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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结对帮扶方面，已有 116 家期

货经营机构与 292 个脱贫县（乡、村）签署了 577 份结对帮

扶协议。资金投入方面，行业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达 9.69 亿元。

专业帮扶方面，期货经营机构通过“保险+期货”模式为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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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77 亿元；帮助 32 家脱

贫地区企业成为期货交易所交割仓库；为脱贫地区实体机构

或个人提供合作套保、点价、场外期权等风险管理服务方案

156 个，名义本金约 16.07 亿元；累计举办期货专业知识培训

1092 场，参加培训人员累计 70802 人次。消费帮扶方面，通

过消费帮扶的形式共签署 1019 个购销合同，商品价值共计

约 4862.49 万元。其他方面，期货经营机构录用脱贫地区毕

业生（实习生）共 1050 人、残障人士 36 人；在脱贫地区设

立分支机构 7 个、派遣 108 名驻村人员到村到户开展帮扶工

作；帮助脱贫地区相关主体设立网店、电商、网站等销售平

台共 140 个。 

 

 

期货行业乡村振兴工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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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信息】  

 方正中期期货精准发力 打好乡村振兴“组合拳” 

4 月 2 日，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海南省琼中县、保亭

县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正式落地，为当地胶农提供价格

风险管理。2019 年，方正中期期货与琼中县与保亭县达成结

对帮扶关系，为两县两百余吨天然橡胶提供现货保价服务，

累计赔付约二十万元，切实保障了当地胶农收益。此次为方

正中期期货第二次在琼中县及保亭县开展“保险+期货”精准

帮扶工作，项目预计覆盖橡胶两百余吨。除期货专业帮扶外，

方正中期期货结合教育帮扶模式，多角度在海南省开展帮扶

工作。公司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通过捐赠教育帮扶资金

的方式，在海南省临高县临高中学设立“方正中期期货﹒大爱

有方新长城自强班”，连续三年为 50 名家庭经济困难的高中

生提供教育资金和成长支持，帮助他们顺利完成高中学业。 

 

 大地期货新疆阿瓦提红枣“保险+期货”项目圆满赔付 

4 月 6 日，大地期货在新疆阿瓦提县开展的郑商所红枣

“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完成理赔。该项目作为阿瓦提县首次

尝试开展的“保险+期货”项目，受到当地政府部门高度重视，

获得政府补贴资金 26 万余元。本项目立足精准帮扶，为当地

1023 户建档立卡贫困枣农，965 户边缘户提供红枣价格保险，

覆盖枣林 13559.73 亩，承保红枣 3118.74 吨。项目最终为包

含 1948户维族枣农在内的 1988户枣农实现赔付 31万余元。

项目的开展积极推动了当地枣农尽快脱贫，推进了阿瓦提县

红枣产业健康发展，也展现了大地期货作为国有企业勇于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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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社会责任的决心。 

 

 江海汇鑫期货消费帮扶助力专业合作社发展 

为发挥企业优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4 月 8 日江

海汇鑫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小琪一行来到黑龙江泰来县

聚祥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与帮扶对象进行交流，了解了

合作社经营现状和帮扶需求，与聚祥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签署了购买协议，采购一万斤大米，协助企业建立网络销售

平台，拓宽网络销售渠道，促进村民增收。双方深入探讨了

金融帮扶的模式，商定了在江海汇鑫期货公司官网进行农产

品宣传，协助聚祥源水稻种植合作社进行网络销售的合作模

式。 
 

 中信建投期货赴安徽太湖县开展产业帮扶和党建共建活动 

为进一步巩固安徽太湖县脱贫攻坚成果，4 月 12 日-13

日，中信建投期货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龚雪莲，合肥营业部

总经理张佳敏等一行赴安徽太湖县大石乡田祥嘴村开展产

业帮扶和党建共学活动。田祥嘴村是太湖县委组织部确定的

重点帮扶村，此次活动中信建投期货向田祥嘴村捐赠 20 万

元助力当地食品加工车间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村集体

年收入 40 万元，年均利润约 10 万元，有利于带动困难家庭

增加收入。同时，双方共同开展了“学习党史国史，坚定信仰

信念”的主题学习活动，通过学习，进一步明确了党史学习活

动的重要性，双方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在党史学习活动中的交

流互动，共同提高党建活动质量，并以此更好推动双方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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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发展。 

