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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期货业协会                             3 月 31 日 

 

【总体情况】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结对帮扶方面，已有 116 家期

货经营机构与 255 个脱贫县（乡、村）签署了 510 份结对帮

扶协议。资金投入方面，行业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达 6.45 亿元。

专业帮扶方面，期货经营机构通过“保险+期货”模式为脱贫

地区天然橡胶、玉米、大豆、鸡蛋、苹果、棉花、白糖等品

种提供了价格保障，承保货值约 205.76 亿元；帮助 30 家脱

贫地区企业成为期货交易所交割仓库；为脱贫地区实体机构

或个人提供合作套保、点价、场外期权等风险管理服务方案

126 个，名义本金约 12.98 亿元；累计举办期货专业知识培训

1005 场，参加培训人员累计 60383 人次。消费帮扶方面，通

过消费帮扶的形式共签署 810 个购销合同，商品价值共计约

3957.59 万元。其他方面，期货经营机构录用脱贫地区毕业生

（实习生）共 835 人、残障人士 27 人；在脱贫地区设立分支

机构 7 个、派遣 97 名驻村人员到村到户开展帮扶工作；帮

助脱贫地区相关主体设立网店、电商、网站等销售平台共 147

个。 

 

 

期货行业乡村振兴工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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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信息】  

 永安期货饲料价格“保险+期货”专项助农项目成功结项 

1 月 5 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的指导和支持下，永安期

货 2020年在四川省普格县和甘肃省临夏县实施的饲料价格

“保险+期货”专项助农项目成功结项，项目分别实现了

318%、279%的高额赔付。据了解，普格县和临夏县均为2020

年国家认定的脱贫攻坚挂牌督战县，受疫情和宏观经济环

境影响，玉米和豆粕等饲料原料价格波动给当地养殖产业

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严重影响养殖企业与养殖户的收入和

积极性。其中，普格县项目覆盖农户 3876 户、最终理赔金

额达到 120 多万元，临夏县项目覆盖 2 家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最终理赔金额达到 300 多万元，为两地实现高质量脱

贫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 

 

 渤海期货猪饲料成本指数“保险+期货”助力生猪养殖 

1 月 5 日，渤海期货在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实施的猪饲

料成本指数“保险+期货”项目成功理赔，参保户共获得保

险理赔款 76.49 万元。该项目是在大连商品交易所和郧阳区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渤海期货联合中国人保共同实施。项

目周期为 2020 年 8 月至 12 月，为郧阳区养殖企业及 300

位生猪养殖户（其中已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 50 户）共计

25000头生猪育肥期所需的 2.25万吨猪饲料提供价格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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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安期货兰州猪饲料成本指数“保险+期货”顺利结束 

1 月 7 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的支持下，永安期货实施

的甘肃省兰州市正大猪饲料成本指数“保险+期货”项目顺

利结束。本项目以大连商品交易所猪饲料成本指数为保险

标的，涉及饲料 1.8 万吨，帮助企业锁定饲料成本，最终赔

付 240 多万元。 

 

 多家期货公司推出首批生猪“保险+期货”项目为生猪养

殖保价护航 

1 月 8 日，生猪期货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填补了我

国畜牧期货品种空白。据不完全统计，生猪期货上市首月，

共有 34 家期货公司联合 9 家保险公司及地方政府，自主启

动了 86 个生猪“保险+期货”项目，涉及生猪价格险、养殖

利润险等多种形式，覆盖四川、河南、湖北、湖南等全国 25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部分期货公司生猪“保险+期货”项目开展情况 

期货公司 开展地 

承保现货

（吨） 

保障金额 

（万元） 

项目保费 

（万元） 

赔付金额

（万元） 

大有期货 

湖南省邵阳县 100 270.78 15 17.01 

湖南省汨罗县 65.1 199.72 9.98 11.07 

湖南省安化县 80 216.62 12 13.61 

兴业期货 浙江省象山县 23.5 83.19 4.99 5.74 

华融融达 
河南省尉氏县 150 427.5 13 23.64 

河南省正阳县 128 343.04 3.43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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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本溪市 40 113.4 3.16 8.72 

