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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金融扶贫

不断创新探索精准扶贫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脱贫攻坚摆到前所未有的

新高度。作为行业头部期货公司，银河期货积极响应号召，立足行

业特色，在精准扶贫方面不断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深入探索服务“三

农”，服务实体经济的创新道路。

第一，党建引领，提升扶贫工作的政治站位。银河期货是中国

银河证券的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投公司，独特的金融央企

股东背景，形成了全方位的中投银河扶贫体系。在中投银河扶贫体

系的总体指导下，银河期货始终牢记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认真贯

彻中央和上级决策部署。高度重视扶贫工作的开展，不断强化党建

引领，为扶贫工作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自 2016 年起，银河期货就

成立了扶贫小组，积极开展精准帮扶工作。2019 年 5月，为进一步

推动扶贫工作开展，加快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扶贫工作

格局，对扶贫工作进行系统谋划和深入研究，形成扶贫长效机制，

公司又成立了由党委书记领衔的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充分发挥公司

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同时，公司成立一级部门

产融合作部专门负责扶贫工作，明确任务目标，加强监督考核，层

层压实责任，为银河期货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提供坚强的组织保

银河期货：金融创新助力服务“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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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在 2019 ～ 2020 年度中期协扶贫工作考评中，银河期货取得行

业第 4 名的历史最好成绩，党委领航脱贫攻坚的核心作用成效凸显。

第二，因地制宜，重点推进“保险 + 期货”扶贫工作。“保险

+ 期货”连续 5 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充分表明了这一跨市场金融创

新已经成为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支持“三农”发展和服务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有效模式，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银河期货积极贯彻中央和上级决策部署，充

分发挥期货行业风险管理专长，切实将扶贫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有

机结合，因地制宜运用“保险 + 期货”，帮助贫困地区提升运用金融

工具规避风险的能力。截至目前，银河期货累计在12 省区18 个市县

开展了30 余个“保险 + 期货”金融扶贫项目，涉及玉米、大豆、苹果、

棉花等 9 大类农产品，累计为 5.6万户农户（其中约 2.8万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 50万吨农作物提供风险保障，名义本金约 20 亿元，投入

涉贫资金（保费垫付+ 捐赠）2872.54万元，仅价格保险部分赔付就

达 3450万元。2019 ～ 2020 年度，银河期货参与完成了23 个“保险 +

期货”试点项目，其中有12 个项目涉及精准扶贫，惠及15234 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保险 + 期货”为农户提供了一种操作性较强的避险工

具，将价格风险转移至期货市场，保障农户收入的稳定。银河期货在

项目开展过程中，不断优化“保险 + 期货”金融扶贫创新模式，探索

农业风险管理新路径，助力贫困地区产业发展。2016 年，银河期货

开展的国内首单政策性鸡蛋“保险 + 期货”，获得青岛市金融创新奖第

一名，这是 “保险 + 期货”业务获得的地方政府最高奖项。2017 年，

银河期货在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开展了国内首批玉米收入保险试

点项目，从传统的价格保险升级到价格与产量兼顾的收入保险，向国

际成熟市场接轨。2018 年，银河期货在山东莱西组织开展了国内首单

不忘服务实体经济初心，牢记国有企业责任使命，

积极探索农业风险管理新模式，建立扶贫工作长效机

制，真正做到变“输血功能”为“造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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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苹果“信贷+ 保险 + 期货”项目，创

