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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证期货 ：立足专业优势 持续探索
“保险 + 期货”助力精准扶贫新模式
文 / 钟金龙

农业科技的进步，中国的粮食单产在不断提高，自然灾害对产量的

事实证明，期货市场在规避农产品价格风险、套
期保值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鲁证期货在多年服
务“三农”的实践中，持续探索创新“保险 + 期货”
模式，有效打通了期货服务“三农”的“最后一公里”。

影响总体上是区域性的，再者我国的农业保险还能够补偿一部分。
而价格风险是整体性的，保险机构称为灾难性风险，属于不可保风
险，农民的收入自然得不到保障。
为了解决农民的收入保障问题，前期我国出台了很多农产品价
格保护政策，比如最低收购价、临时储备等。这些政策在特定的历
史时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最低收购价、临时储备等政
策导致财政负担增加，价格干预导致的价格倒挂，再加上 WTO（世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界贸易组织）的“黄箱”政策限制等，这种价格形成机制难以为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览全局，审时

因而，2015 年开始，国家相继取消大豆、玉米临储政策，农产品市

度势，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底

场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市场化，但与此同时，农业生产面临的价格波

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提出

动风险亦愈加显著。

并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采取超常规举措，
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

随着我国相关农产品临储政策的退出，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市
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民收入随市场价格波动，在面对市场价格波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 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撑 , 其中资本市场是

动较大的风险时，缺乏应对的能力以及有效的工具，基本还是“靠天

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相比于资本市场其他行业，期货行业底子

吃饭”
，
种植收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因而，
种植收益直接影响农民收入，

薄、规模小、实力弱。但事实证明，期货市场在规避农产品价格

与国家脱贫攻坚战略高度关联，是脱贫攻坚工作的“牛鼻子”
。

风险、套期保值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鲁证期货在多年服

与传统依赖资金直接补贴的输血式扶贫相比，
“保险 + 期货”

务“三农”的实践中，持续探索创新“保险 + 期货”模式，有效打

模式不会破坏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能够合理保障农民收益，是助力

通了期货服务“三农”的“最后一公里”。

贫困地区实现脱贫的有效路径。
“保险 + 期货”是指农业经营者或企业为规避市场价格风险向

“保险 + 期货”为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注入源头
活水

保险公司购买基于期货价格的保险产品，保险公司通过向期货经营

在我国，很多贫困地区产业发展不足，种植收益仍然是农民的

场进行风险对冲的业务模式。它是基于期货市场为农业经营者提供

主要收入来源。而种植收益主要由产量和价格两个因素决定。随着

价格避险工具而发展起来的。相对于直接参与期货市场，保险产品

机构购买场外看跌期权将承保风险转移，期货经营机构利用期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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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金融扶贫

对农户来说要熟悉得多，且不需要考虑保
证金占用、强行平仓等期货规则，更易于
农户的理解和接受。
目前，
“保险 + 期货”已连续 5 年被写
入中央一号文件。
“保险 + 期货”金融工具
与精准扶贫工作有效对接，为涉农主体提
供稳定的收入保障，为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注入源头活水。

“ 保 险 + 期 货 ” 的“ 桦川模
式”，逐年扩面、提质、增效
2016 年，鲁证期货响应党中央国务院
脱贫攻坚战略号召，与黑龙江桦川县结对
帮扶。桦川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三江平
原腹地，全县面积共 2268 平方公里，辖 9
个乡镇，105 个行政村，6 个县属国营农、林、
牧场，属国家级贫困县。2016 年，桦川县
共识别贫困村 45 个，贫困户 15133 户 30747
人。桦川县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目前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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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的价格险“保险 + 期货”
“保险 + 期货 + 现粮保底收
购”
“保险 + 期货 + 基差贸易”、收入险“保险 + 期货”等

耕地 210 万亩，其中水稻面积 120 万亩，

项目，连续 5 年逐步升级模式，探索出独具特色的“桦川

玉米面积 80 万亩，水稻、玉米是其主要的

模式”，成为全国标杆式案例。2018 年起施行的整县推进

经济作物。农业产值占全县生产总值将近

项目，每年保证全县实际投保面积保持在 20 ～ 40 万亩，

40%，充分保障农民收入，实现农业产业脱

产量达到 20 余万吨，切实保障了农民的种植收益，帮助

贫对于脱贫攻坚具有重要意义。

贫困地区实现了真脱贫、不返贫。

2016 年，桦川县内的玉米种植户曾发

5 年来的试点使黑龙江省桦川县当地政府和种植玉米

生过大面积亏损，农民当年的收入深受影

的农民从“靠天吃饭”和“丰产不丰收”
“谷贱伤农”的阴

响。于是，如何保护农民玉米种植收益，

影中走了出来，桦川县从此摘掉了
“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

稳定农民收入成为当地党委政府最为关切

2016 年“保险 + 期货”基本模式。2016 年，桦川县

的民生问题。鲁证期货深入调研当地的实

合作社分别购入国产大豆期货价格保险，若大豆期货价格

际情况，决定推行“保险 + 期货”的特色

下跌超过保险约定价格，则保险公司向合作社进行赔付。

扶贫模式。

同时，保险公司购买鲁证资本提供的场外期权进行风险对

在扶贫过程中，鲁证期货及子公司鲁

冲，若大豆期货价格跌破看跌期权执行价格，则鲁证资本

证充分发挥金融扶贫优势，借助“保险 + 期

向保险公司进行赔付。鲁证资本将承接的价格风险通过场

货”的形式，将金融服务前置，利用期货

内期货市场进行对冲。

场外期权与现货结合，在全国多地开展专业

2017 年“保险 + 期货 + 现货收购”。2017 年，当地农

扶贫工作。其中，特别是在黑龙江桦川县

户对保护期货价格的模式提出了不同看法，与保护期货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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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相比，农民更关心实际卖粮的价格，他们认为碰到现货市场不好，