大连市金普新区 16 48 1.34 7.29 

吉林省德惠市 32 96 2.69 14.57 

华泰期货 河南省淅川县 170 500 18.81 73.71 

南华期货 黑龙江省海伦市 16 49 1 8.37 

申银万国 
江西省吉安县 85 241.06 9.375 10.37 

江西省万安县 85 241.06 9.375 10.37 

永安期货 

广东清远英德市 64 192 4.6 29.14 

四川省崇州市 48 147.26 3.7 25.45 

山东省潍坊市 68.44 210 8.35 36.3 

中信期货 

贵州省修文县 48   139.10 5  5.29  

河北省辛集市 64 174.08 6.77 0 

云南省施甸县 32 80 5 0 

 

 长江期货延长县苹果“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完结 

1 月 8 日，由郑州商品交易所支持，长江期货联合中信

期货、上海东证期货以及中国人保陕西分公司共同开展的

2020 年延长县苹果“保险+期货”全覆盖试点项目最后一批

保单到期，1109 户果农共计获赔 1759 万余元，赔付率达

135%，参保农户每亩增收 876.25 元，进一步巩固了当地脱

贫攻坚成果，拓展了脱贫攻坚途径。 

 

 海通期货“以购代捐”助力乡村振兴 

1 月 11 日，海通期货充分发挥组织优势，着力搭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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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互助桥梁，精准对接黑龙江省桦川县，开展“以购代捐”

活动，购买当地特色农产品桦川大米 14000 斤，总计 95744

元，进一步促进低收入群众稳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事业，

彰显责任和担当。 

 

 民生期货有限公司助力巩固脱贫成果 

1 月 11-12 日，民生期货一行赴山西省临县、广灵县签

订长期帮扶协议，开展巩固脱贫成果暖冬行动，践行社会责

任。在山西省临县玉坪乡李家坡底村，民生期货走访该村部

分已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并捐赠近万元的大米、白面。

参观了当地脱贫支柱产业香菇种植产业园，对他们不畏恶

劣自然环境，发扬愚公移山精神，通过产业脱贫表示钦佩，

并将在香菇种子和销路上尽力予以协助，进一步巩固脱贫

成果。在广灵县，公司一行人参观了剪纸博物馆，代表公司

向剪纸职业培训学校捐赠 1 万元助学资金，表达了公司助

力教育帮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决心。 

 

 永安期货黑龙江桦川玉米收入险项目顺利完成 

1 月 11 日，永安期货参与实施的黑龙江省桦川县玉米

“保险+期货”收入险试点项目顺利完成。项目涉及玉米种

植面积 41.84 万亩，折合现货量 23.43 万吨，为 4417 户农

户（已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 473 户，占比 10.71%）提供每

亩 909.44 元的收入保障，保险保障金额达 3.8 亿元。该项

目在传统“保险+期货”模式基础上，引入银行融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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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参保的 297 户农户提供近 1500 万元的农贷服务，打造了

“保险+期货+银行”的创新试点模式。 

 

 盛达期货消费帮扶助力安徽太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1 月 12 日，盛达期货消费帮扶采购安徽省太湖县谷尖、

山茶油、蜂蜜、葛根粉、干香菇等特色优质农产品共计 5 万

元，助力当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据了解，自 2020 年与太

湖县签署结对帮扶协议以来，盛达期货坚持持续开展对太

湖县的帮扶工作。 

 

 海通期货广西上思白糖“保险+期货”项目实现赔付 

1 月 13 日，由郑商所支持，海通期货联合太平洋产险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开展的白糖“保险+期货”项目第

二期到期，实现赔付 29 万元，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实现赔

付 56 万元。该项目分三期入场，保费 125 万元，总保险金

额均逾 0.5 亿元，涉及糖料蔗种植面积 1.2566 万亩、白糖

现货 1 万吨，保障农户 429 户，其中 43 户为已脱贫建档立

卡贫困户。 

 

