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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MA 是全球贵金属批 
发市场卓越标准的制定 
机构。
大约 150 个成员，来自 30 多个国家，覆盖贵金属的各个环节，包括采矿、 
精炼、运输、 交易、存储和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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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地位 I 诚信 I 信任
领导地位
LBMA 是全球贵金属市场的代言人，同时也是监管机构、
投资者和客户的联系点。

使命
我们的使命是通过制定标准和发展市场服务，确保最高水平
的诚信、透明度和信任，从而增加全球贵金属行业的价值。 

会员
我们欢迎符合我们标准的人员/组织成为 LBMA 的会员（详
情参看我们的网站 www.lbma.org.uk），帮助一个强有力的
协会促进全球贵金属市场的持续发展和健康，使所有参与
者可以自信地进行操作。

发挥关 
键角色
LBMA 协调市场清算和储存，促进良
好的交易实践，设定金银条质量标
准，编制标准文件，并为机构进入市
场制定客观标准。



立足伦敦影响全球
LBMA 的总部设在伦敦，充分利用格林威治这一时区，汇集来自世界各 
地的矿商、投资者、加工者、ETF、精炼商、制造商、消费者和全球各 
中央银行。这是伦敦成为世界最大的贵金属市场中心的关键。

不过，比地理位置更为重要是，和英镑的结算一样，全球OTC贵金属市 
场中金属的实际结算都在伦敦各地进行。因此，无论市场参与者在世界 
的哪个角落，市场都会遵守LBMA制定的“良好交付”条款和行为里的 
规定和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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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交割
全球贵金属 OTC 市场依赖于金银条的可互
换性支撑该系统。 伦敦金合约交割时，只
接受符合 LBMA 合格交割标准的 金条和银
条。 我们通过维护伦敦合格交割清单， 
为这些金银条制定国际标准。

由于申请者必须满足其严格标准，LBMA 的
合格交割清单认证被全球公认为金条和银
条的质量基准。 全球很多期货交易所还 使
用（经过许可）该清单 确定在他们自己的
市场上 接受哪种金银条。

如果想要进入清单成为认证精炼商，则必须
就市场经营历史、财务状况以及是否能够生
产符合伦敦合格交割 (LGD) 规则所定严格
标准的金银条接受严格检查。 此外，获得
认证前，他们还必须实施 LBMA 的负责任
黄金和/或白银指导规范。 

关于如何成为合格精炼商的全部详细信息，
请参看 LBMA 的 网站 www.lbma.org.uk.

负责任的采购
作为全球贵金属权威机构，LBMA 采用最高
的负责任采购标准。 取得他们认证的关键
是广泛打击洗钱、恐怖主义融资和侵犯人
权，包括最恶劣形式的童工。 金银指导规
范的范围不仅满足，而且超过了冲突矿产
规定。 

这些标准为 LBMA 合格贵金属精炼商制定
了管理系统要求。 他们每年都要接受审
计，并需要公开报告。 

展望未来，LBMA 正扩大该范围，以囊括环
境、可持续性和治理，以及铂和钯涵盖负
责任采购的新指导。

90%
全球黄金年产量中，大约 90% 
来自 LBMA 合格精炼商。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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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贵 金属市场准则
对于全球贵金属 OTC 市场而言，客户信心是个主要问题。 为解决
这一问题，2017 年 5 月，LBMA 发布了首个《全球贵金属市场准
则》（下文简称“准则”），其中规定了一套普遍适用的原则，
内容涵盖道德、治理、风险管理和商业操守等方面，旨在推动全
球市场的诚信和有效运作。 

虽然英国央行并非 LBMA 的会员，但于 2018 年 2 月发表了承诺
声明，因此成为第一个公开承诺遵守该准则的机构。 通过发表该
声明，英国央行向全球展示，它承诺参与贵金属市场时遵守准则
规定的原则。 

参与全球贵金属批发 OTC 市场的所有 LBMA 成员都必须确认遵守
这一准则。

加入 LBMA 
LBMA 的会员分为五种：

• 造市商级会员
• 正式会员
• 会员
• 交流会员
• 准会员

有关如何申请及所需要求的全部详情，请参看 LBMA 的网站 
www.lbma.org.uk

诚信

数据 
2017 年 LBMA 首次公布了 金库库存数据。伦敦各金库所存金银实
物的数量目前为黄金超过 7,500 公吨，白银超过 34,000 公吨。 
仅黄金价值就超过 3000 亿美元。

伦敦各金库所存金银重量相当于下列牛数的重量。
交易报告 将提供三方面的明确优势：

准确呈现 OTC 市场的规模，提高现有和潜在投资的透明度，同时
提高人们对市场流动性的信心。 该数据将于 2018 年在 LBMA 平台 
LBMA-i 上首次公布。

透明

基准价格
LBMA 的全资子公司 Precious Metals Prices Limited 拥有黄金、
白银、铂金和钯每日现货基准价格的知识产权。 

价格的管理和计算由电子拍卖平台上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管理。

10,000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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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LBMA 保持联系

活动
LBMA 会组织各种有领先专家参加的 行业活动， 
其中包括：

贵金属市场年会 通常每年在不同地点举办。 2018 年会
议 将在波士顿举办，前几年 曾在巴塞罗纳、新加坡、
维也纳、上海和东京等地举办过该会议。

每两年会在伦敦 举办一次分析和改善会议， 下次举办
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17-20 日。

推出各种委员会会议和工作组计划， 旨在实现全球 OTC 
市场的繁荣发展。

举办各种社交活动， 促进广大市场参与者 的交流， 
其中包括两年一次的晚宴。

网络研讨会
LBMA 定期举办网络研讨会，让会员了解重要的行业主
题，其中包括法规变动的影响。 

刊物
LBMA 的季刊《Alchemist》包含全球金银市场所有参与
者和观察人士感兴趣的专题报告、分析和文章。

其他刊物包括 《Precious Metals Integrity》（《贵金
属的完整性》） 手册和 《Annual Review》（《年度回
顾》），以及含有会员简介和最新法规信息等内容的定
期通讯。 

市场最新资讯 

LBMA 使会员能够及时了解影响全球贵金属 OTC 市场的
问题，以及未来活动的详细信息。

如希望接收市场最新资讯，请发邮件至  
mail@lbma.org.uk 联系 LBMA。

$3,000 亿
伦敦金库里的黄金用于支撑全球 OTC 市场，目前价值
超过 3000 亿美元。这一数字远远超出肯塔基州诺克斯
堡金库所存的黄金价值，仅次于美国政府的总持有量。



LB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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