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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结对帮扶方面，已有 98 家期货

经营机构与 160 个国家级贫困县（乡、村）签署了 267 份结对

帮扶协议。资金投入方面，行业累计投入扶贫资金达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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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货值约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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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10.16 万元；累计举办期货专业知识培训

578 场，参加培训人员累计 35637 余人次。消费扶贫方面，通

过消费扶贫的形式共签署了 306 个购销合同，商品价值共计约

20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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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 人、残疾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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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名；帮助贫困地区相关主体设立网店、电商、网站等共

50 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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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信息】  

 金瑞期货赴太湖县罗山村开展帮扶工作调研 

10 月 9 日，金瑞期货赴安徽省太湖县北中镇罗山村进行

调研交流并开展金融知识培训。结对帮扶座谈会上，罗山村党

支部书记舒达中介绍了罗山村村情、脱贫攻坚开展情况及重点

种植、养殖项目的基本情况，分析了罗山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

中的短板和薄弱环节，下一步罗山村将在发展理念、帮扶资金

与村民自身努力三个方面共同发力，继续巩固黄牛养殖与茶叶

种植基地项目，重点发展香菇种植。金瑞期货党总支书记沈纯

表示，一方面，金瑞期货将结合自身资源优势为罗山村农特产

品拓宽销售渠道；另一方面，通过投入帮扶资金，因地制宜发

展更多项目，实现对罗山村的“造血式”扶贫。 

 

 国家扶贫日“资本市场脱贫攻坚论坛”在京举办 

10 月 14 日，国家扶贫日“资本市场脱贫攻坚论坛”在北

京会议中心举办。论坛由中国证监会主办，中国证券业协会、

中国期货业协会、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协办，来自证监会系统、证券、基金、期货等金融机构以及

主板和新三板上市公司等各部门共计 200 余人参会。论坛以

“积极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为主题，总

结资本市场扶贫经验，贡献资本市场扶贫智慧。协会党委书记、

会长王明伟，副秘书长冉丽以及行业 10 家期货公司代表受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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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论坛。 

 

 东吴期货赴石阡县开展教育帮扶工作 

10 月 15 日，东吴期货赴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开展教育帮扶

工作。帮扶工作采取了总体捐款加定向资助的方式，共捐款 40.6

万元。其中，向石阡县五德镇小学捐赠 37 万元，用于学校操场

等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另外，东吴期货员工还牵手该校 30 名贫

困家庭儿童，向每名儿童资助 1200 元以改善学习、生活条件。

东吴期货董事长朱卫国表示，后续要加强沟通，及时掌握教育教

学、学生成长以及学习动态。下一步，东吴期货将继续深入推进

社会价值与企业价值相融合的发展理念，全力加强东西部扶贫协

作，广泛发动社会人士参与到暖心援助中来，不遗余力支持石阡

县教育发展。 

 

 方正中期期货教育帮扶助力剑川县脱贫攻坚 

10 月 16 日，方正中期期货与云南省剑川县结对帮扶签约仪

式暨方正中期期货·剑川一中高中生自强班开班仪式在剑川县第

一中学举行。剑川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韩文超、方正中期期货副总

裁蔡文江以及剑川县教育局代表、剑川一中校领导、自强班受益

学生出席了此次活动。蔡文江代表方正中期期货与剑川县人民政

府签署了帮扶合作框架协议，蔡文江表示，一直以来方正中期期

货高度重视精准扶贫工作，未来公司将全力支持剑川县脱贫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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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聚焦教育扶贫，传递社会关爱，锻造自强之才。自强班开班

仪式上，受助学生集体宣誓，表达了自立自强、不负众望的决心。 

 

 倍特期货举行“全国扶贫日”公益捐赠活动 

10 月 16 日，倍特期货于总部会议室举行了“全国扶贫日”

公益捐赠活动。捐款仪式上，倍特期货董事长刘国强、总经理

杨飞和经营班子成员带头捐款，总部全体干部职工纷纷慷慨解

囊、踊跃捐款，异地分支机构也纷纷通过转账汇款方式奉献爱

心，为贫困群众送上一份真情，点燃一份希望。此次活动共有

165 人捐献爱心，募得善款共计 9450 元，善款将用于四川省

简阳市董家埂乡贫困村问题整改政策外资金需求。 

 

 冠通期货与鲁山县四棵树乡签署结对帮扶协议 

10 月 17 日，冠通期货与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四棵树乡人

民政府签署精准扶贫战略合作协议，建立结对帮扶关系。签约当

日，根据四颗树乡的总体情况，冠通期货一方面向该乡学校捐赠

了亟需的体育器材、走访了品学兼优且生活困难的学生家庭并进

行爱心捐助；另一方面，冠通期货还为四颗树乡部分孤寡老人采

购了家具用品及生活必需品。 

 

 协会率行业机构赴赣州市等地开展扶贫工作调研 

10 月 18-21 日，协会副秘书长冉丽、协会社会责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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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副主任委员陈方带领调研小组，先后赴江西省萍乡市、吉安

县、赣州市开展了扶贫工作调研，江西证监局、鲁证期货、中

信期货、瑞奇期货等单位代表参加了本次调研。四天的时间里，

调研小组通过与当地政府座谈、实地走访等形式开展了工作，

初步了解了当地情况与帮扶需求，形成了帮扶工作建议的报

告，并与有关方面建立了联系。据了解，今年 8 月，为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赣州时和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中国证监会加强对口支援赣州振

