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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1 期

中国期货业协会 3月 31日

【总体情况】

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结对帮扶方面，已有 102家期货

经营机构与 165个国家级贫困县（乡、村）签署了 285份结对

帮扶协议。资金投入方面，行业累计投入扶贫资金达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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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41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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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个，名义本金约 5.62 亿元；累计举办期货专业知识培训 612

场，参加培训人员累计 38169人次。消费扶贫方面，通过消费

扶贫的形式共签署 339个购销合同，商品价值共计约 2155.72

万元。其他方面，期货经营机构录用贫困地区毕业生（实习生）

共 475人、残疾人 23人；在贫困地区设立分支机构 6个、派

遣 39名驻村人员到村到户开展扶贫工作；帮助贫困地区相关

主体设立网店、电商、网站等销售平台共 50余个。

期货行业扶贫工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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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信息】

 众志成城，风雨同心，期货行业抗击疫情在行动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协会坚决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

把党中央、国务院和证监会党委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1月 28

日向全体会员发出“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倡议，1 月 29 日

再次向会员发出捐款捐物的通知。1月 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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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家单位，共同向湖北省重点疫区捐款 4000万元人

民币。

期货行业机构也积极响应协会倡议，在贯彻落实各项疫情

防控指示精神的同时，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切实履行社会责

任、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爱心捐赠，通过捐资捐物等多种形式，

为疫情防控纾困解难。据统计，截至 2020年 3月 29日，共有

102家期货经营机构以公司或员工名义先后完成捐赠，捐赠资

金及紧缺物资 4303.04万元。另有多家期货公司及其风险管理

子公司利用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工具，为“三农”和实体

企业解决价格波动大、原材料采购难、疫情防控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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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创期货赴广西省忻城县开展扶贫工作

1月 3日，首创期货工会主席黄慧一行赴广西省来宾市忻

城县开展扶贫工作。当日，首创期货一行与来宾市、忻城县各

级扶贫主管领导组织召开座谈会，深入了解当地脱贫攻坚情况

及帮扶需求；走访慰问了忻城县北更乡古利村两位近百岁高龄

的抗战老兵，并赴忻城县红渡镇六蝶村、六纳村实地了解了当

地村小学教育帮扶需求、桑蚕养殖产业发展规划。根据当地脱

贫攻坚情况，首创期货向忻城县捐赠 15万元扶贫资金，用于

与该县合作开展教育扶贫、民生扶贫以及发展桑蚕养殖等产业

扶贫项目。

 平安期货赴湖南省平江县扶贫助残

1月 3日，平安期货首席风险官黄河一行来到国家级贫困

县湖南省平江县下辖松山村进行走访慰问，开展扶贫助残工

作。为保障该村残障人员过好双节，平安期货现场向残障、孤

寡老人捐助帮扶资金 5 万元，并向村委会捐赠一台笔记本电

脑，供村民学习电脑及互联网知识。针对当地贫困主体金融知

识匮乏、易遭受金融诈骗的实际情况，平安期货还向该村村民

详细介绍了防范金融诈骗的方法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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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会联合 10 家行业机构在江西省萍乡市开展精准帮扶活动

1月 8日，由协会牵头组织，中信期货、国泰君安期货、东

海期货、国投安信期货、海通期货、恒泰期货、光大期货、国信

期货、中融汇信期货、华泰期货等 10家期货公司共同参与的精

准帮扶活动在江西省萍乡市委党校成功启动。协会副秘书长冉

丽，萍乡市委常委、副市长廖鸿，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龙萍，

副局长朱述双出席启动活动。协会及 10家期货公司在本次活动

中共计向萍乡市捐赠帮扶资金 170万元，用于对萍乡市芦溪县张

佳坊乡坑口村“油茶树种植与加工”、莲花县湖上乡江背村“扶

贫车间建设”、武功山区万龙山乡南岭村“茶叶种植与加工”和

莲花县神泉乡“敬老院改造提升项目”等帮扶项目提供扶持。帮

扶项目预计将带动已摘帽建档立卡户78户109人巩固脱贫成效，

未摘帽建档立卡户 6户 11人实现脱贫增收，并为 50余名五保供

养对象提供保障。

 永安期货举办辽宁省庄河市大豆县域覆盖试点项目理赔仪式

1月 9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指导下，由永安期货、银河

期货及人保财险共同举办的 2019年“农民收入保障计划”辽

宁省庄河市大豆县域覆盖试点项目理赔仪式暨期货市场服务

“三农”培训会成功举行，会议实现了理赔、培训、座谈调研

的综合效果。据了解，本次庄河市大豆试点项目共覆盖大豆种

植户 28013户（含低收入农户约 7300户），覆盖大豆种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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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98140.08亩，最终实际理赔金额为 69.954万元。

 四川省领导干部“保险+期货”专业知识培训会在蓉举办

1月 10日，四川省“保险+期货”专业知识培训会在成都

举办，培训由协会联合大连商品交易所、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四川证监局共同主办，华西期货承办。

