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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4 日，中国期货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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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家期货公司赴国家挂牌督战贫困县——甘肃省礼县开展“保

险 + 期货”精准帮扶活动，协会及 5 家期货公司与礼县人民政府

签署了精准帮扶协议。此次活动合计出资 312.5 万元，用于在礼县

开展 2020 年苹果“保险 + 期货”贫困户全覆盖项目，该项目是礼

县乃至陇南地区首次利用期货及衍生品市场管理苹果产业风险，

覆盖苹果种植面积 7223 亩，惠及礼县全部 693 户建档立卡贫困种

植户，在保障礼县如期高质量实现脱贫目标的同时，引导行业持

续在礼县开展“保险 + 期货”专业帮扶，以进一步推动期货及衍

生品风险管理理念在礼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建立期货市场服

务礼县产业发展、助力礼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夯实乡村

振兴产业基础。此次精准帮扶活动，是协会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

召，引导行业机构充分发挥期货专业优势，汇聚行业力量踊跃服

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又一重要举措。

自 2016 年以来，协会始终坚持将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作为

一项崇高的政治责任，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

中国期货业协会 ：
发挥期货优势  决胜脱贫攻坚
文 / 中国期货业协会负责人

论述，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的战略部署，全面落

实《中国证监会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

见》的有关要求，大力引导和推动期货行业机构履行社会责任、服

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取得了显著的扶贫工作成效。基于对扶贫工

作长期的探索实践，期货行业为脱贫攻坚贡献了期货智慧和期货方

案：一是强化组织引导，实施正向激励；二是坚持精准帮扶，合力

攻坚克难 ；三是立足行业优势，深化专业帮扶。

以组织机制为保障，引导推动全行业服务脱贫

攻坚

强化组织引导，广泛鼓励动员

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2016 年11月，协会组织召开了推动期

货行业服务国家扶贫攻坚战略动员会，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同

志出席会议并做动员讲话。为进一步广泛动员行业机构积极参与脱

贫攻坚，协会还于 2016 年推动期货行业开展扶贫工作座谈会、期

货行业服务县域产业研讨会等一系列扶贫工作专题会议，发布了《期

货行业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行动倡议书》。为进一步梳理行业机

构开展扶贫工作的方式方法，2017 年 3 月，协会向行业发布《关于

期货行业履行脱贫攻坚社会责任的意见》，从倡导结对搞帮扶、强

化协作与配合、服务“三农”谋实效、助力产业结构优化、强化期

现对接与合作、加大培训与宣传力度、探索驻点帮扶路径等方面为

行业机构开展扶贫工作的方法选择提供了参考。

同时，协会成立了由党委书记、会长任组长的扶贫工作领导小

组，对引导行业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进行了总体筹划，明确将引

导行业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作为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协会最重要的工

基于对扶贫工作长期的探索实践，期货行业为脱贫

攻坚贡献了期货智慧和期货方案：一是强化组织引导，

实施正向激励；二是坚持精准帮扶，合力攻坚克难；

三是立足行业优势，深化专业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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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 + 期货”
是综合运用保险赔
付和期货对冲策略管
理风险、保障农户基
本收益的创新金融
服务，已经连续多年
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对于稳定农业生产、
支持扶贫战略、服务
实体经济具有重要作
用。2020 年 10 月 26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经济之声《报时中
国经济》录制现场

