24%增长至27%(5亿令吉)。从马来西亚交易所的

上市和发行机构服务中所获得的收入从2014年的5千580万令吉

下降6%至5千270万令吉，因受2015年内大型首次公开售股活动

和企业活动减少所致。

正面来说，来自于存票服务和市场数据的贡献分别上升9%和

7%，至3千840万令吉和2千570万令吉。这些收入来源的贡献，

分别归功于中央存票系统的托管费收入提高和市场数据订户数

量增加。

FBM KLCI在2015年内处于低位浮动，并在2015年8月份创下1503.68点的多
年新低。尽管如此，FBM KLCI随后出现回升并以1692.51点收关。

组别盈利和营运赚幅

294.3

77.3

256.8

73.6

285.7

76.1

日均价值-场内交易与直接商业交易
和FBM KLCI

2.1

1,692.51

2.1

1,866.96

2.2

1,761.25

新上市数量和融资数目

14 24.3

18

22.5
11

21.2

组别盈利
(百万令吉)	

营运赚幅(%) 日均价值-场内
交易与直接商业
交易(十亿令吉)

FBM	KLCI 新上市数量	 从首次公开售股活动和
次级市场中所募集的资
金(十亿令吉)

2013 2013 20132014 2014 20142015 201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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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与高级管理层谨启

首席执行员献辞 
与管理层研讨与分析

证券市场



9

创业板上市

上市活动所募集的资金总额

上市公司市值总额

9千770万令吉

3亿6千830万令吉

4
上市数量

教育与交流
国内外个别散户活动

参与其中的散户总人数

153项

逾2万3千220人

建立永续社区

作为马来西亚交易所将永续价值纳入本身推广活动中的整体努

力之一部分，马来西亚交易所的证券市场推广措施大致上可归

纳为三个组别。

教育与交流

马来西亚交易所相信，若要达致建立起涉足所有利益关系人的

包容性永续框架的宏愿，教育将依然是当中的重要专注点。长

期永续需要所有利益关系人在为投资作出抉择方面展开合作。

当中，与年轻散户进行交流尤为重要，因他们代表着下一代投

资者的支柱。

诸如马来西亚交易所年轻投资者俱乐部和马来西亚交易所教育

工作坊等活动，证明可成为提高金融知识和投资知识水平的有

效交流渠道。

另外，马来西亚交易所也不忽视非传统投资群体。我们联合经

纪商举办钻石俱乐部，把目光放在身为国内大多银行存户的马

来西亚女性身上，以冀可让国内资金流动从存款转变成为投

资。

在本身教育计划无疑可创造出一个更具活力市场的当儿，我们

相信这些计划也可代表一份重要的社会责任。通过本身教育活

动，我们推动和促进社会作出更佳的财务抉择进而使其在未来

更具有财务永续。

马来西亚交易所连续第二年成为东盟最大融资市场

充满波动性的市场，并不影响上市公司以马来西亚作为它们在

东盟区域中进行融资的首选市场的念头。在2015年内，通过首

次公开售股活动和次级市场所募集的资金总额达到212亿令吉。

尽管2015年的上市数量从前一年的14项减少至11项，通过第一

级以及次级上市活动分别募集到的41亿令吉和171亿令吉，足

以让马来西亚交易所成为了东盟区域中主要的股票资本融资据

点。2015年内的重要上市活动包括马拉卡机构有限公司和双威

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两者分别募集了27亿令吉和5亿令吉。

马来西亚交易所在配合其他利益关系人为中小型企业展开上市

活动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共有130家国内外公司出席了2015
年内举办的首次公开售股汇报活动。

重估创业板市场结构来提振中小型企业的上市活动

马来西亚交易所在2015年内对本身的创业板市场结构进行重估

并作出调整，此举预计可带来更多的中小型企业上市活动。我

们进行了多项的措施，当中包括与有潜能涉足现有债券或股票

融资平台的个别中小型企业进行接触。

通过时间和足够的支持，我们相信这些中小型企业中的一部分

将能够崛起成为全方位上市公司，并且将在未来为马来西亚资

本市场的活力和多元化作出贡献。

首席执行员献辞 
与管理层研讨与分析

证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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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永续议程

