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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在结对帮扶工作方面，已有

127 家期货经营机构与 523 个帮扶地区（县、乡、村）签署

了 1510 份结对帮扶协议。在资金投入方面，行业累计投入帮

扶资金达 16.36 亿元。在专业帮扶方面，期货经营机构通过

“保险+期货”模式为天然橡胶、玉米、大豆、鸡蛋、苹果、

红枣、花生、棉花、白糖等品种提供了价格保障，承保货值

约 1078.18 亿元；期货行业帮助 47 家涉农企业设立期货交易

所交割仓库；为涉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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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个，名义本金约 40.01 亿

元；累计举办期货专业知识培训 1902 场，参加培训人员累计

104696 人次。在消费帮扶方面，通过消费帮扶的形式共签署

1662 个购销合同，商品价值共计约 8329.63 万元；帮助帮扶

地区相关主体设立网店、电商、网站等销售平台共 250 个。

其他方面，期货经营机构录用帮扶地区毕业生（实习生）共

1883 人、残障人士 39 人，支持农村人口就业创业人数 30082

人；在帮扶地区设立分支机构 7 个、派遣 201 名驻村人员到

村到户开展帮扶工作。 

期货行业乡村振兴工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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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行业乡村振兴工作信息统计表： 
 

序号 工作类别 项目 帮扶成果 

 

备注 

 

1 结对帮扶 

签订结对帮扶协议数量 1510 份  

签订结对帮扶协议的期货经营机构 127 个  

签订结对帮扶协议的地区 523 个  

2 资金投入 行业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16.36 亿元  

3 

专业帮扶 

 

通过“保险+期货”模式承保货值 1078.18 亿元  

协助设立交割库 47 个  

提供风险管理服务方案 208 个 

涉及名义本金

40.01 亿元 

专业知识培训次数 1902 场  

累计培训人员 104696 人  

4 消费帮扶 

累计签署购销合同 1662 个 

涉及商品价值

8329.63 万元 

协助设立销售平台 250 个  

5 其他 

录用大学毕业生（实习生）人数 1883 人  

支持农村人口就业创业人数 30082 人  

聘用残疾人数 39 人  

在帮扶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数量 7 个  

派遣驻村人员 20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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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信息】  

 

永安期货广西东兰鸡蛋“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启动 

10 月 1 日，在大商所及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永安

期货联合华农财险共同开展的东兰县鸡蛋“保险+期货”项目

顺利启动。项目运用“保险+期货”模式，为当地合作社及中

小养殖户近 2550 吨鸡蛋提供约 2200 万元的价格风险保障，

项目总保费规模 80 万元。项目帮助当地养殖户锁定了鸡蛋

销售价格波动风险，增强了养殖户的信心，促进了当地养殖

产业发展。 

 

徽商期货走进双鹿村开展乡村振兴培训活动 

10 月 7 日，徽商期货前往安徽省蒙城县双鹿村开展乡村

振兴期货培训活动。双鹿村各级村干部出席了此次培训会议。

会议期间，徽商期货参会代表详细讲解了期货概念、期货交

易制度、交易软件的使用，并围绕“乡村振兴—期货知识下

乡”为主题，进行“保险+期货”相关案例解读，帮助村干部

树立期货助力农业套保、为农产品保驾护航的理念。最后双

方就农副产品价格不稳、销售渠道过于单一等问题展开讨论，

徽商期货结合村实际困难情况提出可行性方案，为当地农产

品增收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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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期货延长苹果“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入场 

10 月 12 日，中信期货参与的郑商所陕西延长苹果 2022

年“保险+期货”试点项目顺利入场。该项目郑州商品交易所

保费支持 700 万元，外部配套资金 600 万元，其中，中信期

货捐赠 40 万元，并承接 23%的份额。项目惠及陕西延长县

苹果种植户 2454 户，承保苹果合计 31260 亩，目前项目处

于平稳运行之中。未来，中信期货还将继续在延长地区推广

“保险+期货”模式，助力当地乡村振兴工作取得实效。 

 

中信期货黑龙江富裕大豆“保险+期货”项目实现理赔 

10 月 13 日，中信期货黑龙江分公司联合中国大地财险

黑龙江分公司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开展的大豆“保

险+期货”项目顺利实现理赔。该项目为当地大豆种植户承保

大豆 1119.45 吨，以价格险的形式开展。项目到期后，实现

理赔 17.03 万元，赔付率 41.5%, 为当地种植主体运用“保险

+期货”管理价格波动风险作出了示范。 

 

国海良时期货广西糖料蔗“保险+期货”试点项目获批立项 

10 月 17 日，国海良时期货广西糖料蔗“保险+期货”试

点项目在郑州商品交易所的支持下，以竞争性报价方式顺利

获批立项。该项目以郑商所白糖期货合约为标的，采取平值

亚式熊市价差期权结构，预计历时 3 个月，将保障广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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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万吨白糖现货，希望在蔗农售糖有托底价的情况下，尽

可能增加当地蔗农的收入，激发蔗农的种植积极性，助力广

西区域白糖产业稳步发展。 

 

南华期货启动甘肃宁县苹果“保险+期货”县域覆盖项目 

10 月 17 日，甘肃宁县苹果“保险+期货”县域覆盖项目

正式启动。该项目由南华期货牵头，东海期货、中粮期货、

大地期货及中华财险联合参与，总承保面积约 2 万亩，参保

农户约 1500 户，总保费 1400 万元。其中，郑州商品交易所

出资 700 万元，地方各级政府、期货公司、中华财险公司合

计补贴 560 万元，农户自缴 140 万元。该项目属于郑商所现

有三个县域覆盖重点项目之一，是当地首个苹果“保险+期货”

县域覆盖项目，对于推动金融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具

有重要的探索意义。 

 

南华期货湖北钟祥生猪“保险+期货”创新型保险成功落地 

10 月 17 日，南华期货与太平财险联合承保的湖北荆门

钟祥市首个生猪“保险+期货”农业创新型保险项目成功落地，

签单保费 125 万元。在荆门各级政府和太平财险总公司的支

持下，南华期货设计出符合当前市场变化的“生猪价格指数

保险+期货”保险方案，并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及生猪养殖户

开展宣传讲解。钟祥市生猪“保险+期货”模式的成功实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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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当地农业生产、保障养殖企业收益、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切实推进荆门市“一头猪”工程的重要

金融举措。 

 

国海良时期货广西忻城生猪价格险养殖分散项目顺利入场 

10 月 17 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的支持下，国海良时期

货联合兄弟期货公司开展的广西来宾市兴宾区忻城县生猪

价格险养殖分散项目顺利入场。该项目获得广西来宾市政府

保费补贴 30 万元。该项目采用增强亚式看跌结构，将为来宾

两地的 8000 头生猪提供价格保险，助力当地生猪产业健康

发展，助力当地乡村振兴走深走实。 

 

徽商期货开启广西东兰鸡蛋“保险+期货”项目 

10 月 18 日，为了更好的帮助养殖户稳定收益，徽商期

货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东兰县开启鸡蛋“保险+期货”项

目，项目挂钩现货鸡蛋约 1696 吨，保费规模达 40 万元，其

中大商所支持 20 万元保费，保险保障金额超过 1500 万元。

目前该项目已顺利结项，最终实现赔付约 36 万元，有效地规

避了蛋鸡养殖户受到的现货价格波动风险。  

 

国海良时期货广西都安、灵山、全州及荔浦生猪“保险+期货”

项目顺利入场 



 

7 

 

10 月 19 日，国海良时期货在广西河池市都安县、钦州

市灵山县、桂林市全州县及荔浦县 3 市 4 地开展的 3 个生猪

“保险+期货”项目在大连商品交易所的支持下顺利入场。3

个项目累计保费 200 万元，其中政府补贴保费 80 万元，承

保金额 5400 余万元，承保生猪 2.35 万头，覆盖养殖户近 200

户。项目以大连商品交易所生猪期货合约为标的，采用价格

险模式，将帮助生猪养殖户锁定生猪销售价格，助力生猪稳

价保供。 

 

五矿期货秦安苹果“保险+期货”项目完成保险公司再保险 

10 月 19 日，五矿期货 2022 年甘肃省秦安县苹果“保险

+期货”试点项目成功完成了对保险公司的再保险。项目实现

赔付 179.94 万元，成功在丰收季为秦安县 4690 吨苹果提供

了价格保障，五矿期货灵活运用场外期权工具，在苹果期货

主力合约偏强震荡的行情下，实现较高赔付，为秦安县苹果

种植户带来额外每斤苹果约 0.2 元的价格收益，成功避免了

种植户在丰收期面对苹果市场价格频繁波动带来的风险和

烦恼。 

 