 建信期货积极开展消费帮扶 

1 月 13 日，建信期货开展消费帮扶，通过“以购代捐”、

“以买代帮”方式采购结对帮扶地区农副产品，采购总金额

11.63 万元。其中，采购安徽太湖县猪肉 4.04 万元，采购河

南桐柏县香菇、木耳合计 3.4 万元，采购陕西安康地区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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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枣夹核桃合计 4.2 万元。 

 

 永安期货山东嘉祥大豆收入险项目顺利完成 

1 月 13 日，永安期货参与实施的山东嘉祥县大豆“保

险+期货”收入险试点项目顺利完成。项目覆盖大豆种植面

积 98883 亩、现货 20676 吨，参保农户 6902 人（其中已脱

贫建档立卡贫困户 81 人），项目也是连续第二年在嘉祥县

实现大豆县域全覆盖。项目实现赔付 181.58 万元，在 2020

年嘉祥县部分地区受灾的不利情形下，有效防控了农户生

产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保障了农户的根本利益。 

 

 甘肃礼县 2020 年苹果“保险+期货”项目完成理赔 

1 月 21 日，由协会牵头发起，永安期货、中信期货、

上海东证期货、方正中期期货、海通期货等行业机构联合承

做的甘肃省礼县苹果“保险+期货”贫困户全覆盖精准帮扶

项目顺利完成赔付。项目覆盖当地 6 个乡镇、30 个行政村

的 693 户已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涉及苹果种植面积 7223

亩，最终实现赔付 531.3 万元，赔付率 124.9%，户均增收

7667 元，对保障礼县实现高质量脱贫目标、全面推进乡村

产业振兴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金元期货在陕西省延长县开展消费帮扶 

1 月 22 日，金元期货积极响应行业号召，在陕西省延

长县等地以消费帮扶形式投入帮扶资金 6 万元。其中，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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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陕西省延长县特色农产品共计 2 万元，购买江西省赣州

市特色农产品 1.06 万元，购买江西省萍乡市特色农产品

2.94 万元。据悉，近年来，金元期货已多次开展消费帮扶活

动助力低收入人群脱贫致富。  

 

 道通期货在结对帮扶地区开展消费帮扶 

1 月 25 日，道通期货积极响应协会发出的《关于加大

消费帮扶力度助力结对帮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倡议》，分

别在甘肃省礼县、陕西省延长县采购苹果、木耳、核桃等农

特产品，采购金额合计 20878 元。此次消费帮扶为员工福

利采购，员工收到产品后反映良好，公司同时将协会倡议发

到公司群，鼓励员工本人自行采购并推荐亲朋好友采购。 

 

 弘业期货生猪“保险+期货”价格险项目正式出单 

1 月 28 日，弘业期货携手中华联合保险辽宁分公司与

铁岭连生种猪场达成合作协议，为其价值超过 163 万元的

534 头生猪提供价格保障服务。为扩大覆盖范围，提高项目

影响力，保费由猪场和弘业期货各出资 50%。 

 

 中信建投期货赴重庆万州区开展产业帮扶和党建结对工作 

1 月 28 日，中信建投期货赴重庆市万州区罗田镇梓桐

村开展产业帮扶和党建结对工作。中信建投期货实地参观

了该村仿生铁皮石斛基地，并捐赠 5 万元助力基地管理房

设施建设。为筑牢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的基础，中信建投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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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梓桐村签订了《党建共建协议书》，并开展了 2021 年第

一次党建共建学习活动。 

 

 申银万国期货猪饲料成本“保险+期货”项目顺利结项  

1 月 29 日，申银万国期货承做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

市猪饲料成本“保险+期货”试点项目顺利结项。在广西农

业农村厅与人保财险广西分公司的大力支持下，申银万国

期货及其子公司申万智富衍生品团队结合养殖企业广西农

垦永新畜牧集团金光有限公司的饲料采购、成本管理需求

和投保期限，优化对冲方案设计，在降低保费、增加承保规

模的同时最大限度提升赔付率，最终实现赔付 214.69 万元，

赔付率达 230.86%。 

 