 

 英大期货赴河南省桐柏县开展乡村振兴工作 

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4 月 12 日，英大期货赴河南省桐柏县开展乡村振兴战略

协议签约仪式，同时向桐柏县无偿提供 10 万元乡村振兴帮

扶资金，用于桐柏县毛集镇新庄村南湖山路工程建设。工程

完成后，对改善毛集镇外貌环境产生积极影响，大大改善投

资环境，促进招商引资，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在乡村振兴

阶段进一步促进桐柏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美尔雅期货在湖北省开展消费帮扶 

4 月 16 日，美尔雅期货积极相应行业号召，充分发挥组

织优势，与国家发改委制定的“爱心援鄂消费帮扶”采购平

台合作，组织员工采购湖北省各县市特色农产品十堰葛根粉、

随州香菇、宜昌脐橙、恩施茶叶等，合计金额 15.93 万元。

通过消费帮扶，进一步促进低收入群众稳定增收，助力乡村

振兴事业，彰显责任和担当。近年来，美尔雅期货已开展多

次消费帮扶活动。自 2017 年来，美尔雅期货采取消费扶贫的

方式，共投入 78.14 万元，帮助湖北蕲春、安徽太湖两地特

色产业的发展。 

 

 安粮期货安徽太湖产业帮扶项目顺利结束 

4 月 22 日，由安粮期货牵头，安徽省太湖县扶贫办大力

支持的安粮期货—银丰棉业场外期权定向帮扶项目完成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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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结算，顺利结束。项目涉及棉花数量 100 吨，场外期权名

义本金 150 余万元，权利金 5 万元，全部由安粮期货定向扶

贫资金进行补贴。安粮期货和太湖县扶贫办进行多次实地调

研，了解银丰棉业管理棉价风险的实际需求，并对期货、期

权相关知识做了重点培训。项目所涉及的场外看涨期权经过

优化设计，有效提升保障效果，最终赔付逾万元。通过本项

目，安粮期货与银丰棉业建立起稳定的业务联系，拓宽太湖

县企业经营风险管理思路，并在太湖县产业帮扶方面做出了

良好的示范作用。 

 

 国贸期货桐柏县花生及尿素“保险+期货”项目圆满完成 

4 月 22 日，国贸期货在河南省桐柏县的花生、尿素期货

价格“保险+期货”项目成功理赔，两个项目分别承保尿素

1420 吨、花生 290 吨，共计保障金额 591 万元，保险费用由

国贸期货全部承担，最终实现尿素赔付率 41.6%，花生赔付

率 139%。该项目是在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人民政府和郑商

所的大力支持下，由国贸期货主导，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承保的。国贸期货的风险管理子公司国

贸启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衍生品团队充分利用价差期权

的价格优势，为项目设计了“增强亚式价差期权”方案，充

分发挥了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降低了当地花生、尿素

的产品价格波动风险，有助于稳定当地花生种植户的收入水

平，让镇上的 180 户花生种植户吃上“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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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递“兴温度”——兴业期货在丘北分享“阅读”之乐 

在 4.23 世界读书日，兴业期货向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捐

赠价值 24 万元的 12000 册图书，在丘北 12 所小学设立“爱

心图书角”，让更多乡村学校的孩子们享受到阅读带来的快

乐。该赠书公益活动为丘北县 5412 位学生（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学生 1361 人）提供更丰富的阅读资源。在赠送图书活动的

同时，兴业期货向丘北县锦屏镇碧松就小学投入 12.7 万元用

于该校浴室改造，该项目能改善碧松就小学 330 人沐浴困难

的现状。此外，兴业期货还通过消费帮扶，购买丘北县特产，

与丘北县所在的文山州其他地区合作开展“保险+期货”项目

等多种形式，在实现当地农民的增收的同时提升当地农民抵

御价格风险的能力。为进一步加强与丘北县合作和联络，

2021 年 4 月，兴业期货与丘北县人民政府签署了帮扶合作项

目框架协议。 

 

 方正中期期货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为更好地支持甘肃省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的有效衔接，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于 4 月 23 日正式与