物产中大期货龙泉生猪“保险+期货”项目正式入场 

10 月 19 日，物产中大期货与中华财险浙江分公司在浙

江省龙泉市合作开展的生猪价格“保险+期货”项目正式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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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共计保障生猪 1020 头，保障金额约 280 万元，总保费

约 16 万元，其中物产中大期货捐赠保费 10 万元。该项目系

公司“十四五”期间金融支持浙江山区 26 县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举措之一。 

 

华联期货云南绿春橡胶“保险+期货”项目进入理赔阶段 

10 月 20 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指导下，华联期货与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

自治州西南部绿春县开展的天然橡胶“保险+期货”试点项目

进入理赔阶段。项目总保费 24 万元，保费由华联期货无偿提

供。项目惠及 42 户胶农，风险保障金额为 390 万元。为提高

胶农的保障水平，项目已提前行权并进入理赔阶段，累计赔

付金额约为 26.33 万元，赔付率约 110%。 

 

国海良时期货与广西龙州新联村签订帮扶及党建协议 

10 月 21 日，国海良时期货与广西龙州县上龙乡新联村

签订帮扶合作框架协议、帮扶协议及党建共建协议，并捐款

1 万元，用于新联村甫茶屯“红军古道景区”基础设施建设，

增加研学旅游体验项目，助力当地红色旅游经济发展。这是

国海良时期货第 2 年与广西龙州县上龙乡新联村结对开展乡

村振兴帮扶工作。未来，国海良时期货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

为引领，专注期货功能，加强与结对帮扶地区的联系，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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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家乡村振兴及共同富裕战略在帮扶地区走深走实。 

 

永安期货甘肃礼县苹果“保险+期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专项

试点项目顺利结束 

10 月 22 日，在中期协和郑商所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

下，由永安期货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联合承办的甘肃省礼县

苹果“保险+期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专项试点项目顺利结束。

此项目为礼县当地一个国家级合作社的 69 户农户种植的

2606.88 亩苹果提供了 3816.47 万元的风险保障，保障现货数

量 4171 吨。项目采用增强亚式看跌保险方案，取收盘价和执

行价的较低值作为均价基数，在维持较低保险费率的基础上

提高赔付率，切实保障果农收入，最终实现赔付率 143.48%，

赔付金额 240.94 万元。农户自缴部分赔付率 721.37%，农户

得到每户 3.49 万元赔付，每亩平均收益增加 924.24 元。项

目为当地通过市场化手段保障农业风险积累了宝贵经验。 

 

招商期货广西临桂生猪价格险“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出场 

10 月 23 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支持下，招商期货携手

人保财险广西分公司组织开展的广西临桂区生猪价格险“保

险+期货”养殖分散项目顺利出场。本项目总保费共计约 50

万元，保额规模达到 1351.38 万元。项目从入场到出场，历

时约 1 个月，招商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招证资本与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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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临桂当地的情况，选择了增强亚式看跌期权结构。本次

“保险+期货”项目充分利用期货市场的风险管理功能，为当

地运用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积累了经验，同时真正将养殖

产业与市场化机制相结合，有效促进行业的良性发展。 

 

南华期货甘肃临夏生猪“保险+期货”试点项目顺利结项 

10 月 23 日，由南华期货牵头，联合东吴期货、中华联

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的甘肃省临夏县生猪“保险+

期货”试点项目顺利结项，理赔金额 33711 元。本次试点项

目覆盖临夏县 23 户生猪养殖户，涉及生猪 9334 头，现货量

1001.2 吨。项目总保费 83.5 万元，其中期货公司垫付 50 万

元，占比 58.88%；地方政府补贴 16.7 万元，占比 20%；投

保户自缴 16.8 万元，占比 20.12%。总保额 2232.67 万元。项

目通过金融工具对生猪价格波动进行合理、高效的风险分散，

有效分散了养殖经营风险，提高了养殖户的积极性。 

 

永安期货山东淄博玉米“保险+期货”项目完成赔付 

10 月 24 日，由永安期货携手中华联合淄博中心支公司

开展的山东省淄博市玉米“保险+期货”项目完成赔付。项目

涉及玉米参保面积达 2 万亩，为 19 户农业种植大户提供了

价值 3000 万元的玉米价格保障，总保费规模为 89.58 万元，

到期赔付为 67.18 万元，赔付率达到 75%。今年是淄博市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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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开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对项目的不了解和担忧导致

农户信心不足，但在永安期货与中华联合保险的耐心沟通和

引导下，农户逐步打消了复合种植的顾虑，为来年种植打下

坚实基础。 

 

渤海期货甘肃秦安玉米专项帮扶项目成功落地 

10 月 24 日，渤海期货联合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分公司在甘肃省秦安县开展的玉米价格险专项帮扶项

目成功落地。项目期限 2个月，承保玉米种植面积 1.49万亩，

覆盖合作社 8 家，为 1.11 万吨玉米提供了价格保障。项目总

保费 83.33 万元，其中大连商品交易所支持 50 万元，极大减

轻了当地种植户的参保负担。此次专项帮扶项目将有效稳定

当地农户玉米种植收入，推动秦安县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 

 

国富期货河北赵县玉米、豆粕价格险项目顺利完成 

10 月 25 日，国富期货、中融汇信期货与中国太平洋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河北赵县合作开展的猪饲料“保险+

期货”价格险项目顺利完成。项目涉及猪饲料 13616.2 吨，

保费 70 万元，保障金额 3685.31 万元。该项目的顺利完成促

进了当地生猪养殖产业健康发展，保障了养殖户收益，提高

了养殖户复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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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期货重庆万州生猪“保险+期货”项目顺利结项 

10 月 25 日，由华西期货、国元期货和中国太平洋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展的“2022 年大连商品交易所农民

收入保障计划”生猪分散项目在重庆万州顺利结项。该项目

覆盖当地生猪 20875 头，折合 2087.5 吨，现货价值约 4536

万元。项目保费规模 167 万元，其中，重庆市财政支持约 67

万元，大商所补贴 50 万元，华西期货和国元期货分别垫付

30 万元和 20 万元。 

 

华西期货河北安平生猪“保险+期货”顺利结项 

10 月 25 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支持下，华西期货联合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河北省安平县开展的

2022 年大商所河北省养殖分散项目生猪“保险+期货”顺利

结项。项目覆盖生猪 1404 吨，现货货值 3067.74 万元。此次

保费规模为 100 万元，由华西期货先行垫付。该项目的顺利

结项，有力保障了投保户的养殖收益，为当地生猪产业平稳

健康发展贡献了期货力量。 

 

华西期货云南芒市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顺利进入理赔流程 

10 月 25 日，由上海期货交易所、华西期货有限责任公

司及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共同实施开

展的 2022 年上期所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第五期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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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五期项目全部结束，进入赔付流程。此项目是由上期

所推行的“保险+期货”新型农产品价格保险模式，服务对象

为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遮放镇约 813 户橡胶种

植户。项目共承保橡胶约 6 万亩，规模 3156 吨，现货价值约

4065 万元。为减轻胶农负担，实现应保尽保，由上期所支持

全部保费，农户实现 0 出资。五期项目共计实现赔付 120.1

万元，赔付率超 100%。 

 

海通期货新疆阿图什市饲料成本指数“保险+期货”项目入场 

10 月 26 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的支持下，由海通期货

联合太平洋产险新疆分公司，在原国家级贫困县新疆阿图什

市开展的饲料成本指数“保险+期货”价格险项目顺利入场。

项目期限为 1 个月，共计保障饲料现货约 8400 吨，为当地

养殖户的 3 万多头活牛提供了饲料成本保障，保障金额超

2700 万元。本次项目引入了外部资金支持，为当地养殖主体

稳定了养殖成本，保障了养殖收益。 

 

东海期货山东滕州生猪项目正式启动 

10 月 26 日，东海期货与中华联合枣庄滕州市支公司联

合承做的滕州市生猪价格险试点项目成功入场。今年以来，

滕州市紧扣农业高质高效、农民富裕富足、农村宜居宜业的

乡村振兴发展总要求，始终坚持“三农”优先发展的工作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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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本次项目向当地农户提供了稳收的风险分散工具，实现

保价格、保收益，提高养殖企业的效益和竞争力。本次试点

项目共投保生猪 5350 头，目前正有序对冲中，预计将有比较

好的赔付效果。 

 

