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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期货业协会                             9 月 30 日 

 

【总体情况】  

截至 2021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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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 份结对帮

扶协议。资金投入方面，行业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达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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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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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 场，参加培训人员累计 71013 人次。消费帮扶方面，通

过消费帮扶的形式共签署 1034 个购销合同，商品价值共计

约 489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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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 人、残障人士 36 人；在脱贫地区设

立分支机构 7 个、派遣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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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个。 

 

期货行业乡村振兴工作信息  

 



2 
 

【行业信息】  

 新湖期货维西县猪饲料“保险+期货”项目顺利落地出单 

7 月 1 日，新湖期货联手太平洋财险在云南省迪庆州维

西傈僳族自治县合作开展的猪饲料成本指数“保险+期货”价

格险项目顺利落地出单，项目第一期为 4.5 万余头生猪的猪

饲料提供了价值约 1089 万元的价格风险保障，保险周期一

个月。该项目于 2021 年 6 月份正式获得“大商所农保计划”

立项支持，也是维西县首次参与“保险+期货”项目，预计为当

地生猪养殖合作社 4.75 万头猪所需的 17000 多吨猪饲料提

供价格风险保障。该项目计划分四期开展，每期保障周期为

1 个月，总保费规模 150 万元。本项目旨在帮助当地生猪养

殖经营主体锁定猪饲料价格上涨风险，进一步稳定生猪生产

和养殖收益，推动维西县乡村产业发展壮大。 

 

 永安期货向吉林省大安市月亮泡镇捐赠 17 万元帮扶资金 

7 月 8 日，永安期货向吉林省大安市月亮泡镇捐赠帮扶

资金 17 万元，用于支持当地城乡商贸供应链体系和电商项

目建设。永安期货依据该镇电商发展实际情况，通过培训及

平台推广等工作，完善物流体系及仓储，助力特色农产品推

广。利用“互联网电商+特色农产品”模式，拓宽特色农产品

流通销售渠道，在提升特色农业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的同时，

让脱贫户获取更大的收益，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

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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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海期货 2021 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顺利进场 

7 月 14 日，东海期货 2021 天然橡胶“保险+期货”试点

项目顺利进场，共为海南省保亭县承保天然橡胶 1600 吨，总

保险金额约 2400 万元。随着近年来国际新增种植面积的陆

续开割，天然橡胶总体上呈现供过于求的状态，天然橡胶价

格持续下跌，造成国内天然橡胶种植区弃管弃割现象日益突

出，低胶价直接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和胶农的收入情况。今

年，东海期货的全资子公司东海资本为项目设计了“亚式增

强触碰期权”方案，将充分发挥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有

效帮助胶农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实现增产增收，让当地胶农

吃上“定心丸”。 

 

 大地期货漯河市生猪“保险+期货”项目圆满完成 

7 月 20 日，大地期货在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顺利召开了

大商所生猪收益指数“保险+期货”项目培训会暨理赔大会。

项目为当地生猪养殖户提供收益保障超 1200 万元，承保育

肥猪 7000 头，最终实现赔付 251 万余元，赔付率近 500%，

帮助参保养殖户稳定了养殖利润，分担了市场风险。项目得

到了市、区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地方畜牧局领导及 40 余户

生猪养殖户受邀参会。培训内容围绕市场行情、项目模式等

展开，政府领导与参保农户均充分肯定了培训内容并高度赞

扬了项目效果。未来，大地期货将在此次郾城区项目的基础

上继续为养殖户提供各类风险管理工具，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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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业期货河南柘城生猪价格“保险+期货”顺利实现赔付 

7 月 20 日，弘业期货在河南省柘城县实施的生猪价格 

“保险+期货”项目到期并顺利实现赔付。该项目经大连商品

交易所立项，由弘业期货联合人保财险河南省分公司共同开

展，历时 1 个月，成功为柘城县生猪养殖主体规避价格风险，

覆盖 11938 头生猪。本次价格保险项目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

正式出单，确定保险价格为 17200 元/吨，略高于当地生猪养

殖成本线。保险到期后，共实现赔付约 4.24 万元，为投保主

体 “兜住”了成本价，得到了当地农户的广泛认可。 

 