兴发展工作方案》的有关要求，协会向全行业发出《关于期货

行业加强支援赣州振兴发展的工作建议》。此次调研活动为后

续帮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金瑞期货探索白糖“保险+期货”县域全覆盖 

10 月 18 日，2019 年普洱市糖料蔗“保险+期货”扶贫项目

启动大会在云南省普洱市召开，由郑州商品交易所支持的孟连、

景谷白糖“保险+期货”县域全覆盖试点项目正式拉开帷幕。该

项目由太平洋保险、安信农业保险与大地期货、金瑞期货、东证

期货三家期货公司共同开展，运行周期为 3 个月，承保白糖 9.5

万吨、折合甘蔗种植面积 19.5 万亩，保障两县全部蔗农约 6 万

余人，保障金额约 5 亿元。近年来，金瑞期货在孟连县开展了多

个 “保险+期货”项目，对当地农户实现脱贫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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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西期货支农创新项目在盐源县启动 

10 月 18 日，华西期货在四川省凉山州盐源县开展了苹果、

鸡蛋产业链“蛋果期贷宝”风险管理试点项目。该项目作为农

业农村部 2019 年度金融支农创新试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涉

及鸡蛋 400 吨、苹果 1400 吨，预计惠及 150 余户建档立卡户。

项目采用“场外期权（保险、商品互换）+基差收购+贷款增

信”的创新模式，将期货等金融工具引入农业全产业链，达到

锁成本、保收益、增信用、降利率的效果。自 2018 年以来，

华西期货利用自身优势多次在凉山州开展帮扶工作，培育了当

地农户避险意识，增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抵御价格风险的能

力。未来华西期货将继续深耕专业扶贫、产业扶贫，更好地服

务国家脱贫攻坚。 

 

 华龙期货积极推动武山县消费扶贫 

10 月 21 日，为积极响应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关于精准扶贫、

脱贫攻坚战略部署和要求，华龙期货组织全体员工开展消费扶

贫，对武山县温泉镇东梁村滞销的花牛苹果进行义购，共计购

买花牛苹果 5400 余斤，购买金额合计 29700 元。这次采购，

一定程度了缓解了当地农户的苹果滞销问题，有利于当地农产

品品牌输出和特色产业发展。未来，华龙期货将继续做深做实

各项扶贫工作，积极发挥行业特色和金融企业优势，用实际行

动更好地履行扶贫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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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特期货参加四川省证券期货行业教育扶贫活动 

10 月 21 日，四川省证券期货业协会及期货行业代表一行 8

人前往四川省金阳县马依足乡迷科村小学，看望慰问贫困山区小

学师生，倍特期货参加此次活动。此次活动中，四川省证券期货

业协会及期货行业向迷科村小学捐赠共计 184946 元，用于改善

该校教学基础条件、购买教学基础设施。其中，倍特期货捐赠

30515 元。 

 

 五矿经易期货赴乌特拉前旗明安镇举办“保险+期货”培训 

10 月 21 日，为帮助农户提高农作物种植技巧、进一步了解

“保险+期货”精准扶贫原理和工作要点，五矿经易期货在内蒙

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特拉前旗明安镇举办了“2019 年农产品

‘保险+期货’业务培训会”，共 100 余位农户代表参加此次培

训。据了解，2019 年，五矿经易期货联合社会各方力量，针对

内蒙古地区玉米价格波动而导致农户增产不增收的产业风险和

返贫风险，积极探索“保险+期货”精准扶贫新模式，筹措 85

万元保费（其中五矿经易期货捐赠 50 万元），为明安镇 402 户

建档立卡贫困玉米种植户购买了价格保险，最终实现赔付 90.48

万元，为明安镇脱贫攻坚贡献了金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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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安期货罗城县“保险+期货”县域全覆盖项目成功签约 

10 月 22 日，郑州商品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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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仪式在罗城县

举办。在郑州商品交易所、广西人民政府、广西证监局等相关单

位代表的见证下，人保财险、永安期货、南华期货、新湖期货以

及罗城县人民政府五方代表完成了项目签约。据悉，此次项目保

费共计 1100 万元，由罗城县人民政府、郑州商品交易所、永安

期货、南华期货、新湖期货共同出资。项目再次落地罗城县，体

现了该县广大蔗农对 2018 年项目的肯定，也是“保险+期货”业

务县域扶贫模式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有力证明。  

 

 中衍期货连续三年对许张保小学进行爱心捐赠 

10 月 22 日，中衍期货赴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许张保小学开

展爱心捐赠活动，给学校师生送去了最紧缺的物资。据了解，自

2017 年 6 月与饶阳县教育局签署帮扶协议以来，中衍期货已连

续三年对许张保小学开展定点帮扶，从学校硬件设施设备、师生

软件配套再到知识传播等方面层层深入，使其教学条件有了显著

改善。捐赠活动同期，中衍期货还给当地农户带去了一场农产品

期货讲座。公司总经理马宏波表示，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

未来公司还将积极推动“保险+期货”等专业帮扶项目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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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银万国期货广西猪饲料成本价格指数保险项目顺利签约 