我们举办了多个工作坊和研讨会来教导上市公司和利益关系人

有关永续实践的好处。我们与上市公司和机构投资者之间的交

流，放眼创造实践的调整和达致环境，社会与治理准则最佳实

践方面的预期，籍此创造以永续为主导的生态环境。我们将在

2016和来年内继续加强和多元化本身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交流活

动。由政府专用基金经理人Valuecap私人有限公司推出的马来西

亚ESG机会基金，象征着投资者对环境，社会与治理方面的意识

不断增长。 

加强市场参与度

市场参与度的阔度与深度，是维持交易所健全的关键。就此，我

们自10年前启动本身的推广活动以来就不断延续至今。

我们持续利用本身已有的交流渠道，当中包括投资马来西亚和本

身建立在日本和泰国的“穿越马来西亚”措施来接触新的利益关系

人。此外，本身结构凭单和证券借贷的投资者参与度提高，进一

步加强了我们的市场参与度。

新市场参与者的加入，让我们的交易所变成了一个更具活力和多

元化的交易枢纽。在机构投资者以及市场参与者方面，马来西亚

交易所在2015年内接触了1千200家不同的机构

市场发展措施

在2015年内加强市场结构的措施专注于通过多项加强活动来提

高交易方面的活力。这些措施包括：

•	 促进结构凭单的发行与交易

•	 促进证券借贷，以此推动受管制卖空活动

为了宣传结构凭单，我们推出了多项上市费用奖掖，如此带动

了多项指数凭单的上市活动，进而提高了马来西亚的结构凭单

交易活动多元化。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努力致使结构凭单在2015
年的交易活动出现增长，而市场的波动性也让结构凭单成为了

投资者青睐的产品。在截至2015年12月31日为止，新结构凭单

的上市数量从2014年的546项，增长18%至644项。另外，同期的

指数凭单的上市数量则从33项增长近4倍至160项。

投资者在证券借贷市场方面的参与度也在2015年内出现增长，其

借贷总额从2014年杪的24亿令吉激增至77亿令吉。另外，受管制

卖空交易价值则从2014年的27亿令吉增长近3倍至95亿令吉。

前进之路

配合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 (CPMI)和证券委员会国际组

织(IOSCO)联合发展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PFMI)的按金部分

第6原则，我们放眼在2016年内推出本身的新股票按金框架 

Equities	Margining	(“EM”)。这个框架EM可让我们的市场基础设施在

面对交易结算参与者出现违约之时获得进一步的保障，同时也

可加强我们的市场稳健性，整合性和能力。

另外，随着2015年内推出本身的汇报指南和解决方案之后， 

马来西亚交易所计划与上市公司展开更多有关永续的交流 

活动。在与上市公司启动合作以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永续整体目

标的同时，我们的下一步是要为报告提呈者，首席执行员以及

董事会成员举办相关活动，以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本身在公司内

部推动永续的角色。

马来西亚交易所  •  2015年常年报告

董事局与高级管理层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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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执行员献辞 
与管理层研讨与分析

衍生产品市场

所有衍生产品合约的交易量在2015年内写下新纪录，日均合约总数从
2014年的5万零654份增长13%至5万7千157份。更高的交易量是受到有关
商品和FBM KLCI的价格波动情况所推动。

组别盈利和营运赚幅 外国与国内投资者参与度 

40.8
45.744.1

50.3 51.2 50.1

43.5

196.5

38

62

42

58

39

61

2015
百万令吉

2014
百万令吉 % 波幅

交易收入 86.1 70.6 +22%

市场数据 7.8 7.1 +10%

会员服务和连线 0.3 1.9 -86%

会议收入 5.8 6.2 -5%

总额 100.0 85.8 +17%

衍生产品市场组别收入 衍生产品交易活动受波动性的商品价格所推动

衍生产品市场的组别盈利从2014年的4千零80万令吉增长25%至

5千120万令吉，而营运收入则从一年前的8千580万令吉增长17%
至1亿令吉。

这项增长归功于更高的交易收入。在这一段时间内，原棕油期

货和富时马来西亚综合指数期货的合约交易量分别从1千零20万
份和220万份，增长8%和39%至1万100万份和300万份。另外，

原棕油期货和富时马来西亚综合指数期货方面较高的按金需求

所带来的担保与抵押品管理费增加，及较高的未平仓量则带动

营运收入的增长。

相反的，会员服务和连线方面的收入则下降了86%，因受到衍生

产品订单管理系统于2014年更换的情况所影响。自2015年2月杪

开始，经纪商的作业转移至个别获得授权的订单管理系统。

50.7
196.4 57.2

230.4

17%

9%
15%
21%16%

7%

组别盈利
(百万令吉)	

