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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期货业协会                              12月 31日 

 

【总体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结对帮扶方面，已有 113 家期

货经营机构与 242 个国家级贫困县（乡、村）签署了 455 份结

对帮扶协议。资金投入方面，行业累计投入扶贫资金达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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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26 亿元；帮助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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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个，名义本金约 10.94 亿元；累计举办期货专业知识培训

899 场，参加培训人员累计 52561 人次。消费扶贫方面，通过

消费扶贫的形式共签署 654 个购销合同，商品价值共计约

369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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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 人、残疾人 26 人；在贫困地区设立分支机

构 7 个、派遣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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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个。 

期货行业扶贫工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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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信息】  

 协会联合四家期货交易所在央视投放“保险+期货”公益广告 

10 月 1 日至 31 日，由协会组织拍摄的“保险+期货”公

益广告在中央电视台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投放。广告集中展现

了期货行业通过“保险+期货”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情况。

公益广告由协会组织第五届理事会社会责任委员会宣传工作

小组中的上海期货交易所、浙商期货有限公司、上海东证期货

有限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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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发

布。 

 

 国海良时期货广西隆安县纤维板仓单质押融资项目顺利完成 

10 月 8 日，国海良时期货广西隆安县纤维板“仓单质押

融资”项目完成结算。这是国海良时期货运用风险管理工具为

隆安县广西得力木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展风险管理服务的一次

有益尝试。此项目由国海良时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国海良时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承做，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 14 户 30 余人，共

涉及纤维板 1000 立方米，融资金额 125 万元，为隆安县现货

企业激活资金流动，推进良性运转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国期货行业脱贫攻坚优秀故事集》出版发行 

10 月 9 日，由协会组织编写的《牢记使命 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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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期货行业脱贫攻坚故事集》成功出版发行，《故事集》聚

焦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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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专业扶贫方式，展现了期货行

业为脱贫攻坚所贡献的期货智慧和期货方案。据悉，《故事集》

已被中国证券博物馆收藏，并入选“学习强国”平台。 

 

 永安期货陕西宝鸡猪饲料“保险+期货”项目顺利理赔 

10 月 10 日，永安期货推动的陕西省宝鸡市猪饲料成本指

数“保险+期货”试点项目顺利理赔。该项目以大商所猪饲料

成本指数计算得到的猪饲料成本为保险标的，为当地养殖主体

的 15000 多吨、货值 3000 多万元的猪饲料提供了价格保障，

最终实现赔付 450 余万元，赔付率超过 300%，有效帮助养殖

户锁定猪饲料原料成本，加快生猪稳产保供工作。 

 

 中粮期货内蒙古敖汉旗“保险+期货”项目正式落地 

10 月 12 日，中粮期货内蒙古敖汉旗“保险+期货”项目

正式落地。该项目由中粮期货携手敖汉旗太平洋保险承保和中

粮祈德丰商贸（北京）有限公司承做，共覆盖整旗 15495 亩

6972.75 吨玉米，惠及当地农户 1440 户、3121 人。本次项目

是通过亚式看跌期权，在期货市场进行对冲，为新粮上市阶段

的价格下跌风险进行保障，并于 11 月底顺利结束，最终实现

15.5万元的保底赔付。项目总保费 50 万元，由中粮期货无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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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 

 

 东证期货于河南桐柏县开展精准帮扶项目 

10 月 12 日，东证期货向河南桐柏县捐赠 40 万元，用于支

持金庄村路灯亮化、道路绿化工程建设项目以及杨庄村拦河坝等

项目。据悉，自 2019 年 7 月与桐柏县签订精准扶贫合作协议至

今，东证期货始终关注当地扶贫工作开展情况，前期已在桐柏县

开展过修坝等扶贫项目。 

 

 大连良运期货赴瓦房店市开展扶贫工作 

10 月 15 日，大连良运期货到大连市瓦房店市王店村实地

调研扶贫，公司研发部经理张明向农民讲解了玉米行情走势和

苹果期货的相关知识，资管部经理王伟民进行了现场答疑和交

流。随后，公司向当地贫困户捐赠了米面油等物资。 

 

 东证期货延长县苹果“保险+期货”项目正式启动 

10 月 15 日，东证期货在郑商所及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携手长江期货、中信期货、中国农业

银行延长县支行开展的苹果“保险+期货+银行”延长县县域

全覆盖项目完成入场启动。该项目总保费为 1300 万元，其中

郑商所支持约 1000 万元，当地政府及农户共同出资 180 万元，

三家期货公司共出资 120 万元，其中东证期货出资支持 5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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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参与试点的农户共计约 1109 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220

户，涉及延长县全县 8 个乡镇，总计覆盖苹果种植面积 2 万余

亩，承保苹果 3 万吨。 

 

 长江期货陕西省黄龙县苹果“保险+期货”项目启动 

10 月 15 日，长江期货实施的 2020 年苹果“保险+期货”

试点项目在黄龙县成功启动。本项目入选郑商所 2020 年“保

险+期货”分散试点项目，项目总保费规模 100 万元，保险金

额约 1968.2 万元，覆盖黄龙县苹果种植面积 1848 亩，为果农

承保苹果 2310 吨，覆盖果农 400 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60

户，覆盖贫困户苹果种植面积 369 亩。该项目资金筹措采取“交

易所支持+政府出资”的形式，当地果农“零投入”，项目的

实施，不仅进一步丰富地方政府助农的工具箱，而且对促进当

地果农保收增收、提高果业风险管理能力起到积极作用。 

 

 华安期货安徽省宿松县蛋鸡饲料“保险+期货”项目启动 

10 月 15 日、30 日，华安期货与人保财险安徽省分公司合

作实施的 2020 年安徽省宿松县蛋鸡饲料成本价格险扶贫项目

第三期、第四期相继启动。至此，本项目四期已全部出单。项

目为宿松县养殖的 46 万羽蛋鸡饲料成本提供价格保障，对应

玉米 4968 吨、豆粕 1656 吨，服务对象为当地 2 家蛋鸡养殖企

业和 4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为减轻农户负担，华安期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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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证券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合力为贫困农户承担了保费。 

 

 协会发布消费扶贫倡议 

10 月 16 日，协会向行业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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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书提出：一是广

泛传播消费扶贫正能量；二是加大产品和服务消费力度；三是

助力拓宽产品和服务销售渠道；四是发挥专业优势助推支柱产

业发展；五是积极探索消费扶贫新路径。 

 

 华安期货积极开展消费扶贫 

10 月 16 日，华安期货开展消费扶贫，在安徽省利辛县采

购牛肘、粉皮、粉丝合计 95400 元，在河南省桐柏县采购当地

特色农产品香菇和豆筋 41676 元。华安期货积极响应国家和行

业号召，以消费扶贫作为精准帮扶的有效手段，帮助贫困地区

企业和群众脱贫增收。 

 

 中原期货连续三年赴河南省上蔡县开展教育扶贫 

10 月 16 日，在全国第 7 个“扶贫日”、第 28 个“国际

消除贫困日”来临之际，中原期货总经理王歌谣带队赴河南省

上蔡县前杨村开展定点教育扶贫，为前杨村希望幼儿园捐赠 4

万元专项扶贫款及价值约 1 万元的学习、生活用品。据悉，中

原期货已连续三年定点帮扶上蔡县前杨村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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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越期货推进电商扶贫助力乡村振兴 

10 月 19 日，大越期货向河北省灵寿县柳氏红薯种植专业

合作社等四家农产品生产销售企业捐助 4 万元，用于农产品网

络营销推广。此次电商渠道的拓展，有利于将农村“小生产”

与电商“大市场”精准对接，助力当地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 

 

 东海期货以买代帮助力延长县巩固脱贫成效 

10 月 19 日，东海期货通过“以买代帮”的方式，购买延

长县鑫园果业专业合作社18户47名贫困社员销售苹果等特色

农产品近 400 箱，金额共 37665 元，。公司此次通过消费扶贫

的方式有效宣传、推介了延长县苹果，切实提高了合作社贫困

社员的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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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大会成功举办 

10 月 20 日，中国证监会在北京举办资本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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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活动以“一果连四方”为扶贫公益品牌，广泛动员行业资