协会副秘书长冉丽、大连商品交易所副总经理王伟军、四川省

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王琳、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卿足

平、四川证监局副局长孟强出席本次培训。培训采用农业农村

厅主会场现场参会+各市（州）分会场视频参会形式，参会人

员包括四川省发改委、政研室、金融监管局、财政厅、农业农

村厅、扶贫局等省直有关部门领导干部及 21个市州农业、财

政、金融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会人员总计达 500余人。

 新湖期货举办白沙县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理赔仪式

1月 14日，2019年度白沙县天然橡胶“保险+期货”精准

扶贫试点项目理赔仪式在该县牙叉镇方平村委会举办，该县

22747 户受益胶农共计获得项目理赔款总计 1672.8 万元。据

悉，在上海期货交易所、白沙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19年，

新湖期货联合浙商期货、上海中期期货、格林大华期货、人保

财险海南分公司等机构共同实施了白沙县“保险+期货”精准

扶贫试点项目，共承保白沙县天然橡胶 2.4万吨（其中新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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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承保 9000 吨）。项目覆盖全县 11 个乡镇已开割民营橡胶

41万亩，比 2018年项目增长 44%；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9031

户（占全县贫困户的 83.1%），比 2018年项目增长 55.4%。

 云财富期货赴新疆伊犁州开展贫困户新春慰问活动

1月 14日-15日，云财富期货综合部总经理徐冰、伊犁营

业部总经理高雪一行在当地乡党委书记、乡长、驻村干事的陪

同下，冒着大雪组织开展了针对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县扎

库齐牛录乡、尼勒克县博尔博松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新春慰问

活动，向贫困家庭送上了新年的问候和祝福，与困难群众聊家

常、问冷暖，倾听他们的心声，本次慰问活动共走访慰问哈萨

克族贫困户 10户, 云财富期货向每户贫困户捐赠了 10公斤大

米一袋、10公斤面粉一袋、食用油两壶。

 中信期货持续帮扶太湖县产业发展

1 月 14日，中信期货扶贫工作小组副组长武传贵一行赴

太湖县开展扶贫工作调研活动。调研工作小组首先赴刘畈乡清

平村详细了解了中信期货 2019年向该村捐赠的 20万元产业帮

扶资金的使用情况，并在该村组织了关于“如何防范金融风险

和金融诈骗”的专业知识培训。活动当日，调研工作小组还参

加了在太湖县扶贫办举办的扶贫工作座谈会。座谈会上，上海

期货交易所驻太湖县挂职副县长周军高度肯定了中信期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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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县产业发展提供的帮扶，太湖县北中镇将军村有关负责同

志详细介绍了该村油茶基地项目情况。中信期货表示，公司今

年将继续扎根太湖县，持续助力太湖县产业发展，并拟捐赠

20万元用于将军村油茶基地项目建设。

 中信建投期货赴贵州省松桃县开展新春慰问活动

1 月 15日，中信建投期货携手共青团松桃县委共同开展

“迎新春送温暖∙春晖暖冬行动”，为松桃县团山社区、育才

社区等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困难家庭送去新春祝福和节日

慰问。本次慰问活动涉及贫困家庭 445户，共计向贫困家庭发

放大米、植物油等物资合计 5万元。慰问活动中，中信建投期

货工会主席龚雪莲带领的慰问工作小组深入走访了当地特殊

困难家庭，了解他们当前的生活状况和遇到的困难，并鼓励他

们坚定信心、脱贫致富。

 中信建投期货产业扶贫结新果

1 月 17 日，中信建投期货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中滩

镇举办鸡蛋场外期权赔付仪式。据了解，中信建投期货充

分利用公司在风险管理领域的专业优势，通过向当地蛋鸡

养殖企业赠送鸡蛋场外期权的方式开展产业扶贫项目，将

养殖户所面临的价格风险转移至场外期权市场，有效完善

了养殖户与期货市场之间的连接机制。本次项目为养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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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试点保价 100 吨鸡蛋，共计实现赔付 7.8 万元，折合每斤

鸡蛋实现赔付 0.39 元，有效规避了养殖企业面临的鸡蛋价

格下跌风险。

 国信期货耿马县天然橡胶精准扶贫项目顺利理赔

1月 23日，国信期货云南省耿马县天然橡胶“保险+期货”

精准扶贫试点项目成功赔付。该项目保险规模现货产量 2000

吨，覆盖种植面积 21244.67亩，投保农户 1641户，涉及建档

立卡贫困户 564户，包含佤族、白族、傣族、苗族、傈僳族、

景颇族等 12个少数民族共 489户。项目采用双向保险机制，

以期在天然橡胶价格宽幅波动期，规避胶农因胶价下跌面临的

减收风险，同时保障在价格上升期能够增产增收，从而进一步

保护产区胶农的经济收益。项目共计实现赔付款 77.188万元，

基本达到胶农和加工厂的预期目标。

 鲁证期货向疫情重灾区黄冈市贫困县献爱心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国务院和证监会党委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履行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助力湖北省全力抗击疫情，