甘肃省合水县、临潭县达成结对帮扶关系，通过开展产业帮

扶项目，支持合水县太莪乡北掌村果蔬产业发展项目、合水

县蒿咀铺乡蒿咀铺肉牛养殖示范基地项目及临潭县长川乡

马牌村种养专业合作社育肥繁殖牛项目，全力支持当地种植

户、养殖户依托特色产业发展实现稳定就业和持续增收，有

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推动农村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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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期货走进凉山州举行鸡蛋“保险+期货”培训 

4 月 23 日，中粮期货在凉山州越西县德彝生态农业蛋鸡

养殖产业园成功举办乡村振兴鸡蛋“保险+期货”宣讲会。当

地政府领导、企业负责人、蛋鸡养殖户等参与培训。德彝生

态农业蛋鸡养殖产业园是越西县重点乡村振兴项目，该项目

带动 1 万余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脱贫攻坚,帮扶人数 3 万余

人。培训围绕“期货+保险+订单农业”主基调，深入研讨农

业经济发展方向，为企业管理方向提供新思路，为农户保障

自身财产安全提供新途径，为政府产业建设提供新方向。此

次活动是中粮期货积极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际举措，

也满足了越西县养殖产业持续平稳发展的实际需要。 

 

 广发期货在桐柏县的花生“保险+期货”项目完成理赔 

4 月 23 日，广发期货在河南省桐柏县成功举行了花生

“保险+期货”项目理赔仪式，并与桐柏县政府签订了乡村振

兴战略合作协议。广发期货及全资子公司广发商贸，与中华

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合作，于花生期货在

郑州商品交易所挂牌上市首日在河南省桐柏县开展花生“保

险+期货”项目。该项目涉及花生 232.5 吨，保险金额为 166.77

万元。广发期货通过与企业进行需求对接，发挥专业优势，

为粮油企业提供采购成本风险保护，既能帮助粮油企业管控

原料价格上升的风险，也能相对降低企业需承担的保险费率。

项目总保费共 5 万元，最终实现赔付 10.1 万元，赔付率达

202%，不仅有效降低了企业的采购成本，也通过项目让地方

政府和企业更加了解“保险+期货”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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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创期货受赠广西忻城县扶贫办荣誉牌匾 

4 月 26 日，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广西教育厅派驻忻

城县红渡镇六纳村第一书记吴桂彬与红渡镇六蝶村第一书

记邓学铭到访首创期货南宁营业部，代表广西忻城县扶贫办

向我公司赠送“同忻共济显真情 不忘初心暖人心”荣誉牌匾。 

自 2019 年首创期货与广西忻城县签订结对帮扶协议以来，

累计投入民生、教育、消费等帮扶资金 15.68 万元人民币，

并多次在红渡镇开展金融知识培训，受到当地农户积极响应。

今后首创期货还将继续在有需要的地区开展结对帮扶工作，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工作。 

 

 一德期货再度签约帮扶河南省桐柏县 

4 月 29 日，一德期货乡村振兴工作组赴河南省桐柏县，

开展战略合作签约、党建共建签约、金融知识培训、帮扶项

目考察等活动。一德期货首席风险官张凡与桐柏县委常委、

副县长王磊分别代表双方签署《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和

《补充协议》，继 2020 年帮扶建设龙虾基地提灌站配套设施

项目后，2021 年继续帮扶建设漫水桥项目，两年累计出资 40

万元。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推进党建和乡村振兴工作迈上新台阶，一德期货党总支

与安棚镇李湾村党支部签署党建共建协议书。为提升当地镇

村干部的金融安全理念，一德期货在安棚镇政府会议室举办

金融知识培训，安棚镇机关干部、各村支书共 50 多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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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期货“银行+保险+期货”模式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5 月 26 日，兴业期货联动兴业银行杭州分行开展的生猪

饲料成本“银行+保险+期货”项目成功落地。该项目为 4.33 万

头生猪，近 800 吨饲料解决价格风险问题，有效保障了产业

链中养殖企业的收益。兴业期货与兴业银行杭州分行为养殖

企业打造了一套有效的供应链金融服务方案，通过“银行+保

险+期货”创新金融合作模式为养殖企业投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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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权产品进行再保险。如果猪饲料成本指数波动触发保险事