源和力量，集中推广销售金融公司对口帮扶县的优特产品。永

安期货、申银万国期货等公司成为“资本市场扶贫公益联盟”

首批成员单位。据了解，首批成员单位由 10 家证券公司和 5

家期货公司组成。联盟成立后，将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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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脱贫攻坚、服务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更好地推广资本市场

扶贫公益实践，搭建起金融机构多方合作沟通的纽带和桥梁，

共创资本市场扶贫公益事业的美好未来。 

 

 新湖期货广西罗城县白糖“保险+期货”项目正式启动 

10 月 20 日，由新湖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携手人保财险、南华

期货、永安期货合作开展的罗城县白糖“保险+期货”县域全覆

盖试点项目的启动仪式在当地隆重举行。本次是第三年在该县开

展“保险+期货”项目，项目覆盖罗城县全县贫困甘蔗种植户约

5628 户，覆盖全县甘蔗种植面积约 11 万亩，名义本金约 2.6 亿

元，同时项目将与订单贸易相结合，构建“上涨保险+订单”模

式，在蔗农售糖已有托底价的情况下，增加贫困户的收入，激发

蔗农的种植积极性，维护当地糖料蔗作为扶贫主导产业的发展。 

 

 倍特期货积极响应行业号召开展消费扶贫 

10 月 21 日，倍特期货采取“以购代捐”“以买代帮”方

式采购结对帮扶地区产品和服务，通过参加资本市场“一县

（司）一品”线上展销活动，采购江西赣州盘古毛尖茶 50 盒

共计 1.1 万元、陕西延长十谷礼盒 50 盒共计 0.4 万元，并积极

向股东单位、兄弟单位、公司员工、客户、合作伙伴等推送宣

传优质农产品，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消费扶贫行动中来。 

 



 

 —9— 

 先锋期货连续四年帮扶会宁县 

10 月 21、22 日，先锋期货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饶国芳、

副总经理蒋笑山一行赶赴甘肃省会宁县，第四年在会宁县对口

开展扶贫工作。先锋期货根据会宁县丁沟镇梁庄村、荔峡村两

村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在农业耕作、文化教育、激励群众、

阵地建设、消费扶贫、期货知识培训等多方面开展了帮扶，今

年各项捐赠助农支出达 12.53 万元，同时为两村干部及群众开

展了“期货与现货·价格与生活”的期货知识培训，深入浅出

地介绍了期货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财信期货赴凤凰县樟坡村开展扶贫工作 

10 月 22 日-23 日，财信期货有限公司党支部在湖南证

监局公司监管处、湖南省上市公司协会、湖南省期货业协会的

统一组织下前往湘西凤凰县樟坡村开展扶贫活动。公司向村中

留守孩子捐赠了食品、文具、玩具等慰问品，并采购了罗汉果、

剁辣椒酱、红薯粉、腊肉等扶贫产品。此外，公司高级研究员

刘祎同志给当地村民讲解了金融期货知识，提醒村民如何防范

金融诈骗、非法集资。 

 

 光大期货云南白糖“保险+期货”县域覆盖重点项目正式启动 

10 月 22日，由光大期货携手东海期货、中信建投期货开

展的郑商所景谷孟连白糖“保险+期货”项目启动仪式在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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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普洱市景谷县顺利举行。该项目是今年郑商所规模最大的白

糖“保险+期货”试点项目，总保费超 1300万元，由郑商所、

当地政府、参与期货公司及投保农户共同支持。项目覆盖白糖

近 12 万吨，种植面积约 21万亩，总保额超 6亿元；覆盖蔗农

16571 万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4512 户，实现了对景谷县

和孟连县甘蔗种植户全覆盖。随着项目正式启动，光大期货、

东海期货、中信建投期货将发挥各自优势，按照 42.92%、

32.08%、25%的比例进行场外风险对冲。本次项目的开展，可

以有效帮助蔗农防范糖价波动带来的风险，稳定当地甘蔗种植

产业，保障农户增收。 

 

 华安期货云南省勐腊县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顺利收官 

10 月 23 日，华安期货在云南省勐腊县开展的天然橡胶“保

险+期货”产业扶贫项目顺利结束。该项目最终实现赔付 76.44

万元，惠及当地 978 户橡胶种植户，包括 32 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为减轻农户负担，华安期货和华安证券为所有农户承担了

保费。 

 

 华安期货甘肃省通渭县玉米“保险+期货”项目圆满收官 

10 月 25 日，由华安期货牵头、永安期货参与实施的甘肃

省通渭县玉米“保险+期货”专项扶贫项目顺利结束。项目保

费由华安期货、华安证券和永安期货合力承担，最终实现总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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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额 22.95 万元，惠及农户 3455 户，其中包括建档立卡贫困

户 1346 户。 

 

 浙商期货贵州从江县鸡蛋扶贫项目顺利完结   

10 月 27日，由浙商期货主导的从江县鸡蛋价格保险项目

理赔仪式在贵州省贵阳市成功举办。本次理赔是贵州省“保险

+期货”首单理赔，也是大商所 2020 年“农民收入保障计划”

专项扶贫项目全国首单理赔。本项目自 7 月 31 日启动，分五

期为贵州乡滋源公司生产的 1800 吨鸡蛋提供价格风险保障，

承保货值 1374.84 万元，最终实现赔付 33 万元，赔付率达

72.3%。 

 倍特期货海南文昌天然橡胶“保险+期货”赔付完成 

10 月 28 日，海南省文昌市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

完成赔付 70 万元。该项目由上海期货交易所给予资金支持，

倍特期货有限公司负责承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分公司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

司联合承保。项目总保费 112.04万元，承保橡胶现货规模 1400

吨，名义本金 1689.45 万元种植面积 7212.81 亩，惠及农户

943 户，其中建档立卡户 370户。 

 

 中衍期货赴安徽省太湖县走访调研并签署结对帮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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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8 日-29 日，中衍期货有限公司扶贫工作组赴安徽

省太湖县开展调研，并与太湖县扶贫办正式签署结对帮扶协

议。扶贫工作组到百里镇柳青村，与当地村镇干部进行了座谈

交流，详细了解了该村基本村情、脱贫攻坚工作主要开展情况

和成效等，并开展了金融知识培训。会后，扶贫工作组实地考

察了公司出资援建的油料加工厂项目，并赴贫困家庭进行慰

问。 

 

 东航期货云南沧源白糖“保险+期货”项目出单落地 

10 月 29日，东航期货联合人保财险云南省分公司和沧源

佤族自治县政府开展的云南沧源白糖“保险+期货”项目顺利

完成入场。本项目覆盖沧源自治县勐省镇、岩帅镇甘蔗种植面

积 15133.04 亩，白糖 9750 吨，甘蔗种植户 1192 户，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户占比 94.04%。项目实施可有效起到为蔗农保

“价”护航的作用，在促进当地白糖产业稳定发展的同时，帮

助蔗农抵御因新冠疫情等因素导致的白糖价格波动风险，为沧

源县乡村振兴打下扎实基础。 

 

 兴业期货吉林省和龙市大豆“保险+期货”顺利完成 

10 月 29日，兴业期货、兴业银行联合中国人保承做的吉

林省和龙市大豆“保险+期货”业务顺利完成。本次项目为和

龙市 24107.68 亩，共计 3600吨大豆投保价格保险，名义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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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600 万元。共有 627 户农户参保，其中 204 户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项目由兴业银行延边分行全额支付保费，并由兴业期

货风险管理子公司兴业商贸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风险对冲。 

 

 瑞奇期货携手多方落地全国首个养殖类县域全覆盖“保险+

期货”项目 

11 月 3 日，瑞奇期货牵头永安期货、大地保险的赣州于

都肉鸡饲料“保险+期货”县域覆盖项目顺利出单。该项目是

全国首个养殖类县域全覆盖项目，总体保费规模约 400万元，

其中大商所设立 240 万元专项扶贫资金支持该项目开展，其余

配套资金由当地政府及投保农户自缴。项目预计覆盖肉鸡 582

万羽，覆盖全县 1 家养殖企业、66 家合作社，惠及 7436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该项目充分利用期货及其衍生品市场的套期保

