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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期货业协会                           12 月 31 日 

 

【总体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结对帮扶方面，已有 119 家

期货经营机构与 329 个脱贫县（乡、村）签署了 642 份结对

帮扶协议。资金投入方面，行业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达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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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78 亿元；帮助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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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个，名义本金约 16.13 亿元；累计举办期货专业知

识培训 1107 场，参加培训人员累计 71363 人次。消费帮扶方

面，通过消费帮扶的形式共签署 1038 个购销合同，商品价值

共计约 490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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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 人、残障人士 36 人；在脱贫地

区设立分支机构 7 个、派遣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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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个。 

 

期货行业乡村振兴工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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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信息】  

 创元期货赴新疆叶城县开展产业帮扶活动 

10 月 5 日，创元期货与新疆叶城县举行乡村振兴合作协

议签约仪式，定向捐赠产业帮扶资金 5 万元，用于助力该县

巴仁乡库勒艾日克村禽类孵化养殖合作社项目建设，包括修

缮场地、购买设备及孵化用种蛋等，发展家禽养殖特色产业。

按照约定，创元期货将以产业发展、消费助力、人才培养、

引入新兴金融业态以及公益活动等方式，与叶城县开展多层

次、多形式的合作关系，为建设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美丽家

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出应有的贡献。 

 

 宏源期货云南镇康县橡胶“保险+期货”项目进入理赔阶

段 

10 月 13 日，宏源期货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在云南省开展的“保险+期货”试点项目进入理赔阶段，试

点项目总保险金额为 8763.15 万元，覆盖面积达 3.3 万亩，

对应现货量 3300 吨，惠及农户数 4456 户（含原建档立卡贫

困户 1444 户），涉及少数民族 7 个。此次项目实现了保险与

期货的优势互补，是金融业协同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三农的

有益尝试。 

 

 中衍期货多措并举助力甘肃和政县乡村振兴 

10 月 14 日，中衍期货总经理马宏波带队随同济南市槐

荫区领导前往甘肃和政县调研考察。中衍期货与济南市槐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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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建立针对西部重点地区帮扶机制，并向槐荫区慈善总会捐

赠 15 万元定向资金，用于甘肃省和政县三十里铺镇农贸市

场迁建工程，此工程惠及当地 2 万余名村民。10 月 15 日上

午，中衍期货与和政县签署了结对帮扶协议，并在当地开展

了金融知识及反洗钱培训，20 余位当地企业及政府相关部门

负责人出席，随后考察团调研了当地多家企业，建立了初步

的沟通机制，就东西产业融通、协作发展交换了意见，另就

企业产成品后续的销售推广达成了初步意向。 

 

 中粮期货赴广西隆安县开展帮扶活动 

10 月 14 日，中粮期货副总经理蔡亮带领中粮期货乡村

振兴工作组前往广西隆安县开展帮扶和慰问活动，向当地无

偿捐赠 10 万元健康保障专项资金，帮助缓解边缘易致贫户

的就医压力。通过实地走访慰问，为边缘易致贫户送去生活

必需品，鼓励他们继续保持乐观心态，努力改善生活。中粮

期货连续三年对广西隆安县实施精准帮扶，在教育领域方面

改善了当地教学条件、向学校捐赠图书、开展期货知识专场

培训，在医疗救助方面向边缘易致贫户资助医疗费，未来中

粮期货将继续在隆安县全面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工作中贡献力量。 

 

 华西期货贵州赫章县生猪“保险+期货”项目助力养殖户

平稳渡过猪周期 

10 月 15 日，由大商所支持的、华西期货及人保财险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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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分公司共同实施开展的贵州省赫章县生猪“保险+期货”帮

扶专项项目到期，项目顺利进入赔付流程。此项目服务对象

为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可乐乡的 15 户生猪养殖户，覆盖生

猪 3211 头，共计 321.1 吨，保障现货价值约 534.4 万元。项

目总保费约为 32.1 万元，为减轻农户负担，实现应保尽保，

70%的保费由大商所支持，其余保费由华西期货支持，农户

实现 0 出资。项目预计赔付约为 73 万元，赔付率达 227%，

本次项目的开展，有效帮助了当地养殖户抵御现货价格下跌

风险，使其安心经营，平稳渡过猪周期。 

 

 国海良时期货海南临高县天然橡胶“保险+期货”完成赔

付 

10 月 15 日，国海良时期货在海南省临高县开展的天然

橡胶“保险+期货”试点项目顺利实现赔付，赔付总额约 150

万元，赔付率达到 80%，帮助胶农提高了收益，保护了当地

橡胶种植产业，得到了当地农户和政府的广泛认同。该项目

承保天然橡胶 2200 吨，挂钩种植面积 2.75 万亩，涉及胶农

1.14 万户，历时约 4 个月，项目分两期开展，采用可提前行

权的触发型亚式实值看跌期权，在锁定期外可提前行权，具

有较高灵活性，可获得较高的行权收益，满足了胶农对于生

产成本价格保障的预期。 

 

 永安期货甘肃省兰州市生猪“保险+期货”项目完成赔付 

10 月 16 日，永安期货与华农财险在甘肃省兰州市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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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的生猪“保险+期货”项目完成赔付。本项目分两期开展，

承保兰州某食品公司 8750 头（约 875 吨）生猪，共计保费

60 万元，其中永安期货捐赠保费约 30 万元，最终项目赔付

约 18 万元。本项目促进了保险产品与期货功能的融通，使保

险市场与期货市场有效对接，为中小企业提供了生猪价格风

险保障。 

 

 海通期货“保险+期货”为云南沧源县、永胜县生猪养殖

业提供金融保障 

10 月 18 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大力支持下，海通期

货携手人保财险和跃申实业，在原国家级贫困县云南省沧源

佤族自治县、永胜县开展了“保险+期货”生猪价格保险分散

项目。海通期货牵头的项目团队积极响应大商所号召，充分

调研了沧源县、永胜县的生猪产业基本情况，从农户及合作

社的实际需求出发，针对其可能遇到的市场风险量身定做风

险管理方案，利用“保险+期货”的运作模式帮助沧源县、永

胜县养殖农户及合作社规避价格波动的风险。项目服务对象

为沧源县、永胜县的 1600 余户生猪养殖户，覆盖生猪 3600

余吨，对应生猪数量 3 万余头，保障金额近 5764 万元。 

 

 海通期货河南太康县鸡蛋“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实施 

10 月 19 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大力支持下，海通期

货联合中华保险河南分公司共同开展的河南省太康县鸡蛋

“保险+期货”价格险项目已顺利实施，本次项目分为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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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覆盖太康县下辖乡镇农户 50 户，保障鸡蛋现货近 2200

吨，保障金额逾 2000 万元，项目整体运行情况良好。本次项

目针对蛋鸡养殖产业发展的痛点，充分运用金融创新手段，

为养殖户规避价格下跌风险，力争稳定生产经营，助力太康

县蛋鸡养殖业的发展。 

 