营运赚幅	(%)

日均合约数量	
(’000)

未平仓量	(’000) 外国投资者

参与度	(%)
国内投资者

参与度	(%)

原棕油价格波
动率

富时马来西亚
综合指数波
动率

日均合约未平仓量和波动率

2013 2013 20132014 2014 20142015 201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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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执行员献辞 
与管理层研讨与分析

衍生产品市场

交易商善用商品与价格的波动性

由合约总数创下历史新高的原棕油期货和富时马来西亚综合指

数期货引导的衍生产品购兴，在8月份的两天内突破10万份合约

关口。衍生产品市场的交易量在2015年8月份写下了历来单月最

高的亮丽成绩，其成交的合约总数高达141万1千176份合约。

建立永续社区：与我们的利益关系人进行沟通与交流

马来西亚交易所持续地优先重视新本地专才的聘用，即专业的

衍生产品交易商以本身的户头进行交易，以此为衍生产品市场

建立更具有活力的交易环境。本地专才就衍生产品的数量和交

易参与度而言，多年来与交易所一起成长。我们在2015年内聘

用了34位新本地专才，使活跃的本地交易商总数增至167位。

教育与交流

我们的交流团队在国内外的活动当中进行了多项教育与网络联

系活动，共接触到1万5千920人和1千286家机构。

衍生产品交易活动对一些投资群体，特别是较年轻一代来说依

然是相对较新的概念。我们利用2015年棕油与月桂油价格展望

汇报会与展览会，2015年黄金与贵金属价格展望座谈会和2015
年金融市场展望汇报会等年度活动和汇报会，与交易群体建立

网络联系和更好的沟通。这些与多种利益关系人的互动，是建

立永续市场和有助交易所更好地了解利益关系人需求和关注的

关键。

教育与聘用

所聘用的
新本地专才 34位
2015年内的 
活跃本地专才 167位

逾60场
所举办的 
衍生产品日 
活动数量

市场发展措施

马来西亚衍生产品交易所获得美国商品期货委员会批准，成为

拥有市场直接连线功能的其中一家境外交易所，对马来西亚交

易所来说是一项重要里程碑。此后，马来西亚衍生产品交易所

在美国的授权会员和其他参与者将可通过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

Globex电子平台交易马来西亚衍生产品交易所的产品。

这对于希望交易棕油期货的美国交易商来说尤为吸引，因以令

吉计价的原棕油期货是商品方面的全球指标。我们高兴地看

到，8位来自于美国的新交易客户在2015年内加入成为我们的伙

伴。

马来西亚衍生产品交易所在2015年9月份荣获亚洲期货与期权世

界大奖中的“年度最佳新兴交易所”奖项。这个奖项获得美国商

品期货委员会(“CFTC”)的认可，确认了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具备

有组织性交易所的条件和在市场整合性和客户保障方面采用适

当的实践。

前进之路

马来西亚交易所寻求成为欧洲市场基础设施监管规则(EMIR)之下

的第三方中央交易结算所(TC-CCP)。我们已向欧洲证券与市场管

理局(ESMA)提呈相关建议书。一旦获批成为第三方中央交易结

算所，我们将可让欧盟区域内的衍生产品交易商以本地的市场

作为所有交易活动的据点，对马来西亚交易所的衍生产品合约

进行交易。第三方中央交易结算所的身份与获批成为境外交易

所的情况相似，皆意味着可显著扩大业务的市场范围。

另外，我们也通过本身将结算参与者和交易参与者进行脱钩的

措施，放眼吸引更多的交易参与者进入我们的衍生产品市场。

此举将可扩大市场的参与者级别，进而将我们的市场向区域进

一步开放。

马来西亚交易所  •  2015年常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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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执行员献辞 
与管理层研讨与分析