 大地期货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完成理赔 

1 月 31 日，大地期货在云南省孟连县和海南省定安县

实施的 2020 年天然橡胶“保险+期货”帮扶项目顺利完成

理赔。项目为云南、海南两地 9326 户胶农种植的 12 万余

亩天然橡胶提供价格保障，其中云南孟连 5876 户，海南定

安 3450 户，保险保障金额超过 4000 万元。大地期货因地

制宜，在孟连县项目中引入“订单+”模式，在定安县项目

中采用逐日理赔，最终实现赔付达 186 万余元。 

 

 花生“保险+期货”项目上市首日多点开花 

2 月 1 日，花生期货在郑州商品交易所挂牌上市。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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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的上市，实现了传统产业与资本的对接，既是践行期货

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新举措，也是期货市场服务“三农”、

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据不完全统计，上市首日，有 16

家期货公司联合 5 家保险公司及地方政府，自主启动了 26

个花生“保险+期货”项目，覆盖河北、河南、山东、辽宁、

广东全国 5 个省，保障量达 4000 多吨。 

部分期货公司花生“保险+期货”项目开展情况 

期货公司 开展地 

承保现货 

（吨） 

保障金额 

（万元） 

项目保费 

（万元） 

广发期货 河南省桐柏县 232.5 166.77 5 

国信期货 河南省汝南县 477 310.05 10 

上海中期 

河南省汝南县 557 571.59 11.66 

辽宁省北票市 250 252.25 5.2 

河北省大城县 200 205 4.18 

河北省大名县 100 102.5 2.09 

中融汇信 辽宁省铁岭县 159 156.87 5.2 

中信期货 
河南省正阳县 100 101.6 2.309 

山东省滕州市 100 89.833 2.611 

 

 国海良时期货赴三江县开展乡村振兴调研活动 

2 月 1 日，国海良时期货赴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

治县高基乡江口村开展乡村振兴调研活动。调研人员与江

口村第一书记、村两委成员召开座谈会，深入了解江口村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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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成果及面临困难，并参观了公司捐建的江口屯码头项目

建设情况，走访了因疫情原因子女未返乡过年的部分村民，

帮助他们纾困解难。调研当日，国海良时期货还在江口村举

办了“保险+期货”服务乡村振兴培训班，20 余人参加了培

训。 

 

 东海期货获“资本市场服务贵州脱贫攻坚突出贡献奖” 

2 月 5 日，由贵州证监局主办、贵州证券业协会承办的

“资本市场服务贵州脱贫攻坚先进单位表彰会”在贵阳举

行，东海期货获“资本市场服务贵州脱贫攻坚突出贡献奖”

殊荣，成为获得该奖的 10 家公司之一。截至 2020 年 12 月

底，东海期货的扶贫足迹遍布于陕西延长县、河南洛宁县、

安徽太湖县、新疆麦盖提县等 22 个脱贫县，累计投入帮扶

资金达 950 余万元。下一步，东海期货将继续不忘初心，

将企业公民理念贯穿日常经营，持续关注各结对帮扶地区

的实际需求，以专业精神、优质服务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天风期货云南勐腊橡胶、白糖“保险+期货”项目完成理赔 

2 月 7 日，由天风期货联合中国人保实施的云南省勐腊

县天然橡胶、白糖“保险+期货”助农项目完成理赔，顺利

结项。项目总保费 100 万元，全部由天风期货以帮扶款方

式捐赠。其中，天然橡胶项目覆盖 250 户已脱贫建档立卡

贫困农户，承保橡胶种植面积 5000 亩、现货 500 吨，保费

59 万元，实现赔付 40.78 万元；白糖项目覆盖 180 户已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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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建档立卡贫困农户，涉及甘蔗种植面积 3125 亩、白糖现

货 1500 吨，总保费 41 万元，实现赔付 17.85 万元。 

 