值功能，发挥期货、保险功能优势，有效的帮助养殖户规避了

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为服务“三农”贡献了金融力量。 

 协会携行业机构赴甘肃省礼县开展精准帮扶活动 

11 月 4 日，中国期货业协会会同甘肃证监局、郑州商品

交易所，联合部分行业机构赴甘肃省陇南市礼县开展精准帮扶

活动，协会及永安期货、中信期货、上海东证期货、方正中期

期货、海通期货等 5 家期货公司与礼县人民政府签署了精准帮

扶协议。期货行业将以“保险+期货”专业帮扶为抓手、多措

并举保障礼县如期实现高质量脱贫目标，助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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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并合计出资 312.5 万元，用于礼县 2020 年苹果“保险+

期货”贫困户全覆盖项目。协会党委书记、会长洪磊，副秘书

长冉丽，甘肃证监局党委书记、局长牛雪峰，陇南市委常委、

副市长潘海峰，市金融办党组书记、主任郝爱龙，礼县委副书

记、政府县长孙根林，县委常委、政府副县长栾绍臣，以及来

自郑州商品交易所、陇南市金融办、礼县政府相关部门、人保

财险甘肃省分公司、期货公司等机构的代表参加了本次精准帮

扶活动，帮扶活动由礼县政府副县长徐彤主持。 

 

 国海良时赴广西融安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开展系列扶贫活动 

11 月 4 日-5 日，国海良时期货扶贫工作组赴广西融安县、

融水苗族自治县开展帮扶活动。工作组走访建档立卡贫困户，

给每户人家送上了 50 斤大米、2桶油和 2500 元现金，并为龙

口村村民活动中心球场照明灯建设项目捐赠 1万元。 

 

 国海良时云南永德天胶“保险+期货”项目赔付 260 万元 

11 月 4 日，国海良时期货有限公司联合人保财险上海市

分公司开展的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天然橡胶“保险+期货”试

点项目顺利结束。该项目承保天然橡胶 4000 吨，承保橡胶面

积为 3.33 万亩，共计保障当地胶农 583 户，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 115 户。项目名义本金 4962.4 万元，保费 319.68万元，

保障周期为 4个月。该项目最终实现赔付 650元/吨，合计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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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赔付率为 81.33%，切实实现了保障胶农收益的试点目

标。 

 

 海通期货西和县苹果“保险+期货”项目落地 

11 月 4 日，海通期货携手人保财险在甘肃省西和县开展的

苹果“保险+期货”专项扶贫项目正式启动，项目保障当地 597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覆盖种植面积 1786 亩，保障金额近 2700

万元。西和县政府、郑商所、海通期货及人保财险项目团队在

西和县政府会议室举行了签约启动仪式。海通期货项目团队成

员还向参会农户代表就“保险+期货”项目模式展开宣传培训，

促进农户对项目模式的认识和理解。 

 

 中粮期货精准助推太湖产业发展 

11 月 5 日，中粮期货向太湖县桥冲村捐赠 15 万元帮扶资

金，有效解决了该村油料厂加工设备及附属设施建设方面存在

的资金缺口问题，确保了工厂顺利落成。桥冲村于 2019 年建

成油料加工厂一座，项目主体工程全部完工，但油料加工设备

和附属设施建设方面存在资金缺口，中粮期货调研实际情况

后，第一时间捐赠 15 万元。目前，该项目基本全部竣工，预

计年收益达 5 万元左右，项目也将进一步为桥冲村贫困户扩大

就业和增加收入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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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家期货公司中标秦安县苹果产业扶贫收入保障计划政府采

购项目 

11 月 5 日，秦安县苹果产业扶贫收入保障计划政府采购

项目公布中标单位，五矿经易期货、上海东证期货、倍特期货、

新湖期货、南华期货等 15 家期货公司入围。项目承保苹果约

7 万亩，保费规模 3500 万元。本次秦安县苹果产业扶贫收入

保障计划，由甘肃省政府牵头，共计 3 家保险公司、15 家期

货公司参与。 

 

 大有期货邵阳县猪饲料培训会圆满召开 

 

11 月 10 日，大连商品交易所“农民收入保障计划”三农

培训会在邵阳县圆满召开，培训会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邵阳县支公司主办，邵阳市财政局、邵阳县财政局、

邵阳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

有期货有限公司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及邵阳县生猪养殖参保户

代表参加会议。会上，大有期货总经理助理肖龙汇报了邵阳县

猪饲料“保险+期货”项目的实施情况，大有期货期权中心负

责人沈湘源就期货基础知识、农产品保值及猪饲料“保险+期

货”项目的具体做法进行了讲解。 

 

 永安期货辽宁建平县玉米“保险+期货”项目成功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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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在辽宁证监局的推动下，永安期货在辽宁省

朝阳市建平县杨树岭乡杨树岭村实施的玉米“保险+期货”试

点项目顺利落地出单。该项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公益基金会承

担保费 50 万元，覆盖了该村 557 户玉米种植户，承保规模为

2000 吨。这是永安期货第三年在杨树岭乡开展玉米价格保险

试点，为当地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保障。 

 

 长江期货在陕西省延长县举办苹果期货助力脱贫攻坚（延长）

论坛 

11 月 11 日，由长江期货承办的“稳企安农 护航实体—

—苹果期货助力脱贫攻坚（延长）论坛”在陕西省延长县召开，

郑商所、长江期货、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延长县信用联社、

人保财险等企业负责人及延长县果业局、苹果种植大户等 130

余人参加培训会。论坛围绕苹果期货运行机制及应用模式进行

分析，重点讲解了苹果期货基础知识、苹果产业市场形势分析、

苹果期货交割实操、什么是“保险+期货”、如何运用“保险

+期货”创新模式助力现阶段苹果产业发展。此次培训让延长

县苹果产业相关主体进一步加深了对苹果期货的了解和认识，

对如何利用期货市场规避苹果价格下跌风险和“保险+期货”

的价格保护功能有了全新的认识，增强了当地果农利用苹果期

货脱贫增收的意识和技能。 

 

http://www.czc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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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海期货云南耿马天然橡胶“期货+保险”项目顺利结束 

11 月 12 日，东海期货 2020 年云南耿马天然橡胶“期货+

保险”精准扶贫试点项目顺利结束，项目历经四个月的运作，

实现赔付 78 万元，赔付率达 70.09%。该项目保险总额 1785.77

万元，承保面积 15000 亩，合计橡胶 1500 吨，覆盖当地胶农

1135 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数量 243 户。项目实施初期正

值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在各方的努力下，最终有效帮助胶农

对冲了价格波动风险，锁定了种植利润。 

 

 东证期货对陕西延长县开展消费扶贫 

11 月 12 日，东证期货向陕西延长县出资 19.58 万元用于

购买苹果及红薯，助力村民脱贫致富。据悉，自 2017 年 3 月

与陕西省延长县签订精准扶贫合作协议至今，东证期货已多次

在延长县开展消费扶贫。 

 

 中粮期货携手我买网为敖汉旗举办专场培训会 

11 月 12 日，中粮期货扶贫工作组携手我买网赴内蒙古敖

汉旗，为当地基层干部和企业代表举办专场培训会。中粮期货

总经理助理、中粮祈德丰（北京）商贸有限公司董事杨英辉，

敖汉旗党委副书记李高等领导出席培训。培训会上，中粮祈德

丰创新业务负责人王伟涵通过真实案例就期货基本原理、产业

运用及农产品价格保险服务实体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解读；中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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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买网高级项目经理金佳鑫围绕“一县一店”项目，重点对全

媒体时代助力电商兴农的成功案例与孵化方案进行宣讲，指导

敖汉旗企业对电商渠道产品定位及运营优化，开拓电商营销思

路。培训活动期间，中粮期货走进敖汉旗农牧产品生产养殖企

业进行了实地考察，深入了解农业合作社产业发展情况。 

 

 广州期货云南西盟天然橡胶“保险+期货”完成赔付 

11 月 13 日，由广州期货携手广期资本、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和西盟公司共同承办的 2020 年