件，养殖企业及关联农户可获得相应保险赔款，对冲猪饲料

成本上涨风险，有效保障养殖户的收益。 

 

 华西期货赴凉山州走访调研 

为更好地在凉山州开展创新金融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5 月 27-28 日，大商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席志勇深入凉山

州布拖县、西昌市专题调研期货市场服务农业产业的情况。

华西期货总经理杜野、华西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总经理熊佳

斌随同调研。席志勇同志表示，布拖县项目结合了当地产业

发展实际，用金融手段为农民穿上铠甲，为国家分忧，让农

民安心，促成了良性循环。凉山州金融工作局副局长赵朝富

表示，凉山州政府和金融工作局将继续协调、支持期货公司、

保险公司和银行探索金融创新业务，推动金融及期货衍生品

服务凉山州重大战略与经济转型。华西期货也将继续与交易

所、各地市州政府部门、金融同业保持紧密联系，护航乡村

产业，充分利用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落实国家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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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华安期货荣获“安徽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5 月 28 日上午，安徽省脱贫攻坚总结表彰暨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推进大会在合肥隆重

召开。大会对 1010 名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610 个全省脱

贫攻坚先进集体进行了表彰。华安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华安期货”）被安徽省委省政府授予“安徽省脱贫攻坚先进

集体”荣誉称号，这是对华安期货多年来利用专业优势精准

扶贫，坚持以“保险+期货”为抓手，配合产业帮扶、教育帮

扶、人才帮扶等有效手段，积极投身于脱贫攻坚金融帮扶队

伍中、助力产业脱贫攻坚的充分肯定。 

 

 华鑫期货与云南武定县结对村开展交流活动 

为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华

鑫期货邀约结对帮扶云南武定县村猫街镇秧草地村来沪进

行学习交流。6 月 8 日至 10 日，结对村代表团先后参观了上

海仪电集团智慧城市展示厅、云赛空间、无线电博物馆以及

代表上海智能制造领先水平的上海仪电显示材料有限公司，

对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智慧城市建设领域持续深耕

的创新实践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和体会；同时开展党建联建，

参观了红色景点陈云故居以及“美丽乡村”——嘉定区徐行

镇伏虎村，持续提升做好乡村振兴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通过此次参访活动，积极助力结对村代表团成员开阔眼界，

力求为结对村下一步工作的顺利开展带来启发意义。双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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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工作交流，华鑫期货积极表态，在新形势、新要求下将

继续利用自身在行业和专业领域的优势，加大产业扶持力度，

巩固拓展结对帮扶成果，担当乡村振兴新使命。 

 

 中信建投期货赴重庆黔江区开展产业帮扶和慰问活动 

6 月 18 日，中信建投期货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龚雪莲及

公司财务负责人杨其智等 6 人前往重庆黔江区沙坝镇开展产

业帮扶和慰问活动。公司一行同沙坝镇领导进行了座谈交流。

公司党委与中共黔江区沙坝镇委员会签订了《党建共建协议

书》，双方将聚力合作搭建党建工作交流平台。会上还举行了

捐赠仪式，公司向当地蚕桑产业捐赠 10 万元。会后，公司一

行慰问了养老中心老人、家庭困难老党员和木良村村民，并

参观了当地学校和企业。未来，中信建投期货将继续弘扬脱

贫攻坚精神，切实助力巩固脱贫成果，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征程中，贡献“期货力量”。 

 

 华西期货甘肃秦安苹果“保险+期货”项目顺利理赔 

6 月 21 日，由甘肃秦安县农业农村局、华西期货有限责

任公司及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共同

实施开展的 2021 年甘肃省秦安市政策性苹果“保险+期货”

项目顺利进入理赔阶段。此项目由太平洋财险为当地投保户

果企提供了苹果价格保险，覆盖约 2650 亩苹果，保险规模达

2646 吨，涉及现货价值约 1593.5 万元。太平洋财险向华西期

货风险管理子公司购买了为期 1 个月的苹果亚式看跌期权。

该项目于 6 月 21 日到期，产生赔付共计 57.3 万元，赔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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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112.8%，帮助当地果企和果农有效规避市场风险、实现稳