 五矿期货“保险+期货”为云南西盟橡胶保“价”护航 

10 月 20 日，五矿期货在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落地实

施的 2021 年天然橡胶“保险+期货”试点项目完成赔付。在

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大力支持下，五矿期货为西盟县的 2482 户

胶农，支持了 297.5 万元保费购买橡胶价格保险。该项目覆

盖西盟县私人种植胶 7 万亩，折成干胶 3500 吨。实现赔付

381.5 万元，总赔付率为 116.58%。未来，五矿期货将继续充

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全面发挥“保险+期货”在乡村振兴中

的优势作用，丰富政府助农的工具箱，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

杠杆效应，为乡村产业的内生发展注入金融动力。 

 

 永安期货湖南汨罗市生猪饲料“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实

施 

10 月 20 日，在湖南省汨罗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永安

期货湖南省汨罗市生猪饲料“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实施。项

目共计承保猪饲料 8300 吨，提供保险保障 2500 万元，对应

保费 125 万元，其中永安期货捐赠资金 50 万元。本项目为

湖南省汨罗市投保生猪养殖农户和投保生猪养猪场因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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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饲料价格波动导致的市场风险提供了坚强保障。 

 

 宝城期货与云南镇雄县坡头镇人民政府签订乡村振兴合作

协议 

10 月 21 日，宝城期货副总裁方懋旻一行前往云南省镇

雄县，与镇雄县坡头镇人民政府签订乡村振兴合作框架协议。

宝城期货将依照协议向坡头镇提供专项资金，用于坡头镇营

上村数组道路亮化工程项目建设，旨在提升营上村交通和治

安状况，为当地 30 多个村民组近万人生活出行提供便利，切

实帮助村民改善生活。 

 

 弘业期货贵州赫章县“保险+期货”鸡蛋价格险项目落地

出单 

10 月 20 日，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鸡蛋“保险+期货”价

格险项目正式落地出单。赫章县是原国家级贫困县，年鸡蛋

产量 50 余万吨，占全省鸡蛋产量的 20%，是贵州省最重要

的鸡蛋产区之一。2021 年，鸡蛋价格面临下行压力，蛋鸡养

殖业受到冲击。为了巩固当地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弘业期货连续第二年在赫章开展鸡蛋“保险+期货”项目。该

项目由弘业期货与中国人保毕节分公司共同打造，将在两个

月内为当地近 800 吨价值约 720 万元的鸡蛋提供价格风险管

理服务。 

 

 广西百色糖料蔗“保险+期货”服务乡村振兴专题会议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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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仪式系列活动顺利举行 

10 月 22 日上午，由国海良时期货主办，北部湾财产保

险、广发期货、浙商期货协办的“稳企安农 护航实体”——

广西百色右江区糖料蔗“保险+期货”服务乡村振兴专题会议

暨启动仪式在广西百色市顺利举行。本次会议得到了郑商所、

广西财政厅、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该项目预

计投保收入保险面积约 15 万亩，覆盖现货约 6.6 万吨，参保

农户约 8000 余户，其中国海良时期货承做 2.4 万吨。同时，

其引入了“省级+市县级”财政资金，将特色农险与专项补贴

相结合，合力服务右江区糖料蔗种植户，这也是右江区首次

开展农产品“保险+期货”创新模式。 

 

 弘业期货云南勐腊天然橡胶“保险＋期货”圆满结束 

10 月 25 日，弘业期货在云南省勐腊县实施的天然橡胶

“保险+期货”项目圆满结束。本次“保险+期货”乡村振兴

项目于 2021 年 6 月 28 在勐腊县正式落地。该项目由上海期

货交易所立项，弘业期货及其子公司弘业资本作为申报主体，

安信农保与太平洋产险联合承保，云南省勐腊县政府及相关

部门协调，勐腊县关累镇橡胶种植户作为参与主体共同完成。

此次项目为当地 3300 吨价值超过 5000 万元的橡胶提供了价

格风险管理服务，本次项目共计赔付 95.8 万元，覆盖当地

2654 户胶农，其中建档立卡户达 1370 户，占项目总人数的

一半以上。弘业期货已连续三年在勐腊开展天然橡胶“保险

+期货”项目，且每年均取得显著赔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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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期货赴黑龙江绥滨县开展乡村振兴工作 

10 月 27 日，中粮期货总经理助理李岩梅带领中粮期货

乡村振兴工作组赴黑龙江绥滨县签署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

议并无偿捐赠 51 万元，用于开展“保险+期货”项目和搭建

网络销售平台。根据当地生态和产业现状，中粮期货实地调

研绥东镇东方村成大玉米家庭农场的农民粮食收获情况，并

开展期货基础知识、“保险+期货”如何服务乡村产业发展等

方面的专业知识培训，就稳定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生产、保

障农业发展等问题与当地种粮大户、合作社人员进行了深入

交流。 

 

 国元期货安徽省蚌埠市玉米“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完结 

10 月 27 日，由国元期货联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在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怀远县、五河

县开展的玉米“保险+期货”项目已顺利完结。该项目为 2021

年安徽省蚌埠市玉米“保险+期货”帮扶项目，覆盖规模约为

6 万亩，保费规模为 180.35 万元，国元期货出资 15 万元帮

扶资金用于补贴本项目脱贫投保户的保费。项目于 2021 年 8

月底入场，10 月底完结，分六期进行，采用亚式看跌期权策

略为投保种植户保价护航。投保种植户通过购买玉米期权价

格保险，有效规避了市场价格下跌风险，保障了种植收入，

有利于蚌埠市巩固脱贫成果、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

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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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海期货乡村振兴金融知识培训走进新疆麦盖提县 

10 月 27 日东海期货分别在新疆麦盖提县供销社、麦盖

提央塔克乡举行金融知识专场培训。麦盖提县供销合作社书

记关东良、央塔克乡党委副书记艾力江、各职能部门负责人

以及枣业合作社、各乡镇果农代表等 60 余人出席活动。培训

会上，东海期货河南分公司负责人及培训讲师简要介绍期货

知识及“期货+保险”的概念和原理，进一步提高政府部门领

导、合作社负责人及种植农户对期货市场的理解和认知，为

企业及农户转移种植风险，稳定收入保障提供新思路、新途

径。提高了涉农主体的风险管理意识及利用新型金融工具避

险的能力，有助于推动当地农业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华西期货西藏谢通门县牛饲料成本“保险+期货”项目完

结 

10 月 29 日，在当地政府、农业农村局和大商所的大力

支持下，华西期货联合人保财险大连分公司共同实施大商所

牛饲料成本“保险+期货”西藏帮扶专项到期。项目服务主体

为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谢通门县的 2138 户养殖户共计保障

玉米 2691 吨，豆粕 1150 吨，保障总额为 1106.28 万元，保

险责任期为 3 个月。保费金额约 50 万元，为实现应保尽保，

大商所支持保费 70%，华西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支持保费

30%，农户实现 0 出资。项目最终实现赔付金额 3.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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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达期货福建省漳浦县生猪“保险+期货”项目成功理赔 

