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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2 期

中国期货业协会 6月 30日

【总体情况】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结对帮扶方面，已有 110家期货

经营机构与 212个国家级贫困县（乡、村）签署了 377份结对

帮扶协议。资金投入方面，行业累计投入扶贫资金达 5.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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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42亿元；帮助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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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个，

名义本金约 10.5 亿元；累计举办专业知识培训 859 场，参加

培训人员累计 50839人次。消费扶贫方面，通过消费扶贫的形

式共签署 525个购销合同，商品价值共计约 3147万元。其他

方面，期货经营机构录用贫困地区毕业生（实习生）共 676

人、残疾人 25 人；在贫困地区设立分支机构 7 个、派遣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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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个。

期货行业扶贫工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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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信息】

 永安期货罗城白糖“保险+期货”精准扶贫项目成功理赔

4月 1日，2019年郑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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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付工作顺利完成，

总赔付额 334.86 万元。本次试点项目由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

承保，永安期货、南华期货、新湖期货等 3家期货公司联合承

做，覆盖罗城县 11个乡镇，甘蔗种植面积 11.7万亩，惠及罗

城县全县甘蔗种植户 5935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357户。

项目试点总资金逾 1051万元，其中罗城县政府补贴保费 100

万元，全部投保于罗城县甘蔗期货价格保险，切实保障了全体

蔗农生产收益。据了解，永安期货 2018、2019连续两年全程

参与罗城县县域白糖品种“保险+期货”试点项目，对罗城县

蔗糖产业发展以及脱贫攻坚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东证期货启动 2020 年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

4月 2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指导和支持下，东证期货

联合太平洋保险、安信农保启动了云南孟连、海南海口 2020

年天然橡胶“保险+期货”精准扶贫试点项目，同时联合云胶

集团参与场外期权产业扶贫项目，争取为胶农们送去一份托底

保障，助力当地橡胶产业发展，推动脱贫攻坚进程。据悉，今

年东证期货参与的橡胶扶贫项目总产量规模是 2019年的三

倍，试点区域也在云南省的基础上再添海南省，试点模式由“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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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期货”扩展到场外期权，力争多方面保障橡胶种植农户和

橡胶加工企业的利益。基于当前橡胶价格低位震荡的复杂行

情，东证期货在采用亚式看跌期权并附带敲出条款的同时，计

划根据市场行情、最低保障价格和波动率等参考因素，择机嵌

入灵活的赔付结构，采取分阶段入场方式，以求达到更好的保

障效果。

 云南白糖“保险+期货”县域全覆盖试点项目完成理赔

4月 8日，在郑州商品交易所指导下，由金瑞期货、东证

期货、大地期货及太平洋财险合作实施的 2019 年云南省普洱

市孟连县和景谷县白糖“保险+期货”县域全覆盖试点项目完

成理赔。作为云南省首个白糖“保险+期货”县域全覆盖项目，

该项目的实施得到了各级政府及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项目所

在地政府共补贴资金 200万元以支持项目开展。据了解，该项

目覆盖孟连、景谷两个贫困县全部糖料蔗种植面积 19万亩，

折合白糖 9.5万吨，惠及参保农户 14522户，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 3219户，保障金额 5.21亿元，项目最终理赔金额为 1341

万元，赔付率高达 106%，是国内开展白糖“保险+期货”以

来实现赔付率最高的项目。项目的顺利理赔为当地新冠疫情过

后推进复工复产和春耕备耕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本次项目的

成功开展捧稳了蔗农的“糖罐子”，对进一步稳定当地蔗糖产

业发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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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州期货赴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开展扶贫活动

4月 9日，中州期货赴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流

溪村举办期货扶贫助农专题讲座。中州期货上海分公司联席总

经理付华娟在讲座中详细阐述了期货套利套保原理、期权模式

与使用以及“保险+期货”项目实施流程，并就现场听众的疑

问进行了一一解答。讲座结束后，中州期货与流溪村签订了扶

贫框架协议，并拜访了村中多户贫困家庭，中州期货表示愿意

对该村贫困家庭中 10名较为贫困的学生给予每年1000元助学

补助，以帮助其更好地完成学业。

 海通期货与河南省桐柏县签署精准扶贫合作协议

4月 10日，海通期货与河南省桐柏县签署精准扶贫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将紧紧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