天然橡胶“保险+期货”精准扶贫试点项目顺利进入理赔阶段。

胶农共计获赔 82.50 万元，户均赔付 1583.5 元，赔付率 68.75%。

该项目于 3 月 4 日正式立项，惠及西盟县 521 户橡胶种植户，

参保主体中少数民族种植户占比达 96%，覆盖橡胶种植面积 2

万余亩，累计提供风险保障约 1800 万余元。广州期货充分发

挥专业的风险管理能力，为项目设计了两期、每期跨度为 4

个月的保险方案，期权端采用“增强型亚式看跌期权组合”的

期权结构，并嵌入触碰式锁定结构。在减轻农户投保负担的同

时，通过对期权风险管理工具对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进行有效

管理，最大限度地为胶农规避价格波动风险。 

 

 申银万国期货 2020 年上期所天然橡胶产业扶贫项目为胶农

实现理赔 75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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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申银万国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申银万国智富

投资公司承做的上海期货交易所天然橡胶“保险+期货”及场

外期权产业扶贫项目顺利结束，3 个项目为胶农和胶企实现理

赔金额共计 756 万元。其中，海南临高县天然橡胶“保险+期

货”项目投保种植面积 68965.4 亩 5500 吨，惠及建档立卡户

及种植农户 11447 户，为胶农实现赔付 333 万元，赔付率达

75.82%；云南镇康县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投保种植面

积 25000 亩 2500 吨，惠及建档立卡户及种植农户 4233 户，为

胶农实现赔付额达 168 万元，赔付率达 83.96%。此外，与上

期所合作的 2020 年天然橡胶场外期权产业扶贫试点项目采用

看涨结构，行权后项目赔付总额 255 万元，赔付率合计达

136.24%。 

 

 海通期货海南乐东县天然橡胶“保险+期货”精准扶贫试点项

目进入理赔阶段 

11 月 15 日，海通期货海南乐东天然橡胶“保险+期货”

项目顺利进入结项理赔阶段，本次项目由海通期货与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项目覆盖 3500 吨橡胶，种植面

积约 58280 亩，总保费达 280 万元，覆盖农户总数达 4596 户，

其中涉及建档立卡贫困户为 3611 户，实现赔付近 220 万元，

全面覆盖了当地重要的橡胶生产区域和广大贫困农户，切实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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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了农户的收益。 

 

 弘业期货天然橡胶“保险+期货”精准扶贫试点项目结项 

11 月 15 日，弘业期货 2020 年在云南省勐腊县开展的天

然橡胶“保险+期货”系列精准扶贫试点项目结项，参保胶农

获赔 171.28 万元，赔付率达 143%。胶厂和胶农获得赔付 1142

元/吨的风险保障，扶贫效果显著。本次精准扶贫项目全程得

到了勐腊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列为该县 2020 年重点工作之一，

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11 月 15 日共分 4 期在勐腊县关累镇具体

实施。项目挽回价格波动给胶农造成的潜在损失，也避免“弃

割”“迟割”造成的当地现货市场供给不稳定以及现货企业成

本核算难度增加等消极链条反应，为当地橡胶产业健康、稳定

发展贡献了力量。 

 

 倍特期货赴凉山州喜德县开展教育扶贫及困难党员慰问活动 

11 月 17 日，倍特期货前往四川省凉山州喜德县冕山镇五

合小学举行“倍特圆梦助学金”（喜德县）第二期发放仪式。

倍特期货首席风险官文静、冕山镇副镇长袁洪斌、冕山镇五合

小学校长莫色日格及全校师生近 200 人参加。倍特期货为学校

捐赠了亟需的体育用品和教学教具，并发放助学金 1.5 万元，

30 名优秀贫困学生受到资助。随后，倍特期货前往喜德县瓦

吉村结对帮扶党支部开展座谈并慰问困难党员。倍特期货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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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对象贫困属性、发展意愿等要素,向帮扶对象讲解了以“企

业+合作社+贫困户”的生猪代养、艾蒿种植等产业扶贫思路，

为贫困户发展产业脱贫牵线搭桥。会后，倍特期货向瓦吉村党

支部 5 名困难党员发放了慰问金及慰问品。 

 

 大有期货生猪饲料成本项目三农培训会圆满召开 

11 月 20 日，大有期货实施的新化县生猪饲料成本项目三

农培训会在湖南省新化县召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新化县支公司、新化县畜牧站等相关领导及 79 户贫困户、

参保户代表参加培训。培训围绕生猪饲料“保险+期货”展开，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农险部经理贺

诗洋进行了“保险+期货”模式宣导暨新化生猪饲料期货价格

保险试点经验分享。大有期货有限公司期权中心负责人沈湘源

进行了生猪饲料期货基础知识讲解。会上养殖大户、畜牧站领

导与期货公司、保险公司授课讲师及业务骨干就生猪饲料成本

项目实施进行了热烈讨论。 

 

 海通期货广西隆林县玉米“保险+期货”项目实现赔付 79 万

元 

11 月 20 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大力支持下，海通期货

携手太平洋产险广西分公司，在广西隆林县开展的“大商所农

民收入保障计划”玉米“保险+期货”专项扶贫项目现已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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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项理赔阶段。本次项目覆盖隆林县玉米种植面积 6.35 万亩，

折合玉米现货规模 3.17 万吨，保障金额近 0.94 亿元，并且成

功实现了 100%建档立卡贫困农户全覆盖，保障当地贫困农户

近 1.93 万户，理赔金额总计达 79 万余元。公司项目团队充分

考虑隆林县农户需求，为其量身定做了分区间赔付方案，以欧

亚式奇异期权为玉米价格风险提供保护，进一步促进了当地农

户稳定玉米生产、提高种植积极性，助力产业扶贫。 

 

 海通期货广西都安县玉米“保险+期货”项目赔付 79 万余元 

11 月 20 日，海通期货携手太平洋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西

分公司，在广西都安县开展的玉米“保险+期货”专项扶贫项

目现已进入结项理赔阶段。本次项目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100%全覆盖，保障农户 27656 户，涉及玉米规模 3.17 万吨，

覆盖种植面积 6.35 万亩，保障金额 0.94 亿元，获得了较好的

赔付效果，锁定赔付 79 万余元。公司项目团队综合都安县实

际种植情况和对后期市场行情的判断，创新设计保险方案，基

本实现了“大跌全保，小跌零成本”的赔付模式，提供了更好

的保障。本次项目保费共计 142.9 万元，其中大连商品交易所

提供了 100 万元保费支持，海通期货与太平洋产险共同出资

42.9 万元，促进了当地农户稳定玉米生产、提高种植积极性，

助力产业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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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发期货积极推进延长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11 月 24 日，为了进一步响应中国证监会定点帮扶工作号

召，巩固提升陕西省延长县脱贫攻坚成效，接续推进延长县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广发期货董事长赵桂萍一行赴延长县调研，

这是广发期货第四年在延长县开展扶贫工作。一同前往调研的

有现货企业、保险公司等相关工作人员。赵桂萍一行分别在交

口镇光华中学、呼家川小学和七里村街道管村等地，通过实地

调研、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了延长县教育帮扶和消费扶

贫工作开展情况。调研期间，广发期货向呼家川小学捐赠 12

万元，用以建造爱心洗澡堂，解决老师和学生洗热水澡的问题；

并与延长县签订了结对帮扶合作备忘录，及 10 万元消费扶贫

采购合同。 

 

 华泰期货再赴剑阁县开展扶贫活动 

11 月 24 日，华泰期货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智带队赴四川

省剑阁县开展扶贫活动，再次与剑阁县人民政府签订了《精准

扶贫战略合作协议》。公司捐赠扶贫资金 55 万元，主要用于

剑阁县贫困户和合作社的生猪饲料价格保险项目。 

 

 一德期货再度签约帮扶安徽省太湖县 

11 月 26 日，天津市期货协会会长、一德期货副总经理赵

未夏带队赴太湖县小池镇红星村开展结对帮扶工作，与红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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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总支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方志金等村干部交流座谈，

并实地考察了红星村桃源里民宿项目。为提升当地镇村干部的

金融风险防范意识，一德期货在红星村委会议室举办了金融知

识培训，由赵未夏主讲，小池镇和红星村主要干部参加。 

 