10 月 29 日，在大商所的指导和支持下，瑞达期货和太

平洋财险福建分公司联合开展的漳浦县生猪价格“保险+期

货”成功理赔。漳浦县是福建省禽畜养殖大县，生猪养殖产

业在为全县保产稳供提供重要保障的同时，也是当地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该项目为当地生猪养殖企业

1369 吨生猪提供价格保险，保险保障金额约 2340 万，最终

赔付 215.5 万左右，赔付率为 196%。项目发挥了“保险+期

货”在服务乡村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为福建养殖优势地区注

入了期货力量和金融活水。 

 

 中信建投期货橡胶“保险+期货”项目助力云南孟连县乡

村振兴 

中信建投期货联合国寿财险云南省分公司在云南省级

乡村振兴帮扶县普洱市孟连县开展天然橡胶“保险+期货”试

点项目于 10 月 29 日顺利结束。孟连县橡胶种植面积约 32 万

亩，开割面积约 22 万亩，橡胶产业是孟连县四大传统支柱产

业之一，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此次项目试点承保天然橡胶 1300 吨，挂钩种植面积

1.24 万亩，涉及 1202 户胶农，总保费 122.94 万元，其中 110.5

万元由中信建投期货代上期所垫付，胶农自缴 12.44 万元，

最终实现赔付 122.2 万元，赔付率为 99.4%，有效帮助胶农

提高了收益，保护了当地橡胶种植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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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安期货青岛首单苹果“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启动 

11 月 1 日，在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农业农村局及宝山镇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由永安期货和中国人寿财险青岛分公司联

合开展的宝山镇苹果价格“保险+期货”试点项目顺利启动。

作为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的首单苹果“保险+期货”项目，本次

试点项目合计保费约 116.8 万，其中政府补贴 80%，农户自

缴 20%，为宝山镇 1443 亩，约合 2886 吨苹果提供价格保障。

同时，项目通过创新期权结构和降低费率，最大程度保障了

赔付效果，增强了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广度、深度和力

度，为当地推广“保险+期货”等项目创新打下了基础。 

 

 一德期货与陕西省延安市延长县签署帮扶协议 

11 月 1 日，一德期货与陕西省延安市延长县人民政府正

式签署帮扶协议，积极参与对延长县开展的美丽果园建设帮

扶活动，进一步巩固延长县脱贫成效，扶持延长县特色农业

产业发展，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一德期货将投入专项产

业扶持资金 20 万元，用于延长县罗子山镇良俭村创建达标

美丽果园，加快延长县“一村一品、一乡一业”有机农特产

品基地县建设，促进产业兴旺与美丽乡村建设同步推进，实

现果业强、果农富、果乡美目标。 

 

 永安期货山东省昌乐县生猪“保险＋期货”分散险项目顺

利实施 

11 月 3 日，永安期货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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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中心支公司签订的山东省昌乐县生猪“保险＋期货”分

散险项目顺利实施。该项目保障生猪约 1648 吨，总保费约

110 万元，为 29 户养殖户提供约 2265 万元的风险保障，助

力昌乐县生猪养殖产业实现稳产保供，给生猪养殖户吃下了

“定心丸”。 

 

 永安期货新疆阿克苏地区苹果“保险＋期货”项目成功出

单 

11 月 4 日，在阿克苏地区财政局的大力支持下，永安期

货新疆阿克苏地区苹果“保险＋期货”项目成功出单。该项

目承保苹果 2000 亩，总保费 150 万元，其中永安期货捐赠

100 万元，为当地 228 户农户提供了 1800 万的风险保障。 

 

 中信建投期货橡胶“保险+期货”项目持续助力勐腊县产

业振兴 

11 月 5 日，中信建投期货联合人保财险云南省分公司在

云南省勐腊县开展的天然橡胶“保险+期货”试点项目成功结

束，项目得到了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大力支持。此次项目承保

天然橡胶 1300 吨，涉及 695 户胶农，总保费 110.5 万元，由

中信建投期货代上海期货交易所全额垫付，最终实现赔付

141.05 万元，赔付率达 127.65%。中信建投期货自 2018 年

起，已连续 4 年在云南省勐腊县开展天然橡胶“保险+期货”

试点项目。4 年间，项目累计赔付约 540 万元，平均赔付率

104.52%，为 2272 户胶农提供了近 1.08 亿元的风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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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廊坊市猪饲料价格“保险+期货”项目圆满结束 

在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政府、农业农村局和大商所的大

力支持下，由华西期货牵头，联合广州期货及大平洋财险，

在当地开展的大商所生猪饲料价格“保险+期货”分散项目已

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结项，目前已进入赔付流程。本次项目

共计保障玉米 8758 吨，豆粕 2575 吨，保障总额为 3052.78

万元，保费金额共计 110 万元。其中大商所支持保费 50 万

元、安次区政府部门拨款 30 万元，农户自缴保费 30 万元。

项目运行期间，玉米、豆粕价格受到通货膨胀和季节性等因

素逐步上涨。项目到期后，共计产生赔付金额约 118.6 万元，

赔付率达 107.8%。有效为当地生猪养殖新型农业主体成功锁

定饲料采购成本，规避饲料价格上涨的风险。 

 

 国元期货与陕西省延长县签署帮扶协议 

11 月 5 日，为进一步巩固延长县脱贫成效，扶持延长县

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国元期货与陕西省延长县正式签署帮扶

协议，积极参与对延长县开展的“美丽果园”建设帮扶活动。

此次帮扶活动，国元期货将投入 20 万元专项产业扶持资金，

用于延长县七里村街道郭家河创建达标美丽果园，进一步推

进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兴旺与美丽乡村建设同步

推进，实现果业强、果农富、果乡美目标。目前，国元期货

延长县苹果“保险+期货”项目正在有序进行中。国元期货将

积极稳妥做好后续工作，为加快延长县“一村一品、一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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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机农特产品基地建设，巩固脱贫成效，助力乡村振兴

贡献力量。 

 

 永安期货成功举办“DCE·乡村振兴—‘保险+期货’吉林

培训会” 

11 月 5 日，由永安期货主办、大商所和吉林省证券业协

会特别支持的“DCE·乡村振兴—‘保险+期货’吉林培训会”

在长春圆满召开。大商所、吉林证监局、吉林省证券业协会

相关领导参会，相关产业企业、金融机构、高校约 110 位代

表参加会议。会上，来自大商所、金融机构、产业企业的相

关专家分别就“保险+期货”探索、期货市场功能、吉林省农

保开展情况及农村产权交易现状等进行了现场讲解。此次培

训进一步深化了期货行业与吉林省政府部门以及金融机构、

产业企业和高校之间的合作交流，提升了吉林地区相关主体

对金融服务“三农”、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的认识，各方将通力

合作，助力吉林省乡村振兴迈向新阶段。 

 