着力促进当地经济建设发展。签约仪式后，海通期货向桐柏县

捐赠帮扶资金 15万元，用于该县妇幼保健院设备添置，助力

桐柏县打赢脱贫攻坚战。

 英大期货“电商+消费”扶贫助力湖北疫区农产品销售

4 月 13日，英大期货有限公司通过国家电网电商扶贫平

台“慧农帮”，以消费扶贫的方式开展精准扶贫，定向采购湖

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农特产品——清江鲜橙，采购金额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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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元，以“电商+消费”扶贫新模式助推湖北疫区农产品销售。

 中信建投期货资助重庆罗田镇修缮公路项目正式启动

4月 15日，中信建投期货向重庆市万州区罗田镇捐赠 10

万元，用于修缮梓桐村公路。据了解，该路段的改造是配合当

地石斛产业发展以及举办石斛文化旅游节的重要项目。此次修

缮路段全长 4.2公里，覆盖罗田镇梓桐村 5个组和 1个石斛产

业基地，改造前该路段平均宽度只有 4米且多处弯道节点视线

较差。改造完成后，不仅能提高居民通行的安全性，还将对当

地石斛产业发展大有助益。中信建投期货自 2017年与罗田镇

人民政府于签署帮扶协议以来，已在罗田镇开展了捐赠音乐教

学设备、援建标准化卫生室、捐赠办公设备、进行春节慰问等

多项帮扶活动，未来将继续结合帮扶对象实际困难，多举措推

动帮扶工作落到实处，探索建立脱贫工作长效机制。

 倍特期货携手人保财险开展“保险+期货”专项扶贫项目培训

4月 17日，倍特期货与人保财险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

州以“现场+视频”会议形式召开了“保险+期货”专项扶贫

项目培训会。来自倍特期货攀西事业部、人保财险凉山分公司

有关负责同志、凉山州部分县市农业合作社等 64人参加了会

议。会上，倍特期货就大连商品交易所“农民收入保障计划”

项目、涉农企业如何参与“保险+期货”项目等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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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涉农企业运用金融工具转移农产品价格风险的能力。下

一步，倍特期货将携手人保财险积极参与申报大商所“农民收

入保障计划”，尽快落实在凉山州的精准帮扶项目，助力凉山

州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瑞奇期货与赣州市于都县签订扶贫及服务实体经济框架协议

4 月 20日，瑞奇期货与赣州市于都县扶贫办公室签订扶

贫及服务实体经济框架协议。瑞奇期货将紧贴当地“1+2+N”

扶贫产业需求，以期货专业帮扶、产业帮扶、金融帮扶、教育

帮扶、消费帮扶等方式，服务实体经济，提供符合农业生产实

际的风险管理服务，协助拓宽扶贫产品销售渠道，推动当地扶

贫产业发展，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稳定增收。随后，瑞奇期货

购买了赣州杰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价值 18.12万元的粮油、糕

点、干货等于都县扶贫特色产品。

 倍特期货消费扶贫巩固嘉陵区脱贫攻坚成果

4月 21日，倍特期货开展集中认购嘉陵区优势特色农副

产品帮扶工作，向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民营企业四川寻觅山林

农业有限公司采购农副产品综合套餐 85箱，价值人民币 1.7

万元。据悉，倍特期货持续通过“以销促产”、“以购代捐”、

“以买代帮”等方式助力嘉陵区提升农副产品品牌，拓宽销路，

并积极向公司客户、合作伙伴宣传嘉陵农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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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融汇信期货山西省吉县苹果“保险+期货”项目成功赔付