招商期货湖南安化生猪“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出场 

10 月 26 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支持下，招商期货携手

太保财险湖南分公司组织开展的湖南安化生猪价格险“保险

+期货”养殖分散项目顺利出场。本次项目是招商期货第二次

在湖南省安化县开展的“保险+期货”模式，参保主体为规模

养殖户，开展地点以安化县范围的大福镇、长塘镇为主，5 位

投保农户参与意愿较高。项目总保费共计约 119 万元，保额

规模达到 3305 万元，保障生猪数量 11992 头。 

 

华泰期货平度苹果价格“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完成赔付 

10 月 27 日，华泰期货联合五矿期货开展的山东平度市

苹果“保险+期货”项目圆满结束。本次项目覆盖 1 家涉农企

业、3 家农业合作社以及 35 家农户，总计 3800 吨苹果。华

泰长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结合当地苹果种植及销售情况采

用增强型亚式看跌期权结构，为当地农户对冲市场价格波动

风险。最终该苹果“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实现赔付 72.82 万

元，每吨苹果可获赔 191.6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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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期货广东肇庆鸡蛋“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入场 

10月 28日，在当地政府部门以及大商所的大力支持下，

华泰期货联合中华财险广东分公司开展的肇庆市封开县鸡

蛋“保险+期货”分散养殖项目顺利入场。本项目为封开县的

蛋鸡养殖户 3006 吨鸡蛋提供了约 2687 万元价格风险保障。 

 

中信建投期货潍坊生猪饲料“保险+期货”项目成功结项 

10 月 28 日，由中信建投期货联合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开展的潍坊地区生猪饲料价格“保险

+期货”项目成功结项。此项目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省分公司承保出单、由中信建投期货风险子公司方

顿物产（重庆）以玉米、豆粕看涨期权形式提供风险对冲支

持。本次投保 40970 头猪，共需消耗 12291 吨猪饲料，其中

玉米 9791 吨，豆粕 2500 吨。项目为潍坊市昌邑县生猪养殖

户提供 165.56 万元生猪饲料期货价格风险保障。项目得到各

地政府、广大农业经营者等各方的高度认可。 

 

招商期货参与的新疆兵团四师猪饲料“保险+期货”项目顺利

出场 

10 月 29 日，由宏源期货牵头，招商期货参与，并联合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开展的新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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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兵团第四师猪饲料“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出场。本项目总

保额约 1237.88 万元，项目从前期筹备到理赔，历时约 3 个

月，切实帮助广大生猪养殖户保障经营收益，让更多养殖户

感受到期货力量。 

 

建信期货云南勐海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顺利结项 

10 月 31 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支持下，建信期货于云

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开展的天然橡胶“保险+期货”乡村振

兴项目圆满结束。项目总规模 1000 吨天然橡胶，保费由上海

期货交易所支持。本次项目覆盖了当地 1088 户胶农，近期该

项目已进入理赔阶段。 项目于 3 月开始启动，由勐海县政府

安排辖区内生活较困难胶农参加，并协调当地收胶企业落实

对参保人员的收胶工作，切实服务于胶农。 

 

海通期货广东肇庆封开生猪养殖利润“保险+期货”项目顺利

实施 

11 月 1 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和广东省肇庆市封开县财

政的大力支持下，海通期货联合中华财险，在封开县开展的

生猪养殖利润“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实施。项目期限为 1 个

月，共计保障生猪近 7000 头，涉及玉米现货量约 1400 吨、

豆粕现货量约 400 吨，保障金额近 2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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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期货新疆棉花“订单+期货”项目第一期顺利入场 

11 月 1 日，中信期货参与中国期货业协会牵头的 2022

年新疆棉花“订单+期货”试点项目第一期顺利入场。该项目

由 9 家期货公司联合承做，项目资金来源于期货公司捐赠基

金，其中中信期货捐赠 100 万元。项目服务对象为中棉集团

在新疆地区对接的棉花种植合作社。第一期项目涉及棉花

3000 吨，总权利金 50 万元，预计在 2023 年视棉花市场价格

完成剩余交易对冲任务。中信期货将继续支持在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持续开展棉花期货为农服务公益项目，共同致力于充

分发挥期货市场功能作用服务新疆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国海良时期货与安徽太湖小池镇石霞村签订帮扶协议 

11 月 2 日，国海良时期货与安徽省太湖县小池镇石霞村

签订帮扶合作框架协议、帮扶协议，拟捐助 10 万元用于太湖

县小池镇石霞村石霞山白茶基地日常管理运营，计划通过购

买有机肥、杀虫剂、人工锄草等巩固当地 970 亩白茶基地建

设，进一步优化发展当地白茶产业。 

 

红塔期货开展乡村振兴爱心助学捐赠活动 

11 月 4 日，红塔期货有限责任公司至云南省会泽县上村

乡小坡小学开展乡村振兴爱心助学捐赠活动。本次活动公司

向该校捐赠了校园监控设备、学生生活用品等学校亟需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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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改善学校教学环境，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招商期货参与的孟连白糖“保险+期货”试点项目启动 

11 月 4 日，由光大期货牵头，招商期货、中信建投期货

共同参与，联合国寿财险云南省分公司一起开展的郑商所

2022 年孟连县白糖“保险+期货”试点项目在孟连县举行启

动仪式。孟连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及各企业代表分别致辞并举

行签约仪式。本次“保险+期货”项目的启动，对于当地糖料

蔗种植产业稳健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招商期货举办澜沧县“保险+期货”项目培训 

11 月 5 日，招商期货在澜沧县勐朗镇勐朗村村委会举办

了首次“保险+期货”业务培训。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澜沧县支公司、勐朗镇勐朗村村委会大力协助下，培

训取得圆满成功，当地养殖户反响热烈。此次培训不仅普及

了“保险+期货”基础知识，同时也提升了养殖户参与“保险

+期货”业务的积极性。 

 

恒力期货持续助力延边乡村振兴 

11 月 7 日，恒力期货有限公司分别前往延边州安图县新

合乡、龙市东城镇、汪清县罗子沟镇，与当地政府签订 2023

年结对帮扶协议、为当地干部群众举办培训讲座、走访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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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屯建档立卡户，并同当地党组织建立联建关系。根据帮扶

协议，此次恒力期货共捐赠 42 万元，用于帮扶各乡镇发展产

业、缴纳建档立卡人口人身意外险、为各乡镇基层党组织捐

赠活动经费，开展党支部联建活动等。恒力期货对延边乡村

已累计捐赠 112.5 万元，惠及村屯群众 5000 余人，在助力延

边乡村振兴工作中取得实效。 

 

安粮期货海南乐东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顺利结束 

11 月 8 日，由安粮期货和人保财险上海市分公司、人保

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共同合作的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天然

橡胶“保险+期货”项目顺利结束。本项目存续期共 4 个月，

总保险金额 1397 万元，为乐东县 4717 名投保人的 1000 吨

天然橡胶提供了价格保障。至保险产品到期时，共实现赔付

116.305 万元，赔付率高达 145%，受到了投保人及合作保险

公司的一致好评。 

 

中信期货湖北潜江生猪“保险+期货”项目实现理赔 

11 月 8 日，中信期货中南分公司联合美尔雅期货、中国

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在湖北省潜江市

开展的生猪“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实现理赔。该项目依托大

商所“农保计划”，由大商所出资 50 万元，省级和县级两级

财政资金支持 82 万元，被保险人出资 30 万元，为 9 户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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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饲养的 17139 头生猪所面临的价格下跌风险提供保障。项

目到期后，被保险人获赔 2838286.96 元，赔付率 175.2%。 

 

南华期货云南勐腊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顺利结案 

11 月 9 日，南华期货联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在云南省勐腊县开展的天然橡胶“保险+期货”帮扶项目顺

利结案。勐腊县是云南省原国家级贫困县，橡胶是县内农民

的主要经济来源。2022 年，南华期货首次在勐腊县落地天然

橡胶“保险+期货”帮扶项目，实现总保额金额 3206.25 万元。

此次项目有效促进了当地天然橡胶产业健康发展。 

 

弘业期货江苏生猪“保险+期货+银行+订单”创新试点落地 

11 月 9 日，人保财险南京分公司、弘业期货、农业银行

南京江北新区分行与我市生猪收购企业和生猪养殖户成功

签约全省首单生猪“保险+期货+银行+订单”业务。生猪收购

企业与浦口区养殖户以“基差+期货”的方式签订了收购合同，

锁定销路的同时，该项目为养殖户提供了一个月，承保货值

68.2 万元的生猪价格风险管理，银行基于保单和销售合同的

增信，为养殖户提供了 10 万元的低息无抵押贷款，解决其资

金难问题。该模式创新为江苏省首单。 

 

东证期货与河南兰考张庄村签署共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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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东证期货与河南省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