作，要求每位班子成员切身参与到脱贫攻

坚工作中来，并根据中国证监会决策部署，

起草了组织期货行业开展扶贫工作的方案。

协会借鉴国际经验，在证监会系统内

开创性地设立了行业社会责任委员会。委

员会委员构成层级较高、力量精干，由协会

党委书记、会长担任主任委员，委员包括来

自协会、证监会扶贫办、期货部、期货交

易所、期货市场监控中心等证监会系统内相

关单位的扶贫工作负责同志，以及行业扶贫

代表性机构中负责扶贫工作的高管。

实施正向激励，建立扶贫工作考评机

制

为有效实施正向激励，更好地督促和

鼓励期货行业机构积极履行金融企业社会

责任、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协会建立

了期货公司扶贫工作年度考评机制，联合

国务院扶贫办、中国证监会、期货交易所、

期货市场监控中心等有关单位成立考评委

员会，对期货公司扶贫工作成效进行客观考

评，并将考评结果作为期货公司分类评价公

允的参考依据。

考评方案主要根据扶贫工作政策导向

和行业扶贫工作特点制定，包含 12 大类、

24 项定量考评指标，力求对行业扶贫工作

进行全面、准确、客观评价。在考评工作

程序方面，由协会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考评

初审，并由考评委员会对初审结果进行复

核认定。整个考评工作坚持“客观全面 公

平公开”“导向明确 注重实效”“立足精准 

突出专业”“量化可比 简便有效”等基本

原则。同时，协会每年根据扶贫工作最新

政策导向，对考评方案中的考评指标进行

增删或调整指标权重，以引导行业机构更

好响应国家号召服务脱贫攻坚。

行业扶贫考评机制的建立，在实施差

异化正向激励的同时，有效提升了行业扶贫工作参与度和

实际扶贫工作成效。数据显示，自 2016 年考评机制建立

以来，近 4 年参与考评公司数量分别为 89 家、116 家、

122 家、130 家 ；资金投入方面，近 4 年扶贫资金投入分

别为 2762 万元、8521万元、2.11 亿元、2.38 亿元 ；结对帮

扶方面，2017、2018年两个考评期内共签署帮扶协议125份，

2019 年考评期内协议签署数量达 104 份。可以说，扶贫考

评较好地发挥了正向激励作用，是行业扶贫工作的助推剂。

加强宣传推广，讲好行业扶贫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不仅要做得好，而且要

讲得好。为做好扶贫宣传工作，讲好行业扶贫故事，协会

建立了扶贫信息采集机制，定期编撰行业扶贫工作动态，

通过微信公众号、协会官网实时宣传行业扶贫事迹 ；广泛

聚集媒体资源，与中央电视台、人民网、新华网、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等主流媒体合作，多次对行业扶贫工作进行专

题报道。截至目前，协会通过官网发布行业扶贫工作动态

395 条，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扶贫相关报道约 500 余篇，

行业机构通过人民网、新华网等主流媒体发布扶贫相关新

闻报道 20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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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协会通过举办专题扶贫展、拍摄扶贫短视频、广播现场

秀、扶贫沙龙等方式探索多元化扶贫宣传方式，提升扶贫工作宣传

效果。2018 年12 月1日，协会举办了“精准扶贫与践行社会责任论

坛”。协会班子成员全体参与，并邀请地方证监局、各期货交易所、

贫困县以及行业扶贫工作先进机构代表作为嘉宾参加，共同向行业

发出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倡议，分享了期货行业开展扶贫工作的

典型方式，展示了期货行业对于通过“保险 + 期货”等专业扶贫形

式的探索和思考，得到了行业的广泛关注。2019 年11月 30 日，协

会于第15届国际期货大会期间，主办了“在扶贫路上”主题沙龙活动，

邀请了来自中国扶贫基金会、证监会扶贫办、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

媒体机构的各方代表以及贫困县政府负责人、挂职驻村干部、贫困

户等主体作为嘉宾，通过不同行业、不同机构嘉宾的分享与探讨，

宣传了先进典型、总结了成功经验。沙龙活动期间，协会还同期举

办了期货行业扶贫成果主题展览。

2020 年10 月，协会成功出版了《牢记使命 砥砺前行——中国

期货行业脱贫攻坚优秀故事集》，《故事集》集中展现了期货行业扶

贫一线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事迹和感人故事，着力宣传了以“保险 +

期货”、场外期权为代表的专业扶贫方式，凝聚了期货行业为脱贫

攻坚所贡献的期货智慧和期货方案。同期，由协会联合上海期货交

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拍

摄的“保险 + 期货”公益广告在中央电视台成功播出，公益广告全

面展现了2016 年以来期货行业通过“保险 + 期货”服务国家脱贫攻

坚战略的情况，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以精准帮扶为根本，推动期货行业脱贫攻坚工

作取得实效

坚持精准施策，合力攻坚克难

协会于 2016 年11月发布《期货行业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行

动倡议书》，明确向行业提出了“一司一结对”工作措施，倡导行

业机构根据自身情况与一个贫困地区（县、乡、村）结成对子，通

过建立专项工作组等方式形成长效帮扶机制。鉴于行业机构资本实

力相对较弱，协会探索出一条“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扶贫

新思路，整合行业力量攻坚克难。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

的新路子。近年来，协会多次组织行业机构赴贫困地区开展集中帮

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2017-2018 年连续两年，协会联合 43 家

行业机构开展了针对革命老区——陕西省延长县的“‘长’‘期’携

手”集中帮扶活动，捐赠产业帮扶资金 2400 多万元，助力延长县于

2018 年顺利实现了脱贫摘帽。2020 年 9 月18 日，易会满主席在延

长县调研定点扶贫工作时表示，期货业协会广泛动员行业力量，充

分发挥资本市场和行业机构作用，注重体现当地特点，支持特色产

业提质增效，不断健全市场化“造血”机制，是证监会系统在包括

延长县在内的定点扶贫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的一项重要经验。2019 年

4 月 24-25 日，协会联合 11 家期货公司赴国家级深度贫困县——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麦盖提县开展了一系列精准帮扶活动。协会及11 家