4 月 21日，由中融汇信期货承做的山西省吉县苹果“保

险+期货”项目成功赔付，实现赔付金额 18万元。项目覆盖山

西省吉县两个专业合作社，为 21000吨苹果提供价格保障。项

目采用亚式期权，以期在苹果价格出现大幅波动时，尽量减少

价格波动对农户收入造成的影响。中融汇信期货垫付保费 150

万元，保障金额达 1.22 亿元。中融汇信期货利用期货公司风

险管理专业优势，寻找品种风险漏点，打通稳产保价堵点，为

疫情影响下贫困地区农产品稳产增收提供了保障，对巩固脱贫

攻坚成效起到了积极作用。

 多家期货公司获上期所 2019 年天然橡胶“保险+期货”精

准扶贫试点项目奖项

4月 21日，上海期货交易所公布 2019年天然橡胶“保险

+期货”精准扶贫试点项目获奖名单，永安期货、金瑞期货等

多家期货公司获得项目一等奖，浙商期货、华泰期货等多家期

货公司获得项目二等奖，格林大华期货、弘业期货等多家期货

公司获得项目三等奖。据了解，在 2017、2018年试点项目的

基础上，上海期货交易所于 2019年投入资金 1.06亿元，支持

期货公司开展天然橡胶“保险+期货”精准扶贫试点和场外期

权产业扶贫试点项目。其中，支持期货公司承做天然橡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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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期货”精准扶贫试点项目 41个，项目覆盖 19个贫困地区

（其中 14个国家贫困县），挂钩天然橡胶现货产量 10万吨（现

货覆盖量同比增加 29.87%），受益胶农约 9.9 万户、建档立

卡户 3.6万户，项目理赔总额约为 7034.83万元，平均赔付率

达 78.16%。

 东海期货云南省耿马县天然橡胶“期货+保险”项目正式启动

4月 23日，东海期货申请的上海期货交易所 2020年天然

橡胶“期货+保险”精准扶贫试点项目，经专家组评审入选 2020

年上海期货交易所试点项目支持名单，落地云南省耿马傣族佤

族自治县，预计挂钩现货 1500吨。东海期货将携手风险管理

子公司东海资本、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耿马县支公

司，借助此次天然橡胶“保险+期货”精准扶贫项目给胶农收

入带去保障。

 东证期货消费扶贫助力延长县苹果销售

4月 23日，东证期货出资约 10万元购买延长县苹果，为延

长县解决苹果滞销问题。据悉，自 2019年 5月起，东证期货已

累计在延长县购买苹果、红薯等农特产品合计约 36万元，并通

过技术支持为延长县打造了农产品销售微店，以嵌入公司移动

APP和各分支机构营销宣传等方式促进销售，拓宽了当地农产品

销售渠道。未来，东证期货将继续深度帮扶延长县，助力延长县



—9—

产业发展。

 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社会责任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

4月 24日，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社会责任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由社会责任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明伟同志

主持，社会责任委员会全体委员参加会议，协会会员二部有关

同志列席会议。协会副秘书长、委员会委员冉丽同志在会上通

报了社会责任委员会 2019年工作总结，并对社会责任委员会

2020年工作计划进行了详细解释说明，全体参会委员对委员

会 2020年工作计划进行了充分讨论，表明了全力完成委员会

2020年工作任务、积极引导行业助力国家如期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决心和信心，并就相关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据了

解，结合协会党委专题会议审议通过的 2020年扶贫工作计划，

社会责任委员会 2020年的工作方向一是切实发挥委员会对行

业脱贫攻坚工作的引导作用；二是着力解决脱贫攻坚突出问

题；三是全力配合完成证监会定点扶贫工作任务；四是深入推

进期货行业专业帮扶；五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效防止返贫；六是

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七是持续督导扶贫考

评工作的开展；八是全力做好行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宣传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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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瑞期货健康扶贫助力桐柏县脱贫攻坚