 国海良时期货参与太湖县结对帮扶签约仪式暨精准扶贫经验

交流会 

11 月 25 日—27 日，国海良时期货参加了上海期货交易所

组织的期货行业结对帮扶太湖县集中活动。公司与太湖县人民

政府签订“一司一村”帮扶签约仪式，结对帮扶太湖县弥陀镇

向阳居委会。公司给当地扶贫干部、合作社带头人、种养殖农

户等共计 20 余人开展了金融知识培训，引导广大农户认识“保

险+期货”项目，利用期货工具规避农产品价格风险。 

 

 中粮期货赴化德县开展“党建与扶贫双促进”活动 

11 月 25 日，中粮期货与北京市中关村东城园管委会扶贫

工作组来到内蒙古化德县开展“党建与扶贫双促进”活动。北

京市东城园管委会工委书记、常务副主任李照宏，中粮期货党

总支委员、副总经理蔡亮及化德县扶贫办领导等参加活动。中

粮期货党总支、中关村东城园管委会与化德县教体局党委以

“健康助学，托起明天的希望”为主题召开座谈会，中粮期货

与化德县扶贫办共同签订了《精准帮扶活动备忘录》。活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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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中粮期货扶贫工作组先后深入电子商务产业园、羊驼绒絮

片服装园、朝阳镇中学、幼儿园等单位进行实地调研，进一步

了解化德县帮扶需求，为下一步不断创新帮扶举措奠定基础。 

 

 倍特期货九江修水县“保险+期货”项目首期赔付完成 

11 月 26 日，倍特期货参与实施的 2020 年“大商所农民

收入保障计划”九江修水县蛋鸡饲料成本指数价格险其他分散

项目完成赔付，赔付金额 65.62 万元，赔付率达 197.36%。该

试点项目由大连商品交易所给予部分资金支持，倍特期货有限

公司承做，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承保，

项目实施地为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项目投保鸡饲料现货

2400 吨，挂钩大连商品交易所蛋鸡饲料成本价格指数，参与

项目的养殖企业惠及农户 28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4 户。

此次项目分两期实施，保险总额 1237.30 万元，总保费 66.50

万元。 

 

 永安期货 2020 年海南五指山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

成功理赔 

11 月 26 日，永安期货实施的 2020 年海南省五指山市天

然橡胶“保险+期货”精准扶贫试点项目理赔会成功举办，永

安期货党委副书记郑可青出席活动。本项目共承保橡胶 3000

吨，覆盖种植面积 5 万亩，保障农户 2686 户，全部为黎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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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等少数民族，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756 户，总保费约 240

万元，最终实现总赔付 218.19 万元，赔付率 90.91%。同时，

永安期货举行了专题培训活动，为当地农户讲解了订单农业、

套期保值、“保险+期货”等专业知识，帮助大家了解现代化

的风险管理工具。 

 

 瑞奇期货走进赣州于都开展鸡饲料成本价格“保险+期货”

培训会 

11 月 28 日，瑞奇期货联合永安期货、大地保险江西分公

司走进赣州于都开展鸡饲料成本价格“保险+期货”培训会，

于都县畜牧局局长段德勇、瑞奇期货公司副总经理李旸婷、大

地保险江西分公司团渠部室主任郑敏亮以及于都县畜牧局、乡

镇综合站、养殖户代表 60 余人参加培训。李旸婷就于都鸡饲

料“保险+期货”全县域覆盖项目背景、重要意义、进展情况

作详细介绍。大地保险江西分公司代表围绕“保险+期货”项

目进行讲解。 

 

 盛达期货助力石门县蜜桔、脐橙外销 

11 月 30 日，盛达期货介绍客商到湖南省石门县收购蜜桔、

脐橙，销至吉林长春、山东青岛、湖南长沙等地，通过“以销

代捐”助力石门县提升农产品品牌，拓宽销路。公司共计协助

采购蜜桔约 180 吨，脐橙约 94 吨，总计 50.2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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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奇期货河北望都鸡蛋价格“保险+期货”项目效果超预期 

12 月 1 日，瑞奇期货联合中华保险望都支公司组织实施

的大连商品交易所“农民收入保障计划”试点项目河北望都鸡

蛋价格“保险+期货”第四期对冲工作已顺利结束，该期赔付

率高达 143.75%，项目累计赔付 41.9 万元，总体赔付率达

52.24%。该项目于 8 月 11 日首期入场，项目分四期实施，总

体保费 79 万元，总承保量 2000 吨，目标保障价格与约定时期

内大商所鸡蛋 2101 合约挂钩，参与投保项目养殖企业 4 户，

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9 户。该项目已顺利进入结项环节，受益

的贫困户表示，“保险+期货”项目实现了稳定鸡蛋销售预期

利润目的，保障了蛋鸡养殖收益，提升了养殖积极性。 

 

 大连良运期货赴吉林省汪清县开展扶贫工作 

12 月 2 日，良运期货公司总经理李树祥一行 4 人来到汪

清县罗子沟镇，与县、镇领导洽谈扶贫项目，签订了镇企、村

企帮扶协议。李树祥一行走访了部分贫困户，为他们送去了米

面油等慰问品，并考察了镇、村相关合作社、电商平台等，了

解镇村产业及产品情况。 公司在下河村为村民们举办了一场

农产品供销知识及防范金融诈骗培训会，利用期货知识帮助村

民分析当前大豆、玉米、水稻等当地农产品供需及市场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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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鑫鼎盛期货助力汝阳县付店镇脱贫攻坚 

12 月 11 日，鑫鼎盛期货到河南省汝阳县付店镇火庙村开展

了扶贫捐赠活动。付店镇火庙村村委会主任、村党支部书记、付

店镇镇长、镇党支部书记出席了本次捐赠仪式，鑫鼎盛期货公司

代表在活动现场捐赠 5 万元。此资捐赠用于帮助汝阳县付店镇火

庙村发展农业产业化用地的深翻、土壤改良，有助于当地 100

户、418 名建档立卡户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家庭收入。 

 

 重庆市合川区生猪饲料价格“保险+期货”项目正式启动 

12 月 3 日，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重庆营业部携手中国人

寿财险重庆市分公司在合川区三庙镇举办了生猪饲料价格“保险

+期货”项目启动仪式。此次“保险+期货”项目旨在为养殖户

转移价格风险。保险公司和期货公司通过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

为生猪养殖户提供了此项风险保障组合产品，12 户建卡贫困养

殖户获得了承保货值共计 162.94 万元的生猪饲料“保险+期货”

价格保险。 

 中信建投期货黔江生猪饲料成本“保险+期货”项目成功赔

付 

12 月 4 日，中信建投期货联合人保财险重庆市分公司和中

信建投证券黔江营业部在重庆市黔江区开展的生猪饲料成本“保

险+期货”分散试点项目赔付仪式在黔江成功举办，并开展了服



 

 —30— 

务“三农”培训会。该项目是在中信集团“产业扶贫”的总体部

署及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的大力支持下开展的。项目于今年 8

月正式启动，11 月 30 日顺利结项，共承保生猪饲料 1.35 万吨，

为156户养殖户的5.4万头生猪提供3个月的饲料成本风险保障，

其中涉及建档立卡贫困户 41 户。项目总保费 161 万元，共实现

赔付 263.79 万元，赔付率高达 164%；养殖户户均赔付约 16910

元，自缴部分回报率约为 12.19 倍。 

 鑫鼎盛期货有限公司积极开展民生工程帮扶活动 

12 月 4 日，鑫鼎盛期货有限公司到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

罗珊乡吴畲村开展扶贫捐赠活动。寻乌县罗珊乡吴畲村支部书

记林建华、鑫鼎盛期货有限公司龙岩营业部负责人蔡伊娜出席

捐赠仪式，本次捐赠的 4 万元扶贫资金主要用于罗珊乡吴畲村

水毁道路修复和桥梁维修加固等民生工程。捐赠仪式结束后，

我司员工到帮扶的贫困户家中走访慰问，并为他们送去米油等

生活必需品，鼓励他们坚定生活的信心，克服困难，争取早日

脱贫实现致富。针对寻乌县的特色产业，鑫鼎盛期货有限公司

举办了“服务三农帮扶贫困农户业务培训会”，当地贫困户、

村镇干部代表等参加了此次培训。此次培训增强了当地贫困

户、村镇干部等基层农业人员对期货市场的认识，有利于提升

期货市场服务“三农”的广度和深度。 

 中航期货到横排村开展扶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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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6 日，中航期货全体支委、班子成员以及扶贫工作小