举行了党建共建协议及乡村振兴帮扶活动协议签订仪式。东

证期货向兰考县张庄村捐赠 15 万元帮扶资金，用于支持该

村数字乡村创业服务暨电商服务平台项目。下一步，双方将

以签署党建共建协议及乡村振兴帮扶活动协议为契机，加强

党建共建交流，深化落实乡村振兴合作任务，助力兰考县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甘肃靖远、积石山“永安期货图书角”建成 

11 月 10 日，在地方教育局的大力配合下，永安期货投

入 80 万元在甘肃靖远县、积石山县开展的“班班有个图书

角”教育公益项目顺利完工。项目总计建成图书角 402 个，

为 19 个乡镇 58 所小学的 14070 位乡村儿童送去了 28140 本

高品质图书。永安期货携手浙江国富慈善基金会持续助力深

耕乡村已持续 5 年，公司累计投入 196 万元，在江西、陕西、

甘肃三省建成 1000 余个班级图书角。永安期货希望通过培

养孩子的良好阅读习惯，丰富其知识，陶冶其情操，发展其

智力，使其踏上健康成长之路。 

 

南华期货甘肃秦安生猪 “保险+期货”项目入场交易 

11 月 10 日，南华期货甘肃秦安生猪“保险+期货”价格

险帮扶项目期权端正式入场交易，并于 12 月 9 日到期。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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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由南华期货牵头，秦安县政府、太平洋财险甘肃分公司、

秦安县二十家生猪养殖合作社联合参与。项目承保生猪 6060

头，计 752.4 吨，项目总保费 83.45 万元，其中养殖户自缴

33.45 万元，占比 40%；南华期货垫付 50 万元，占比 60%。 

 

国海良时期货海南临高、云南金平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

目进入理赔阶段 

11 月 11 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支持下，国海良时期货

开展的海南临高、云南金平 2 个天然橡胶“保险+期货”试点

项目顺利进入理赔阶段。此次赔付总额达 192 万元，赔付率

120%，均取得较好的赔付效果。两个项目从 7 月入场，历时

4 个月，保障面积 2.68 万亩，挂钩天然橡胶 2000 吨，覆盖种

植户 1.17 万户（其中脱贫户 7984 户），总保额 2644 万元，

有效保障了当地天然橡胶种植户的收益。 

 

国海良时期货与广西靖西地州签订帮扶协议和党建协议 

11 月 11 日，国海良时期货与广西靖西市地州镇地州街

民委员会签订帮扶合作框架协议、帮扶协议及党建共建协议，

拟捐款 1 万元，用于购买地州街街委党建会议室、培训室的

会议桌椅。该项目完成后，将便于当地党组织、民委员会开

展党组织生活会、行政会议以及群众培训等，有助于提高群

众服务水平、加强党群工作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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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期货云南普洱澜沧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顺利结

项 

11 月 11 日，华泰期货在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开展的天

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顺利结项。该项目为当地 647 户

胶农投保的 1000 吨天然橡胶提供风险保障，保险金额为

1338.9 万元。项目结束后，农户获得赔付 87.2 万元，赔付率

达到 109%，成功在橡胶市场价格下行的时候帮助农户提前

锁定天然橡胶销售价格，有效地保障了农民收益。 

 

永安期货浙江衢州生猪“保险+期货”项目顺利赔付 

11 月 12 日，永安期货浙江省衢州市生猪“保险+期货”

试点项目保险全部到期，农户获得保险赔付 1421.02 万元，

农户自缴金额赔付率超过 415%，成功打造了“保险+期货”

服务农民增收的“衢州样板”。2022 年初，生猪价格跌至冰

点，永安期货联合浙商银行、财通证券等金融机构，在衢州

开展生猪“保险+期货+银行融资+订单收购”的金融助力生

猪养殖共富样板项目，为中小养殖户提供超过 5 亿元的风险

保障，不仅有效保障了农户养殖风险，也让农户的养殖信心

大增，多个参与试点的农户扩大养殖规模，户均扩大 33%，

获得收益超过 3.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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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期货云南镇康县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顺利进入理

赔阶段 

11 月 15 日，华泰期货携手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在云南

省镇康县开展的天然橡胶“保险+期货”试点项目顺利进入理

赔阶段。本次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为镇康县当地 4346

户胶农的 1500 吨天然橡胶提供了近 2000 万元的价格风险保

障。在今年天然橡胶价格下行的行情下，项目参与农户获得

每吨 770 元的赔付资金，有效地抵御了市场价格下降带来的

风险。 

 

招商期货琼中橡胶“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出场 

11 月 15 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支持下，招商期货携

手人保财险琼中支公司开展的海南琼中县橡胶价格“保险+

期货”试点项目顺利出场。本次项目是招商期货第一次在琼

中县开展“保险+期货”项目，项目于 7 月入场，在运行经历

约 4 个月后，最终期权收益约 121 万元，项目赔付率达

101.145%。本次项目充分利用期货市场的风险管理功能，帮

助琼中县种植户对冲了橡胶价格下跌的风险，有效地保障了

种植户收益。 

 

宏源期货在陕西延长开展消费帮扶助农 

11 月 15 日，宏源期货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响应行业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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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以消费帮扶为手段，购买结对帮扶地区陕西延长县苹果，

合计金额约 4.5 万元。宏源期货通过消费帮扶的形式，以激

发内生动力为核心，瞄准短板，精准匹配，在定点帮扶区域

取得了显著的帮扶成效，受到广大农户的欢迎。 

 

招商期货临高县橡胶“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出场     

11 月 15 日，由上海期货交易所支持，招商期货携手国

寿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开展的海南省临高县橡胶价格“保险+

期货”试点项目顺利出场。项目开始前，招商期货深度调研

了海南地区橡胶产业情况，为农户进行“保险+期货”业务培

训，普及“保险+期货”知识。本次“保险+期货”项目总保

额约 4665 万元，项目落地将有效推动种植产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徽商期货海南保亭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进入理赔结项

阶段 

11 月 15 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支持下，徽商期货联合

中国人保保亭县支公司开展的海南保亭天然橡胶“保险+期

货”试点项目顺利进入理赔结项阶段。今年橡胶期现货行情

整体以下跌为主，且波动剧烈，徽商期货结合过去试点项目

的丰富经验，在期权策略和保险方案上进行了适时调整和优

化，提前了结锁定赔付 75.06 万元，保险赔付率达 9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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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保障了胶农收益。 

        

徽商期货走进望江县开展棉花产业风险管理交流会 

11 月 16 日，徽商期货在安徽省望江县一家种植合作社

举办了棉花产业风险管理交流会。安庆市棉花协会、棉麻公

司等多家涉棉企业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交流培训会。会议期

间，徽商期货分析师就棉花的当前形势、郑商所“稳企安农、

护航实体”计划、以及如何运用棉花套期保值和“保险+期货”

来管理企业经营中的风险进行了详细阐述。与会企业人员反

响强烈并对“保险+期货”业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国海良时期货广西来宾兴宾区、忻城县生猪项目进入理赔阶

段 

11 月 16 日，国海良时期货参与开展的广西来宾市兴宾

区、忻城县生猪价格险养殖分散项目顺利进入理赔阶段。该

项目以大商所生猪合约（LH2301）为标的，选用价格险模式，

采用增强亚式看跌期权结构，于 10 月中旬入场，历时一个

月，最终赔付款项 53.46 万元，赔付率 153%，是农户自缴保

费的 7.64 倍，有效为当地 171.93 吨生猪提供价格下跌的保

护。（以上数据仅为国海良时期货承做部分。） 

 

国海良时期货广西都安县、灵山县、全州县及荔浦县 4 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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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生猪“保险+期货”项目进入理赔阶段 

11 月 18 日，国海良时期货在广西河池市都安县、钦州

市灵山县、桂林市全州县及荔浦县 3 市 4 地开展的 3 个生猪

“保险+期货”项目在大连商品交易所的支持下顺利进入理

赔阶段。3 个项目共涉及农户 171 户，生猪 2279 吨，承保金

额 5405.79 万元，赔付金额 368.75 万元。3 个项目赔付率均

超 180%，取得较好的赔付效果，得到了当地政府、养殖户的

认可。 

 

首创期货与广西田东县签署结对帮扶协议 

11 月 21 日，北京首创期货与广西田东县乡村振兴局正

式签署结对帮扶协议，捐助 10 万元用于重点支持当地光伏

发电及相关产业。广西田东县属于西部欠发达地区，此次定

点合作，客观上结合了光伏发电的特征及田东县实际情况，

弥补当地产业发展能力不足、土地资源缺乏及缺少青壮劳动

力的现状，推动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光伏帮扶”新途

径。 

 