 东海期货云南墨江生猪“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完成赔付 

11 月 5 日，东海期货在云南省墨江县开展的生猪“保险

+期货”试点项目理赔仪式成功举行。该项目由东海期货牵头

中信期货及东吴期货，联合中国人寿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云南

省分公司，为当地养殖户共投保生猪 7280 头，保费合计 102.5

万元，总保障金额约 1742 万元。项目运行时长 2.5 个月，成

功覆盖生猪价格大幅下跌的时间阶段，最终赔付总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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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86 万元，赔付率高达到 430%，切实帮助当地养殖户规

避了生猪价格大幅下跌的风险，得到了当地政府和农户的高

度认可。理赔仪式后，东海资本副总经理邓超为当地政府官

员和养殖户进行了生猪“保险+期货”专题培训，进一步提高

了生猪养殖户的风险管理意识。 

 

 宏源期货广西东盟经开区生猪分散项目进入理赔阶段 

11 月 8 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的组织支持下，宏源期货

联合华农财产保险在广西东盟经开区开展生猪“保险+期货”

试点项目，保险金额约 1963 万元，该项目保险到期，目前进

入理赔阶段。保费构成方面，该项目由大连商品交易所支持

保费金额的 55%，当地政府补贴 30%，农户只需要自缴保费

15%。虽然项目承保时间为 9 月中旬、接近阶段性行情底部，

但通过优化产品设计以提高赔付效果并合理把握入场时机，

最终实现赔付金额约 81.67 万元，赔付率约 90%。 

 

 创元期货与新疆尉犁县签订乡村振兴结对帮扶协议 

11 月 9 日，在尉犁县委、县政府统筹安排下，创元期货

与尉犁县乡村振兴局签订产业振兴建设捐赠协议，定向帮扶

尉犁县兴平镇统其克村改良畜牧品种，发展牲畜养殖，推进

产业结构优化。双方约定，帮扶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当地资源

优势，按照“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以合作社为载体，

以“旅游+产业”模式，发展具有特色的旅游观光农业，实现

庭院经济产业化，以点带面推动产业发展，建立企业帮扶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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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新格局，形成先富带动后富，努力向共同富裕迈进。 

 

 格林大华期货海南白沙县橡胶“保险+期货”项目确定赔

付金额 

11 月 9 日，格林大华期货天然橡胶“保险+期货”服务

乡村振兴试点项目顺利完成，为承接的 2200 吨天然橡胶价

格险，设计了期权产品，并通过风险对冲，最终确定赔付白

沙县的胶农总计 165.775 万元，前期格林大华期货在上期所

的支持下免费为海南省白沙县的胶农投保橡胶价格险并垫

付保费 187 万元。 

 

 物产中大期货云南镇康天然橡胶“保险+期货”圆满完成 

11 月 10 日，物产中大期货有限公司联合中国人保，在

上海期货交易所和当地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云南镇康开

展的天然橡胶“保险＋期货”服务乡村振兴试点项目圆满完

成。物产中大期货及其子公司物产中大资本凭借公司投研优

势和项目经验，以上期所天然橡胶期货合约为保险标的，帮

助农户锁定“最低销售价”，采用多期运作模式来提高保障效

果和赔付概率。项目覆盖的橡胶种植面积达 1.1 万亩，惠及

镇康县当地近 7 成胶农，共计 4456 户，其中建档立卡户达

1444 户，少数民族户数 812 户，共计赔付 32.41 万元。 

 

 倍特期货云南镇康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完成 

倍特期货携手人保财险开展的 2021 年云南镇康天然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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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保险+期货”乡村振兴试点项目已于 11 月 11 日完成赔

付，近日人保财险启动理赔流程。该项目由上海期货交易所

给予项目资金支持，运行周期 4 个月，总保费 59.5 万元，承

保规模 700 吨，种植面积约 7000 亩，保险金额 1027.6 万元，

项目惠及云南临沧镇康县橡胶种植户 4456 户（涉及白族、布

朗族等少数民族 812 户），项目期权于 11 月 8 日到期，赔付

款 26.6 万元，达到了良好的赔付效果。 

 

 大有期货海南保亭县乡村振兴项目圆满结束 

11 月 11 日，大有期货在海南省保亭县实施的 2021 年天

然橡胶“保险+期货”乡村振兴试点项目圆满结束，合计赔付

金额 73.5 万元，覆盖胶农 940 户。本次试点项目于 8 月 19

日正式运行，共计两期，覆盖天然橡胶 1100 吨，承保货值达

1650 万元，合计赔付金额 73.5 万元。 

 

 东吴期货赴河南省桐柏县开展乡村振兴帮扶工作 

11 月 11 日，东吴期货乡村振兴工作小组在首席风险官

唐静的带队领导下，在河南省桐柏县开展乡村振兴帮扶工作。

为帮助桐柏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此次东吴期货共开展四项

帮扶工作：一是直接捐赠 14 万元帮扶基金，用于桐柏县安岭

村生产道路建设及党群中心地坪修建项目，方便当地群众出

行及开展党群活动使用；二是订购桐柏县 10 万元金额的大

米，助力当地农产品销售；三是开展金融知识专题讲座，为

政府工作人员普及期货及“保险+期货”知识；四是开展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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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调研，考察参观了桐柏县艾草加工企业、桐柏化工产业

聚集区管委会，为后续业务合作打好基础。 

 

 弘业期货重庆云阳生猪“保险+期货”项目服务西南地区

乡村产业 

11 月 12 日，历经 3 个月的重庆市云阳县生猪“保险+期

货”价格险项目圆满结束，养殖户获赔 134 万元，赔付率达

134%，户均获赔 4.78 万元。经过多次调研，综合考虑市场价

格运行预期和成本，弘业期货将项目方案设计为 3 个月的欧

式看跌期权，时间为 8 月-11 月，尽可能与当地投保养殖户

的价格风险管理需求相匹配。本项目总保费共计 100 万元，

覆盖 10989 头生猪。云阳县政府对项目给予大力支持，补贴

保费 30 万元。在弘业期货与当地财政补贴后，投保养殖户仅

需缴纳总保费的 20%即可投保，保费负担大大降低。 

 

 永安期货海南省白沙县橡胶“保险+期货”项目顺利结项 

11 月 13 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和白沙县人民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永安期货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协

作的海南省白沙县橡胶“保险+期货”项目顺利结项。该项目

总保费 280.5 万元，共保障了白沙县 24870 户胶农的 57.5 万

亩胶林，合计橡胶 3300 吨，覆盖了原建档立卡贫困户 10745

户，最终项目实现总赔付 192.2 万元，赔付率达到 68.53%，

有力地支援了当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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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证期货向云南孟连县捐赠 100万元保费 

11 月 15 日，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向云南省普洱市孟

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捐赠资金 100 万元，用于开展天然

橡胶“保险+期货”帮扶项目。项目捐赠款项由东证期货与上

海市沪滇帮扶项目资金合作出资，共计 300 万元，剩余 200

万元由上海市区援滇帮扶资金捐赠。项目共计覆盖胶农 1988

户，承保面积 33789 亩，承保数量 3529.41 吨。 

 