组成员一行来到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横排村开展扶贫工作。中航

期货一行来到横排小学为当地的村民进行了金融知识培训，现场

调研了横排小学的软硬件建设情况，公司下一步将根据调研情况

支持学校在软硬件方面的建设和升级。随后，公司走访和慰问了

当地贫困户，并现场派发了慰问金。 

 

 国海良时期货赴于都县段屋乡开展扶贫工作 

12 月 7 日—8 日，国海良时期货扶贫小组赴江西省于都县段

屋乡开展扶贫工作。国海良时扶贫小组在村里的初心讲坛开展了

期货金融知识专场培训会，村两委成员、小组长、合作社带头人

等 20 余人参加培训。之后，国海良时期货帮扶小组跟随寒信村

干部考察了当地的文旅产业和中小学校。国海良时期货此次捐赠

的 5 万元扶贫款将作为寒信村振兴文旅产业的启动资金，帮助当

地 86 户 400 人实现脱贫奔小康目标。 

 

 财信期货赴桑植县开展期货知识培训活动 

12 月 8 日-17 日，财信期货先后两次赴桑植县三岔溪村、岩

屋口村、上河溪村及当地乡镇企业进行金融期货知识专题培训活

动，并对当地残疾人及大学生进行现场面试。培训期间，公司高

级研究员刘号围绕当地现有产业和农产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

村民们阐述期货思维在日常生产经营中的运用，并对目前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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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常见的非法集资手段进行了辨析，提高了当地村民的防范意

识，当地村民及村组干部 120 余人参加了相关培训活动。 

 

 永安期货甘肃通渭县苹果“保险+期货”项目启动 

12 月 8 日，永安期货联合相关期货、保险公司赴甘肃省定

西市通渭县开展期货专业帮扶活动，捐赠 35 万元助力当地苹果

种植产业增收致富。活动当天举行了通渭县苹果“保险+期货”

启动仪式暨座谈会议。郑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鲁东升、永安期货

公司副总经理石春生参加会议。本次试点项目承保苹果 2000 亩，

覆盖该县 5 个乡镇 1000 户苹果种植贫困户。 

 

 方正中期期货举办鸡蛋“保险+期货”三农培训会 

12 月 9 日，方正中期期货 2020 年大商所“农民收入保障计

划”分散试点天津宝坻鸡蛋价格险项目三农培训会成功举办。方

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

公司、宝坻支公司的相关领导、投保农户及合作社参加了此次培

训。方正中期期货讲师就《期货基础知识》、《“保险+期货”

项目业务模式》等话题进行了详细介绍与讲解。此前，在大连商

品交易所的大力支持下，方正中期期货与太保天津分公司合作开

展了天津市宝坻区鸡蛋项目，为当地 2000 吨鸡蛋提供了价格保

险，3 家养殖合作社及部分鸡蛋养殖户参与了此次项目。本次项

目已进入最终到期理赔阶段，预计可产生理赔款近 24.8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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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付率高达 54%。 

 

 倍特期货喜德县猪饲料“保险+期货”专项扶贫完成首期赔

付 

倍特期货有限公司携手华安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凉山彝族自治州分公司共同参与实施了

2020 年“大商所农民收入保障计划”喜德县猪饲料专项扶贫项

目，首期已完成赔付，赔付金额 138.17 万元，赔付率达 180.14%。

项目保费总额 153.4 万元，保险金额合计 3463.52 万元，投保总

规模 14000 吨，惠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 1 家养殖企业

项下的 16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项目分两期实施，首期保费 76.7

万元，赔付金额 138.17 万元。 

 

 弘业期货贵州省毕节市首个鸡蛋“保险+期货”扶贫项目圆

满结束 

12 月 11 日，弘业期货贵州省毕节市首个鸡蛋“保险+期货”

扶贫项目圆满结束，总计赔付 106.4 万元。项目涉及当地 4 家龙

头养殖企业的 4000 户蛋鸡养殖户，其中贫困户 1353 户。为当地

8000 余吨、愈 6200 万元的鸡蛋提供价格保险，覆盖超过赫章县

当地鸡蛋产量的 90%。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弘业期货设计了“亚

式平值看跌期权”，利用期货市场的基本原理和作用将鸡蛋现货

价格下跌的风险由养殖户转向市场，为当地鸡蛋提供价格担保，

https://www.qcc.com/firm/579778e3079db356bb8d87378647710d.html
https://www.qcc.com/firm/579778e3079db356bb8d87378647710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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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推动当地生态家禽产业组织化生产、规模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 

 

 宁波市首单猪饲料价格指数“保险+期货”顺利完成理赔工

作 

12 月 14 日，兴业期货在宁波市象山县开展的“大商所农民

收入保障计划”养殖类其他分散项目顺利结项，这是宁波市首单

大商所试点项目，为当地养殖户提供了新的避险工具。在本次项

目中，位于宁波市象山县高塘岛的同心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收到

了来自保险公司全额89.56万元的猪饲料成本指数价格保险理赔

款项，赔付率达到 222%，赔款金额是养殖户自缴保费的 5.5 倍，

在象山生猪养殖户中引起巨大反响。合作社负责人表示，这是合

作社首次接触并参与期货价格保险，保险效果显著，保险赔款有

效缓解了玉米价格上涨带来的饲养成本上升问题，增厚了合作社

的利润，每位社员都能从中受益，项目的顺利赔付成为合作社发

展的稳定剂、强心剂，今后会更多地考虑运用“保险+期货”工

具保障收入，进而更好地进行生产规划，扩大养殖规模。 

 

 华龙期货东乡县鸡饲料“保险+期货”项目实现理赔 

12 月 15 日，由临夏州东乡县农业农村局、大连商品交易所、

华龙期货、金瑞期货、太平洋保险联合举办的“临夏东乡县鸡饲

料‘保险+期货’理赔仪式”在东乡县成功召开，鸡饲料“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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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项目顺利实现理赔。此项目是华龙期货、金瑞期货联合

太平洋保险在东乡县推出的玉米、豆粕鸡饲料“保险+期货”试

点项目。据悉，该项目为期 4 个月，借助期货与期权工具实现风

险对冲，与约定期间内大商所玉米、豆粕主力合约价格挂钩。项

目投入总保费 100 万元，服务对象涵盖东乡县 14 家养殖合作社

和 1 家养殖企业，共 32 万羽肉鸡和蛋鸡，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

191 户，实现总赔付金额达 130 余万元。赔付款项的及时到位将

很大程度上帮助以肉鸡、蛋鸡养殖为支柱的东乡县养殖产业降低

饲料成本，有利于养殖户稳定养殖收益，从而有效提升养殖户的

风险管理水平、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 

 

 大地期货河南扶沟蛋鸡养殖利润指数“保险+期货”项目顺

利理赔 

12 月 16 日，大地期货有限公司在河南省扶沟县开展的蛋鸡

养殖利润指数“保险+期货”项目完成理赔。项目总保费 95 万余

元，共覆盖蛋鸡养殖个体户、专业合作社等 36 家，其中包含建

档立卡贫困户 8 户，为 38.4 万羽蛋鸡提供养殖利润保险。作为

当地首单蛋鸡养殖利润指数“保险+期货”项目，项目最终实现

赔付近 70 万元。项目的顺利开展，在保障蛋鸡养殖户养殖利润

的同时，也巩固了当地脱贫攻坚的胜利果实，有效稳定了当地的

蛋鸡养殖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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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期货成功落地湖北省鸡蛋“银行+保险+期货”项目 

12 月 16 日，兴业期货联合兴业银行武汉分行、中国人保在

湖北省武汉市和襄阳市谷城县落地鸡蛋“保险+期货”项目。该

项目分别为武汉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蛋鸡养殖企业武汉宏农

农牧有限公司和谷城县福舜生态养殖场，在鸡蛋价格宽幅震荡之

际送上鸡蛋价格保险。在本项目中，兴业期货联合兴业银行武汉

分行为蛋鸡养殖企业投保1285吨鸡蛋价格险，总保额1050万元，

并惠及谷城县蛋鸡养殖贫困户。兴业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兴业商

贸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风险对冲，为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此