永安期货山东临沂生猪“保险+期货”项目完成赔付 

11 月 21 日，在近期生猪价格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永安

期货山东省临沂市生猪“保险+期货”项目完成赔付。该项目

在当地政府和中华联合财险的支持协作下，为临沂市养殖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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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000 头生猪提供了 703.65 万元的风险保障，总保费 27 万

元，最终赔付 41.1 万元，实现农户自缴保费 178%的赔付率，

较高程度的保障了农户养殖利润，有效的解决了养殖业的最

大风险点。 

 

中信期货河北抚宁生猪“保险+期货”项目实现理赔 

11 月 21 日，中信期货北京分公司联合燕赵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开展的生

猪“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实现理赔。该项目依托大商所“农

保计划”，由大商所出资 20 万元，县级财政资金支持 20 万

元，被保险人出资 10 万元，为 1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饲养的

4378 头生猪所面临的价格下跌风险提供保障。项目到期后，

被保险人获赔 997156.12 元，赔付率 199.38%。 

 

中信期货广东封开蛋鸡养殖利润“保险+期货”项目实现理赔 

11 月 21 日，中信期货云南分公司联合中国人寿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在广东省肇庆市封开县开展的

蛋鸡养殖利润“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实现理赔。该项目依托

大商所“农保计划”，由大商所出资 20 万元，县级财政资金

支持 14 万元，被保险人出资 36 万元，为 2 户农户饲养的

226.37 万羽杏花鸡所面临的养殖利润下跌风险提供保障，同

时锁定鸡蛋价格下跌以及饲料成本上涨两端的风险。项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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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后，被保险人获赔 612599.15 元，赔付率 87.61%。 

 

徽商期货赴潜山市开展乡村振兴产业会议 

11 月 21 日-22 日，在安徽省审计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下，徽商期货工作人员前往潜山市桑树村开展乡村振兴产业

会议暨现场工作调研。本次实地调研桑树村圩排涝站、潜山

市欣兴鑫舒席专业合作社车间、痘姆陶非遗传习基地等地，

并在调研中了解到桑树村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规划。徽商期货

工作人员结合桑树村实际情况从“保险+期货”业务、协助搭

建销售网站、就业、宣传等方面探索了双方的合作空间，积

极谋划党建联盟工作。 

 

瑞达期货江西定南生猪饲料“保险+期货”顺利完成赔付 

11 月 22 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江西证监局、定南县

政府的支持指导下，瑞达期货联合瑞奇期货、平安产险江西

分公司共同在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推进的生猪饲料“保险+

期货”项目完成理赔工作。为了达到更好预期赔付效果，本项

目采用增强亚式采价结算方式，为 4.1424 万头生猪提供 3323

万元的风险保障，保费规模 60 万左右。保险期间，玉米、豆

粕价格上涨，项目最终赔付 81.43 万元，赔付率为 135.7%，

是农户自缴保费的 3.39 倍。该项目通过创新农业保险的方式

熨平饲料原料价格大幅波动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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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达期货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生猪“保险+期货”顺利结束 

11 月 22 日，瑞达期货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生猪“保险+

期货”项目顺利结束。瑞达期货通过优化产品结构设计，为都

安瑶族自治县的 4 户养殖户的 5390 头生猪提供价格险，保

险金额为 1265 万元，最终该项目赔付 32 万元左右。该项目

的成功运行，为当地畜牧养殖特色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也让

参与养殖户开始去了解期货。 

 

新湖期货天然橡胶“期权稳产行动”双试点项目顺利结束 

11 月 22 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支持下，新湖期货分

别与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广垦橡胶

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开展的 2022 年度天然橡胶“期权稳产行

动试点项目”顺利结束。此次是新湖期货与海胶集团合作第

四年开展的试点项目，本年度项目涉及权利金 169.39 万元，

挂钩天然橡胶现货 2620吨，最终实现期权收益 152.43万元，

为当地橡胶种植农户的销售收益提供了有效保障。同时，为

扩大天然橡胶项目试点省份和范围，新湖期货首次携手广垦

集团在广东省合作开展天然橡胶“期权稳产行动”试点项目，

新湖期货承担天然橡胶对冲 2720 吨，合计总权利金 175.84

万元。项目通过“二次结算”方式为当地橡胶种植农户提供

收益 155.352 万元，在今年因天气异常推迟开割以及橡胶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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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一路下跌的背景下，较好助力了天然橡胶的割胶生产。 

 

南华期货九三大豆收入险项目顺利完成理赔 

11 月 22 日，南华期货九三大豆收入险项目完成理赔，

赔付金额 469.24 万元，赔付率 20.09%。项目由南华期货牵

头，大有期货、中泰期货参与，与北大荒农垦集团、阳光农

业相互保险公司九三中心支公司合作，为北大荒农垦集团北

安分公司下辖鹤山、红五月、嫩江、山河农场的 3384 户次大

豆种植户提供了风险保障 2.73 亿元，承保大豆面积 32.29 万

亩，总保费 2470 万元，其中政府保费补贴 1429.07 万元，占

比 57.86%；大商所补贴 599.86 万元，占比 24.29%；农户自

缴 441.07 万元，占比 17.86%。本项目中，参保种植户保费自

缴比例大幅下降了 8%；同时，单位亩保额在原单位产量保额

的 500 元/亩基础上提高到了 773.54 元/亩，进一步降低了参

保农民的经济负担，提升了对参保种植户的利益保障，有利

于落实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稳面积、扩大豆”的重要目标。 

 

国元期货陕西延长苹果“订单收购+期货”项目实现赔付 

11 月 23，由国元期货参与的陕西延长县苹果“订单收购

+期货”项目顺利结项。该项目由延长县人民政府主导，由中

期协组织 12 家期货公司共同参与。其中，国元期货服务对象

为延长县信天游果业专业合作社，该项目涉及农户 30 户，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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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共计 500 吨，国元期货捐赠权利金 16.91 万元。国元期货

风险子公司国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结合过去试点项

目的丰富经验，最终实现赔付金额 31.595 万元，赔付率高达

126%，是合作社自缴权利金的 6.95 倍。 

 

国泰君安期货重庆綦江、江西万安和江西万年生猪“保险+期

货”项目到期结算 

     11 月 24 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江西万安县和万年县

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国泰君安期货及其风险管理子公

司-中泰期货携手大地财险北京分公司合作开展的生猪“保险

+期货”项目顺利到期结算。项目总保费 115 万元，大连商品

交易所支持 50 万元。项目为重庆綦江区、江西省万安县和万

年县 12820 头生猪提供了保险金额约 2892 万元的风险保障，

最终实现赔付约 120 万元，保险赔付率约 104%，为当地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现代化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国泰君安期货河南滑县生猪“保险+期货”项目到期结算 

11 月 24 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河南省滑县人民政府、

中国民生银行总行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由国泰君安期货及

其风险管理子公司携手中国人保财险安阳分公司合作开展

的生猪“保险+期货”项目到期结算。该项目总保费 50 万元，

其中大连商品交易所支持 20 万元。项目为当地 5570 头生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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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保险金额约 1280 万元的风险保障，最终实现赔付约

73 万元，保险赔付率高达 146%，为滑县地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农业现代化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永安期货广西南宁生猪“保险+期货”项目完成赔付 

11 月 24 日，永安期货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生猪“保

险+期货”项目完成赔付。该项目作为 2022 年大商所“农民

收入保障计划”生猪专项试点之一，得到了大商所及地方政

府的大力支持。永安期货牵头华农财险、银河期货、华安期

货和国信期货共同为当地合作社及养殖户近 16 万头生猪提

供了约 3.97 亿元的价格风险保障。项目总保费规模约 1470

万元，总赔付金额约 1167 万元，赔付率约 80%，成为当地首

单保费规模达 1000 万以上的生猪“保险+期货”项目。 

 

国海良时期货与南宁庆乐村签订帮扶协议及党建共建协议 

11 月 24 日，国海良时期货与广西南宁市武鸣区太平镇

庆乐村签订帮扶合作框架协议、帮扶协议及党建共建协议，

并捐款 1 万元，用于庆乐村板意屯特色种植产业沃柑的产业

路建设。产业路建设于 2016 年，当时未考虑到沃柑产业发展

需要，道路较为狭窄，不利于当地种植户运送沃柑，严重影

响了帮扶产业的后续发展，也给村民日常生活带来严重安全

隐患。该项目完成后，将极大方便群众出行和生产生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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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当地 6000 多亩沃柑的运输更加便捷，惠及群众 146 户