 华鑫期货在多地开展消费帮扶 

2 月 8 日，华鑫期货积极响应行业号召，通过“以购代

捐”“以买代帮”的方式在江西省赣县、莲花县、兴国县，

陕西省延长县以及云南省武定县等多地开展消费帮扶，共

计投入 16.53 万元购入当地特色农产品，并积极向股东单

位、兄弟单位推荐宣传优质农产品，帮助脱贫地区企业和群

众脱贫增收。 

 

 永安期货甘肃天水苹果“保险+期货”项目第一期顺利赔付 

2 月 10 日，永安期货参与实施的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

苹果“保险+期货”项目第一期顺利赔付。项目由永安期货

牵头，联合银河期货、华泰期货、中信期货、申银万国期货、

人保财险麦积区支公司共同参与。该项目为甘肃省财政厅

开展的中央财政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以奖代补试点

项目，预计分三期运行，共覆盖苹果种植面积 50000 亩，

保费总规模 2500 万。本期覆盖苹果种植面积 12500 亩，涉

及现货量 20375 吨，共计赔付 752 万余元，赔付率达 120%。 

 

 东航期货云南沧源白糖“保险+期货”项目喜结硕果 

2 月 24 日，由郑州商品交易所支持，东航期货联合人

保财险云南分公司、沧源佤族自治县政府开展白糖“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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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项目顺利结项，喜迎硕果。项目涉及沧源县勐省镇、

岩帅镇甘蔗种植面积 15133.04 亩、折合白糖现货 9750 吨，

覆盖甘蔗种植户 1192 户（已脱贫建卡立档贫困户占比

95.88%），最终实现赔付 122.14 万元，赔付率达 97.72%。 

 

 国海良时期货在广西田阳县举办期货助力乡村振兴培训 

2 月 25 日，国海良时期货赴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广

西百金铝业有限公司开展期货助力乡村振兴专场培训，百

金铝业 20 余名员工参加培训。据悉，百金铝业是田阳县重

点打造的铝业加工型企业，主营铝合金铸造、铝型材等制

品，原材料铝水价格波动对企业的加工利润有重大影响。长

期以来，百金铝业未能采取有效的风险规避手段，面临较大

的铝价波动风险。本次培训，国海良时期货根据企业需求，

围绕期货、期权相关知识进行了重点讲解，以期帮助企业利

用期货市场规避原材料价格上涨风险。 

 

 协会发布观看电影《千顷澄碧的时代》的倡议 

2 月 26 日，脱贫攻坚主旋律重点献礼影片《千顷澄碧

的时代》通过人民院线全国公映，电影通过中国证监会历任

挂职兰考干部事例，展现了广大干部在决胜全面小康决战

脱贫攻坚工作中做出的巨大贡献。为推动行业进一步深刻

理解党中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壮举，真切感受脱贫

攻坚事业的荣光与自豪，协会向各会员单位发出《关于积极

组织观看电影<千顷澄碧的时代>的倡议》，号召各会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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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积极组织观影，深刻把握内涵，营造良好氛围，再接再厉、

接续奋斗，助力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作出应有贡献。 

 

 方正中期期货新疆策勒红枣“保险+期货”项目顺利结束 

2 月 27 日，由郑州商品交易所支持，方正中期期货与

人保财险共同实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策勒县红枣“保险+

期货”项目顺利结束。项目总保费 124.95 万元，承保红枣

现货 3570 吨，覆盖当地红枣种植面积 17850 亩，惠及当地

3194 户建档立卡红枣种植户，全部为维吾尔族。 

 

 铜冠金源期货与安徽太湖江河村签订结对帮扶协议 

3 月 1 日，铜冠金源期货与安徽省太湖县江河村签订结

对帮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专业帮扶、产业帮扶、人

才帮扶等方面开展合作。铜冠金源期货将结合股东单位铜

陵有色集团定点帮扶的成功经验和举措，发挥自身特色和

优势，通过加大产业投资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举办专

业知识培训、新媒体渠道带货、帮助人才引进等方式，切实

助力江河村朝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道路迈进。 

 