伊斯兰资本市场

2015
百万令吉

2014
百万令吉 % 波幅

BSAS交易收入 16.8 10.0 69%

其他 0.6 0.5 8%

总额 17.4 10.5 65%

伊斯兰资本市场组别收入

伊斯兰交易原则和BSAS平台的接受度不断提高推动伊斯兰资本
市场表现

在2015年内，来自于伊斯兰资本市场组别的盈利贡献由2014年
的540万令吉增长逾1倍至1千180万令吉。而营运收入则从2014
年的1千零50万令吉增长65%至1千740万令吉。伊斯兰资本市场

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是由BSAS平台中所取得的交易收入。这

一方面的收入达到1千680万令吉，较前一年增长了69%。

BSAS平台在2015年的日均价值增长121%至152亿令吉。自2009年8月份启
用至今，BSAS经已录得了136%的复合年增长率。在2015年，BSAS中的商
品交易总值从2014年的1兆7千亿令吉增长121%至3兆7千亿令吉。

组别盈利和营运赚幅 BSAS日均价值 在豁免机制下上市的伊斯兰债券  
(Sukuk Listed under Exempt Regime)

组别盈利
(百万令吉)	

日均价值(十亿令吉)营运赚幅	(%) 伊斯兰债券
价值
(十亿美元)

伊斯兰债券数量

5.4

50.3

0.9 13.6

11.8

66.5

3.9

15.2

6.9 34.2
2032.9 20

34.6
22

BSAS交易活动的强劲增长，主要是受到具有储户签订利润分享

(Mudharabah)条件的银行存款变成成本加利润融资(Mudharabah)
合约的转换活动，和保有期定价机制日益获得接受的情况所提

振。

BSAS在2015年内的主要成就包括了：

• 最大单日交易量：2015年12月28日所录得的307亿令吉

• 最大单一交易：2015年1月29日所录得的69亿令吉

• BSAS参与者的不断增长：市场参与者数量持续增长，在

2015年内即增加了16位新的参与者，使参与者数量从2014
年的93位增至109位。国内参与者占了总交易量的88%，而

剩余12%的则归属外国参与者。

BSAS的成就获得“Global	 Islamic	 Finance	 Awards	 2015”的认可， 

使马来西亚交易所获得“Best	 Islamic	 Exchange	 2015”大奖。 

另外，交易所也从“Global	Banking	&	Finance	Review”方面获得“Best	
Islamic	 Finance	 Facilitation	 Platform	 Asia	 2015”大奖。此外，国际金

融群体在2015年的“第10届Islamic	Finance	News	Service	Providers	Poll	
2015”中，评选BSAS为“Best	Interbroker	for	Islamic”。

2013 2013 20132014 2014 20142015 2015 2015

马来西亚交易所  •  2015年常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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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执行员献辞 
与管理层研讨与分析

伊斯兰资本市场

建立永续社区

2015年是伊斯兰资本市场交流活动方面相对活跃的一年，因它

专注于建立区域间桥梁和扩大本身的市场根基。在这一年里，

伊斯兰资本市场与逾7千位独立散户投资者，和逾50家机构进行

直接交流活动。这些机构来自于国内外，大多是涉足伊斯兰金

融业务的潜在发行者，机构投资者以及基金经理。我们的BSAS
交流团队前往约旦、科威特、沙地阿拉伯、阿联酋，新加坡和

文莱等国，以冀可从国际市场招揽新需求。

我们继续通过多项研讨会和活动，与多位散户进行交流。在

2015年内，我们与本身的伊斯兰业务经纪商进行合作，在全国

各地举办伊斯兰教义项目投资与马来西亚交易所散户研讨会。

另外，我们也与策略性代理商，诸如伊斯兰宣教基金会和人民

银行进行合作，极力与投资大众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 

纳闽国际金融交易所的市值

利益关系人交流活动

25 散户
研讨会

7,000	
位散户投资者

50	

机构

市场发展措施

我们通过提供融资以及投资方面的替代市场的方式，极力为马

来西亚资本市场的发展作出贡献。我们的目光依然专注于提升

伊斯兰资本市场的角色，以及提高其产品以及服务的阔度与深

度，以此支持伊斯兰金融业的成长。

在过去的一年内，我们将两项符合伊斯兰教义的全新交易型开

放式基金进行上市：即MyETF	 MSCI	 SEA	 Islamic	 Dividend和MyETF	
Thomson	Reuters	Asia	Pacific	ex-Japan	Islamic	Agribusiness。这两项全