 永安期货湖南猪饲料价格“保险+期货”项目成功签约 

7 月 20 日，在湖南省汨罗市的大力支持下，永安期货和

中华财险成功签约了猪饲料价格“保险+期货”项目，本次猪

饲料价格“保险+期货”项目计划承保猪饲料 8300 吨，提供

保险保障 2500 万元，对应保险保费 125 万元，其中公司补

贴 40%，汨罗市财政补贴 30%，养殖户承担剩余 30%。此次

汨罗市猪饲料价格“保险+期货”项目是永安期货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办实事”活动、深入推动期货服务“三农”的又一重要成果，

既加强了与汨罗市、中华财险的合作，又实现了利用专业期

货工具为汨罗市广大养殖农户提供风险管理，有利于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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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期货云南孟连天然橡胶“保险+期货”如期出单 

7 月 27 日，在上期所的支持下，大地期货 2021 年云南

孟连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出单。这是大地期货连

续第四年在孟连县开展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得到了

地方政府和胶农的充分认可和支持。项目为孟连县当地 679

户胶农种植的 12446 亩胶林提供价格风险保障，折合天然橡

胶 1300 吨，保险保障规模超过 1800 万元，总保费近 123 万

元。四年来，大地期货始终从胶农的切身利益出发，结合当

地实际情况，灵活设计期权方案，积极助力孟连县乡村振兴

事业。未来大地期货将不忘初心，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征

程中，贡献“期货力量”。 

 

 兴业期货落地内蒙古首单鸡饲料“银行+保险+期货”项目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积极服务乡村振兴

战略，7 月 28 日，兴业期货联合兴业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中

国人保，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开展鸡饲料“银行+保险

+期货”项目，为当地蛋鸡养殖企业提供鸡饲料价格险。该项

目与大商所玉米、豆粕主力合约价格挂钩，鸡饲料规模合计

1500 吨，涉及玉米 1100 吨、豆粕 400 吨，总保险金额为 420

多万元，为 45 万羽蛋鸡饲料成本提供价格保障。此项目为内

蒙古首单鸡饲料“银行+期货+保险”业务，将为当地“金鸡”

产业帮扶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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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安期货海南五指山天然橡胶“保险+期货”试点项目成

功实施 

7 月 28 日，永安期货与国寿财险合作的海南省天然橡胶

期货价格“保险+期货”项目成功出单。据了解，公司于 5 月

25 日签订上期所 2021 年天然橡胶“保险+期货”试点项目合

作协议书，此次项目共承保天然橡胶 50000 亩，提供保险保

障 5029.675 万元，对应保险保费 176.541 万元，有利于帮助

海南省五指山市番阳镇及毛阳镇 3129 户少数民族农户降低

生产经营风险，提高收入水平。同时，此次签单成功也促进

了永安期货与上期所、国寿财险的合作，有利于推动期货服

务“三农”成果的落实，将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东海期货云南墨江生猪“保险+期货”项目顺利进场 

为切实做好脱贫攻坚与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积极响应贯

彻落实稳产保供等工作要求，在墨江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

局的大力支持下，由东海期货牵头在云南省墨江哈尼族自治

县开展的生猪“保险+期货”价格险项目顺利进场。生猪养殖

作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对今后农户保障收入水

平、提高生活质量至关重要。为帮助养殖户应对生猪价格波

动风险，东海期货联合中国人寿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云南省分

公司、中信期货及东吴期货，共为当地养殖户投保生猪 7280

头，总保险金额达 1742 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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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融融达期货助河南睢县生猪养殖户渡过难关 