10 月 23 日，申银万国期货、人保财险广西分公司、人保财

险北京分公司、广西农垦永新公司在南宁举行广西猪饲料成本价

格指数保险项目签约仪式。该项目属农业农村部金融支农创新试

点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项目首期启动政府专项试点资金 98 万

元，广西农垦永新公司配套支持 10 万元，可承保约 7 万头生猪。

项目是期货、保险行业参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三农”

的重大创新，通过“价格保险+场外期权”模式，为生猪养殖场

储备的猪饲料提供价格下跌的保险，以进一步稳定生猪生产经

营、提高生猪养殖积极性，实现生猪保供稳价的目标。 

 

 永安期货赴延长县开展教育扶贫活动 

10 月 23 日，永安期货在延长县开展 2019-2020 年度“班

班有个图书角”阅读助学项目，延长县副县长王敏茹、副县长

熊鹏，浙江证监局潘豪、永安期货党委副书记郑可青以及当地

各小学校长参加了项目动员暨说明会。据悉，该项目重点关注

乡村义务教育阶段青少年学习和成长问题，永安期货捐赠项目

资金 36 万元，用于在延长县各小学建设 180 个班级标配图书

角（内含 70 本国内外经典图书和 1 个标准化书架），以培养

学生们良好的阅读习惯。郑可青表示，永安期货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产业扶贫和

教育扶贫共同推进，后续还将组织开展教师专题培训，以更好



 

 —10— 

地发挥图书角作用。会后，永安期货走访调研了黑家堡、郑庄、

呼家川、郭旗等小学。 

 

 一德期货与太湖县塔镇村签署党建共建协议 

10 月 23 日，一德期货党总支赴安徽省太湖县开展主题党日

活动。活动期间，一德期货与其结对帮扶的太湖县寺前镇塔镇村

签署了党建共建协议。一德期货党总支副书记、总经理吕拥华表

示，本次党建共建是一德期货落实期货行业结对帮扶工作的一种

形式创新，有利于增强共建双方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积极

开辟脱贫攻坚新路径，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方位的精准扶贫

工作新局面，共同推进党建工作和脱贫攻坚事业迈上新台阶。 

 

 倍特期货第三期“倍特圆梦助学金”颁发仪式成功举行 

10 月 24 日，倍特期货“倍特圆梦助学金”（嘉陵区）第三

期发放仪式在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一立镇初级中学举办，倍特期

货董事长刘国强、嘉陵区区委副书记方航出席仪式。捐赠仪式上，

倍特期货为受捐助的20名贫困学生颁发了每人1000元圆梦助学

金，并向学校捐赠了文体教学物资，合计捐赠 2.2 万余元。据了

解，设立“倍特期货圆梦助学金”（嘉陵区）是倍特期货扶贫开

发的一项重点工作，也是倍特期货将“扶贫”与“扶智”相结合，

支持嘉陵区教育立区、教育兴区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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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证期货消费扶贫助力松潘县脱贫攻坚 

10 月 25 日，宁证期货发起《关于购买松潘县农产品支持脱

贫攻坚的倡议书》，号召公司全员参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松潘县农产品的推广和销售。活动得到公司领导及广大员工的

积极响应，累计购买当地农产品 12903 元，惠及松潘县东裕村、

新丰村、解放村等地的部分贫困户，一定程度上提振了贫困户继

续奋斗发展产业、脱贫致富奔向小康的信心。 

 

 格林大华期货秦安县苹果“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完成 

10 月 28 日，由格林大华期货承做、太平洋财险天水中心支

公司承保的苹果“保险+期货”精准扶贫项目顺利完成。该项目

落地于国家级贫困县甘肃省秦安县，承保苹果 300 吨、承保期限

1 个月，项目保费 10 万元由格林大华期货全额资助，最终赔付 1

万元，惠及该县刘坪乡的 150 户农户。格林大华期货表示，项目

的顺利完成传播了“保险+期货”项目理念与专业知识，保障了

种植户的收益。未来，格林大华期货将继续深化“保险+期货”

精准扶贫模式，助力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兴证期货助力八宿县健康扶贫工作 

10 月 28 日，兴证期货向西藏自治区八宿县捐赠扶贫资金

10 万元，为八宿县部分患有重病的贫困农牧民提供疾病政策

兜底报销支持，助力八宿县健康扶贫工作。据悉，一直以来，



 

 —12— 

兴证期货始终把助力国家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一项使命和荣

誉，为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加大对“三区三州”深度贫困

地区扶贫力度，兴证期货于 2018 年底与八宿县签署了结对帮

扶协议，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 

 

 德盛期货赴桑植县开展专业知识培训 

10 月 30 日，德盛期货赴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在当地

开展金融期货知识培训，培训由桑植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谷威同

志主持，德盛期货高级讲师苏斌、吴昊分别以金融期货知识和

信息网络安全为主题进行了授课。10 月 31 日，德盛期货再次

前往桑植县陈家河镇岩屋口村精准扶贫点，对当地村民开展了

金融期货知识、电商平台知识培训；同期，德盛期货还对岩屋

口村的助学、路灯和饮水工程三个精准扶贫项目的进展情况进

行了实地调研。 

 