 银河期货海南省天然橡胶试点项目顺利理赔 

11 月 15 日，银河期货 2021 年天然橡胶“保险+期货”

服务乡村振兴和场外期权产业扶持试点项目顺利结项。试点

地区覆盖海南五指山市、云南勐腊县、海南白沙县等脱贫地

区，涉及天然橡胶现货规模 6520 吨，银河期货场外期权端共

产生赔付 314.73 万元，下一步，银河期货将联合保险公司、

云胶集团和海胶集团确保全部赔款顺利兑付到受保胶农手

中，从而提高当地胶农割胶积极性，进一步促进当地产业发

展。 

 

 创元期货海南琼中天然橡胶“保险+期货”试点项目顺利

结项 

11月 15日，创元期货在海南琼中天然橡胶“保险+期货”

试点项目顺利结项。这是创元期货连续两年承接上期所天然

橡胶“保险+期货”试点项目，且均取得显著成效。本次“保

险+期货”试点项目历时 6 个月，覆盖橡胶种植面积 1.7 万



21 
 

亩，承保数量 1300 吨，保险总金额 2274 万元，惠及汉族、

黎族、苗族以及壮族在内胶农共 14201 户，其中建档立卡户

3961 户。在创元期货、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琼中县农业农

村局等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最终赔付 88.6 万元，有效对冲了

橡胶价格波动风险，稳定了胶农种植收益，为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和乡村振兴工作注入金融力量。 

 

 倍特期货四川喜德县猪“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启动 

由大连商品交易所给予支持、倍特期货牵头联合华安期

货、人保四川共同开展的大商所喜德生猪“保险+期货”价格

险项目于 11 月 15 日顺利启动。今年是倍特期货第二年联合

华安期货在喜德县实施开展“保险+期货”项目。在去年投保

猪饲料基础上，利用生猪期货上市的契机，投保生猪价格保

险，此次项目承保生猪 17023 头，约 2042.8 吨，挂钩大商所

LH2201 合约，保险总额约 3437.96 万元，总保费约 130 万

元。该项目的开展一方面对养殖场及农户养殖的生猪价格提

供风险管理，另一方面也达到了期货行业助力地方产业乡村

振兴的效果. 

 

 倍特期货江西修水县鸡饲料“保险+期货”项目完成赔付 

倍特期货参与开展的 2021 年大商所九江修水鸡饲料“保

险+期货”价格险分散项目于 11 月 15 日期权到期，该项目

由大连商品交易所提供部分资金支持，美尔雅期货牵头联合

倍特期货、大地财险北京分公司共同实施开展，项目周期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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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其中倍特期货承做总规模的 30%，投保鸡饲料 4090 吨

（其中玉米 2727 吨、豆粕 1363 吨），提供风险保障金额约

1150.39 万元，期权到期后产生的赔付金额约 53.66 万元，项

目整体赔付率达 123.34%。 

 

 宏源期货辽宁盘锦生猪分散项目顺利完成理赔 

11 月 16 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组织支持下，宏源期货

和中国人寿财险辽宁分公司承做的辽宁盘锦市盘山县生猪

“保险+期货”分散试点项目已顺利完成理赔。该项目为盘锦

市第一个生猪“保险+期货”政府补贴业务，项目保障金额约

3598 万元，为超 1.98 万头生猪提供价格保障。该项目日前已

完成理赔赔付，最终为农户实现理赔金额 93.77 万元，每头

生猪赔付金额约 47.29 元。 

 

 国海良时期货广西右江糖料蔗价格保险项目顺利进场 

11 月 17 日，在郑州商品交易所支持下，由国海良时期

货牵头，广发期货、浙商期货协同参与的广西百色市右江区

糖料蔗“保险+期货”县域覆盖项目顺利进场，为百色市右江

区含三江侗族自治县等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在内地区的 6.09

万吨白糖提供价格保障，承保货值约 3.75 亿元，其中国海良

时期货承做 40%。糖料蔗是百色右江区重要的经济作物，当

地的糖料蔗种植户依然采取小农经营的模式在种植、销售。

本次项目采取增强亚式虚值看跌期权模式，帮助当地糖料蔗

种植户通过交易所及金融机构，与期货市场建立联系，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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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市场转嫁糖料蔗价格风险，进一步降低了糖料蔗生产风

险，增加了抵御价格风险的能力。 

 

 中粮期货在江西修水县举办助力乡村振兴专题培训 

11 月 17 日，中粮期货采取线上“云服务”形式为江西

修水县举办助力乡村振兴专题培训。此次培训是中粮期货面

对疫情影响，为落实“非必要不出京”要求，首次举办的“云

服务”线上培训。中粮期货乡村振兴工作组紧贴修水县产业

发展实际，以期货基础知识、“保险+期货”业务介绍、种植

贷为重点，通过案例分析，详细讲解“保险+期货”管理模式、

种植贷业务特点以及如何运用金融产品促进农业产业化，打

造农产品产业链，如何把保险、期货这些金融工具配置到粮

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养殖类中，促进乡村农业发展和产业振

兴。县农业农村局和部分村干部、农业技术人员、种养大户、

合作社人员共 80 余人参加。 

 

 英大期货党总支与河南省桐柏县签署基层党组织结对帮扶

协议 

11 月 18 日，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强大

动力，高效推进党建帮扶助力乡村振兴，英大期货党总支与

河南省桐柏县新庄村党支部签署基层党组织结对帮扶协议。

基层党组织结对帮扶工作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统筹兼

顾、整体推进的原则，围绕“组织建设互促、党员干部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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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载体互动、结对帮扶互助”等方面开展，不断提高基层

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努力形成互带互助、优

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 

 

 英大期货向桐柏县捐赠资金建设党建广场 

11 月 18 日，英大期货向桐柏县捐赠 10 万元乡村振兴帮

扶资金，用于建设毛集镇党建广场。项目位于毛集镇镇区，

占地面积约 1000 平米，主要用于加强村级基层党建，宣传脱

贫攻坚成果以及乡村振兴政策精神等。该项目将大大加强毛

集镇党建以及党史学习条件，对完善毛集镇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镇区外貌环境、促进招商引资、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产

生积极影响，在乡村振兴阶段进一步促进镇区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此外，英大期货将该广场作为党建活动基地，进而充

分利用桐柏县作为革命老区的丰富的红色资源，为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活动发挥积极作用。 

 

 海通期货海南临高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顺利赔付 

11 月 23 日，海通期货在海南省临高县开展的天然橡胶

“保险+期货”乡村振兴试点项目顺利实现赔付，赔付金额近

180 万元。项目采用“短期下跌锁定赔付”等创新型期权有效

提高赔付率，同时降低成本。本次项目由海通期货与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涉保农户达 1.1 万余户，全

