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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期货业协会                                6 月 30 日 

 

【总体情况】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结对帮扶方面，已有 97 家期货经营

机构与 144 个国家级贫困县（乡、村）签署了 229 份结对帮扶协

议。资金投入方面，行业累计投入扶贫资金达 3.237 亿元。专业扶

贫方面，期货经营机构通过“保险+期货”模式为贫困地区天然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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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4 亿元；帮助 18 家贫困地区企业成为期货交易

所交割仓库；为贫困地区实体机构或个人提供合作套保、点价、

场外期权等风险管理服务方案 83 个，名义本金约 47715.49 万元；

累计举办期货专业知识培训 514 场，参加培训人员累计 31000 余

人次。消费扶贫方面，通过消费扶贫的形式共签署了 220 个购销

合同，商品价值共计约 1722.64 万元。其他方面，为贫困地区人口

提供就业岗位，录用贫困地区毕业生（实习生）共 442 人、残疾

人 21 人；在贫困地区设立分支机构 6 个、派遣驻村人员到村到户

开展扶贫工作 35 名；帮助贫困地区相关主体设立网店、电商、网

站等共 40 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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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信息】  

 中辉期货与保靖县签订精准扶贫备忘录 

4 月 3 日，中辉期货与湖南省保靖县扶贫办签署了《精准扶贫备

忘录》。根据备忘录约定，中辉期货将持续做好针对保靖县的精准帮

扶工作：搭建上海企业与保靖县各界的交流桥梁，每年邀请上海地区

的投资公司、金融公司、高科技企业等机构到保靖县调研座谈，积极

引导资金、信息、技术等资源进入保靖县；建立全方位帮扶关系，利

用自身专业优势对保靖县企业、合作社、农户进行扶持、指导和培训；

设立奖学基金、助学基金，为保靖学子在上海和长沙等地提供实习和

就业机会；深入开展消费扶贫，为保靖农产品的销售提供资金、信息

和品牌支持。 

 

 华龙期货教育帮扶助力武山县摘帽成功 

4 月 16 日，甘肃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国家级贫

困县武山县已达到贫困县摘帽标准，拟退出贫困县序列。据悉，

在武山县脱贫攻坚战中，华龙期货作为甘肃省省属重要金融机构，

通过与武山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开展了以教育扶贫为抓手的系

列扶贫工作，包括爱心捐赠，帮助学校设立图书室、音乐室、美

术室、实验室，资助贫困大学生等，累计投入扶贫资金 50 余万元，

取得了良好的帮扶效果。未来，华龙期货将积极响应国家“脱贫不

脱政策”的号召，持之以恒地开展对武山县的帮扶工作，一如既往

地关注贫困学子，持续巩固和提升武山县脱贫工作成果，以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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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更好地履行金融企业社会责任。 

 

 协会携行业机构赴麦盖提县开展精准帮扶活动 

为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号召，进一步加强对深度贫困地

区的帮扶力度，4 月 24-25 日，协会联合永安期货、海通期货、东

证期货、中信期货、国泰君安期货、银河期货、申银万国期货、

光大期货、弘业期货、长江期货、华泰期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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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秘书长吴亚军、副秘书长冉丽，中国证监会扶贫

办处长吴集武，麦盖提县县委书记文福来、县长艾尼瓦尔·吐尔逊、

县委县政府其他主要领导，以及来自新疆证监局、郑州商品交易

所、喀什地区及麦盖提县政府相关部门、期货公司、保险公司等

机构的代表参加了本次精准帮扶活动。本次活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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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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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县走好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通过帮扶协议签署、实地调研、

“保险+期货”项目座谈，此次活动为期货行业对麦盖提县后续帮扶

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延安市委一行至长江期货延长营业部参观调研 

5 月 7 日，在延长县委书记蔺志斌的陪同下，陕西省委常委、延

安市委书记徐新荣和延安市委主要领导一行赴长江期货延长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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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参观调研。调研过程中，延安市委领导一行参观了长江期货延长

营业部的投教基地，并听取了营业部关于精准扶贫工作开展和苹果

“保险+期货”项目实施情况的汇报。徐新荣对长江期货给延安提供的

专业帮扶表示了感谢，并对“保险+期货”扶贫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

徐新荣表示，苹果“保险+期货”试点，探索出了风险共担、互利共赢

的新机制，有效规避了市场风险，稳定了果农收入，下一步要在延安

地区进一步扩大“保险+期货”项目规模、拓宽项目覆盖范围。 

 