 大地期货在阿拉尔市举办红枣“保险+期货”培训 

10 月 31 日，大地期货在新疆一师阿拉尔市顺利举办了郑

州商品交易所红枣“保险+期货”项目专题培训会。该项目为

当地枣农的 16250 亩枣林提供了红枣价格保险，覆盖红枣共计

2600 吨。阿拉尔市政府、商务局、郑州商品交易所以及太保

产险等相关单位领导出席培训会。来自阿拉尔市的红枣种植专

家、郑州商品交易所、太保产险和大地期货的讲师为当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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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余名枣农分别就红枣科学种植、红枣期货、“保险+期货”

模式及相关保险产品等内容展开培训。未来，大地期货将持续

关注和支持阿拉尔红枣产业，为当地枣农防范市场风险保驾护

航。 

 

 国元期货赴太湖县真君村开展帮扶工作 

10 月 31 日，国元期货赴太湖县弥陀镇真君村开展结对帮

扶活动，太湖县副县长周军及扶贫办相关同志陪同。在结对帮

扶工作交流座谈会上，国元期货总经理马华轩表示，公司将围

绕消费扶贫，结合资源优势，进一步助力真君村脱贫攻坚。活

动期间，国元期货在该村举办了金融知识培训，通过生动形象

的案例讲解帮助贫困群众了解金融知识、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东海期货赴保靖县开展扶贫工作调研 

11 月 1 日，东海期货赴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

靖县开展扶贫工作调研。调研过程中，调研工作组走访了习近

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理念的湘西州十八洞村，

进一步坚定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座谈交流过程

中，东海期货总经理陈太康与保靖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田明就结

对帮扶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进行交流发言，并就如何深入开展

消费扶贫和教育扶贫进行了讨论。调研期间，东海期货还向当

地在校贫困学生捐赠助学金 2 万元及价值 1 万元的学习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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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吉首大学三个学院分别签署了《实习就业培养基地共建协

议》，拟优先为该校学生提供实习、就业机会。 

 

 云财富期货帮扶尼勒克县博尔博松村改造香菇食用菌大棚 

11 月 6 日，云财富期货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尼勒克县苏

布台乡博尔博松村签订了精准帮扶协议，并于当日捐赠 10 万

元用于改造当地香菇食用菌大棚。经前期多次沟通协商，结合

博尔博松村香菇产业发展现状，云财富期货决定通过推动该村

香菇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带动贫困户脱

贫。此次捐赠的帮扶资金将用于对该村原有的 5 座香菇大棚进

行升级改造，收益一部分留存村集体经济进一步投入香菇产业

链发展，一部分用于帮扶 5-10 户贫困户脱贫摘帽。 

 

 格林大华期货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顺利进入赔付阶段 

11 月 6 日，格林大华期货在海南省白沙县开展的天然橡胶

“保险+期货”精准扶贫试点项目顺利进入赔付阶段，该项目为

当地胶农免费提供价格保险，承保规模为 4000 吨天然橡胶，共

分三期进行，惠及承保种植户 4053 户，三期共赔付 278.8 万元。 

 

 锦泰期货在永和县举办“期货服务三农”专项培训会 

11 月 7 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大力支持下，由锦泰期货

主办、人保财险临汾市分公司协办的大连商品交易所“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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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计划”暨锦泰期货服务三农专项培训会在国家级贫困县山西

永和县举办。锦泰期货副总徐壮丽出席培训，永和县当地种植户

12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培训围绕“保险+期货”模式、玉米

期货运作情况及“保险+期货”案例等主题展开，旨在让参保种

植户对“保险+期货”这一助农、惠农模式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据了解，今年 7 月，在大连商品交易所的支持下，锦泰期货、人

保财险临汾市分公司在当地合作实施玉米“保险+期货”精准扶

贫收入险项目，承保种植面积 1.4 万亩、现货规模 7000 吨，参

保建档立卡贫困户 60 多户。 

 

 华金期货赴太湖县黄岗村开展结对帮扶活动 

11 月 7 日，华金期货总经理刘小红、党支部书记刘绮率

公司扶贫小组及党支部成员赴太湖县沙泉乡黄岗村，开展调研

交流、党建共建、金融知识培训及扶贫慰问活动。座谈会上，

华金期货表示未来将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指导下，把双方的帮

扶、共建、合作常态化，进一步助力黄岗村脱贫及长远发展。

金融知识培训会上，华金期货向村民介绍了期货市场“服务三

农、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作用，并对“非法放贷”、“洗钱”

等非法金融活动的特征、方式与危害进行了详细讲解。为抓好

党建促扶贫，华金期货党支部还与黄岗村党支部签署了《党建

共建协议》，并向困难党员捐赠了粮、油等慰问品。帮扶活动

期间，华金期货还给村办小学送去了书包及文体用品。另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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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华金期货捐赠 20 万元在当地建设的瓜蒌、白芨产业基地

目前已投入运营，可使基地相关贫困户户均年增收 3000 余元。 

 

 国海良时期货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顺利结束 

11 月 7 日，由国海良时期货、人保财险共同推动的云南

省临沧市永德县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到期顺利结束。

该项目由上海期货交易所支持，首次实现对保障地区全县域覆

盖，并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项目覆盖农户 640

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69 户，承保规模 4000 吨，以“价格

险主险和基差险附加险”的保险产品设计向参保胶农提供价格

保障，承保周期为 1 个月。最终，项目实现赔付 240.92 万元，

折合 602 元/吨，在橡胶价格持续疲软的大背景下，较好地保

障了参保胶农收益。 

 