7 月 29 日，在大商所的大力支持下，由华融融达期货、

国贸期货、广州期货和中华财险联合开展的猪饲料成本“保

险+期货”项目在河南省商丘市睢县正式落地。项目为当地 32

户生猪养殖户提供 1.03 万吨猪饲料的价格保障服务，对应生

猪 3 万余头，保障金额 2900 余万元。在今年河南特大水灾

中，睢县养殖户利益受到严重损害，项目的及时开展有效降

低了猪饲料价格波动风险，有效帮助当地养殖户平稳渡过灾

情，巩固了当地脱贫攻坚的胜利成果。  

 

 瑞奇期货召开新干县生猪价格“保险+期货”服务三农报

告会 

7 月 29 日，江西瑞奇期货、物产中大期货、太平洋财险

江西分公司共同举办的江西省新干县生猪价格“保险+期货”

服务三农报告会在新干县财政局会议室顺利召开。此次服务

三农报告会，让县政府、参保农户对“保险+期货”项目的运

行理念和项目模式、具体流程等内容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对即将运行的新干县生猪价格“保险+期货”项目也更加有信

心。 

 

 海通期货麦盖提县棉花“保险+期货”项目正式实施 

7 月 30 日，在郑商所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海通期货积

极参与新疆麦盖提县棉花“保险+期货”县域覆盖项目。项目

为麦盖提县多个乡镇的农户提供价格风险保障，预计覆盖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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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种植面积超 7.5 万亩，总保额约 2.16 亿元。海通期货联合

两家期货公司与保险公司建立联动机制，从以既容易让农户

理解的产品结构又兼顾赔付效果为切入点，确定了更优化的

产品方案，通过不断提高当地农民风险管理意识，从而带动

农民增收和乡村发展，助力完善当地棉花产业链，充分发挥

金融机构专业、资源、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展现“保险+期货”

在服务乡村产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华安期货太和县大豆“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出单 

7 月 30 日，华安期货牵头联合徽商期货、安粮期货、国

元期货、浙商期货共同参与的安徽省太和县大豆“保险+期货”

县域覆盖项目顺利完成出单。该项目覆盖大豆种植面积 50 万

亩，对应大豆现货约 6 万吨，总保费达 2800 万元，累计为大

豆种植户提供 3.35 亿元的风险保障，是安徽省首个保费规模

超两千万元的“保险+期货”项目，将惠及太和县各乡镇种植

大户、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散户共 6 万余户。本次太和

大豆收入保险保险期为三个月，预计 10 月底到期。大连商品

交易所将给予该项目约 45%的保费支持。未来，华安期货将

持续发挥专业优势服务“三农”，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兴业期货“银行+保险+期货”模式持续发力推进乡村振兴 

2021 年 7 月 30 日，兴业期货与兴业银行长春分行、中

国人保在和龙市顺利签约玉米“银行+保险+期货”项目。玉

米种植是和龙市支柱性产业，但近期玉米价格一路走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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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价格剧烈波动加大了农户收益的不确定性。为解决农户遇

到的难题，兴业期货联合兴业银行长春分行为当地玉米价格

进行投保，本项目涉及玉米 2666.67 亩，规模 2000 吨，总保

险金额为 514.4 万元。本次项目中，兴业期货风险管理子公

司——兴业商贸负责风险对冲环节，运用亚式看跌期权，将

玉米价格波动风险分散至期货市场。近年来，兴业期货坚持

帮扶不松劲、脱贫不脱钩，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

乡村振兴工作注入了金融力量。 

 

 永安期货林芝市朗县生猪饲料成本农民保障项目成功出单 

7 月 31 日，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朗县政府的积极推动和

支持下，永安期货朗县生猪饲料成本农民保障项目成功出单。

该项目承保玉米 4529 吨、豆粕 1332 吨，保费总额 65.66 万

元，其中永安期货捐赠总保费的 30%。此项目有利于藏区生

猪养殖产业稳健发展和优化升级，是期货服务实体经济、服

务乡村振兴的重要体现。 

 