举不仅在鸡蛋四季度以来震荡剧烈之际送上风险管理的“及时

雨”，同时引入了利用金融创新为农业企业保驾护航的新思维，

成为兴业银行集团成员联动服务实体经济的又一成功案例。 

 

 永安期货大连市普兰店区 2020 年大豆收入险县域覆盖项

目完成理赔 

12 月 16 日，永安期货牵头开展的大连市普兰店区大豆收

入险县域覆盖项目顺利结束，最终确定理赔面积 98579 亩，理

赔金额 970651.64 元。该项目是 2020 年“大连商品交易所农

民收入保障计划”在大连地区开展的唯一县域覆盖项目，涵盖

大豆种植农户 18990 户，合作社 4 家，投保种植面积 100000

亩，投保农户自愿承担保费 20%，大连市政府积极支持“保

险+期货”项目出台政策补贴保费 30%，大商所在验收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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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降给予项目补贴 50%。据悉，本项目为普兰店区大豆

种植农户首次参与“保险+期货”项目，项目覆盖低收入村 42

个，试点项目科学合理地保障了投保农户种植收入，保险、期

货、银行多金融主体共同参与规范操作，体现了以综合性金融

产品服务“三农”、服务决战脱贫攻坚的良好效果。 

 

 大地期货河南襄城猪饲料成本指数“保险+期货”项目成功

理赔 

12 月 17 日，大地期货在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开展的猪饲

料成本指数“保险+期货”分散试点项目顺利完成理赔。该项

目共承保育肥猪 52000 头，保费约 140 万元，其中政府补贴与

养殖户自缴保费超过 50%。为助力脱贫攻坚，本项目也为当

地 336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及边缘户的生猪提供了保险保障。值

得一提的是，本项目还引入地方银行，为参保企业提供 30 万

元的信贷。最终该项目产生赔付近 152 万元，赔付率高达

108%，为养殖户减轻了经济负担，缓解了经营压力，切实保

障了养殖户的利益。大地期货将持续发挥金融专业优势，服务

国民经济，助推生猪产业转型升级。 

 

 海通期货云南省宁蒗县猪饲料成本指数“保险+期货”项目

赔付 268 万余元 

12 月 17 日，海通期货携手人保财险，在云南省宁蒗彝族



 

 —38— 

自治县开展的猪饲料成本指数“保险+期货”专项扶贫项目现

已进入结项理赔阶段。本次项目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100%

全覆盖，保障农户 11832 户，涉及猪养殖规模 3 万头，保障金

额 2598 万元，锁定赔付近 270 万元。宁蒗县地理位置偏远，

猪养殖多以散养为主，成本较高。特别是今年以来玉米豆粕价

格一路走高，农户面临猪饲料成本压力增大，收入减少的风险。

海通期货充分考虑农户实际需求，设计猪饲料成本指数“保险

+期货”方案，保障农户猪饲料成本价格波动风险。本次项目

保费共计 100 万元，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提供 70 万元保费支持

基础上，海通期货积极筹措资金 30 万元助力项目落地，有力

保障了当地农户稳定猪养殖收入，助力产业扶贫，提高农户养

殖积极性。 

 海通期货广西三江县大商所猪饲料指数“保险+期货”项目

赔付 72 万元 

12 月 17 日，海通期货携手太平洋产险广西分公司，在广

西三江县开展的“大商所农民收入保障计划”大商所猪饲料指

数“保险+期货”项目现已进入结项理赔阶段。本次项目覆盖

三江县生猪 2 万头，保障金额 1700 万元，理赔金额总计约 72

万元。海通期货项目组通过市场调研分析，以大商所 2018 年

底正式发布的猪饲料指数为标的，结合三江县生猪养猪户的实

际需求，量身定做风险管理方案，帮助农户规避猪饲料价格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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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项目运行期间，豆粕、玉米价格强势上行，对农户的生猪

养殖成本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进而压缩了农户养殖利润。项目

组科学运用欧亚式奇异期权在猪饲料指数大幅上涨情况下，为

农户提供了有力保障，有效促进当地农户稳定生猪养殖，助力

当地产业扶贫。 

 

 瑞奇期货公司鹰潭余江猪饲料成本价格指数“保险+期货”

项目获得理赔 

12 月 17 日，瑞奇期货和大地保险联合召开 2020 年余江

区猪饲料价格指数“保险+期货”项目理赔会议，鹰潭市余江

区副区长毛伟卿、区畜牧局局长毛银善、瑞奇期货党支部副书

记黄海、副总经理李旸婷，中华大地保险公司南昌江西分公司

农险部总经理肖火平及养殖企业代表共计 50 余人参加。理赔

会现场，保险公司为余江区 9 户养殖户发放理赔款项 53.74 万

元。受疫情影响，今年的玉米、豆粕等原材料面临价格上涨风

险，进而影响养殖户收入。为帮助养殖户规避猪饲料成本上涨

风险，满足稳定增收需求，瑞奇期货联合大地保险余江支公司，

开展鹰潭市首个猪饲料价格指数“保险+期货”项目，投保玉

米、豆粕现货数量 1.28 万吨，项目运行 4 个月，整体赔付情

况良好，四期累计赔付 53.74 万元，赔付率达 67.2%。 

 兴业期货与和龙市政府签署金融扶贫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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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7 日，兴业期货、兴业银行延边分行与吉林省延边

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政府于和龙市举行金融扶贫战略合作协

议签约仪式。兴业期货携手兴业银行网络金融部对和龙市相关

企业进行电商扶贫调研，并对当地干部群众进行多场培训，培

训内容包括期货基础知识、“保险+期货”业务模式以及兴业

商城电商扶贫介绍等，有效提升了当地干部群众创新致富的内

生动力。 

 中信建投期货赴安徽太湖县开展精准扶贫和党建结对工作 

12 月 17 日，中信建投期货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龚雪莲等

一行赴安徽太湖县开展一系列扶贫活动。上午，中信建投期货

一行与太湖县政府副县长周军等相关领导在大石乡田祥嘴村

举行了交流座谈会。座谈会后，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公司向

田祥嘴村捐赠 10 万元，助力当地生态土鸡产业项目实施。项

目建成后，可解决贫困户就业 180 余人次。同时，公司党委委

员龚雪莲代表公司党委与大石乡田祥嘴村党总支签订了《党建

共建协议书》。随后，公司为太湖县村民开展了金融知识培训，

进一步增强了大家的风险意识，并实地参观走访了田祥嘴村冷

链加工产业扶贫基地和瓜鹅种养基地，了解当地特色产业发展

现状，为进一步助力产业扶贫奠定基础。 

 中天期货赴河北省蔚县开展扶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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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8 日，由中天期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孙立军带队

的中天期货扶贫工作小组赴河北省蔚县连寨场村开展系列扶

贫活动。孙立军董事长与连寨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连

悦德正式签订了结对帮扶协议。公司向连寨场村捐赠了电脑、

打印机、办公座椅等办公用品；购买了当地生产的小米、绿豆

等特产。随后，小组对连寨场村的低保户和五保户进行了走访

慰问，送去了米面油等生活慰问品，并组织开展了“发挥期货

专业，践行金融扶贫”培训会。 

 

 格林大华期货精准扶贫助力汾西教育发展 

12 月 18 日，格林大华期货前往山西省汾西县参加了“与

爱同行 携手逐梦”山西证券新长城自强班主题班会。主题班

会在汾西一中举行，格林大华期货高级督察员史建章、格林大

华期货第三党支部书记姜毅、汾西政府副县长杜浩强、汾西一

中校长、50 名自强班学生等参加了主题班会并捐赠了学习用

品。据悉，格林大华期货与汾西县自 2016 年建立“结对帮扶”

关系以来，高度重视汾西的教育发展，5 年来累计捐资 20 余

万元发展教育。 

 国海良时期货广东省首个蛋鸡饲料成本指数、蛋鸡养殖利

润指数保险+期货项目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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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8 日，国海良时期货有限公司联合太保产险广东分