新的交易型开放式基金为投资者带来伊斯兰投资产品中的额外

选项，预计将会吸引寻求指数基金相关产品和回报的投资者。

截至2015年杪，马来西亚交易所共有4项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交易

型开放式基金。

另外，也有一项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房地产信托基金在2015年内

上市马来西亚交易所：即Al-Salam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为

寻求稳健走势以及稳定回报的房地产信托基金投资者提供额外

选项。在这项房地产信托基金上市后，马来西亚交易所共有4项
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房地产信托基金。

在伊斯兰债券市场方面，马来西亚依然维持其作为全球领导者

的身份。在2015年内，共有4项伊斯兰债券通过免税机制进行上

市：

i.	 PETRONAS	Global	Sukuk	Ltd	
ii.	 Malaysia	Sovereign	Sukuk	Berhad	
iii.	 Axiata	SPV2	Berhad
iv.	 Hong	Kong	Sukuk	2015	Limited

至于纳闽国际金融交易所方面，其在2015年内的总市值，从一

年前的239亿美元增长14%至273亿美元。我们同时也看到传统和

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投资产品在上市后的价值出现增长，其增长

幅度分别达到9%和24%。

前进之路

伊斯兰资本市场在过去数年内带来了可观的成长动力，而我们

希望通过如此的动力来宣传伊斯兰产品作为传统投资产品的替

代品。值得一提的是，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指数在过去5年内一贯

地超越富时马来西亚综合指数以及其相应传统指数的表现，使

伊斯兰投资产品成为了投资者的诱人增值来源。

放眼未来，伊斯兰资本市场将继续寻求本身的发展机会，并在促

进可支持伊斯兰金融业成长的跨境金融活动中扮演主导的角色。16.7

6.8

23.5

23

9 11 11

24 22

16.3

7.6

23.9

17.9

9.4

27.3
债券市值
(十亿美元)

伊斯兰债券市值
(十亿美元)

2013 2014 2015

债券上市数量

伊斯兰债券上市数量

逾

逾

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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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守市场诚信

鉴于现有充满波动性的市场条件，我们必须重申本身确保公平

且有秩序市场的承诺。我们在这一方面作出积极的努力，是

为了要保护本身市场参与者的权益，并同时确保本身市场的长

期永续。马来西亚交易所的运作，是建立在维护本身市场整合

性的信心基础上。我们也进一步加强本身的微观结构，使之符

合全球最佳实践，以此更好地保护本身的市场结构和市场参与

者。

关于我们发展市场架构的措施的额外详情可参阅我们的常年报

告书2015年第52页。

把握全球脉搏

作为一家区域化和全球化的交易所，我们时刻观察着全球的动

态趋势。为因应时局的变化，我们必须顺应万变，以冀可从中

掌握一切机会和尽可能减少随时出现的风险。

我们加速发展永续框架的举动，展现我们应对全球投资者需求

变化的实例。以下是我们所确认的重要趋势以及需要作出的相

应反应。

1. 投资者对环境，社会与治理的意识不断提高

	 当作出投资决定时考量环境、社会与治理准则的基金资产

管理规模，在过去这些年来已经显著上升。根据欧洲责任

型投资论坛和全球永续投资检讨的数据显示，考量环境、

社会与治理准则的基金的总资产管理规模由2008年的仅7兆
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21兆美元。鉴于这一类基金仅占全球

总资产的1%至2%，因此这类基金的庞大规模料将为交易所

以及发行者带来庞大的商机。

	 同 样 的 ， 于 2 0 1 5年 7月 发 表 的 世 界 交 易 所 联 合 会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WFE”)查结果表明，投资者以公