 南华期货黑龙江海伦市大豆县域覆盖项目顺利出单 

由南华期货牵头，联合海伦市人民政府、中原农业保险、

鲁证期货、银河期货、新湖期货、光大期货参与的黑龙江省

海伦市大豆县域覆盖收入险项目于 8 月 2 日顺利完成出单。

该项目覆盖海伦大豆种植面积 46.57 万亩，规模近 7 万吨，

总保费规模 2188.57 万元，为 14 个乡镇、5797 户豆农提供

了 2.68 亿元的保险金额。相较于 2020 年大豆收入险试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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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保额提升了约 58 元/亩，同比增长约 11.2%，保险费率降

低了 10.23%，实现了保险产品的进一步优化，达到了降本增

效的目的。 

 

 中信建投期货在贵州松桃县开展第六期捐资助学活动 

2021 年 8 月 3 日，中信建投期货向贵州松桃县捐赠 6 万

元，用于帮助松桃民族中学中 30 名被录取的家庭条件困难

的高考学子。贵州松桃县是中信建投期货的对口帮扶县，近

年来中信建投期货在松桃县开展了捐资助学、新春慰问、援

助山体滑坡受灾群众等多种形式的帮扶活动，建立了对松桃

县的长期帮扶机制。此次捐资助学是中信建投期货在松桃县

开展的第六期活动，是一项持续助力松桃县下一代成长成才

的项目。未来，中信建投期货将继续探索巩固脱贫成果新思

路、新项目，助力乡村振兴。 

 

 华西期货“大商所农民收入保障计划”专项扶贫项目落地

甘肃镇原县 

2021 年 8 月 4 日，在大商所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华西

期货联合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甘肃省分公司，在甘肃省庆阳

市镇原县共同开展了大商所农民收入保障计划专项扶贫饲

料价格保险项目。本次服务对象为甘肃省猪联盟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为其管控饲料采购成本上涨风险，共计覆盖 1690

吨玉米和 1290 吨豆粕。保费共计 35.8 万元，其中农户自缴

10.8 万元，大商所支持保费 25 万元。本次“大商所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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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计划”扶贫专项，以帮助当地养殖户管控饲料成本为目

的，有利于实现当地支持培育生猪产业的特色路线，在夯实

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大地期货襄城县猪饲料“保险+期货”项目如期出单 

8 月 6 日，大地期货 2021 年河南省襄城县猪饲料“保险

+期货”项目如期出单。虽然河南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暴雨，但

在大连商品交易所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大地期货猪饲

料“保险+期货”项目再次顺利落地河南襄城，第一期将为襄

城县 7 户生猪养殖户养殖的 29450 头育肥猪提供饲料价格风

险保障，保障规模超过 3300 万。下一步，大地期货将在本项

目中继续探索“保险+期货+银行”模式，通过“活体+保单”

的形式持续为养殖户解决 “资金难”问题。未来，大地期货

将与多方金融机构联动，深化合作模式，助力河南生猪养殖

产业健康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华西期货生猪“保险+期货”项目落地辽宁省营口市 

8 月 9 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和营口市农业农村局的支

持下，由华西期货有限责任公司牵头，与国元期货、西南期

货联合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在辽

宁省营口市盖州市开展的生猪“保险+期货”分散项目已成功

落地并出单。该项目保障周期为 3 个月，服务对象为当地十

户生猪养殖户，承保育肥猪 24000 头，提供价格风险保障为

4500 万元。该项目保费规模为 400 万元，其中营口市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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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局提供帮扶资金 120 万、三家期货公司支持 160 万元，农

户自缴 120 万元，自缴比例为 30%，极大降低了养殖户的资

金压力，有效促进了当地生猪养殖业发展。 

 

 宏源期货在甘肃省秦安县开展消费帮扶活动 

8 月 10 日，宏源期货购买结对帮扶地区甘肃省秦安县水

蜜桃，合计金额 4.71 万元。据悉，自 2017 年来，宏源期货

在消费帮扶方面已累计投入 251.46 万元。未来，宏源期货将

在不断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持续推进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在关键环节上的有效衔接。 

 