4月 24日，金瑞期货向河南省桐柏县捐赠 18.6万元公益帮

扶资金，用于桐柏县朱庄镇爱心保健箱和免费体检两个项目的实

施。该项目将为桐柏县建档立卡贫困户 839户配备爱心保健箱，

并为农村贫困人口 2738人实现免费体检。

 倍特期货赴嘉陵区举办“保险+期货”服务三农培训会

4月 28日，倍特期货走进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与区委、

区党校、区扶贫开发局共同举办“2020年走进嘉陵区‘保险+

期货’服务三农培训会”。来自嘉陵区委、区党校、区扶贫开

发局和当地生猪畜禽种养殖合作社、企业大户等 28人参与会

议。培训会上，倍特期货就疫情之后种养殖业如何避险增收、

生猪畜禽饲料原料市场分析、“保险+期货”服务案例分析和

涉农企业如何参与“保险+期货”项目，以及更多风险管理手

段等进行了介绍和答疑。培训会后，倍特期货还建立了“嘉陵

种养殖业避险增收培训”微信群，以进行长期跟踪服务。

 银河期货捐款 30 万元助力桐柏县脱贫攻坚

4月 28日，银河期货向河南省桐柏县捐赠 30万元，以支

持桐柏县固县镇大石坡村杨庄组脱贫攻坚工作。据了解，此捐

款将具体用于杨庄组 800亩桃园建设和220亩虾稻养殖建设扶

贫项目，促进当地 70户桃园种植贫困户和 23户小龙虾养殖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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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户就业，预计户均增收 3000元。此次帮扶工作将带动建档

立卡贫困户稳定增收，进一步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有助于

桐柏县巩固和扩大脱贫攻坚成果。

 广州期货天然橡胶“保险+期货”助力西盟县脱贫攻坚

4月 30日，广州期货联合下属风险管理公司广期资本，

与云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西盟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及云南西盟支公司就云南省普洱市

西盟县天然橡胶价格指数“保险+期货”精准扶贫项目签署了

多方合作协议。本次试点项目覆盖 1500吨天然橡胶，种植面

积约 2.57万亩，涉及农户 521户，其中建档立卡户 32户，项

目保费由上海期货交易所、西盟县人民政府以及云胶西盟有限

公司共同支持。基于当前橡胶价格低位震荡的复杂行情，广期

资本衍生品团队特别设计了触碰式锁定结构，以达到更好的保

障效果。目前项目第一期已经入场，项目组将择机开展第二期。

 华泰期货与河南省桐柏县签署精准扶贫合作协议

5月 6日，为积极支持桐柏县脱贫攻坚工作，促进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华泰期货与河南省桐柏县签署精准扶贫战略合作

协议。华泰期货将充分利用自身金融平台资源，发挥自身在价

格管理、风险管理方面的专业优势，为桐柏县企业提供专业培

训、投资咨询服务等专业帮扶，提高当地企业风险管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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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其平稳快速发展。同时，华泰期货将提供 15万元专项资

金用于桐柏县妇幼保健院采购医疗设备，助力当地基本医疗保

障工作。

 中融汇信期货广南县白糖“保险+期货”扶贫项目成功赔付

5月 8日，中融汇信期货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

县实施的白糖“保险+期货”项目成功赔付，实现赔付金额 73422

元。项目覆盖广南县甘蔗种植户 3579户，种植面积 35840亩，

折合现货量 17920吨，为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 472户 1720人提

供了最低 2411元/亩的收入保障。项目采用亚式期权，以期在白

糖价格出现大幅波动时，尽量减少价格波动对农户收入造成的影

响。项目总保费约 106万元，保险保障金额约 8676万元。长期

以来，中融汇信期货积极响应协会号召，利用期货公司专业优势，

助力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为疫情影响下贫困地区农产品

的稳产、保价、增收提供保障。

 中州期货多措并举助力湖北省秭归县脱贫攻坚

5 月 14日，中州期货与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郭家坝镇政

府签署扶贫框架协议。根据协议约定，中州期货将通过消费扶

贫、贫困生资助、期货知识讲座等方式多措并举助力郭家坝镇

打赢脱贫攻坚战。据了解，中州期货近期在当地以消费扶贫形

式采购脐橙共 2 万元，帮助当地农户解决了部分产品销售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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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同时对当地 5名贫困学生给予每年 1000元资助。秭归县