943 人。 

 

永安期货河北昌黎生猪“保险+期货”项目顺利结项 

11月 25日，永安期货在昌黎县开展的生猪“保险+期货”

项目顺利结项。该项目在当地县政府、财政局、农业农村局

的大力支持下，在燕赵财险的通力合作下，永安期货捐赠 30

万元保费，为昌黎县 8566 头生猪带来了 2366 万元的风险保

障，最终实现赔付 85.23 万元，农户自缴保费赔付率高达

426.15%，在近期生猪价格持续走低的情况下，有效解决了生

猪养殖业的最大痛点，获得了昌黎县广大生猪养殖户的好评。 

 

中粮期货与乡村振兴地区党支部开展党建共建活动 

11 月 25 日，中粮期货有限公司与新疆乌什县、河南内

乡县、江西修水县、广西隆安县、黑龙江绥滨县等 10 个乡村

振兴地区 12 个村党支部，开展了一次以“共享盛会精神、共

建美丽乡村”为主题的线上党建共建活动。中粮集团直属企

业中粮资本作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更高热情服务

乡村振兴建设”的专题授课。会议由中粮期货副总经理朱静

华主持，共有 200 余人参加。 

 

国元期货湖北麻城生猪“保险+期货”项目顺利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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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5 日，由国元期货联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在湖北麻城开展的生猪“保险+期货”项

目顺利到期结项。该项目作为 2022 年“大商所农民收入保障

计划”立项项目之一，采用增强亚式看跌期权策略为生猪养

殖户保价护航。本项目为麻城养殖户的 1.85 万头生猪提供价

格保障，涉及保费总规模 200 万元，赔付金额约为 317.6 万

元，赔付率高达 158%。此次试点不仅增强了生猪养殖户的信

心，保障了养殖户经营收益，而且提高了养殖经营抗风险能

力。 

 

弘业期货江苏盐城生猪养殖利润“保险+期货”进入理赔阶段 

11月 25日，由弘业期货携手中华联合财险江苏分公司，

在江苏省盐城市开展的生猪利润指数“保险+期货”顺利到期

进入理赔阶段。项目共计实现赔付 54.57 万元，赔付率

136.42%，保险保障效果显著。本次保险保期一个月，在保障

生猪市场价格下跌风险的同时也保障了饲料价格上涨的风

险，这也是盐城地区首次开展此类创新险种。项目覆盖盐城

多个生猪养殖户，总保费共计 40 万元，保障生猪 3702 头。

试点由大商所支持，投保农户仅需承担 50%的保费即可投保，

大大降低了养殖户的投保成本。 

 

南华期货宝泉岭生猪价格险分散项目顺利完成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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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5 日，南华期货黑龙江宝泉岭生猪价格险分散项

目完成理赔，赔付金额 1.45 万元，赔付率 2.9%。本项目由南

华期货与北大荒农垦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合作，由

阳光农险鹤岗中心支公司宝泉岭保险社承保，为北大荒农垦

集团下辖宝泉岭农场的养殖户提供风险保障 1266.37 万元，

承保生猪 5640 头，总保费 50 万元，其中政府保费补贴 20 万

元，占比 40%；交易所补贴 20 万元，占比 40%；农户自缴

10 万元，占比 20%。本次项目，参保养殖户参保意愿较强，

北大荒农垦集团高度重视，项目推进顺利。 

 

中信期货辽宁普兰店生猪“保险+期货”项目实现理赔 

11 月 25 日，中信期货大连分公司联合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在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开展

的生猪“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实现理赔。该项目依托大商所

“农保计划”，由大商所出资 20 万元，市级财政资金支持 8

万元，中国工商银行大连分行捐赠 6 万元，被保险人出资 6

万元，为 3 户农户饲养的 4455 头生猪所面临的价格下跌风

险提供保障。项目到期后，被保险人获赔 493836.75 元，赔

付率 123.46%。 

 

永安期货山东花生“保险+期货”收入险试点项目顺利收官 

11 月 26 日，在郑商所和山东省政府的支持下，由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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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联合中泰期货、五矿期货开展的山东省首单花生“保险

+期货”收入险试点项目顺利收官。项目共投入保费 1100 余

万元，承包面积 10 余万亩，涉及花生现货 2 万余吨，保险保

障金额 1.6 亿元，基本覆盖了山东花生产业种植集中区域，

有效助力了山东省花生产业的稳健发展、协助农民防范自然

灾害及市场波动来带的风险，保障了农民的基本收入水平。 

 

招商期货山东莱西生猪“保险+期货”分散项目顺利出场 

      11 月 27 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的支持下，银河期货、

招商期货携手太保财险青岛分公司组织开展的山东省莱西

市生猪“保险+期货”分散项目顺利出场。本项目总保费共计

约 80 万元，保额规模达到 2097 万元，投保生猪存栏量 9550

头。该项目的开展，为山东省莱西市养殖户提供了生猪价格

风险保障，真正将养殖产业与市场化机制相结合，有效促进

行业的良性发展。 

 

华联期货甘肃凉州猪饲料成本指数“保险+期货”顺利结项 

11 月 27 日由华联期货联合太平洋财险甘肃分公司在甘

肃凉州区开展的猪饲料成本指数“保险+期货”试点项目顺利

结束。本次项目为凉州区约 7 万头生猪提供了 5500 余万元

的价格风险保障，共涉及饲料 1.80 万吨，总保费 100 万元，

累计获赔逾 65 万元，赔付率近 65%。本项目为武威市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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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2022 年结合凉州区农业产业特点和工作出台政策文件支

持开展生猪（猪饲料）“保险+期货”的试点项目，亦属于 2022

年 “大商所农保计划”中养殖类分散项目。大商所为本次项

目提供了40%保费补贴，（由华联期货垫付），政府提供了 50%

保费补贴，极大程度降低了养殖户的投保资金压力并提高其

参保的积极性。 

  

中信期货持续在安徽太湖县开展产业帮扶工作 

11 月 28 日，中信期货与太湖县乡村振兴局达成帮扶协

议，捐赠 20 万元产业帮扶专项资金，用于太湖县百里镇东口

村稻虾共养基地配套设施建设，整治修复河堤及堰渠，保障

稻虾共养基地生产安全，有效促进村集体、脱贫人口及其他

农户稳定增收。中信期货已连续 4 年在太湖县开展产业帮扶

工作，助力当地产业振兴。 

 

齐盛期货在贵州铜仁多地持续开展乡村振兴系列帮扶活动  

11 月 28 日起，山东齐盛期货有限公司分别与贵州省铜

仁市的碧江区、思南县、石阡县、松桃苗族自治县、万山区、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玉屏侗族自治县的 7 处乡村振兴工作地

签订帮扶协议，开展乡村振兴系列帮扶活动。捐赠产业帮扶

资金 22.5 万元用于帮扶地开展技术培训班、建设直播平台、

修缮农田水利、开展乡村旅游及辣椒、南瓜等种植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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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 33.5 万元资金和物品用于对帮扶地困难家庭和学生的

爱心慰问及助学帮扶，为帮扶地产业健康发展、进一步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支持。 

 

东证期货河南南阳生猪“保险+期货”项目顺利赔付 

11 月 29 日，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联合格林大华期货

在河南省南阳卧龙区开展的生猪“保险+期货”项目顺利结项。

根据项目需求，东证期货子公司东证润和采用亚式增强看跌

策略，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负责承

保。项目涉及 5 家养殖场、10 个贫困户的 4057 头生猪，实

现赔付 18 万余元，平均每户获赔 1 万余元，有效规避了生

猪价格下跌风险，保障了当地生猪供应和养殖收益。 

 

华泰期货广东汕头生猪饲料“保险+期货”对冲结束 

11 月 29 日，华泰期货携手人保财险广东省分公司在汕

头市潮南区井都镇开展的 2022 年“大商所农民收入保障计

划”顺利到期并进入理赔阶段。该项目于今年初开展各项调

研及方案设计工作，历经前期调研、客户专业知识培育及资

质匹配、各主体工作沟通、项目风险测算等，于 8 月份获得

大商所备案许可，并于 9 月 30 日成功起保。目前，该项目已

顺利完成场外期权对冲工作，赔付率高达 93.43%，为潮南区

生猪养殖合作社 7500 头生猪提供猪饲料价格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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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期货赴望江县开展乡村振兴调研暨慰问活动 

11 月 30 日，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徽商

期货公司“金钥匙”党建品牌的引领下，徽商集团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徽商期货总经理等一行赴望江县开展乡村振兴