 银河期货荣获“2019 年度最佳创新扶贫奖” 

11 月 9 日，由人民日报社《国际金融报》与河南省商丘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第三届资本市场扶贫高峰论坛”

在河南省商丘市成功举办。该论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数百家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积极参与。经过专家评审团评

审，银河期货从众多参评机构中脱颖而出，荣获“2019 年度

最佳创新扶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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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信期货助力太湖县中河村脱贫攻坚 

11 月 9 日，国信期货赴安徽省太湖县中河村开展扶贫调

研活动。活动期间，国信期货与中河村成立了“大学生就业实

习基地”，为该村优秀毕业生提供学校到职场的转化平台。当

日，国信期货还赴手套厂项目建设现场了解了项目建设进展情

况，该项目由国信期货捐资 20 万元建设。此外，国信期货还

在该村举办了防非金融知识培训，通过案例讲解向村民揭示非

法金融活动的特征及危害，提升村民防骗意识。 

 

 海通期货运用场外期权帮助海南胶农获赔 80 多万元 

11 月 14 日，海通期货联合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实施的

2019 年天然橡胶场外期权试点项目最后一期到期出场。该项目

由上海期货交易所支持，采用了“龙头企业+期货（权）”的新

模式，为 2200 吨天然橡胶提供价格保障。项目承周期为 4 个月，

总赔付金额约 86.82 万元，保障效果良好。此次试点项目，充分

发挥了场外期权的灵活性及新模式的优点，联动了天然橡胶上游

产区的生产和下游企业的加工销售，对控制产业风险、稳定产业

收益、助推贫困胶农脱贫致富起到了积极作用。 

 

 海通期货金平县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顺利结束 

11 月 15 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大力支持下，海通期货联

合人保财险上海自贸区分公司在云南省金平县开展的橡胶“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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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试点项目最后一期到期出场，并于当天举行了赔付仪式。

该项目承做周期为 4 个月，承做数量 2000 吨/月，总计赔付 38.09

元。该项目也是海通期货连续第二年在云南金平县开展得“保险

+期货”精准扶贫项目。 

 

 协会在甘肃省举办领导干部“保险+期货”专业知识培训 

11 月 20 日，甘肃省领导干部“保险+期货”专业知识培训

会在兰州成功举办，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副主任曾彤、协会副会

长张晓轩、甘肃证监局副局长许尔远出席培训会，甘肃省金融

监管局副局长梁虎堂主持会议，甘肃省直有关部门相关业务负

责同志，14 个市州、86 个县区财政、农业、扶贫、金融等部

门的各级领导干部共计 1500 余人参加了本次培训会。培训会

由协会联合郑州商品交易所、甘肃省金融监管局、甘肃证监局、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等有关单位共同主办，华龙期货股份有限公

司承办。 

 

 华创期货赴平塘县甲茶镇开展专项扶贫活动 

11 月 20 日，华创期货赴贵州省平塘县甲茶镇开展专项扶贫

活动，向甲茶镇捐赠 5 万元用于新优村的美丽乡村项目建设，同

时与甲茶镇镇政府围绕如何守初心、担使命，全力以赴推进脱贫

攻坚工作进行了座谈，座谈会上甲茶镇党委书记介绍了甲茶镇脱

贫攻坚工作取得的成绩，华创期货总经理助理申志友表示华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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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将继续发挥企业在脱贫攻坚战中应有的作用，为脱贫攻坚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延长县“农技下乡”系列培训第二期成功举办 

11 月 25-29 日，“农技下乡”系列培训活动第二期——冬

季果树整形修剪培训在延长县成功举办。延安市果树试验场高

级农艺师陈新利、宝鸡市高级农艺师孙晓光、延长县农技专家

肖艺术、陈明志、焦成宏等分别就果树精细化修剪、酵素的培

育和使用、病虫害统防统治、果园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前景、

苹果营销、高光效拉枝等进行了理论培训，本次培训还设置了

现场观摩和实操培训等环节。据了解，“农技下乡”系列培训

活动由协会和延长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鲁证期货、浙商期货、

永安期货、中信期货、上海东证期货、徽商期货、华信期货等

7 家公司协办，培训旨在帮助延长县培养出 160 名农民技术员，

实现全县果树种植技术的全面提升，以助力延长县加快果业转

型升级，巩固延长县脱贫攻坚成效。系列培训活动共分为三期，

第一期“土肥水管理”培训已于 7 月成功举办，协会和 7 家协

办期货公司出资近 90 万元对系列培训的开展予以全额资助。 

 

 永安期货白水县政策性“保险+期货”项目实现赔付 

11 月 25 日，在陕西省政府支持下，永安期货与国任财产保

险在渭南市白水县合作开展的苹果“保险+期货”项目成功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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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为陕西省政策性创新农险项目，于 9 月底启动，项目采取