新引入银行信贷，为果农增加了融资便利。

2019 年，银河期货在甘肃静宁实施了全国最

大的苹果“保险 + 期货”县域覆盖项目，提

出了订单、农担、保单、仓单有机结合的 “四

单”保障计划。2020 年，银河期货又在广东、

贵州等地率先实施了生猪饲料成本指数、蛋

鸡饲料成本指数“保险 + 期货”试点项目，

有效保障了当地养殖户饲料成本过快上涨的

风险。

第三，多措并举，实现贫困户的稳定

增收。除发挥风险管理专业优势开展金融

扶贫外，银河期货还积极开展产业扶贫、

教育扶贫和消费扶贫，多措并举帮助贫困

户稳定增收。在产业扶贫上，银河期货先

后在陕西延长、河北蔚县、新疆麦盖提、

河南桐柏等贫困地区开展系列帮扶活动，

累计提供资金支持近 300 万元，用于当地

温室大棚、文化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在

教育扶贫上，银河期货在云南剑川等贫困

地区援建银河小学，同时在多个贫困地区

举办了20 余场业务培训，帮助千余户贫困

户了解风险管理知识。在消费扶贫上，银

河期货先后在安徽太湖、江西于都等贫困

地区大力开展消费扶贫活动，2016 年至今

累计采购特色农产品 50 余万元。2019 年，

银河期货认购了贫困地区农产品 34.13 万

元，并组织公司全体员工爱心认养甘肃省

静宁县甘沟镇杨咀村 162 棵苹果树共 19.44

万元，逐渐形成了公司全员广泛参与的脱贫

攻坚格局。

助力甘肃静宁实现高质量脱贫

摘帽

甘肃省静宁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也

是甘肃省 23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当地自然

条件恶劣，旱、涝、风、雹等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种植望

天收，养殖风险大，脱贫任务十分艰巨。以中投银河为一

体的扶贫体系，一直以来积极践行国企社会责任，与静宁

县政府一起共谋绿水青山，帮建金山银山。在上级决策部

署和支持指导下，银河期货立足自身专业优势，以金融扶

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消费扶贫为主要手段，多措并

举精准扶贫。在各方共同努力下，2020 年 2 月 21日，静宁

县正式宣布退出国家级贫困县序列。

2018 年，在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商所”）和

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银河期货在静宁县成功试点了首

批 3000 吨苹果“保险 + 期货”项目。总保费160万元，保

险周期 3 个月，服务了341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 1 家龙头

合作社。最终项目总赔付 89.44 万元，户均赔付 1,321 元。

在此基础上，2019 年银河期货又成功申请到了全国唯二、

甘肃唯一的郑商所苹果“保险 + 期货”县域全覆盖项目。

项目由银河期货牵头，联合人保财险为静宁县苹果种植户

量身定做“保险 + 期货”专业服务。项目总承保 4.6 万吨

苹果，保障金额 3.75 亿元，覆盖全县 8713 户（约 2.3万人）

建档立卡贫困户和 3 家龙头合作社，真正实现了“县域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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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全覆盖”，让全县全部贫困果农和当地专业合作社享受到了政策

的红利。截至项目结束，“保险 + 期货”总赔付 1676.34 万元，苹果

现货销售端增收 1200 多万元 ；整个项目“金融端 + 现货端”实现增

收约 2900万元。成功为贫困户规避了价格风险，在现货端和金融端

同时实现了增收。值得一提的是，2020 年 3 月，全国正值新冠肺炎

疫情发酵时期，静宁果农因苹果滞销而头痛不已，种植收入得不到

保障。银河期货在这样的背景下又积极承接了静宁县“中央奖补苹

果‘保险＋期货’扶贫项目”，覆盖全县 9 个乡镇 3010 户种植户，其

中1645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承保 1.6 万吨苹果。最终，项目实现赔

付 385万元，为当地果农及时提供风险保障，稳定了种植收益。为

持续推进在静宁县的扶贫工作，在郑商所、中投公司和银河证券的

大力支持下，银河期货在 2020 年新季苹果上市之后，继续在当地

实施了2020 ～ 2021 年苹果“保险 + 期货”全覆盖试点项目，目前

项目正分批出单运行中，预计将覆盖静宁县域全部的苹果种植贫困

户以及三个深度贫困村和部分龙头合作社，参保果农共计 5903 户。

项目总保费 2256 万元，承保 4.8 万吨苹果，持续推进静宁县在“后

疫情时代”的脱贫攻坚工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在项目开展过程中，银河期货不断扩大试点规模，创新“保险