政府金融办和郭家坝镇政府对中州期货的帮扶工作表示了感

谢，并希望后续能继续和中州期货开展更多元、更全面的合作。

 云财富期货持续助力尼勒克县苏布台乡博尔博松村脱贫

5月 18日，云财富期货与新疆伊犁州党委政法委驻尼勒克

县博尔博松村访惠聚工作队、尼勒克县博尔博松村签订了《帮扶

解决尼勒克县苏布台乡博尔博松村香菇烘干设施的捐赠协议》，

并现场捐赠了 5万元，用于香菇烘干设施建设，助推该村香菇产

业发展。据了解，此次建设项目可提升香菇产量附加值，年产烘

干香菇 20000公斤，实现附加值 13万元，预计可帮助 6名贫困

户解决就业，人均增收可达到 16200元。

 河南省桐柏县首单猪饲料成本“保险+期货”项目理赔

5月 19 日，由河南证监局指导、华融融达期货联合人保

财险河南省分公司实施的河南省桐柏县首个猪饲料成本“保险

+期货”项目，经过 1 个月时间的运行，实现 3.2 万元理赔，

赔付率逾 60%，达到保障目标，为这个刚实现脱贫摘帽地区

的生猪养殖户规避了饲料价格上涨风险。为助力桐柏县生猪养

殖业平稳复工复产，提高养殖积极性，进而起到增加生猪供给、

稳定地区物价的作用，华融融达期货此次全额补贴保费，为当

地 2万头生猪 1个月所需的 1600吨饲料用量提供成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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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期满，玉米、豆粕结算价格高于约定价格，参保养殖户即

可获得差额赔付。华融融达期货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未来将

继续发挥专业优势，一如既往地积极履行金融机构社会责任，

为服务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以及国家脱贫攻

坚战略等持续作出贡献。

浙商期货携手太保产险与武城县政府签署三方合作协议

5月 27日，武城县政府、太保产险德州中支、浙商期货

三方战略合作签订仪式在杭州顺利举行。根据协议，三方将紧

紧围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三农”的基本战略，借助“保

险+期货”等金融风险管理新工具，着力促进武城县经济发展，

精准对接农业金融需求。据悉，武城县玉米收入保险试点项目

已成功入选为大商所“农保计划”县域项目，同时入选由山东

省委书记刘家义领导的山东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评选的

财政金融政策融合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十大项目，也是唯一

入选的“保险+期货”项目。项目预计覆盖玉米种植面积 37.2

万亩，现货规模 21.69万吨，参保农户约 10万户。

 华融融达期货九载捐助播种“希望”

6月 1日，华融融达期货来到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伏山乡

石冲村，为华融融达期货希望小学揭牌，并给孩子们送去了图

书、书包、文具等节日礼物，同时向该小学捐赠 2.4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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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购买校服、LED 显示屏、饮水机和消毒柜等物品以及整

修教学楼。自 2012年以来，华融融达期货已连续九年对该希

望小学开展捐助帮扶。华融融达期货希望小学校长邱前坤表

示，该校是一所深山区不完全小学，学生绝大部分都是留守儿

童，华融融达期货的爱心人士每年都会长途跋涉为孩子们送来

温暖和关怀，努力改善希望小学的办学条件，累计捐助近 40

万元款物。

 国信期货云南省耿马县橡胶“保险+期货” 试点项目启动

6月 3日，国信期货 2020年云南省耿马县天然橡胶“保险+

期货”项目正式启动。项目涉及耿马县孟定镇 700余户农户，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占比 95%以上，涉及 8个少数民族，挂钩橡胶

现货 1500吨，覆盖种植面积 15000余亩。2020年，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国内物流运输受阻，停工停产以及需求减少，橡胶价