了“欧式价差+触碰式价格保险”方案，挂钩郑商所苹果主力期

货合约 AP2001 合约，为当地约 4783 亩苹果提供了价格保障。

项目保费由当地政府补贴 60%，最终实现赔付 232.1 万元，每吨

平均赔付 323.48 元，有效解决了种植户“丰收不增收”的后顾

之忧。 

 

 中大期货天然橡胶“保险+期货”试点项目顺利结项 

11 月 26 日，由中大期货联合人保财险在云南省普洱市江

城县开展的上海期货交易所 2019 年天然橡胶“保险+期货”精

准扶贫试点项目正式结项。在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支持下，中大

期货自 2018 年起在江城县开展天然橡胶“保险+期货”精准扶

贫项目试点，帮助江城县脱贫摘帽。截至项目结项，中大期货

有限公司总支付保费 84.83 万元，惠及天然橡胶贫困种植户

4683 户，总覆盖橡胶种植面积约 13.63 万亩。为进一步提高保

障效果，2019 年项目增加了行权价格重置机制，即设置一个

月的行权价格重置观察期，若进场后一个月内均价上涨，可参

照更高的保护价格给予胶农赔付。 

 

 永安期货参与粳米“保险+期货”产品发行 

11 月 27 日，永安期货与人寿财险合作在安徽省芜湖市无

为县成功发行粳米“保险+期货”产品。该产品以大连商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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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粳米 2005 合约为标的，为一个月期亚式看跌价格保险，

覆盖现货 3000 吨，保障价格为 3533 元/吨。产品的成功发行

帮助当地产业联合体锁定了粳米价格，让加工企业、种植户免

去了后顾之忧。该产品的期货端由永安期货与新湖期货共同运

作，它的成功落地，表明了近年来期货市场积极践行中央一号

文件关于稳步推进“保险+期货”试点的号召，在各地大力推

广试点、发挥期货市场服务三农的使命已成效显现，各地政府、

农民、企业对“保险+期货”模式已日渐认可，利用现代化风

险管理工具对冲农产品价格风险、科学安排生产经营的能力越

来越强。 

 

 期货行业消费扶贫助力太湖县脱贫攻坚 

11 月 28 日，由上海期货交易所与太湖县委县政府共同主办

的“太湖县农特产品展示发布会暨期货行业消费扶贫认购仪式”

在上海举行。上海期货交易所党委书记、董事长姜岩，中国期货

业协会副秘书长冉丽，中国证监会扶贫办副主任杨志海，太湖县

县长朱小兵，县委常委、副县长刘存磊，副县长周军出席仪式。

来自太湖县的 80 余款农特产品现场亮相，50 余家期货公司参与

消费扶贫认购活动。另据了解，宁证期货共计认购太湖县生鲜家

禽、粮油茶饮、蔬菜干货等农特产品 62560 元；东海期货共计

认购太湖县特色山茶油等农特产品 2250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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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期货结对帮扶安徽省太湖县 

11 月 28 日，银河期货与太湖县人民政府签订帮扶合作框架

协议，将以产业扶贫、消费扶贫等多种方式，帮助太湖县贫困户

改善生活水平、提高自身造血能力，助推太湖县经济发展。据悉，

安徽省太湖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安徽省深度贫困县、

也是中国证监会和上海期货交易所定点扶贫县，此次与太湖县的

帮扶结对是银河期货积极响应上海期货交易所《再接再厉，共谱

华章——关于共同参与太湖县消费扶贫的倡议》、以实际行动落

实资本市场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又一有力行动。 

 

 银河期货获“2019 年度中国精准扶贫企业”荣誉称号 

11 月 28 日，由国际金融报主办，证券时报和人民网指导的

“‘益心·永续’2019 第二届 CSR 先锋论坛暨企业社会责任颁奖

典礼”在人民日报社举行。该论坛自开展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和踊跃参与，经过专家评审团评审，银河期货从众多参

评机构中脱颖而出，获得“2019 年度中国精准扶贫企业”荣誉

称号。近年来，银河期货高度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不断通过

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践行国有企业责任担当。同时，积极响

应国家脱贫攻坚号召，通过金融扶贫、产业扶贫、消费扶贫等多

种方式帮扶多地贫困户提高生活水平，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

实现小康社会贡献专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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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会举办“在扶贫路上”主题沙龙活动 

11 月 30 日，协会于第 15 届国际期货大会会议期间，主

办了“在扶贫路上”主题沙龙活动，协会党委书记、会长王明

伟出席并致辞，协会副秘书长冉丽主持沙龙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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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了各

方对如何更好地助力国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共识。沙龙活动期

间，协会还举办了期货行业扶贫成效主题展览。 

 

 永安期货猪饲料成本指数 “保险+期货”项目顺利结束 

12月2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与陕西省各级政府的支持下，

永安期货在陕西扶风县承做的首批猪饲料成本指数“保险+期

货”项目顺利结束进入理赔阶段。该项目于今年7月启动，由

永安期货与国任财险合作开展，项目为当地合作社以及新型农

业主体养殖的1.4万头猪（7000吨饲料）提供饲料成本价格保

障，保障金额1300万元，最终产生赔付17万元，帮助当地养殖

户锁定猪饲料原料成本，对增强当地养殖户养殖信心、稳定生

猪生产、助力生猪养殖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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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通期货助力贫困县鸡蛋养殖户保值增收 