+ 期货”扶贫模式，逐步引入了龙头企业、银行、农担等市场主体

参与其中。2018 年起，甘肃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农

业银行甘肃省分行以保单为重要依据对收购果农苹果的合作社进行

“保单增信”，扩大贷款额度。极大缓解了合作社每年10 月至来年

5月，新果下市采购时以及渠道销售的资金压力，提升了静宁苹果

流通竞争力，助力“静宁品牌”抢占市场份额。此外，银河期货在

2018 年协助参保企业成功申请设立了西北首批苹果期货交割库，为

静宁依照“期货标准”，打造“订单农业”，提供了有力保障，对静

宁县苹果产业做大做强，提升品牌效应具有重大意义。2019 年又协

助其申请了苹果期货厂库和车板交割库资质，标志着静宁正式成为

西北地区苹果期现结合的纽带，促进了静宁苹果品牌价值的提升和

市场竞争力。并且，由于稳健的经营和避险工具的合理使用，在中

国银河证券的辅导下，参保企业也成功在新三板挂牌，成为了静宁

县乃至甘肃东部区域的第一家上市企业。经过连续 3 年的金融扶

贫，“保险 + 期货”在当地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银河期货通过链接“小苹果”和“大金融市场”，保障了当地贫困农

民的收入，壮大了静宁苹果产业规模，为静宁县如期打赢脱贫攻坚

战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银河期货未来扶贫工作注重长效机制

“精准扶贫、金融富民”是银河期货一贯践行的扶贫理念，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也是市场经济的助推器，贫困地区资源

丰富，开发利用潜力巨大，金融企业助推精准扶贫大有可为。“保

险 + 期货”在服务“三农”和脱贫攻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能

够真正为贫困地区脱贫和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甘肃静宁的脱贫

模式是银河期货在探索精准扶贫道路上的一个成功案例，也是一

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扶贫新路径。以贫困地区特色产业为主导，

重点推进“保险 + 期货”的特色扶贫工作，并将产业扶贫、教育

扶贫、消费扶贫结合其中，多措并举助力脱贫攻坚。

2020 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

奋斗的起点。下一步，银河期货将继续不忘服务实体经济初心，牢

记国有企业责任使命，积极探索农业风险管理新模式，建立扶贫工

作长效机制，真正做到变“输血功能”为“造血功能”。

一方面，巩固长效机制，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力结合。银

河期货将持续完善公司扶贫组织，加强公司党委对脱贫攻坚工作的

全面领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和上级党委各项决策部署，从根本上保

障扶贫工作的持续推进。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不是简单在

当年消除贫困人数就行，需要防止未来贫困人口出现增量，只有稳

定脱贫不返贫才是真正实现了脱贫目标。近年来，对于已经脱贫了

的地区，有的产业基础比较薄弱，因病、因灾等返贫风险仍然存在，

所以，需要在这些地区持续推进扶贫工作，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有力结合，注重长效扶贫机制，激发内生动力，从根本上防止返贫。

另一方面，统筹扶贫资源，奋力攻坚落后偏远地区的根本需求。

对于落后偏远地区，银河期货首先将深入当地开展调研，了解当地

农户的核心诉求，精准识别当地农户低收入原因，同时优化扶贫模

式协同发展，整合各方扶贫资源，适时引入更多参与主体，稳步提

升农户收入。其次，银河期货将积极在落后偏远地区广泛开展期货

市场服务三农培训、“保险 + 期货”业务培训等专项培训。培训对

象包括当地的干部、涉农的企业、农户，从根本上提升群众利用期

货及衍生品市场管理风险的意识和水平，实现贫困农户的“思想脱

贫”。最后，依托当地区域特色资源，探索产业扶贫致富道路，总

结在甘肃静宁县的扶贫经验，将静宁脱贫模式复制到其他地区，并

因地制宜探索个性化帮扶道路，以高效率高成果进行扶贫工作。

（作者为银河期货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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