司的永续实践和政策作为他们的投资决定考量的情况日渐

上升。据有关结果，接受这项调查的39%受访者(56名中的

22名)表示，他们从投资者口中接获到许多有关环境、社会

与治理方面的咨询，而当中的10名更表示这一类咨询有日

趋上升之势。这些数据和报告表明，人们对环境、社会与

治理方面的关注，在全球资本市场参与者当中不断升温。

	 我们通过本身在2015年所落实的措施，展现了本身极力维

护永续的承诺，而我们也计划以此作为未来在环境、社会

与治理方面成为首选区域市场的实例。

2. 新业务与收入多元化

	 证券交易活动向来是交易所过往的核心专注点。而如今，

行业之中的主要发展趋势是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和非交易收

入的成长。证券交易以及相关活动目前依然是马来西亚交

易所收入的主要贡献者，但近年来的重心已放在拓展和推

动来自于衍生产品市场和伊斯兰资本市场的收入贡献。

 另外，行业之中的近期发展趋势也看到交易所逐步将重心

转移到本身的市场数据以及资讯服务业务部分。我们预计

交易所在新业务范围内将更具竞争力，并且可将本身的服

务进行拓展以让客户增值。我们看到交易所在提供这些服

务方面出现了正面的成长迹象，并认为这些服务可成为我

们的重要成长范围。

 未来，马来西亚交易所将继续拓展来自于衍生产品市场和

伊斯兰资本市场的贡献，而同时也将探索新商机和加强我

们的市场数据服务。

3. 日趋全球化的交易和投资

	 日趋全球化的交易和投资又在今年内成为焦点，因为在为

岸外投资者提供上海交易所直接连线服务的“沪港通”，

受到广大投资者的欢迎。2015年也许多关于其他横跨亚洲

交易连线的活动与讨论，例如建议中的台湾交易所-新加坡

交易所连线交易等。

	 就这一点而言，马来西亚交易所持续支持提倡东盟作为

全球投资者其中一项资产级别的东盟交易所措施。在2015
年，马来西亚交易所通过举办首个东盟CAP10峰会，将横跨

本区域的顶级首席执行员聚集在一起探讨东盟经济整合活

动下所带来的商机等方式，宣扬东盟区域的潜能。此外，

交易所也与包括泰国和新加坡在内的东盟国家机构投资者

及散户进行直接交流，讲解马来西亚市场中的投资良机。

首席执行员献辞 
与管理层研讨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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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与机会