12 月 4 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的支持下，海通期货联合

中华财险在辽宁省级贫困县建平县和喀左县开展的鸡蛋“保险

+期货”试点项目顺利结项。该项目得到辽宁证监局的关注和

重视，当地政府、企业积极参与，并自缴一定比例的保费，提

升了相关主体利用金融工具管理生产风险的意识。项目涉及鸡

蛋现货量 4000 吨，承做周期 4 个月，最终实现赔付 52 万余元。

海通期货在项目理赔仪式后展开了后续跟踪服务，为当地政

府、企业及农户再次进行了“保险+期货”相关金融知识培训，

深化风险管理理念，为后续合作和项目推广奠定了基础。 

 

 新湖期货河南太康县鸡蛋“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实现理赔 

12 月 6 日，由新湖期货主办，大连商品交易所、中华财险

河南分公司支持的“2019 年河南太康鸡蛋期货服务‘三农’培

训会暨鸡蛋‘保险+期货’货精准扶贫现场理赔仪式”，在河南

省国家级贫困县太康县顺利举行，吸引了该县生猪、蛋鸡养殖户

130 余人参加。据了解，太康县鸡蛋“保险+期货”项目是新湖

期货在河南省开展的首个“保险+期货”项目试点。该项目是大

连商品交易所今年“农民收入保障计划”分散试点项目，涉及

4000 吨鸡蛋利润保障，参保主体为太康县 54 户蛋鸡养殖户及 19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项目实现赔付约 55 万元，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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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海期货助力贫困地区学生成才就业 

12 月 12 日，吉首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黎克双、教授叶明霞

一行来到东海期货进行考察交流。座谈会上，东海期货总经理陈

太康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公司在校企合作、产学研合作方面进行的

探索以及取得的成效。据悉，东海期货不仅向吉首大学在校学生、

尤其是贫困地区学生提供实习、就业机会，还将借助即将上线的

网络投教平台让远在湘西的学子们可以便捷地学习金融知识，不

定期为学子们提供就业指导，帮助学子们明确职业规划、拓宽就

业选择范围。未来，东海期货将在产学研合作的道路上继续开拓

创新，为培育更多湘西地区的优秀金融人才、为贫困地区学生的

成才成长不懈努力。 

 

 协会在海南省举办领导干部“保险+期货”专业知识培训 

12 月 13 日，海南省领导干部“保险+期货”专业知识培训

会在海口成功举办，海南省金融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主任）

陈阳，协会纪委书记陈东升，上海期货交易所副总经理李辉，

海口市政府副市长沈继奔、副秘书长王品文，海南证监局副局

长董茹意等出席会议。海南省发改委、扶贫办、农业农村厅、

财政厅、政研室、金融监管局等省直机关及海口市政府有关部

门相关负责同志在海口市主会场现场参会，其他 17 个市、县

相关领导干部通过视频连线参会。培训会由协会联合上海期货

交易所、海南省金融监管局、海南省财政厅、海南银保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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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证监局等单位共同主办，中信期货有限公司承办，并得到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省扶贫办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大地期货巨野县玉米“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完成理赔 

12 月 13 日，大地期货在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开展的 2019

年大连商品交易所“农民收入保障计划”巨野玉米“保险+期货”

项目顺利完成赔付。该项目以精准扶贫和普惠金融为立足点，为

巨野县 10325 户玉米种植户（含建档立卡贫困户 1285 户）的 6

万亩、价值约 5940 万元的玉米种植提供了价格风险保障。项目

获得地方政府资金支持 15 万元，农户自缴保费 55 万元，最终实

现赔付 240 万元，赔付率高达 200%，赔付效果显著。该项目是

大地期货“保险+期货”项目首次走进山东，良好的保障效果帮

助参保农户防范了价格下跌风险，也为未来山东省将“保险+期

货”模式“做大、做强、做优”打下坚实基础。据悉，为推进项

目顺利实施，11 月 2 日，大地期货在巨野县举办了 2019 年大连

商品交易所玉米“保险+期货”项目“三农”培训会，该县及下

辖乡镇政府机构约 30 位领导干部受邀参会，现场参会人数超过

200 人。 

 

 弘业期货天然橡胶“保险+期货”精准扶贫项目成功理赔 

12 月 17 日，弘业期货在云南省勐腊县举行天然橡胶“保险

+期货”精准扶贫项目结项暨理赔仪式，弘业期货副总经理郑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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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出席。该项目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11 月 15 日在勐腊县关累镇

实施，由上海期货交易所立项，弘业期货及其子公司弘业资本作

为申报主体，安信农保与太平洋产险联合承保。项目承保当地

1000 吨干胶，覆盖种植面积 1.2 万亩，保险金额 1200 万元，涉

及关累镇橡胶种植户 546 户，其中 425 户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实

现了该镇橡胶种植户及贫困户的全覆盖，贫困户比例高达 78%，

少数民族比例达到 95%，项目最终实现赔付 69.9 万元，平均每

吨赔付近 700 元。  

 

 广州期货四子王旗玉米“保险+期货”理赔仪式举行 

12 月 19 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大力支持下，由广州期货

联合中华财险内蒙古分公司在四子王旗举办了玉米“保险+期货”

分散试点项目理赔仪式，该项目是当地开展的首个“保险+期货”