期货公司分别与麦盖提县人民政府签署了精准帮扶协议，合计向麦

盖提县人民政府无偿捐赠产业帮扶资金 750万元，助力麦盖提县于

2020年初实现了脱贫摘帽。麦盖提县政府表示，在脱贫攻坚关键期，

协会组织的集中帮扶活动充分体现了期货行业的家国情怀和社会担

当，进一步增强了麦盖提人民对脱贫攻坚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对麦

盖提县走好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在协会的积极引导下，行业机构多措并举，在产业扶贫、

消费扶贫、公益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等各方面下足了绣花功。

2020 年10 月16 日，在国家扶贫日来临之际，协会向行业发布了《关

于加大消费扶贫力度助力结对帮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倡议》，号

召行业机构加大消费扶贫力度，联合相关机构举办了“延长县消费

扶贫直播带货活动”、资本市场“一县（司）一品”线上展销活动暨

“资本市场扶贫公益联盟”成立大会，有效推广和宣传了贫困地区

优特产品。截至 2020 年 9 月底，通过消费扶贫的形式共签署了544

个购销合同，商品价值共计约 3269.21万元；录用贫困地区毕业生、

实习生共 708 人、残疾人 25人；在贫困地区设立分支机构 7 个、派

遣驻村人员到村到户开展扶贫工作 61 名；帮助贫困地区相关主体设

立网店、电商、网站等共 68 个。

立足行业特色，开展专业帮扶

作为金融市场支农创新的重要模式，“保险 + 期货”得到了中央

的高度重视与充分肯定，并连续 5 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其基本

原理是农户向保险公司购买农产品价格或收入保险，保险公司向期

货公司购买期权，期货公司再利用期货市场对冲实现农产品市场风

险的转移，最终保障农户收入，促进农业生产与转型升级。为积极

响应中央号召，协会大力倡导行业机构充分发挥行业独有的风险管

理专业优势，通过“保险 + 期货”、场外期权等创新方式，深入开展

专业帮扶。  

自 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稳步扩大‘保险 + 期货’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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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以来，在证监会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推动下，试点工作进展迅速、

成效显著。统计显示，5 年来期货行业联合保险公司累计开展“保

险 + 期货”试点 930 个，其中有 565 个项目落地贫困地区，涉及 232

个国家级贫困县、69.71 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行业机构累计为贫困地区价值约 187.19 亿元的天然橡胶、玉

米、大豆、鸡蛋、苹果、棉花、白糖等农特产品提供了价格保障。“保

险 + 期货”模式为脱贫攻坚贡献了期货智慧，对保障贫困主体收益、

提升生产积极性、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贫困地

区建立起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

除此之外，行业机构还利用风险管理专业优势，为贫困地区实

体机构或个人提供合作套保、点价、场外期权等服务方案共计118 个，

名义本金约 10.63 亿元 ；帮助 26 家贫困地区企业成为期货交易所交

割仓库，进一步推动了贫困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了当地物流产

业发展，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

注重志智双扶，激发内生动力

扶贫必扶志，治贫先治愚。在引导行业开展扶贫工作过程中，

协会一直重视“扶志”与“扶智”相结合。一方面，深入了解贫困主

体认知观念、行为习惯，传输新的思想观念，注入自我脱贫精神动

力。另一方面，通过在贫困地区组织培训会、宣讲会等活动，提升

贫困主体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切实增强贫困主体自我发展的能力。

为加强示范引导，协会联合相关期货公司于 2018 年 7 ～10 月

在11 个国家级贫困县开展了11 场“保险 + 期货”扶贫系列专业知识

培训，2019 年在延长县组织开展了“农技下

乡”系列培训，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1月

分别在甘肃、海南、四川 3 省组织开展了3

场省领导干部“保险 + 期货”专业知识培训。

在协会的引导和推动下，期货行业“志

智双扶”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截至 2020 年

9 月底，期货行业机构累计在贫困地区开展

专业知识培训 859 场，参加培训人员累计

50839人次。    

以初心使命为引领，助力国家

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

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

当前，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接近完成，同

时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新的挑战，加大了

巩固脱贫成果的难度。下一步，协会将进一

步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和疫情防控的

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进一步引导和推动期货行业机构把各项相

关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保持攻坚态

势，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助力国家如期高

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一是进一步加强协会党委核心领导作用，

发挥组织机制优势，鼓励行业机构持续加

大帮扶工作的投入力度 ；二是总结行业脱

贫攻坚经验，研究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问题，积极探索建立

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三是深入推进

期货行业专业帮扶，探索优化“保险 + 期货”

项目试点模式，在贫困地区推广、普及期货

专业知识，为专业帮扶的深入推进夯实基

础。

（作者单位为中国期货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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