面覆盖了当地重要的橡胶生产区域，为当地橡胶产业与胶农

收入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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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期货启动西藏墨竹工卡县对口帮扶工作 

11 月 23 日，中粮期货公司总经理助理王琳率乡村振兴

工作组，远赴 3600 多公里来到西藏藏南墨竹工卡县，先后开

展了专业知识培训、党建共建和牧场调研等活动。调研期间，

中粮期货乡村振兴工作组与墨竹工卡县扎雪乡党委召开座

谈会，与西藏农投领牧养殖有限公司注册所在地村党支部举

行党建共建签约仪式。为当地的企业带头人、技术人员和农

牧民举办了专业知识培训，介绍了期货衍生品服务实体经济

的方式和作用。工作组成员深入牧场进行实地考察，详细了

解当地牧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中粮期货将以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合作协议为目标，因地制宜帮助墨竹工卡县扎雪乡助推当

地特色产业经济，实现自身造血功能，努力实现乡村振兴目

标。 

 

 国元期货陕西佳县生猪“保险+期货”项目顺利结项 

11 月 24 日，由国元期货牵头、中财期货参与，联合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在陕西省榆林市

佳县开展的生猪“保险+期货”项目产品到期。该项目为佳县

养殖户近万头生猪提供价格保障，涉及保费总规模 100 万元，

赔付金额约为 189.2 万元，约为农户自缴的 9.46 倍，赔付率

达 189.2%。该项目作为 2021 年“大商所农民收入保障计划”

立项项目之一，分两期进行，采用亚式看跌期权策略为生猪

养殖户保价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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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投安信期货与西藏墨竹工卡县扎雪乡签订党建共建协议 

11月 24日，国投安信期货有限公司党总支部组织委员、

副总经理李洋帆与西藏墨竹工卡县扎雪乡党委书记张原嘉

签订党建共建协议书。双方就如何利用所在党组织的党建资

源共同开展党建活动，实现党建与业务合作良性互动进行讨

论交流，双方一致同意通过党建共建活动，加强沟通和联系，

国投安信期货也将充分利用股东及自身的优势资源，围绕墨

竹工卡县乡村振兴项目，帮助墨竹工卡县有效开展产业帮扶、

消费帮扶等。除此之外，李洋帆一行还调研了西藏农投牧业

发展有限公司位于扎雪乡的牦牛养殖场，并对其员工进行了

期货相关培训。 

 

 华西期货在云南省广南县、福贡县开展生猪“保险+期

货”项目 

11 月 26 日，华西期货联合国寿财险云南省分公司在云

南省福贡县和广南县落地的 2 个生猪“保险+期货”项目已全

部到期，进入理赔流程。两县项目共计服务当地 220 户生猪

养殖户，覆盖生猪 10600 头，约 1056 吨，现货价值约 1600.8

万元，涉及保费 95.2 万元。由大商所支持项目总保费的 70%，

其中国寿财险为福贡县开展生猪“保险+期货”出资 9.8 万元，

福贡县政府提供支持资金 10 万元，大大减轻了农户的投保

成本。到期后，两个项目共计赔付达 103 万元，平均赔付率

约为 108%，其中广南县生猪“保险+期货”专项帮扶项目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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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率为 312%。帮助当地养殖户有效规避现货价格波动风险，

稳定经营和收入，使其安心经营，切实促进生猪产业实现高

质量发展。 

 

 瑞奇期货江西吉安市生猪饲料成本“保险+期货”项目正

式入场 

11 月 30 日，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募基金会支持，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监督指导，瑞奇期货携手中

华财险江西分公司共同开展的吉安市吉州区曲濑镇生猪饲

料成本“保险+期货”项目正式入场启动。此次曲濑镇生猪饲

料成本“保险+期货”项目参保人为 340 户建档立卡的脱贫户

及 1 家企业户。投保项目为生猪饲料成本价格保险，其中参

保玉米数量 2750.92 吨，豆粕数量 809.22 吨，按玉米豆粕累

计数量 3560.14 吨计算，总保费共计 58 万元，项目共分四期

完成。 

 

 太湖县举行期货行业帮扶集中签约仪式暨期货力量助力乡

村振兴经验交流会 

11 月 30 日，太湖县举行了由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共太

湖县委、太湖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助力太湖乡村振兴，

献礼建党 100 周年”期货行业帮扶太湖县集中签约仪式暨期

货力量助力乡村振兴经验交流会。会议由太湖县政府副县长

陈焕祥主持，中共太湖县委副书记李加生、太湖县各乡镇人

民政府及乡村振兴局的负责同志、安粮期货等 12 家期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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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代表出席了签约仪式。签约仪式上，中共太湖县委副书记

李加生对于长期以来积极参与太湖县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工作的期货公司表示感谢，希望与交易所、期货公司等各级

帮扶单位一起继续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一如既往地推动

太湖县乡村振兴工作取得更大成绩。与会期货公司代表就期

货行业助力乡村振兴进行了经验交流。 

会上，有 12 家期货公司与太湖县相关乡镇进行了现场

签约，即津投期货与晋熙镇，国投安信期货与北中镇，长江

期货、金瑞期货与汤泉乡，中粮期货、宏源期货、和融期货

与寺前镇，创元期货与小池镇，中信建投期货与大石乡，五

矿期货、国海良时期货与江塘乡，安粮期货与太湖县乡村振

兴局。另有 11 家通过邮寄方式进行签约，分别是中信期货与

晋熙镇，华金期货、冠通期货与北中镇签，浙江新世纪期货

与城西乡，广发期货与汤泉乡，中电投先融期货与小池镇，

东吴期货与江塘乡，一德期货与弥陀镇，东海期货、上海中

期期货与新仓镇，兴业期货与太湖县乡村振兴局。各期货公

司将在总结前期帮扶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期货行业特点，

精准对接项目需求，建立稳定的长效帮扶机制，为太湖县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贡献力量。 

 

 永安期货西藏那曲市“保险+期货”专项业务培训暨捐赠

仪式成功举办 

12 月 1 日，永安期货与大连商品交易所以视频连线的形

式，联合开展了西藏那曲市“保险+期货”专项业务培训暨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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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仪式，那曲市财政局国库科、农业科等科室，人保那曲分

公司及色尼、嘉黎、安多、聂荣等县区的牧民专业合作社、

牧业公司 20 余人参加培训。会上，永安期货与那曲市财政局

签订乡村振兴帮扶协议，未来将与人保那曲分公司开展合作，

为那曲财政捐赠乡村振兴帮扶资金 50 万元。该资金将用于

那曲尼玛县中仓乡“保险+期货”试点工作，帮助农牧民有效

应对那曲大雪等自然灾害带来的饲料价格波动风险。同时，

大力支持财政局驻村点开展农牧民养殖设施改造等帮扶项

目，指导农牧业生产经营，推动产业技术改造，更好的助力

当地乡村振兴，为那曲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瑞达期货重庆云阳县生猪“保险+期货”项目圆满落幕 