试点项目。项目惠及四子王旗 1 家种植专业合作社和 175 户玉米

种植户，覆盖玉米种植面积 1.79 万亩，承保玉米规模总量 1.25

万吨，名义本金 2500 万元，保险周期 4 个月，项目累计赔付 149

万余元，赔付率高达 210%。据了解，近年来，在期货交易所的

大力支持下，广州期货联合多家保险公司分别在甘肃、四川、天

津、内蒙古等地区就玉米、鸡蛋、棉花、苹果等农产品开展了大

量有益的“保险+期货”项目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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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勐腊县天然橡胶“保险+期货”赔付仪式举办 

12 月 20 日，由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人民政府

主办的上海期货交易所天然橡胶“保险＋期货”精准扶贫项目赔

付兑现会成功举办。据了解，该项目由上海期货交易所支持，人

保财险及永安期货、方正中期期货、宏源期货、银河期货等 8

家期货公司合作实施，项目覆盖橡胶种植面积 16.8 万亩，共计

赔付 1186 万元，平均赔付率超 85%。该项目也是上海期货交易

所联合期货公司，依托“保险＋期货”项目，连续三年对勐腊县

天然橡胶产业进行帮扶，对巩固该县脱贫攻坚成果、助力橡胶产

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安粮期货赴太湖县侯六村开展结对帮扶活动 

12 月 20 日，安粮期货赴安徽省太湖县汤泉乡侯六村开展

了“一司一村”帮扶慰问活动。帮扶活动期间，安粮期货深入

贫困户家中实地走访，为每户贫困户送上了慰问金，并在侯六

村组织开展了金融扶贫相关知识培训。此外，为因地制宜更好

地做好后续帮扶工作，安粮期货还前往当地扶贫示范项目江河

村铜冠农业示范园和铜冠扶贫加工厂进行参观学习。 

 

 方正中期期货举办三农培训会暨大豆价格险理赔仪式 

12 月 21 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支持下，由方正中期期货主

办的“大连商品交易所‘农民收入保障计划’鄂伦春自治旗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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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险试点项目”服务三农专项培训会暨理赔仪式顺利在内蒙古

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召开。据了解，此次‘农民收入保

障计划’由大连商品交易所支持，方正中期期货协同中华联合财

险内蒙古分公司、中航安盟财险内蒙古分公司联合开展，承保大

豆种植面积 4.29 万亩、现货 6000 吨，惠及当地 148 户大豆种植

户。虽然在保障周期末端，大豆价格出现震荡上行的行情，但通

过贴合农户需求的期权设计，项目最终仍实现赔付 38 万余元，

切实有效地为当地大豆种植户提供了收入保障。 

 

 中信建投期货赴巫溪县开展扶贫新春慰问工作 

12 月 26 日，中信建投期货赴重庆巫溪县兰英乡兰英村、西

安村通过捐赠米、油等生活物资的形式对贫困家庭和老党员进行

新春慰问。此次慰问是 2019 年 11 月 28 日中信建投期货与巫溪

县兰英乡签订《扶贫服务备忘录》后开展的第一次帮扶活动。活

动期间，中信建投期货向兰英乡捐赠了帮扶资金 5 万元。当日，

中信建投期货还前往西安村参观了太白贝母种植基地，实地了解

当地中药材种植情况，为后续精准扶贫工作奠定了基础。 

 

 倍特期货与秦安县签订结对帮扶协议 

12 月 27 日，倍特期货与甘肃省秦安县人民政府签署了帮扶

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内容，倍特期货将发挥自身优势，精准

对接秦安县金融需求，提供金融知识普及服务，开展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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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贫困学生，建立干部双向交流学习制度，着力实施苹果“期

货+保险”精准扶贫项目帮助贫困户规避价格风险、促进贫困户

稳定增收。另外，倍特期货还将捐赠专项扶贫资金用于为秦安县

政府指定的涉农主体购买苹果“保险+期货”服务。 

 

 中航期货赴紫金县横排村开展扶贫工作 

12月 28日，中航期货赴广东省紫金县横排村开展扶贫工作。

扶贫工作期间，中航期货董事长汤喆、总经理王子洪带队走访了

横排村党群服务中心、贫困户代表，深入了解了该村脱贫攻坚工

作进展情况；并向横排村贫困户派发了慰问金，向该村学校捐赠

了电教设备，参与了公司援建的乡村振兴技能培训室和结对帮扶

活动基地揭牌仪式。此外，中航期货还在该村组织了金融知识培

训，向村民讲解了日常生活中的金融基础知识。 

 

 协会举办期货行业扶贫工作专题培训 

12 月 30 日，协会举办期货行业扶贫工作专题（视频）培训，

协会纪委书记陈东升、副秘书长冉丽出席培训会，行业共计 240

余人参加了本次培训。陈东升以“加强期货扶贫领域作风建设”

为题进行了专题授课，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

论述，结合实际案例分析了扶贫工作中存在的腐败和作风问题，

并就加强期货扶贫领域作风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冉丽对本次培

训提出了“讲明白、听清楚、做到位”三个要求；协会会员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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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同志向行业详细介绍了期货公司扶贫工作情况考评方案的

主要内容。 

 

 

 

 

（注：以上信息根据会员单位提供的扶贫信息整理编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