 创元期货深入安徽太湖安乐村开展帮扶调研活动 

3 月 3-4 日，创元期货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董静苏，

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王兰英一行赴安徽省太湖县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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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开展帮扶调研活动。调研活动期间，创元期货向安乐村捐

助产业扶持资金 10 万元，以进一步助推安乐村村集体经济

发展，切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据了解，自 2018 年起，创

元期货通过产业帮扶、教育帮扶、专业帮扶等方式持续在太

湖县开展帮扶工作，为太湖县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贡献了应有之力。 

 

 大地期货新疆阿瓦提红枣“保险+期货”培训会圆满召开 

3 月 4 日，大地期货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瓦提县顺利

举办了红枣“保险+期货”项目专题培训会，会议以“现场

+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阿瓦提县政府、县林草局、郑州

商品交易所相关领导受邀参会。来自郑州商品交易所、国寿

财险以及新疆果业的演讲嘉宾围绕红枣期货基本情况、红

枣“保险+期货”项目情况、红枣产业风险管理等内容授课。

据了解，阿瓦提红枣项目为当地 1988 户农户（含 1023 户

已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的 3118.74 吨红枣提供价格风

险保障，是大地期货利用新型金融工具，服务“三农”、助

力乡村振兴的又一生动实践。 

 

 期货公司组织观看脱贫攻坚献礼影片《千顷澄碧的时代》 

自 3 月 2 日协会发出倡议以来，期货行业掀起观看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献礼影片《千顷澄碧的时代》热潮。首

创期货、中融汇信期货、美尔雅期货、新湖期货、长江期货、

永安期货、云财富期货、中信建投期货等 43 家期货公司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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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全体员工走进影院观影，深刻体会金融扶贫的独特优势，

切身感受脱贫攻坚精神的伟大光辉，致敬为脱贫攻坚奋斗

的每一个人，为行业积极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营造良好

氛围。 

观影结束后，期货公司员工倍感振奋，此次观影不仅是

思想上的洗礼，更是行动上的鞭策。中信期货员工表示：

“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充分发挥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

能，通过运用‘保险+期货’、场外期权等创新方式，以专业

优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国信期货员工表示：“在后续的

工作中必将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标影片中的扶贫

干部，继承和发扬开拓创新、艰苦奋斗、迎难而上、无私奉

献的脱贫攻坚精神，在自身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助力乡村振

兴。”影片所彰显的家国情怀震撼了每个观影人员的心灵，

大家纷纷表示，将助力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作出应有

贡献，为未来中国的千顷澄碧，贡献期货人的一份力量。 

 

 广州期货赴贵州毕节开展巩固脱贫成果活动 

3 月 10 日，广州期货结对帮扶工作组一行前往贵州省

毕节市开展巩固脱贫成果结对帮扶活动。结对帮扶工作组

深入田间地头、学校医院、乡村社区实地调研，并与县政府

签订结对帮扶协议，拟在专业帮扶、产业帮扶、教育帮扶、

医疗帮扶等方面助力该县乡村战略实施，切实履行社会责

任。2021 年广州期货将继续巩固帮扶成果，持续推动“保



17 
 

险+期货”等创新金融帮扶模式的试点推广，为地方优势特

色产业的稳定发展提供专业支持，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

出应有贡献。 

 

 国海良时期货赴广西靖西开展帮扶活动 

3 月 11-12 日，国海良时期货组织志愿者队伍赴结对帮

扶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市开展专业知识培训暨学雷锋志

愿服务活动，靖西市团委副书记、新靖镇团委书记及新靖镇

旧州街党工委书记、旧州街小学校长等相关人员出席活动。

3 月 11 日，国海良时期货向旧州街小学捐赠价值 5000 余

元的文体用品，并开展了“果树的种植”趣味知识授课，旧

州街小学校长、师生 30 余人参与。3 月 12 日，国海良时期

货在旧州街开展乡村振兴金融知识培训，旧州街两委干部、

合作社带头人 20 余人参加培训。活动期间，国海良时期货

还考察了当地集体经济项目，并捐赠 5000 元用于当地村集

体购买春耕急需的农用器具。 

 