公司共同实施的广东省首个蛋鸡饲料成本指数、蛋鸡养殖利润

指数“保险+期货”项目圆满结束，项目总赔付金额达 225 万

元。蛋鸡饲料成本指数“保险+期货”项目能锁定养殖饲料成

本价格，化解因饲料成本涨价导致的成本失控风险。蛋鸡养殖

利润指数“保险+期货”项目则保障蛋鸡的养殖利润，不仅可

以防范饲料成本上涨风险，而且还可以化解因鸡蛋价格下跌导

致的收益风险。该项目的运作实施，得到了清远市政府的高度

重视，有效地减轻了蛋鸡养殖企业的饲料成本压力，稳定鸡蛋

生产与供应，为后期推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东海期货与从江县秋新村签署帮扶结对协议 

12 月 21 日，东海期货与从江县下江镇秋新村签署“一司

一村”帮扶结对协议，捐赠 50 万元帮扶资金用于秋新村林下

养殖基地产业路硬化及停车场修建项目，以改善当地劳动生

产、生活出行条件，提高林下养殖基地及种桑养蚕生产效益。

项目预计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71 户 301 人增产增收，种桑养

蚕项目 5 户 29 人受益。 

 国海良时期货与陕西省延长县签订扶贫框架协议 

12 月 21 日，国海良时期货与陕西省延长县签订扶贫框架

协议，双方将在期货专业帮扶、产业帮扶、教育帮扶、人才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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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消费帮扶、其他帮扶等方面开展扶贫共建。25 日，国海

良时期货从延长县采购红枣，价值 43000 余元。 

 

 永安期货新疆阿克苏地区首单红枣“保险+期货”分散试点

项目成功赔付 

12 月 21 日，永安期货组织开展的 2020 年郑商所新疆阿

克苏地区阿依库勒镇红枣“保险+期货”分散试点项目顺利结

束，作为当地首单红枣项目，最终为参与试点的 220 户枣农每

公斤红枣增收 0.56 元，每亩增收 177 元，共计赔付 152.19 万

元。据了解，阿依库勒镇位于阿克苏地区西南方向，属于“三

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本项目得到了郑商所、浙江省援疆指

挥部在资金上的大力支持，共承保 2700 吨红枣，承包面积 8600

亩，赔付率逾 103%。 

 

 盛达期货在太湖县寺前镇举办扶贫知识流动讲堂 

12 月 21 日至 23 日，盛达期货有限公司在太湖县寺前镇

举办扶贫知识流动讲堂。此次培训共涵盖太湖县寺前镇 11 个

村子，惠及贫困地区群众 300 余人。培训主题围绕村民切身利

益等方面展开，包括金融知识诈骗的基本套路分析，以及针对

三农政策进行充分解答，如野生动物破坏农作物、肥料使用限

制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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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财富期货帮扶叶城县巴仁乡库勒艾日克村 

12 月 22 日，云财富期货扶贫小组由常务副总经理谢明忠

带队赴叶城县库勒艾日克村进行调研，叶城县巴仁乡库勒艾日

克村的第一书记艾则孜·托乎提陪同。公司向库勒艾日克村捐

赠 3 万元，用于建设牲畜消毒蓄水池，蓄水池建成后能有效避

免因牛羊等牲畜未能接受正常消毒防疫而导致的经济损失。 

 

 云财富期货捐资援建麦盖提县“馕屋”加工厂 

12 月 24 日，云财富期货扶贫小组赴麦盖提县对“馕屋”

项目进行实地调研，刀馕巴扎馕产业园董事长蒋杰陪同。公司

与麦盖提县政府签订了捐赠“馕屋”加工厂建设资金 10 万元

的协议，预计整个工程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带动就业 1000 余人，

其中贫困户 450 余人，以县“刀馕巴扎”为核心带动 10 个乡

镇馕合作社联合发展，辐射带动全县村级馕加工屋 100 多家，

为满足本地消费市场和开拓外地馕产品市场提供有力保障，有

效带动面粉加工业、包装制造业、电商和物流业的联合发展。 

 

 倍特期货走进南充市嘉陵区世荣小学开展捐助年猪活动 

12 月 23 日，倍特期货有限公司深入“一司一县”结对帮

扶对象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花园镇染房院村世荣小学开展“爱

心送年猪，温暖迎新年”捐赠助学活动，向学校困难留守儿童

150 余人捐助净重 213 斤，价值 6019 元的德康农牧内江黑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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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并通过与孩子们亲切互动，传递爱心。 

 兴业期货江西省首单“银行+保险+期货”养殖饲料成本保

险项目落地 

12 月 23 日，江西省首个“银行+保险+期货”养殖饲料成

本保险项目落地赣州。该项目由兴业期货联合兴业银行赣州分

行、中国人保赣州市分公司推动，涉及保费 44.74 万元、生猪

6 万头，赣州市赣县区、会昌县 196 名农户参保，项目惠及 87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兴业期货联合兴业银行赣州分行为当地养

殖户进行投保，为养殖户提供猪饲料价格上涨风险保障；保险

公司通过购买兴业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兴业商贸对应农产品

的场外看跌期权产品进行再保险，以对冲农产品价格波动带来

的风险；兴业商贸利用期货市场对相应大宗商品进行价格风险

对冲操作。 

 

 广州期货创新扶贫深入橡胶产区助力抗疫脱贫 

12 月 24 日，广州期货在云南西盟县开展的天然橡胶“保

险+期货”精准扶贫项目成功结项。该项目惠及西盟县 521 户

橡胶种植户，参保主体中少数民族种植户占比达 96%，覆盖

橡胶种植面积 2 万余亩，承保橡胶规模总量 1500 吨，累计提

供风险保障约 1800 万元，项目累计产生 82.50 万元，户均赔

付 1583.5 元，赔付率为 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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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期货为敖汉旗“小米”搭建电商平台正式上线 

12 月 25 日，由中粮期货资助的敖汉旗小米网络电商平台

正式运营，一款名为“孟克河有机黄小米”在中粮我买网上线

销售。中粮期货结合敖汉旗自然资源特点，充分发挥中粮集团

自身资源优势，通过专项投资为敖汉旗搭建了农牧业产品电商

服务平台，全面展示、推荐敖汉旗相关产品，促进和带动当地

企业发展网络销售渠道，不断提高敖汉旗贫困地区及贫困户相

关产品的附加值。“孟克河有机黄小米”上线销售的成功案例，

将为敖汉期打破农业发展瓶颈，创新“电商互联+”农业产业

链嵌入模式，更好巩固脱贫成效发挥积极作用。 

 

 华融融达期货苹果“合作社+场外期权”模式展现助农成效 

12 月 28 日，华融融达期货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苹果“合

作社+场外期权”价格保障项目完成理赔，赔付金额 200.7 万

元，赔付比率达 161.89%。本项目是郑商所 2020 年首次创新

推出的新型苹果价格保障项目，承保苹果 3100 吨，覆盖当地

122 户果农，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9 户。项目权利金总计 124

万元，其中郑商所支持 99 万元，天水市甘泉镇鸿盛果品农民

专业合作社为社员垫付 25 万。本项目依托麦积区苹果核心主

产区的鸿盛果品合作社，由华融融达期货的全资子公司上海融

致实业有限公司负责风险对冲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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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期货帮扶罗田县鸡蛋“保险+期货”项目正式落地 

12 月 31 日，中粮期货开展的湖北省罗田县鸡蛋“保险+

期货”项目正式落地。项目由中粮期货牵头，中国人寿财产保

险湖北分公司承保，中粮祈德丰商贸（北京）有限公司执行。

鸡蛋价格保险以大连商品交易所鸡蛋 2103 合约价格为标的，

保障期限为 1 个月，保障金额 348.29 万元，涉及蛋鸡 32.1 万

只，鸡蛋 481.51 吨。中粮期货无偿捐赠 15 万元帮扶资金，用

于罗田县鸡蛋“保险+期货”项目保费支付，帮助养殖贫困户

规避鸡蛋价格下跌风险，稳定收益。项目将惠及罗田县全部

12 个乡镇 164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注：以上信息根据会员单位提供的扶贫信息整理编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