工作调研暨慰问活动。调研期间，望江县副县长详细介绍了

望江县经济发展的优势和短板、重要工作开展情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徽商期货结合望江县实际情况，重点介绍了公司“保

险+期货”业务，并就望江县乡村振兴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进行商讨研究，积极谋划未来乡村振兴工作举措。本次调

研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捐赠仪式，并实地走访了高士镇多家农

业企业，拍摄了乡村振兴专题宣传片。 

 

徽商期货在望江县鸡冠村开展“党建+培训”系列活动 

11 月 30 日，为创新“党建+乡村振兴”工作模式，持续

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徽商期货第一党支部与望江县杨湾镇鸡

冠村党总支签订了“党建联盟”合作书，开展“党建+培训”

支部共建活动。本次党建共建活动在鸡冠村村委会的大力协

助下，取得了圆满成功，当地养殖户反响热烈。活动结束后，

徽商期货公司还为村民送去了大米、油等生活必需品，把关

怀和温暖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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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期货“保险+期货”项目落地河北省武邑县 

     11 月 30 日，招商期货携手太保财险开展的河北省武邑

县玉米价格“保险+期货”试点项目入场。本项目总保费金额

为 50 万元，保障规模约 4587 万元。招商期货风险管理子公

司-招证资本根据武邑当地的种植情况，选择了亚式看跌价差

期权结构，项目预计运行 2 个月，本次项目尽可能地实现玉

米保值增值，从而保障玉米种植产业稳健发展，为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打下坚实基础。 

 

安粮期货普兰店生猪“保险+期货+银行贷款”项目顺利完成 

11 月 30 日，由安粮期货、人保财险大连市分公司和邮

储银行大连分行三方合作的普兰店生猪“保险+期货+银行贷

款”项目顺利完成。 该项目针对养殖户养殖成本风险，以大

连商品交易所上市的豆粕和玉米为标的。参加该项目的大连

普兰店地区的 21 户养猪户共计获得 126 万的“保险+期货”

赔付，同时两户有资金需求的养殖户获得了邮储银行普兰店

支行的惠农贷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养殖资金需求。项目

保障了养殖户因玉米和豆粕价格上涨时造成的养殖损失，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中信建投期货江西安远生猪“保险+期货”项目圆满结束 

     12 月 2 日，中信建投期货江西省安远县生猪“保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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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价格险项目圆满结束。该项目为当地 1.8 万头生猪提供

总保额 3836 万余元的生猪价格风险保障，最终实现赔付 114

万元，赔付率为 114%。项目保费由中信建投期货补贴 50 万

元，农户自交 40 万元，农户实际回报率达到 2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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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原中央苏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新湖期货云南勐腊县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顺利结束 

12 月 2 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云南省勐腊县人民政府

的支持下，新湖期货联合安信农险、太平洋保险云南分公司

在云南省勐腊县开展的 2022 年度天然橡胶“保险+期货”试

点项目已顺利结束。此次为新湖期货首次在云南省勐腊落地

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项目惠及 1741 户天然橡胶种

植农户，承保天然橡胶现货 3500 吨，总保费 252.234 万元，

产生赔付 223.425 万元。项目帮助当地橡胶种植农户稳定了

种植收益，为今后开展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奠定了基

础。 

 

新湖期货海南白沙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结束 

12 月 2 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和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的支持下，新湖期货携手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在

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开展的 2022 年度天然橡胶“保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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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试点项目圆满结束。2017 年至 2021 年，新湖期货已连

续 5 年在白沙开展“保险+期货”试点项目，总承保现货数量

29950 吨，累计受益胶农 65399 户次，共产生赔付 2076.02 万

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022 年，项目惠及

全县 2.7 万户天然橡胶种植农户，其中，脱贫户 9827 户。新

湖期货承担对冲天然橡胶现货 4000吨，总保费 288.55万元，

项目到期产生赔付 283.75 万元。在今年天然橡胶价格持续下

跌的环境下，项目为白沙胶农的种植收益提供了有效保障。 

 

南华期货广东珠海生猪“保险+期货”试点项目入场交易 

12 月 7 日、12 月 19 日，南华期货广东珠海生猪“保险

+期货”一期、二期试点项目期货端分别入场交易。该试点项

目由南华期货联合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在珠

海当地政府支持下开展的,项目一期、二期分别涉及生猪现货

100 吨,权利金分别为 125,577 元、113,601 元，项目至 2023

年 1 月到期。在疫情继续吃紧及春节即将到来之际，该试点

项目为珠海当地生猪养殖户规避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提供了

金融保障，保护了养殖户生产积极性，确保地方生猪稳产保

供。 

 

南华期货广东惠州鸡饲料“保险+期货”项目入场交易 

12 月 7 日，由南华期货联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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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开展的广东惠州鸡饲料“保险+期货”商业

险项目开始入场交易。该项目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承

保蛋鸡养殖饲料玉米现货 3241.2 吨,豆粕现货 810.3 吨,权利

金共计 109.9206 万元，项目于 2023 年 1 月 6 日到期。该项

目的实施，可降低当地蛋鸡养殖户的养殖成本，保障养殖利

润，助力养殖户在疫情期间和节日之际稳产保供。 

 

新湖期货重庆涪陵枳城区“保险+期货”项目圆满结束 

12 月 8 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的支持下，新湖期货联合

人保财险重庆涪陵枳城支公司在开展的生猪价格“保险+期

货”项目圆满结束。本次项目为当地 12 户生猪养殖户提供生

猪价格保险保障，项目承保生猪 8000 头，保险金额达到

1781.6 万元，总保费 64 万元，其中大商所农保计划补贴 47%

保费，重庆市财政合计补贴 43%保费，农户仅自缴 10%，极

大减轻了养殖户们的投保压力。项目到期后每户养殖户获得

赔付比例达 26.5%。本次项目有效解决了涪陵区生猪养猪们

无法保价的难题，“兜底”生猪养殖价格，助力生猪产业稳健

发展。 

 

新湖期货广东揭阳生猪专项项目顺利完成 

12 月 9 日，在广东省揭阳市农业农村局、财政局、银保

监分局的指导下，新湖期货携手人保财险广东省分公司和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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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市分公司牵头中泰期货、南华期货、国联期货共同开展的

2022 年“大商所农民收入保障计划”广东省揭阳市生猪专项

项目顺利完成，项目共分 3 期开展，操作期间为 2022 年 5 月

-11 月，为当地生猪养殖主体的 13.08 万头生猪提供了价值约

3.29 亿元的生猪价格保险以及饲料成本保险，到期共计产生

赔付 701.67 万元。所有赔付工作均已落实到户，为当地生猪

养殖户的生猪养殖收益带去了一份切实保障。本次项目由政

府财政提供 45%的保费支持，大连商品交易所提供 35%的保

费支持，剩余保费由农户自缴。 

 

南华期货甘肃秦安县生猪“保险+期货”项目完成赔付 

12 月 9 日，南华期货甘肃秦安县生猪“保险+期货”价

格险项目顺利到期。项目由南华期货联合太平洋财险甘肃分

公司开展。投保期内，生猪价格在政府调控背景下持续回落，

项目到期赔付 76.32 万元，赔付率达 91.59%。项目承保生猪

7524 头，保障生猪现货量 752.4 吨，保障金额 1602.61 万元，

总保费 83.34 万元，其中大商所保费补贴 50 万元，占总保费

的 60%；投保户自缴保费 33.34 万元，约占总保费的 40%。 

 

国海良时期货与都安瑶族自治县弄坤村签订帮扶协议及党

建共建协议 

12 月 9 日，国海良时期货与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东庙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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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坤村签订帮扶合作框架协议、帮扶协议及党建共建协议，

并捐款 1 万元，用于当地肉兔养殖产业项目，改善产业生产

状况。肉兔养殖产业项目为弄坤村 2022 年新增的村集体经

济产业项目，计划投资 60 万元（其中 10 万元为社会捐赠资

金），建设标准化肉兔养殖厂房两栋（约 800 ㎡），开展种兔

培育及肉兔育肥，打造都安肉兔养殖示范基地。该项目建成

后，将养殖种兔 400 只，年肉兔产量可达 2 万只，有效优化

当地肉兔产业结构，带动当地农户增产增收。 

 

中信期货在陕西延长县开展公益助学活动 

12 月 12 日，中信期货与延长县团委共同开展困难大学

生助学活动，捐赠 4 万元助学金，为 19 名品学优良且家庭

条件困难的大一新生减轻经济负担，帮助他们实现大学梦想。 

 