 国信期货向太湖县捐赠产业帮扶资金 20 万元 

5 月 13 日，国信期货向安徽省太湖县捐赠产业帮扶资金 20

万元。此次捐赠资金将用于资助太湖县寺前镇中河村劳保用品厂

建设，助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实现产业扶贫到村到户，促进贫

困户稳定脱贫增收。据悉，国信期货于 2018 年与太湖县人民政府

签署了精准帮扶协议，此次捐赠也是国信期货对太湖县精准帮扶

工作的进一步落实。未来，国信期货将以更多实际行动助力贫困

地区经济发展，着力保障改善民生，为早日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

应有之力。 

 

 银河期货调整扶贫工作组织架构 

5 月 21 日，银河期货召开专题党委会，对公司扶贫工作组织架

构进行调整，在充分肯定原扶贫工作小组前期扶贫工作的基础上，成

立了由党委书记牵头的扶贫工作领导小组，以进一步加强扶贫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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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保障。会议同时审议通过了银河期货 2019 年扶贫工作计划，拟

从专业扶贫、项目扶贫、产业扶贫、消费扶贫 4 个方面，积极响应

行业监管部门、自律组织和股东单位号召，发挥期货行业风险管理专

业优势，探索产融结合精准扶贫模式，助力脱贫攻坚。 

 

 中信期货红枣“保险+期货”项目落地麦盖提县 

5 月 29 日，中信期货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新疆

麦盖提县举行红枣“保险+期货”项目签约仪式，两家公司各出资 20

万元、合计 40 万元保费，为当地近 200 户贫困农民办理红枣“保险+

期货”价格保险业务。该项目是自 4 月 25 日麦盖提县“保险+期货”项

目座谈会召开后，行业机构积极响应协会倡导在麦盖提县开展的首单

红枣“保险+期货”项目。另据了解，中信期货与中华联合财险已经在

棉花、苹果等多个品种上合作了“保险+期货”项目，通过运用期货、

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将涉农主体面临的价格风险转移至期货市场，

化解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助力脱贫攻坚。 

 

 国投安信期货赴太湖县元畈村调研并开展专题培训 

5 月 29 日，国投安信期货首席风险官苏凤华一行赴安徽省太湖

县元畈村进行调研并开展金融专项培训。座谈会上，元畈村村长及北

中镇党支部书记分别对元畈村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情况、香菇种植基地

项目推进情况及北中镇产业扶贫规划进行了介绍，国投安信期货向参

会人员介绍了公司扶贫工作开展的总体情况，并表示国投安信期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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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整合自身优势资源，全力助力元畈村贫困人口增收创富。座谈会

后，国投安信期货开展了以“远离洗钱犯罪，保障资产人身安全”为主

题的金融专业知识培训，并实地考察了公司投入 20 万元重点帮扶的

香菇种植项目。 

 

 南华期货天然橡胶“保险+期货”精准扶贫项目再落沧源 

5 月 30 日，上海期货交易所天然橡胶“保险+期货”精准扶贫试点

项目 2018 年表彰暨 2019 年启动工作座谈会在上海举行，南华期货

凭借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荣获上期所

2018 年“保险+期货”精准扶贫试点项目一等奖。会议同期举办了 2019

年“保险+期货”扶贫项目启动工作，南华期货 2019 年度天然橡胶“保

险+期货”精准扶贫项目将继续选址沧源县，总计覆盖 4 万余亩橡胶

种植区，拟为沧源胶农种植收益提供更好地保障，建立稳定长效的帮

扶机制。据悉，自 2017 年以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大力支持下，

南华期货连续两年在沧源县开展了天然橡胶“保险+期货”扶贫项目，

覆盖橡胶种植面积 7 万余亩，累计实现赔付 680.58 万元，惠及胶农

5519 户。 

 

 鲁证期货天然橡胶“保险+期货”助力勐腊县脱贫攻坚 

5 月 30 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举办的天然橡胶“保险+期货”精准

扶贫试点项目 2018 年表彰暨 2019 年启动工作会议上，鲁证期货在

云南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开展的项目荣获上期所 2018 年“保险+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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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试点项目一等奖，鲁证期货前期提交的“保险+期货”及场外