格持续下跌，橡胶产业受到较大冲击。如何稳定胶农收入，巩固

前期脱贫成果，避免胶农返贫成为了今年扶贫工作的重点和难

点。国信期货将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结合胶农及胶厂实际需求，

不断优化期权方案，协同保险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共同为打好

脱贫攻坚战贡献力量。

 东航期货云南沧源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签单入市

6月 5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支持下，东航期货、东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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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与人保财险上海分公司合作实施的 2020年云南省沧源佤族自

治县天然橡胶“保险+期货”精准扶贫试点项目顺利签单入市。

沧源县是云南省临沧市唯一的革命老区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

此次也是东航期货第二年在该县开展“保险+期货”扶贫工作，

在去年经验的基础上，此次项目进一步扩大了参保胶农的覆盖数

量、加大了橡胶现货保障规模，预计将覆盖贫困胶农 4048余户，

挂钩天然橡胶现货规模共计 2500吨。

 永安期货石家庄营业部荣获“2019 年度助力脱贫攻坚优秀

会员单位”称号

6月 5日，永安期货下属石家庄营业部荣获河北省证券期

货业协会颁发的“2019 年度助力脱贫攻坚优秀会员单位”称

号。该营业部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积极利用专业期货工具助力

脱贫攻坚。2019年，石家庄营业部利用与石家庄赵县昌晟源

蛋鸡养殖专业合作社的长期合作关系，依托昌晟源交割库优

势，结合实际探索出“期货+订单”的新模式，设计出适当的

项目方案，以远期鸡蛋定价收购合同带动中小养殖户通过期货

市场规避价格风险。今年以来，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鸡蛋价

格下跌，蛋鸡养殖户损失严重，但通过该项目提供的价格保障，

河北省 36家蛋鸡养殖户得到了每斤鸡蛋 1-2 元的价格保护，

实际鸡蛋售价近 4元/斤。项目有效保障了蛋鸡养殖户收入，

将服务实体经济落到了实处，为助力脱贫、防止返贫工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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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思路。

 海通期货海南乐东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启动

6月 11日，海南省乐东县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启动

及扶贫备忘录签约仪式在海南省乐东县政府会议室顺利举行。乐

东县政府、海南证监局、海通期货、人保财险等单位相关业务负

责人出席了本次会议。为进一步了解当地橡胶生产情况及胶农需

求，海通期货及人保财险相关项目组成员于会后再次前往当地橡

胶林进行实地考察，并对贫困胶农进行了走访调研。海通期货将

针对本次调研结果，在以往项目经验基础上调整优化项目具体实

施方案，力求更为“精准”，并与人保财险、当地政府通力协作，

保持密切沟通，确保项目平稳运行，更好地助力当地脱贫攻坚。

 永安期货猪饲料成本指数“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启动

6 月 11日，在陕西省各级政府的支持下，永安期货和中

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共同推动的陕西

省宝鸡市猪饲料成本指数“保险+期货”试点项目顺利启动。

饲料成本是影响养殖企业（养殖户）收益以及整个生猪养殖产

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本项目以大连商品交易所猪饲料成本

指数计算得到的猪饲料成本为保险标的，保障猪饲料成本价

格，加快生猪稳产保供工作。此次“保险+期货”项目共为当

地重点养殖企业的 15750吨猪饲料提供价格保障，保险期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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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保障金额 3128.2万，保险产品出单工作已顺利完成。

 倍特期货海南文昌首期橡胶“保险+期货”扶贫项目落地

6月 12日，海南省文昌市首单天然橡胶“保险+期货”精

准扶贫试点项目落地，项目由上海期货交易所支持、倍特期货

承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和海南省

分公司联合承保。据了解，该项目是文昌市首次参与交易所“保

险+期货”精准扶贫试点项目，倍特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上海

茂川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人保财险依据目前橡胶的市场行情，

设计农户保障专属方案，切实保障因橡胶价格下跌导致农户的

损失。首期保险数量 700吨，惠及农户 943户，其中建档立卡

户 370户，保险金额 822.5万元，保险保费由倍特期货垫付承

担。

 协会社会责任委员会代表赴甘肃礼县开展扶贫调研活动

6月 17-19日，受礼县人民政府邀请，协会社会责任委员

会严金明、郑可青两位委员与中信期货、永安期货、东证期货、

华融融达期货等公司代表组成调研工作小组，前往甘肃省陇南

市礼县开展扶贫调研活动，调研活动得到了甘肃证监局、陇南

市金融办等相关单位的现场指导与大力支持。通过实地调研该

县贫困村龙林镇金联村、礼县金鸡产业园、海越苹果种植基地，

调研组对当地贫困状况和产业情况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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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高小强副县长主持召开的礼县帮扶专题座谈会上，调研组就