中泰期货新疆麦盖提红枣“保险+期货”项目结束 

12 月 12 日，在郑州商品交易所、山东省援疆工作指挥

部及当地政府大力支持下，由中泰期货与中华保险新疆分公

司牵头，联合申银万国期货、宏源期货、东兴期货等单位共

同推进的 2022 年新疆麦盖提红枣“保险+期货”县域覆盖项

目圆满结束。项目为当地近 4000 户农户的 5 万余亩红枣提

供了价格风险保障，项目总保额 2.9 亿元，整体赔付金额

1603.43 万元，赔付率达 103.12%，亩均赔付金额 314.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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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超出农户每亩自缴保费金额 50 元，有效保障了当地红

枣产业的发展和枣农的稳收增收。 

 

新湖期货湖南常德生猪专项项目顺利完成 

12 月 13 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和湖南省各级政府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新湖期货联合永安期货与人保财险湖南省分

公司、常德市分公司首次在常德落地实施 2022 年“大商所农

民收入保障计划”生猪专项项目。项目累计为常德市四县区

养殖户的 20.755 万头生猪提供了价值约 4.72 亿元的生猪价

格保险保障。大商所和省财政厅、常德市地方财政共同提供

财政支持，参保农户仅承担项目总规模 28%的保费。项目到

期共计产生赔付 646.24 万元已全部理赔到户。  

 

国海良时期货与南宁武鸣忠党村签订帮扶协议及党建共建

协议 

12 月 13 日，国海良时期货与广西南宁市武鸣区忠党村

签订帮扶合作框架协议、帮扶协议及党建共建协议，并计划

捐款 1 万元，用于陆斡镇忠党村定民屯特色种植产业路工程

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程度上方便群众出行和生产生活，

也使得 300 多亩香米、200 多亩水稻运输更加便捷，让当地

香米、糖料蔗特色产业得到更好的发展，预计惠及群众 125

户 36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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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期货“保险+期货+订单”模式助力新疆阿瓦提棉花 

12 月 13 日，招商期货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合作牵头，

联合大地财险新疆分公司、上海国际棉花交易中心、中棉集

团共同开展的新疆阿瓦提县棉花“保险+期货+订单”项目正

式启动，中国期货业协会、郑州商品交易所参与指导。项目

投保主体为阿瓦提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棉农，保险保障额

度约为 2070 万元，保障籽棉 4000 吨，折皮棉规模 1500 吨，

对应棉田面积约 1000 亩。项目是在传统“保险+期货”模式

基础上的一次创新尝试，对于当地棉花种植产业稳健发展、

农户稳收增收起到积极作用。 

 

中信建投期货持续助力山西娄烦县乡村振兴 

12 月 13 日，中信建投期货与太原市社会救助中心、山

西娄烦县白家滩村签署《定向捐赠协议》，并向娄烦县捐赠 3

万元产业帮扶资金，用于黑木耳种植试点项目，助推当地产

业发展，帮助村民就业增收。太原市社会救助中心为中信建

投期货颁发了荣誉证书，表彰公司在乡村振兴工作中所做出

的努力。 

 

国海良时期货开展广西来宾市兴宾区五村糖料蔗“保险+期

货”首个商业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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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5 日，国海良时期货联合母公司国海证券、北部

湾财险开展的广西来宾市兴宾区五村糖料蔗“保险+期货”项

目顺利入场。该项目是来宾市首个糖料蔗“保险+期货”商业

险项目。项目所在地包括兴宾区上李、下李、盘龙、哪六、

福龙 5 个村，其中上李村为国海证券对口帮扶村。本次项目

采用价格险模式，保障时间近 3 个月，将覆盖当地糖料蔗种

植面积 4500 亩，挂钩白糖 4500 吨，总保费 37 万元（其中国

海证券捐赠 22.5 万元，国海良时期货捐赠 10 万元，农户自

缴 4.5 万元），总保额 2520 万元。后期，国海良时期货将稳

步推进该项目，有效保障当地蔗农的种植收益，为当地蔗农

应对价格风险和稳定生产经营提供新模式，为当地糖料蔗产

业升级探索新路子，为当地开展乡村振兴战略注入新动能。 

 

新湖期货河南商丘“保险+期货+银行”项目圆满结束 

12 月 19 日，新湖期货联合中国民生银行、民生置业有

限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在河南

省封丘县开展的生猪、玉米、豆粕价格保险项目圆满结束。

项目保障金额 2051.49 万元，总保费 75 万元，其中民生银行

支持 25 万元的保费补贴，大商所农保计划支持 30 万元的保

费补贴，农户自缴 20 万元保费。项目到期后最终实现赔付

82 万余元，赔付率高达 109%。此次项目同时兼顾了养殖户

的成本端和销售端，规避了养殖过程中生猪价格下跌和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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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上涨带来的收益下跌风险，为养殖户提供更加全面的价

格风险保障。 

 

国海良时期货与融安县古兰村签订帮扶协议及党建共建协

议 

12 月 20 日，国海良时期货与广西融安县大良镇古兰村

签订帮扶合作框架协议、帮扶协议及党建共建协议，并捐款

1 万元，用于古兰村里居屯便民活动场所乡村振兴文化公益

广告建设。古兰村里居屯是大良镇的乡村振兴示范点之一，

近年来，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该屯便民停车场、

活动走廊、休闲凉亭、道路硬化等便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

序开展，但仍缺少文化装饰元素。乡村振兴文化公益广告建

设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村容村貌，有利于宣传引导全屯 141

户 423 位村民更加积极地支持、参与当地乡村振兴建设。 

 

永安期货开展消费助农，助力乡村振兴 

12 月 21 日，永安期货投入 64 万元帮扶资金采购乡村振

兴重点县特色农产品，“红皮白瓤”香甜软糯的延长红薯、有

“云端上的红米”之称的兰坪红米、富含多种氨基酸的哈尼

米线、健康绿色的常山茶油、脆甜可口的阿克苏苹果和库尔

勒香梨。永安期货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采购方式，多

途径拓宽村民农产品销售渠道，以消费促振兴，帮助农民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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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增收，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发力。 

 

南华期货牡丹江大豆收入险项目顺利完成理赔 

12月 23日，南华期货牡丹江大豆收入险顺利完成理赔，

赔付金额 169.78 万元，赔付率 20.6%。本项目由南华期货牵

头，长江期货、弘业期货、银河期货参与，与北大荒农垦集

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鸡西中心支公司合作，为北大荒

农垦集团北安分公司下辖八五五、八五一〇、八五一一、双

峰、云山农场的 1628 户次大豆种植户和 3 家合作社提供了

风险保障 8889.66 万元，承保大豆面积 11.77 万亩，总保费

824.2 万元。其中，政府保费补贴 476.85 万元，交易所补贴

200 万元，农户自缴 147.18 万元，种植户保费自缴比例大幅

下降了 8%，极大地消除了种植户参保的后顾之忧。同时，单

位亩保额在原单位产量保额的 500 元/亩基础上提高到了

755.01 元/亩，进一步提升了对参保种植户的利益保障。 

 

上海浙石期货助力东乡族自治县乡村养殖项目 

12 月 26 日，上海浙石期货再次与东乡族自治县布楞沟

村村委会签订项目实施协议书，捐赠 10 万元帮扶资金，助力

布楞沟村乡村养殖牛羊舍棚建设项目。改造完成后，养殖场

按照“基地养殖+集体控股+村民分红”的集体产业模式辐射

带动本村及周边群众发展养殖业，通过产业变资产、资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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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金、群众变股东的转变，进一步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对

推动布楞沟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将起到积极的作

用。 

 

新湖期货饲料价格保险项目助力甘肃陇西县乡村振兴 

12 月 28 日，新湖期货联合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在甘肃省陇西县开展的玉米、豆粕价格

保险项目顺利结束。本次项目为当地生猪养殖户提供玉米、

豆粕价格保险保障，保障金额达到 4017 万元，总保费 75 万

元，其中陇西县政府支持 30 万元的保费补贴，大商所农保计

划支持 30 万元的保费补贴，农户只需承担 15 万元的保费，

多方合力支持减轻了养殖户们的投保压力。项目到期后实现

赔付 40 万余元，赔付率为 53.72%。 

 

迈科期货“以购代扶”助力河南桐柏县乡村振兴 

12 月 30 日，为持续助力河南桐柏县乡村振兴，迈科期

货通过“以购代扶”的方式采购桐柏县特色农产品桐淮山珍

234 箱、桐淮虾稻米 234 提、油茶籽油 234 提，总计 11.14 万

元，以消费促振兴，帮助农户拓宽农产品销路，畅通农产品

出村进城的“最后一公里”，促进农民群众持续增收，进一步

推动了当地农村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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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信息根据会员单位提供的乡村振兴信息整理编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