期权产业扶贫试点也于同日成功入选 2019 年上海期货交易所出资试

点项目。据了解，鲁证期货 2019 年天然橡胶“保险+期货”扶贫项目

将继续在勐腊县开展，项目拟覆盖天然橡胶现货量 3000 吨。与此同

时，鲁证期货将与云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开展场外期权产业

扶贫项目，覆盖天然橡胶现货量 2300 吨。2017 年以来，在上海期货

交易支持下，鲁证期货连续两年在勐腊县开展天然橡胶“保险+期货”

扶贫项目，覆盖橡胶现货量累计达 6000 吨，1633 户胶农获得项目赔

付款 361.39 万元。 

 

 国信期货荣获上期所 2018 年度“保险+期货”项目三等奖 

5 月 30 日，上海期货交易所 2019 年天然橡胶“保险+期货”精

准扶贫试点工作座谈会在上海召开，国信期货 2018 年度在云南江

城县开展的天然橡胶“保险+期货”试点项目在上期所 2018 年天然

橡胶“保险+期货”试点项目评审中荣获“三等奖”。与此同时，国信

期货报送的 2019 年度耿马县天然橡胶“保险+期货”精准扶贫项目，

经专家评审委员会的专业评审，顺利入围上期所 2019 年度合作试

点项目。未来，国信期货将不遗余力、不辱使命，继续携手交易

所做深做细“保险+期货”专项工作，为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贡献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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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期货有限公司扶持西藏洛扎县发展藏鸡养殖 

5 月 31 日，中粮期货有限公司与西藏洛扎县人民政府签署了扶

贫服务备忘录，双方就洛扎县产业帮扶计划达成共识。根据备忘录约

定，中粮期货将向洛扎县无偿提供 75 万元精准帮扶资金，用于洛扎

县发展藏鸡养殖项目，该项目将为洛扎县完成 2019 年脱贫攻坚计划、

打赢脱贫攻坚战夯实基础。近年来，在中国期货业会的引导与推动下，

中粮期货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帮扶力度，落实“精准扶贫规划”

方案，积极开拓具有可持续发展、可形成致富增收长效机制的产业扶

贫项目。 

 

 广西罗城县域全覆盖白糖“保险+期货”项目顺利赔付 

6 月 5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白糖“保险+期货”

县域全覆盖试点项目理赔仪式在罗城县召开。据介绍，此次项目最终

实现赔付逾 743 万元，惠及全县甘蔗种植户 6164 户，其中包含全县

1300 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项目赔付率高达 74%，平均每吨进厂原

料蔗可补偿 11.6 元。该项目保费由郑州商品交易所补贴，项目具体

实施及价格风险对冲工作由南华期货、永安期货、新湖期货共同承

担，项目共承保白糖 6 万吨，产业规模达 28220 亩。在同日下午举

办的“保险+期货”项目座谈会上，来自郑州商品交易所、广西财政

厅、广西证监局等多部门领导出席会议，对“保险+期货”试点范围

扩大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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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发期货多措并举助力江城县脱贫攻坚 

6 月 5 日，广发期货对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政府的扶贫捐赠

仪式在广发期货总部举行。广发期货董事长赵桂萍表示，在 2018

年 42 万元捐赠的基础上，此次公司向江城县政府追加捐赠 55 万

元扶贫资金，拟用于继续在江城县开展产业帮扶、教育帮扶、公

益帮扶等帮扶项目，为当地脱贫攻坚、经济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江城县副县长曹华对广发期货长期以来的帮扶工作表示了感谢，

特别是在教育帮扶方面为江城县教师提供的到广州重点学校跟岗

进修的机会，对提高江城县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捐赠仪式当日，广发期货还与江城县政府、太平洋财险签署了 2019

年天然橡胶“保险+期货”精准扶贫项目三方协议，这也是继 2018

年广发期货在江城县成功开展“保险+期货”项目以来，对江城县进

行专业帮扶的又一重要举措。 

 