期货积极申请大连商品交易所“农民收入保障计划”县域覆盖项目，

仍然不能彻底解决实际卖粮问题。2017 年鲁证期货将
“保险 + 期货”

经过交易所的最终评审，济阳区玉米收入险项目获得全国第一名的

模式与现货收购相结合，提出通过现货保底价收购的方式为农户售

评审成绩。该项目立足于保障农民实际收入，为参保农户定制了合

粮保底，相当于由金融机构为农民提供收储服务。

理有效的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方案。在产品设计上采取收入保险模

2018 年“保险 + 期货 + 基差收购”。2018 年，当地政府希望公

式，无论是玉米价格跌破保障价格或产量下降，都可以得到赔付，

司为全县（行业内首次）玉米种植农户提供收益保障服务，这说明

对量、价两个要素进行双重保障。同时，项目还积极引入商业银行

了当地对“保险 + 期货”模式和公司服务的认可。同时，鲁证期

为种植大户提供融资服务，是一个整体涵盖“保险 + 期货”、银行

货将“基差收购”加入到项目中，采用基差定价模式。2018 年 11 月，

融资等多种形式，由期货公司、保险公司多类型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公司在桦川县创新支农模式上的实践获得国务院扶贫办、证监会等

的、综合性“农民收入保障计划”试点项目。8 月底，试点项目在当

部门授予的“最佳创新金融产品扶贫项目奖”；桦川县获得国务院扶

地顺利落地，承保玉米种植面积 40.28 万亩，折合现货量 22.15 万

贫开发领导小组授予的“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

吨，覆盖玉米种植农户 4.5 万余户，总保费 2678.61 万元，其中期货

2019 年玉米收入
“保险 + 期货”。桦川县于 2019 年 5 月正式脱

公司支持资金 1100 余万元，占总保费的 43.76%。项目为农户提供每

贫摘帽，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完善试点模式，将收入险引入

亩 950 元的收入保障，保费 66.5 元 / 亩，农户自缴比例为 12.13%，

本地区，对“桦川模式”进行升级，打造了县域覆盖的玉米收入“保

每亩仅需缴纳 8 元便可获得 950 元的收入保障，有效保障了玉米种

险 + 期货”试点。该项目覆盖玉米种植面积 32.75 万亩，为农户

植农户的种粮收入。

提供 952 元 / 亩的收入保障。2019 年可谓黑龙江的“大灾之年”，

玉米收入险的引入与小麦完全成本保险相呼应，实现“共振”

多次台风侵袭造成部分地区遭遇内涝，桦川县受灾严重，玉米大

效应，使济阳区农户获得一年两季，小麦与玉米合计不低于 1880 元

规模减产，期货价格也受多重影响一路下行，最终玉米种植收入

/ 亩的收入保障。2020 年小麦产量较高，收益达到 1200 元 / 亩，玉

大幅下滑。在此背景下，
“保险 + 期货”项目为农户提供收入保障，

米现在也已经收割，由于 2020 年玉米价格大幅上涨，收益也达到

抵御灾害与价格波动带来的收入损失风险。玉米收入险为农户理

1200 元 / 亩，2020 年综合收入预计达到 2400 元 / 亩。从成本角度看，

赔总额 8787.31 万元，赔付率 376%（赔付率最高），成为全国范围

在保费负担不重（保险费率 5.5% 左右）的基础上，有效稳定了当地

内试点面积较大、赔付效果较优的收入险项目，用实际效果证明了

农户收入，极大地提高了粮食种植积极性。

“保险 + 期货”助力贫困地区夯实脱贫成果的有效性。

回首 5 年多来“保险 + 期货”试点的点点滴滴，其逐年扩面、
提质、增效，不仅成为期货服务“三农”行之有效的好模式，而且

2020 年“保险 + 期货”的“济阳模式”，打造乡
村振兴新模板

是期货行业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抓手。
“保险 + 期货”把期货公司对冲价格波动风险的专业能力、保

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是粮食生产大县，总耕地面积 97.4 万亩，

险公司丰富的保险产品研发经验以及保险客户基础优势、银行的资

小麦和玉米分别为春秋两季作物，种植面积达到 40 余万亩，是当

金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了期货公司的专业风险管理能力，打通

地重要的粮食作物。根据 2018 年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银保监会

了期货服务“三农”的“最后一公里”。随着“保险 + 期货”试点范

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

围的扩大、县域全覆盖试点的成功运行，
“保险 + 期货”已具备一定

工作的通知》，济阳区是山东省确定的四个小麦完全成本保险试点

的可复制、可推广性，这为我国大规模开展和普及农业价格或收入

区域之一。2020 年，济阳区小麦每亩保障收入为 930 元，保费 37

保险提供了宝贵的可借鉴经验。

元 / 亩，农户只需缴纳 11 元 / 亩的保费，较好的保障了小麦的种植
收入。为进一步保障春、秋两季作物的综合收入水平，济阳区积极
争取针对玉米的收入保障措施。
2020 年，在山东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厅等单位的支持下，鲁证

（作者为鲁证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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