 华金期货赴河南桐柏回龙村开展帮扶活动 

3 月 12 日，华金期货赴河南省桐柏县回龙村，开展结

对帮扶活动并签订合作协议。华金期货党支部、回龙乡回龙

村党支部举行党建共建签约仪式，着力构建“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党建工作新格局。在完成

签约的同时，华金期货还为回龙村“三委”成员、党员和村

民代表“量身定做”了一场金融知识培训。用通俗易懂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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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介绍了金融常识，并普及了“非法放贷”等非法金融活动

的特征、方式与危害，帮助增强违法金融活动的辨别力，提

高村民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最后，华金期货在当地开展了捐

助活动，向回龙村困难党员开展了慰问活动，送去了米、面、

粮油等慰问品。 

 

 东吴期货赴陕西延长交口镇中心幼儿园开展教育帮扶活动 

3 月 17 日，东吴期货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钱正

刚一行赴陕西省延长县交口镇中心幼儿园开展“同心树人”

教育帮扶活动。东吴期货向该幼儿园捐赠 10 万元，用于草

坪修建、直饮水机安装、厨房设备添加等项目。为全面提高

幼儿生活条件，广泛培养幼儿兴趣爱好，活动当天东吴期货

还向幼儿捐赠了物资。 

 

 永安期货陕西淳化“农民合作社+场外期权”项目顺利理赔 

3 月 18 日，永安期货收到陕西省淳化县供销合作社联

合社赠送的锦旗，感谢公司在当地首次开展 2020年苹果“农

民合作社+场外期权”项目。淳化县素有“中国苹果之乡”

美誉，项目由郑州商品交易所支持，以该县供销合作社作联

合社为参与主体，带动 165 户社员加入（已脱贫建档立卡

贫困户 48 户），涉及苹果种植面积 1150 亩、现货 2300 吨。

目前，项目理赔已全部结束，共计赔付 187.92 万元，亩均

赔款 1634 元，赔付率达 156%，有效弥补了农户因苹果价

格下跌导致的收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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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期货举办湖北罗田鸡蛋“保险+期货”专场培训 

3 月 25 日，中粮期货首席风险官王红梅一行来到湖北

省罗田县，开展鸡蛋“保险+期货”业务专场培训。罗田县

下辖各乡镇相关干部和蛋鸡养殖户共 69 人参加。据了解，

蛋鸡养殖是罗田县的主要农业产业，是全县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的关键。培训将帮助当地干部及蛋

鸡养殖户进一步理解“保险+期货”服务实体经济的意义，

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更好满

足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要。 

 

 南华期货与甘肃秦安签订帮扶合作框架协议 

3 月 26 日，南华期货与甘肃省秦安县签订帮扶框架协

议，双方将在期货专业帮扶、产业帮扶、教育帮扶、人才帮

扶、消费帮扶、其他帮扶等方面开展帮扶共建，帮助秦安县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有序开展。据了解，

为支持秦安县教育业发展，南华期货于 3 月 24 日向该县捐

赠教育帮扶资金 15.55 万元。 

 

 中信建投期货赴贵州松桃开展捐资助学和党建共建活动 

3 月 31-4 月 1 日，中信建投期货副总经理祝强一行赴

贵州省松桃县开展第五期捐资助学和党建共建活动，团松

桃县委书记龙洪伟、副书记龙明月，松桃民族中学副校长杨

易等相关人员参加活动。活动期间，中信建投期货捐赠 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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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帮助 50 名家庭困难的优秀学生，其中包括苗族、侗族、

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学生。同时，中信建投期货党委与团松桃

县委党支部签订了《党建共建协议书》，并进行党建共建交

流座谈，为下一步帮扶工作奠定基础。此外，中信建投期货

还分别在松桃民族中学、团山社区夜校、育才社区开展了三

场金融知识培训。 

 

 

 

 

（注：以上信息根据会员单位提供的乡村振兴信息整理编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