 东方财富期货在朗县开展金融专业知识培训 

为进一步拓宽金融扶贫渠道、加大金融扶贫力度，6 月 18 日下

午，东方财富期货联合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朗县人民政府举办了“东方

财富期货第三期金融知识援助精准扶贫”专题培训，培训参会人员包

括朗县脱贫攻坚转移就业组、政策保障组、社会保障组等 11 个专项

工作小组成员。培训会上，东方财富期货代表就金融投资品种分析进

行了专题讲解。此次培训是东方财富期货自与朗县人民政府签署结对

帮扶协议以来，在朗县开展的第三期金融知识培训，培训加深了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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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与合作社管理者对现代金融知识的了解，为进一步发挥金融

助力朗县脱贫攻坚的积极作用奠定了基础。 

 

 东海期货与麦盖提县央塔克乡签署精准帮扶协议 

6 月 24 日，东海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与新疆麦盖提县央塔克乡人

民政府签署了精准帮扶协议。根据协议约定，东海期货将依据项目落

实到村、帮扶效果到户、持续有效帮扶的原则，搭建“政府+产业+金

融机构”的联合扶贫方式。据了解，东海期货后续将投入专项扶贫资

金，发挥自身行业优势，通过“保险+期货”专业扶贫方式为央塔克乡

红枣种植户规避价格风险、获取稳定收益。此次帮扶签约也是自 4

月 25 日协会组织开展对麦盖提县的集中帮扶活动以来，行业机构自

发开展的对该县的帮扶活动。 

 

 长江期货延长营业部被延安市委改革办评为基层改革创新点 

6 月 26 日，在延安市金融扶贫暨苹果“保险+期货”工作推进培训

会上，长江期货延长营业部被延安市委改革办评选为基层改革创新

点、苹果产业“银行+期货+保险”模式和金融扶贫跟踪观察点。在此基

础上，长江期货延长营业部于 6 月 28 日接待了清华大学金融学院硕

士研究生一行 15 人来访调研，延长营业部向来访人员讲解了苹果期

货上市以来的市场运行情况，并介绍了延长县企业和果农参与“保险+

期货”试点项目的有关情况。来访人员表示，本次调研加深了他们对

期货理论知识的理解，真正感受到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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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 年度期货公司扶贫工作情况考评工作顺利完成 

5 月 9 日-6 月 27 日，根据期货公司分类评价工作有关要求，按

既照定工作程序，协会完成了 2018-2019 年度期货公司扶贫工作情况

考评工作。本次考评工作历时近两月，主要包括协会初审、考评工作

小组复核确认、社会责任委员会表决认定及外部公示等主要工作环

节：根据公司自主报送的数据，5 月 16 日-6 月 19 日，通过分块初

审、交叉复审、集中三审的方式，协会完成了对 122 家期货公司

提交的 2417 条扶贫数据的完备性和有效性审核；6 月 21 日，协会

组织召开 2018-2019 年度期货公司扶贫考评工作情况考评会议，考

评工作小组全体成员对协会初审工作进行了复核，审议并书面确

认了 2018-2019 年度期货公司扶贫考评工作情况考评结果；6 月

24-25 日，协会组织召开第五届理事会社会责任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对前述考评结果进行了最终表决认定；6 月 25-27 日，考评结

果通过协会官网和微信公众号对外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内，除个

别公司反映因其未有效填报扶贫数据导致其未纳入本次考评范围

外，未收到其他单位或个人的异议。目前，考评结果及有关情况

已报送监管部门。 

 

 永安期货 2019 年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正式启动 

6 月 28 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支持下，由永安期货承做、

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西双版纳支公司承保的 2019 年度天然橡胶

“保险+期货”精准扶贫项目顺利进入保险产品出单阶段，该项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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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于国家级贫困县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项目覆盖

橡胶种植面积约 4 万亩，对应现货量 2400 吨，惠及当地橡胶种植

户 1237 户，其中少数民族胶农 1363 人，项目保费由永安期货垫

付承担。针对当地橡胶种植户实际诉求，一方面通过看跌价格保

险保障橡胶价格下跌时农户割胶收入；另一方面通过看涨价格保

险，使得当橡胶价格上涨时，促成橡胶收购方在其自身风险可控

的情况下高价从农户手中收购橡胶，进一步提高当地橡胶种植户

收入，稳定其割胶信心与当地橡胶产量。 

 

 

 

 

（注：以上信息根据会员单位提供的扶贫信息整理编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