定增收，为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果品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保

“价”护航。 

 

 中粮期货服务乡村振兴再进一步 

6 月 22 日，中粮期货积极响应郑州商品交易所号召，公

司副总经理蔡亮带队赴河南省桐柏县参加由郑商所举办的

“期货服务乡村振兴（桐柏）论坛”并进行实地调研。论坛

期间，中粮期货与桐柏县人民政府签署《桐柏县乡村振兴战

略合作协议》，并无偿捐赠 15 万元乡村振兴帮扶资金。当日

下午，中粮期货再次走访调研当地特色生产企业，为开展乡

村振兴工作“开好头，起好步”。桐柏县作为中粮期货多年结

对帮扶的重点县，中粮期货先后在该县开展了消费帮扶、产

业帮扶、知识培训、干部驻村等多个项目助力脱贫攻坚。2021

年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中粮期货将与桐柏县共同开启

服务乡村振兴新征程。 

 

 东航期货柘城县猪饲料价格“保险+期货”助力生猪养殖 

6月 29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大力支持下，东航期货、

东航物网、当地合作社与人保财险郑州分公司参与的 2021 年

大商所猪饲料价格险“保险+期货”项目第一期顺利签单入市。

作为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支柱性经济产业，生猪养殖已然成

柘城县发展的重要助力，此次“保险+期货”项目中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 2021 年生猪存栏 3 万多头，东航期货联合人保

财险公司向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 8000 吨猪饲料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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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粕价格保险，为合作社生猪养殖“保价护航”，助力当地政

府推动生猪养殖产业优化升级。 

 

 美尔雅期货助力乡村教育发展 

6 月 30 日，美尔雅期货赴黄冈市蕲春县青石镇桐梓中

学，为该校 30 名优秀师生颁发“小美优教优学”奖励基金，

合计 3.3 万元。桐梓中学为美尔雅期货长期帮扶学校，自 2018

年起，美尔雅期货成立了“小美优教优学”奖励基金，每学

年度向桐梓中学投入 6 万元，奖励本学年度在教学岗位上做

出贡献的优秀教师和品学兼优的特困生。此举既帮助桐梓中

学留住了优秀教师，提升了师资水平，巩固了教学质量，又

帮助品学兼优的贫困生减轻了求学负担。本次助学金中特别

额外设立了“小美优教优学-体育之星”公益基金 3000 元，

奖励桐梓中学足球队对体育教育作出的贡献，这是由小美期

货节中的小美公益跑活动捐助的，代表了一群爱运动的期货

人，对乡村教育、对热爱体育的学子们的一份爱心和支持。

美尔雅期货认为，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不仅要让

脱贫人口“站起来”，而且要扶他们“走得远”。助力乡村教

育发展，美尔雅期货责无旁贷。 

 

 华西期货安徽省生猪价格“保险+期货”项目护航生猪产

业 

6 月 30 日，华西期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中国太保产险安

徽分公司开展的安徽省首单生猪价格“保险+期货”到期，顺利

进入理赔阶段。该项目保障周期为 6 个月，承保生猪 36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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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现货数量约 300 头，保障价格 26880 元/吨，提供价格风

险保障为 97 万元。在保障期间内，生猪价格大幅下降，保单

实现赔付约 18 万元，赔付率达 163%，帮助当地生猪养殖企

业有效规避生猪现货价格波动风险，从“保险+期货”视角解决

了产业的痛点、难点问题，达到平滑产业周期，助力稳产保

供，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效果。 

 

 长江期货在陕西延长县成功举办苹果期货大讲堂 

6 月 30 日，长江期货在陕西延长县成功举办“稳企安农 

护航实体”苹果期货大讲堂（延安）第一期——苹果期货服务

延长县乡村振兴培训会，来自当地政府相关部门、金融机构、

产业企业、农业合作社、果农大户等 100 余人参加培训。会

上，相关人士就苹果产业形势、新果季新交割标准、企业如

何运用期货工具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旨在让更多的中

小企业认识和利用期货，为企业现货风险管理提供“期货方

案”。 

 

 

 

 

 

（注：以上信息根据会员单位提供的乡村振兴信息整理编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