2月 19日，鲁证期货向国家级贫困县、新冠肺炎疫情重灾区湖

北省黄冈市英山县、红安县、罗田县各捐款 10万元，共计 30

万元定向用于以上三县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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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期货与赣州市于都县签订帮扶合作框架协议

2月 20日，银河期货与赣州市于都县人民政府签订帮扶合

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内容，银河期货将向于都县投入专项帮

扶资金，以产业扶贫、消费扶贫等方式，因地制宜推进该县产

业项目，协助拓宽当地特色产品销售渠道，助推该县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稳定增收。另据了解，为推动

消费扶贫工作，银河期货于 1 月 3 日向于都县汇丰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购买了价值为 10.13万元的脐橙。

 兴业期货实现首单湖北疫区贫困县鸡蛋价格险赔付

2 月 20日，兴业期货实施的湖北省麻城市、蕲春县鸡蛋

“保险+期货”试点项目成功实现赔付。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麻城市和蕲春县鸡蛋库存积压严重，蛋价下跌较快，养殖企业

面临严峻挑战。为减少养殖企业损失，兴业期货在疫情早期加

快推动麻城和蕲春两地鸡蛋“保险+期货”项目，由公司全额

出资保费，赠予两地蛋鸡养殖企业鸡蛋价格险，于 1月 21日

完成 5000吨鸡蛋价格险的投保工作，保险金额约 3500万元。

最终，该项目参保养殖企业共计获得约 33万元赔付款。据了

解，此次项目赔付也是湖北疫区贫困县首单鸡蛋价格险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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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期货静宁苹果“保险+期货”县域全覆盖项目顺利赔付

3月 16日，甘肃省静宁县苹果“保险+期货”县域脱贫全

覆盖项目集中赔付现场会成功举行。该项目由郑州商品交易所

支持、银河期货联合人保财险共同实施，保障种植面积 3.5万

亩，投保数量 4.6万吨。项目扶贫效果显著，覆盖静宁全县 8713

户建档立卡贫困果农及 3家合作社，最终实现赔付 1676.34万

元，对助力静宁县如期实现脱贫摘帽起到重要作用。静宁县委

副书记尚友俊在理赔会上致辞，郑州商品交易所党委书记、理

事长熊军，银河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共炎分别发来贺词，

静宁县各有关单位领导干部、合作社、农户代表现场参加理赔

会，各乡镇分别设立分会场。

 东海期货与河南省桐柏县签署精准扶贫合作协议

3月 17日，东海期货与河南省桐柏县签署了精准扶贫合作

框架协议，以进一步加快桐柏县脱贫攻坚步伐。东海期货与桐柏

县的帮扶合作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座谈会上的讲话重要精神，由东海期货捐赠帮扶资金 20万元

整，用于该县化工产业集聚区危房改造项目，预计将解决 12户

贫困户的住房安全问题，助力推进解决该县“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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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期货赴紫金县横排村开展扶贫工作

3月 19日，中航期货首席风险官徐坚一行赴河源市紫金县

凤安镇横排村开展扶贫工作。在横排村党群服务中心，徐坚与深

圳证监局驻横排村扶贫队长、横排村第一书记林华清同志和村委

干部围绕疫情防控和扶贫工作开展了深入交流，并向该村捐赠了

防疫资金和防疫物资，现场招聘当地残疾人帮助公司在横排村开

展扶贫工作。当日，中航期货还在该村组织开展了金融专业知识

培训。

 倍特期货消费扶贫助力解决农产品滞销难题

3月 28日，倍特期货向秦安县民营企业秦安雪原果品有限

责任公司认购红富士苹果 700公斤，价值人民币 13856元，通过

“以销促产”助力秦安县拓宽农特产品销路，并积极向股东单位、

兄弟单位、公司员工、客户、合作伙伴等宣传爱心购买农产品，

用爱心凝聚起强大的抗疫扶贫力量。

 鲁证期货桦川县玉米“保险+期货”县域全覆盖项目顺利赔付

3月 30日，鲁证期货在黑龙江省桦川县实施的玉米“保险+

期货”试点项目成功赔付，项目实现赔付金额 8787.31万元，赔

付率高达 376%。项目覆盖全县玉米种植面积 32.75万亩，折合

现货量 18.34万吨，为 2555户玉米种植农户提供了 952元/亩的

收入保障，实现了县域范围内“愿保尽保”。试点项目总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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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8.13万元（大商所支持 70%、桦川县政府及农户共同承担

30%），保险保障金额达 3.12亿元。该项目是鲁证期货继 2018

年在桦川县实施“保险+期货+基差贸易”县域全覆盖试点以来，

在该县首次开展的县域范围玉米收入险试点，项目产生的良好效

果切实帮助桦川县实现了真脱贫、不返贫，体现了“保险+期货”

助力贫困地区夯实脱贫成果的有效性。

（注：以上信息根据会员单位提供的扶贫信息整理编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