对于我们的财务表现来说，近期的最大风险是全球市场的持续

波动性。尽管我们相信这对于我们长期目标的成就来说不会构

成任何重大影响，但商品价格以及令吉汇率的长期劣势或将进

一步削弱投资者以及交易的情绪，进而对我们的收入来源构成

影响。来自于市场的收入贡献减少，也可能影响我们在短期内

创造股东价值的能力。

我们相信马来西亚经济具有强稳基础的稳健性足以应对任何外

来冲击。进一步可加强马来西亚经济的是在支撑市场方面扮演

着重要角色的本地强稳企业界。本地经济持续摆脱对商品的传

统依赖性，并逐步地提升本身的价值链。国民总收入呈现上升

之势，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项正面发展，因这意味着可带来更多

的潜在投资者。

另外，我们也极力确认以及去除与本身监管，管理与市场基础

设施有关的风险项目。马来西亚交易所持续在科技与人才方面

进行投资，以确保我们拥有所需的资源和资本来维持可预视未

来的运作。

东盟：前进的下一步

于2015年10月正式推出的东盟经济共同体，适时地提醒了我们

无需仅在本身的疆土内寻求良机。我们已设下成为东盟跨国市

场的宏愿，并且进行了多项显著的区域与全球活动来实现这项

宏愿。

在本身的策略性目标之中，我们已在多年前设立了将为我们形

成支撑点的可创造价值平台，并持续改善本身市场中的微观与

宏观结构。我们已开始从这些方面释放价值，并且为本身的投

资者展开改善区域性连线的第一步，即通过美国商品期货委员

会(CFTC)批准加强全球连线和参与东盟交易连线。

东盟依然是一如往常的精彩故事，而我们正积极将本身定位为

这个区域的领导者以及跨国市场。为了达致这项宏愿，我们必

须持续专注身为市场营运者和监管者的角色，以及持续贴近国

内，区域和全球投资者的需求。我们将在2016年内持续寻求有

意使用马来西亚交易所作为进入东盟其他地区的门户的新投资

者和市场参与者。

接触数码一代

鉴于超过65%的马来西亚人与互联网进行连线，将本身市场进

行数码化变成了我们意欲进一步提高市场参与度的当务之急。

数码化也可为我们的市场带来更多连线，因此举可让投资者从

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使用到我们的服务和设施。

在2014年内推出的BursaMKTPLC自启用以来便获得了热烈反应，

并且将继续成为我们在未来提供数码服务的支柱。另外，传统

的交流渠道，诸如马来西亚交易所年轻投资者俱乐部等，则将

成为我们向下一代提供教育和宣传投资价值的替代渠道。

最后，我们的数码策略也涵盖了吸引更多来自千禧一代的参与

度，并计划更多地使用社交媒体和其他具有创意的活动，一如

我们通过CELEB.TRADR计划来接触这一个年龄层群体般一样。

前进之路

我们预计充满挑战性的营运环境将会延续至2016年。这样的发

展趋势增强了永续核心意识注入本身营运之中的需要，而我们

也相信本身正采取正确的步骤来确保自身的长期永续。另外，

保障市场整合性依然是我们至关重要的首要任务。

在2016年内，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在这个更充满挑战性的环境下

维持本身的财务表现，并同时执行本身2014年至2016年间策略

蓝图的最后阶段，以进一步扎实我们身为东盟跨国市场的立足

点。我们的基础面依然强稳，并且看到本身对证券交易贡献的

依赖性逐步减低的证明。我们也必须在这段充满波动性的时期

之内，继续以谨慎以及勤奋的方式来管理本身的成本。

与本身的区域同业相比之下，我们相信马来西亚交易所已展现

出充满伸缩性的一面，如此可在状况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吸引

到欲寻求安全避风港的区域投资者。马来西亚交易所持续发展

下的企业监管框架，加上本身在投资者保障方面以及强调永续

的强项护航下，料可进一步提升投资者对于我们市场整合性的

信心。

首席执行员献辞 
与管理层研讨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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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相信马来西亚市场具备吸引投资者的多个特点。举例来

说，马来西亚交易所是一个高股息市场和拥有低贝塔值的抗跌

性市场，由以基本面投资的国内机构所支撑。这些特点让马来

西亚交易所在波动时期之内更为诱人。

我们的近期计划，也将看到我们采取多项措施来加强市场参与

度。另外，配合向基金和投资者创造一个动态生态系统的永续

议程，我们也放眼通过定制研讨会向本地基金，以及向符合道

德的投资活动宣传和推介指定领域，工业和中小型企业。我们

也计划向传统与非传统外国市场中的投资者进行交流，以此宣

传本身的上市公司。

此外，我们也将改善本身与多个中小型企业组织之间的交流活

动，同时也将建立多个公共与私人平台来支持本地中小型企业

和国家关键经济区议程。

交易所也有意跟随本身在过去数年的措施，以此进一步加强本

身市场的永续。在纳入初步框架之后，我们的下一步是寻求更

多的上市公司参与度，并将与上市公司的董事局，首席执行员

和主要管理层展开宣传会议，向他们提供更多的相关指南。

保护股东价值

即便在这一段艰辛时期，我们依然会重申保护股东价值的承

诺。这些与市场背道而驰的挑战并非无懈可击，而我们在多年

前设下的基础设施将可确保我们有能力进行适当地回馈本身的

股东。

我们为本身所设下的计划是一项长远的计划，而这项计划迄今

还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中。尽管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将会作出一些

调整来应对近期风险，但我们依然还是步向成为高绩效组织

(HPO)的正确轨道上。

鸣谢

马来西亚交易所如今已是本区域中的顶级交易所之一，而我们

在包括伊斯兰金融以及永续在内的关键领域中继续领先群雄。

我们必须延续已为本身量身打造的动力，并利用本身在初期所

取得的成功来使我们成为国内外所有利益关系人的价值泉源。

我谨代表马来西亚交易所管理层， 向我们的所有利益关系人表

示感谢，感谢你们给予我们坚定的支持与合作来造就今时今日

的马来西亚交易所。我还要特别感谢马来西亚交易所的所有员

工， 感谢你们不知辛劳地工作和努力地付出来实现我们为本身

所定下的宏愿，而我也借此机会来告知你们，我们离本身的目

标不远了。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时时刻刻保持警惕，因2016年显现的市

场波动性，让我们知道经济条件随时可在任何时候出现改变，

而我们进一步拓展本身业务范围的策略也将会使我们面对更高

的风险机率。尽管如此，我相信通过上下一致团结同心，一切

挑战将可迎刃而解，而我也希望，在我们迈入转型成为东盟跨

国市场的最后阶段之际可继续获得众多利益关系人的支持。

Datuk Seri Tajuddin Atan
首席执行员

首席执行员献辞 
与管理层研讨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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