12 月 2 日，瑞达期货和大地财险重庆分公司联合开展的

重庆云阳县生猪价格“保险+期货”项目完成理赔。云阳县于

2018 年 7 月实现脱贫摘帽，生猪养殖产业是当地经济、农业

发展的有力支撑。本项目参保主体以个体养殖户、中小养殖

企业为主，共涉及 25 户养殖户，1 家养殖企业，旨在让云阳

县主要的生猪养殖主体都有体验“保险+期货”的机会。项目

承保生猪 709.56 吨，保险保障金额 1250 万余元，云阳县农

业农村委员会支持 30%保费，农户自缴 20%。项目最终实现

赔付 79.94 万元。本次试点项目的圆满落幕不仅切切实实保

障了广大养殖户的利益，更是让“保险+期货”的理念深入人

心，使得广大群众获得了一条稳定收入、控制风险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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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吴期货赴安徽省太湖县江塘乡开展乡村振兴帮扶工作 

12 月 2 日，公司乡村振兴工作小组在首席风险官唐静带

队领导下，在安徽省太湖县开展乡村振兴帮扶工作。为帮助

太湖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公司与太湖县江塘乡签订结对帮

扶协议，本次共开展三项帮扶工作：一是直接捐赠 12 万元帮

扶基金，用于江塘乡龙寨村菜籽油加工项目，项目建成后将

带动脱贫农村人口就业，实现村级集体经济增收约 5 万元/年；

二是开展党建结对，与当地基层党组织签订党建共建协议；

三是开展金融知识专题讲座，为当地乡村振兴局工作人员普

及期货知识。东吴期货将继续践行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使命，

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共同目标贡献一份力量。 

 

 瑞奇期货与欣山镇开展乡村振兴结对帮扶 

12 月 9 日，瑞奇期货与江西安远县欣山镇举行乡村振兴

结对帮扶签约。此次签约涉及期货专业帮扶、产业帮扶、金

融帮扶、教育帮扶、消费帮扶等多个领域，欣山镇将充分发

挥带头作用，积极配合，助推瑞奇期货在欣山扎根。瑞奇期

货通过发挥期货市场价格发现、风险管理的功能作用，服务

欣山镇的农业发展，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

兴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先锋期货有限公司深入甘肃省会宁县助力乡村振兴 

12 月 9 日，先锋期货有限公司助力乡村振兴工作队一行

深入会宁县开展助力乡村振兴活动，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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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成果，持续帮助乡村振兴发展。先锋期货采取多形式、多

层次的帮扶活动，进一步巩固持续五年的帮扶工作。先锋期

货与丁家沟镇人民政府签订了助力乡村振兴框架协议，并向

会宁县丁家沟镇梁庄村、荔峡村脱贫户捐赠了过冬煤炭 22.5

吨，向两村基层阵地建设捐助了 1 万元。先锋期货向靖远县

蓝天骄子农贸公司资助了拓展网络销售平台资金 1.5 万元，

通过“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的方式采购了当地大枣、枸杞、

百合等农特产 3.5 万元，共计支出 15 万元。 

 

 东吴期货赴西藏自治区开展乡村振兴帮扶工作 

12 月 8 日至 11 日，东吴期货总经理助理兼综合部总经

理杨倩带领东吴期货乡村振兴工作小组赴西藏拉萨市开展

乡村振兴帮扶工作。12 月 9 日，工作小组与拉萨市农业农村

局开展了产业帮扶座谈会，会上工作组成员李维介绍了“保

险+期货”业务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情况。12 月 10 日，工作

小组与拉萨市乡村振兴局及帮扶县代表签署了乡村振兴帮

扶合作与党建结对协议，并举办捐赠仪式，就乡村振兴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了交流。此次东吴期货的西藏帮扶之行在拉萨

市、林周县、墨竹工卡县、当雄县、尼木县、曲水县共落地

11 个帮扶项目，有利于当地巩固现有脱贫成果，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 

 

 华泰期货助力云南澜沧县乡村振兴 

12 月 14 日，华泰期货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智一行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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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县调研考察，与澜沧县人民政府签订乡村振兴合作协议，

华泰期货将捐赠 60 万元，着力推进当地文旅设施建设及拉

祜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助力澜沧乡村旅游、文化振兴等产业

融合发展，同时充分发挥华泰期货在风险管理业务方面的优

势，精准对接金融需求，建立长效机制，为澜沧县乡村振兴

提供服务和支持。同日华泰期货党委与班利村党总支开展党

建共建活动，共同慰问困难党员群众，通过党建引领，探索

帮扶新路，在组织共建、队伍共建、帮扶共进等方面凝聚共

识，促进双方党建工作有机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瑞达期货甘肃省牛饲料价格项目顺利赔付 

12 月 14 日，瑞达期货甘肃牛饲料价格“保险+期货”顺

利理赔，这已经是瑞达期货连续第二年推出此类型项目。

2021 年项目服务于甘肃兰州市、张掖市 5 家从事奶牛养殖、

繁育、销售等畜牧业养殖企业。项目承保规模 9115 吨，比

2020 年增加六成，保险保障金额 2433 万元左右，保障饲料

成本上涨风险。因饲料原料价格出现不同程度下滑，项目赔

付约 34.3 万元。2021 年，全球大豆及国内玉米供应预期增

强，叠加进口谷物持续增量，饲料原料的价格重心出现不同

程度的下滑，饲料成本下跌。虽然企业获得较少保险赔付，

但是根据估算，项目期间豆粕和玉米价格波动导致饲料成本

减少 172 万元左右，实际成本大幅下降。综合项目成果来看，

将“保险+期货”应用到奶牛养殖产业中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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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奇期货在安徽太湖县开展乡村振兴结对帮扶 

12 月 14 日，瑞奇期货响应上海期货交易号召，由支部

副书记黄海带队前往太湖县天华镇对接乡村振兴帮扶工作，

举行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黄知开、副

县长吴宝宝、副县长陈焕祥、县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同志出

席签约仪式。签约双方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充分发挥期货行业特

点，精准对接项目需求，建立稳定的长效帮扶机制，为天华

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提供服务

和支持。签约仪式后，瑞奇期货一行前往辛冲村油茶基地进

行了实地考察，对当地产业进行了调研。 

 

 华泰期货上林县白糖“保险+期货”项目实现赔付 

12 月 16 日，由华泰期货牵头，太平洋财产保险广西分

公司承保的郑商所广西上林县白糖“保险+期货”项目期权到

期，实现赔付 577.45 万元。在项目筹备阶段，华泰期货与太

保公司项目团队多次共商项目方案，因地制宜选取最适当产

品方案。项目采用增强亚式平值看涨期权在场外期权市场进

行风险对冲，覆盖现货白糖 5.5 万吨。当白糖价格上涨超过

蔗农与糖厂订单收购价对应的白糖价格时赔付农户收购差

价，该模式能够让蔗农与糖厂享受白糖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

该项目总共为全县 2852 户蔗农的 79540 亩甘蔗提供了 3.21

亿元价格风险保障，实现县域农户全覆盖，总保费 857.5 万

元，农户自缴保费比例为 10%，赔付率高达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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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期货助力江西修水县产业振兴 