苹果“保险+期货”相关专业知识进行了详细讲解，并与有关

各方就下一步帮扶举措达成了初步共识：一是结合礼县苹果产

业优势，充分发挥期货行业专业优势，拟在礼县重点开展苹果

“保险+期货”专业帮扶项目；二是根据实际民生需求，在征

求期货行业相关单位意愿的基础上，拟针对礼县金联村实施基

础设施建设帮扶项目。

 东航期货与沧源县签署“保险+期货”扶贫战略合作协议

6月 19日，在东航集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李养民、云南

省临沧市副市长赵贵祥和沧源县委书记杨志厅等各级领导见证

下，东航期货与沧源佤族自治县签署《“保险+期货”扶贫项目

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沧源县政府确定东航期货为上海期

货交易所沧源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唯一战略合作伙伴，

东航期货将在上期所支持下，助力沧源县乡村振兴：在 2020年

沧源县“保险+期货”天然橡胶项目中，东航期货将为 2500吨橡

胶、约 25000亩胶林、4048户胶农面临的价格风险提供保障；

2021年项目计划做到受益胶农的县域全覆盖。

 2019-2020 年期货公司扶贫工作情况考评会议召开

6月 29日，2019-2020年期货公司扶贫工作情况考评（视频）

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会场设在协会多功能会议室。会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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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扶贫办、中国证监会扶贫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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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市场

监控中心、期货业协会等单位代表组成的期货公司扶贫工作情

况考评工作小组对 2019-2020 年期货公司扶贫工作情况考评

初审工作进行了集体复核，审议并举手表决通过了参评期货公

司在考评期内（2019年 5月 1 日-2020 年 4月 30 日）开展扶

贫工作情况的考评结果。据了解，2019-2020年期货公司扶贫

考评工作自 5月中旬启动，初审工作由协会会员二部负责，前

期，通过分块初审、交叉复审、集中三审的方式，会员二部累

计完成对 130家参评期货公司提交的 3487条扶贫数据的初步

审核和预排名工作。本次考评会议之后，考评结果将提交社会

责任委员会进行最终表决认定，并经对外公示等程序后报送期

货部作为分类评价的参考依据。

 银河期货积极响应大连市期货业协会消费扶贫倡议

6月 30日，为响应大连市期货业协会《2020年大连市金

融系统消费扶贫工作方案》倡议书，银河期货辽宁分公司向大

连黔货入连商贸有限公司等 3 家扶贫企业认购农产品 50080

元、大连营业部向大连黔商贸易有限公司等 2家扶贫企业认购

农产品 3024元，助力大连市对口帮扶的贵州六盘水、新疆石

河子等地贫困户脱贫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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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安期货陕西宝鸡苹果“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启动

6 月 30日，在陕西省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永安期货

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推动的宝鸡市苹果“保

险+期货”试点项目成功启动。项目将为当地果农提供保险规

模为 1200 万元的苹果价格保险服务，覆盖苹果种植面积约

1200亩，对应现货规模 1600吨。项目采用亚式看跌期权，对

标郑州商品交易所苹果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提前锁定果农苹果

价格，规避价格下跌风险。据了解，苹果期货作为全球首个鲜

果期货品种和扶贫期货品种，自上市之初就承担着促进产业转

型升级、助力脱贫攻坚的使命。永安期货通过“保险+期货”、

“期货+订单”等模式，既为当地果农提供了价格保障，也提

升了果农对市场风险管理模式的认知，对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注：以上信息根据会员单位提供的扶贫信息整理编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