12 月 16 日，中粮资本直属企业中粮期货乡村振兴工作

组赴江西修水县举行助力乡村振兴签约捐赠仪式并无偿捐

赠 10 万元，用于发展当地乌鸡养殖产业。中粮期货一行在修

水县领导陪同下，到黄坳乡三塘黄羽乌鸡养殖专业合作社进

行实地走访，了解乌鸡养殖具体情况。此次捐赠资金是用于

购买该社鸡苗，免费发放给布甲乡横山村脱贫户进行养殖，

在助力发展当地养殖产业的同时，为布甲乡 1503 名脱贫户

创造就地就业机会，帮助脱贫户增收致富。 

 

 中信建投期货江西永新县生猪“保险+期货”价格险项目

圆满结束 

12 月 17 日，中信建投期货江西省永新县生猪“保险+期

货”价格险项目圆满结束。永新县是“三湾改编”发生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国著名的中央红色

苏区县。该县为原国家级贫困县，在永新县开展的该项目有

效的缓解了生猪养殖户的经营压力，有利于持续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助力永新县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该项目共计覆盖当

地 4000 头生猪，总保费 25 万元，实现赔付 22.14 万元。 

 

 东证期货向江西井冈山捐赠 150万元产业帮扶资金 

2021 年 7 月，上海东证期货总经理助理尹君前往江西省

井冈山市实地考察，开展乡村振兴前期调研工作，并与井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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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市签订了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12 月 20 日，东证期货

向江西省井冈山市捐赠 150 万元乡村振兴帮扶资金，其中 30

万元用于修建茨坪村村史馆，30 万元用于修建柏露村革命历

史展览馆，30 万元用于建设胜利村红美人种植基地，20 万元

用于建设茅坪村黄桃种植基地，40 万元用于购买特色农产品。

东证期货将以产业帮扶和文化帮扶为两大抓手，扶持井冈山

市特色农业产业和文化旅游业发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永安期货甘肃礼县苹果“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实施 

12 月 20 日，永安期货甘肃省礼县苹果“保险＋期货”

项目顺利实施。该项目在礼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中

期协捐赠 50 万元进行牵头帮扶，永安期货和中粮期货分别

捐赠 12.5 万元，为礼县 16 家苹果种植合作社种植的 1000 亩

苹果提供价格保障。这也是永安期货 2021 年第二次在礼县

开展相关项目，“保险＋期货”项目不仅有效增强了苹果产业

抗风险管理能力，提高农业企业市场竞争力，增强农户保收

增收的能力，也为礼县苹果产业标准化管理、产业转型升级、

长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国投安信期货有限公司与辽宁省义县签署乡村振兴结对帮

扶协议 

12 月 22 日，国投安信期货有限公司与辽宁省锦州市义

县签署乡村振兴结对帮扶协议，双方就助力义县丁香屯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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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建设事项达成一致，国投安信期货捐赠 10 万元为丁

香屯村修建排水沟、修葺村部院墙、旗杆等基础设施。同时

公司与丁香屯村支部委员会签署党建共建协议书，双方拟充

分利用所在党组织的党建资源，共同开展党建活动，共享党

建工作信息，交流党建工作经验，优势互补，实现党建与业

务合作良性互促。 

 

 建信期货持续助力陕西省安康市生猪产业发展 

12 月 27 日，建信期货联合人保财险陕西省分公司联合

申报的 2021 年“大商所农民收入保障计划”生猪期货价格保

险分散项目完成理赔，项目总保费 71.5 万元，总保额 1949.7

万元，34 户生猪养殖户投保，在投保期间生猪期货价格大幅

下跌，最终触发理赔总额 112.12 万元，赔付率 156.81%，切

实保障了养殖户收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建设银行和安康

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建信期货已连续三年在建总行扶贫联

系点安康地区开展“保险+期货”项目并申报“大商所农保计

划”，总行集团资产管理部也连续三年牵头联动发行慈善理

财产品捐赠部分保费。建信期货后期将持续发挥集团优势，

探索风险管理与产融结合创新模式，为当地生猪产业发展聚

力增效。 

 

 永安期货继续推进“班班有个图书角”公益项目 

12 月 27 日，永安期货公司捐款 80 万元，专项用于在国

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甘肃省积石山自治县和靖远县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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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班有个图书角”项目，预计将在两个县建成图书角 400

个左右。该阅读助学项目是在小学每个班级标配一个图书角，

含有 70 本经过 24 位国家书目审定委员会专家审定的国内外

经典图书，涵盖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艺术素养三大类，实

行分级阅读，突出儿童性、经典性、趣味性、全面性，滋养

乡村孩子的生命成长。此前，永安期货已在江西万安县、陕

西延长县开展“班班有个图书角”项目，累计投入 116 万元，

共建成 598 个图书角，含图书 4 万多册，惠及 3 万多名小学

师生。 

 

 英大期货与贵州道真县签署结对帮扶协议 

12 月 27 日，英大期货有限公司与贵州省道真县隆兴镇

签署结对帮扶协议，立足当地特色资源，以产业帮扶为重点

开展乡村振兴工作。英大期货向道真自治县隆兴镇捐赠产业

帮扶款 10.97 万元，用于隆兴镇莲池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1

年钩藤种植示范基地建设。该项目占地约 60 亩，种植 12000

余株钩藤。项目丰产后将惠及至少 20 余农户 100 余人，预

计每户每年增收约 3000 元。该示范基地将发挥长效示范作

用，辐射带动周围农户种植中药材，提升农民种养技术，实

现产业致富增收。同时，英大期货党总支与道真自治县莲池

村党总支开展党组织结对帮扶工作，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强大动力，高效推进党建帮扶助力乡村

振兴。 

 



38 
 

 华金期货参加桐柏县乡村振兴直播宣传公益活动 

12 月 28 日，由郑州商品交易所举办的“2021 期货行业

助力桐柏乡村振兴直播宣传活动”在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电

子商务产业园成功举办，本次活动受到桐柏县政府、郑州商

品交易所、桐柏县电视台的高度重视，华金期货驻桐柏县乡

村振兴工作队作为期货公司代表参加直播活动，助力桐柏县

月河镇优质农产品的直播推介。直播期间，华金期货驻村工

作队重点推广介绍 4 款当地优质农产品，借助股东华发集团

优质口碑和互联网直播平台的良好效果，短短 20 分钟内，助

力直播销售食用油 140 桶、虾稻米 4 箱、豆制品 22 件，总计

实现线上、线下订购销售总额 1.5 万余元，华金期货用实际

行动，为桐柏县优质农产品消费帮扶贡献力量。 

 

 

 

（注：以上信息根据会员单位提供的乡村振兴信息整理编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