 弘业期货云阳县生猪价格“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启动 

8 月 13 日，弘业期货生猪价格“保险+期货”项目在重

庆市云阳县顺利启动。为解决当地生猪养殖收入下降问题，

本次为 25 家生猪养殖户、3 家养殖企业提供了为期 3 个月的

生猪价格养殖保险，承保量为 686.81 吨，折合生猪 5495 头。

项目保费共计约 100 万元，由弘业期货利用大连商品交易所

“农民收入保障计划”专用资金支持总保费的 50%，云阳县

财政支持总保费的 30%，投保主体只需承担总保费的 20%即

可参保，大大减轻了养殖户保费负担。本项目通过“保险+期

货”项目服务云阳地区乡村产业发展，利用科学的保险方式

“兜底”生猪价格，一扫养殖主体后顾之忧。 

 

 广州期货西盟县天然橡胶“保险+期货” 项目顺利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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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7 日，由广州期货与人保财险合作的西盟县天然橡

胶“保险+期货”项目完成出单。这也是广州期货连续第二年

在西盟县开展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西盟县天然橡胶

“保险+期货”项目总保费 121.6 万，其中上期所支持 110.5

万，剩余部分由农户自缴。项目保障天然橡胶 1300 吨，保额

2400 万。保单生效后，若天然橡胶价格出现下跌，则由保险

公司进行赔付，保障胶农收入不受影响，有效提升胶农种植

橡胶的积极性。 

 

 长江期货携手共青团延长县委举办捐资助学活动 

为积极推动教育助力乡村振兴，切实帮助贫困学子圆梦

大学，8 月 19 日，长江期货携手共青团延长县委举办了 2021

年贫困大学生捐资助学活动。本次资助贫困大学生 30 名，每

名 2000 元，共计 6 万元。资助的重点对象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低保户、低收入户、单亲及残疾家庭贫困大学生，涉及

第一批次本科大学生 20 名，第二批次本科大学生 10 名。长

江期货情系教育，关心关爱贫困学子，连续四年捐资助学，

用实际行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华西期货凉山州盐源县苹果“保险+期货”项目完成理赔 

2021 年 8 月 23 日华西期货联合太平洋财产保险凉山州

支公司开展的凉山州盐源县苹果“保险+期货”项目结项并完

成理赔。本次服务对象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迟富

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 6 户苹果种植户。为防止苹果集中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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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导致价格下跌、农户收入下降，华西期货和太平洋财险为

其提供了四川省商业性苹果价格指数保险，使其能稳步经营，

扩大产业。本项目保障苹果现货 426 吨，覆盖种植面积 400

亩，保障金额 263.6 万元。项目保费共计 20 万元，其中华西

期货利用农业农村部创新金融支农资金支持保费 10 万元，

农户自缴保费 10 万元。项目通过创新金融工具和社会资金

引入，将场外期权嵌入保险的链条，在提高金融产品的可得

性，促进群众增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东海期货乡村振兴金融知识培训走进贵州紫云 

8 月 25 日，在贵州省紫云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东海期

货为当地政府创办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班学员开展了专

场金融知识培训，旨在提高务工人员对金融市场的理解和认

知，为务工人员保障财产安全、转变传统理念提供新途径、

新方式。东海期货贵阳营业部负责人及员工分别为学员作

“期货的概念及如何利用期货”、“期货投资基础知识”的专

题讲座，培训现场互动交流热烈，学员表示获益良多。未来，

东海期货乡村振兴金融知识系列培训会还将走入更多地区，

为不同群体带去主题丰富的专场培训，进一步帮助当地人民

了解掌握金融基础知识，提升运用金融工具的能力和水平，

为建设家乡打开新思路，共同向乡村振兴目标迈进。 

 

 永安期货赴浙江省常山县开展新一轮结对帮扶工作 

8 月 25 日，为认真贯彻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山区

26 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促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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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省级单位“千企结千村、消灭薄

弱村”常山团组在衢州市常山县召开结对帮扶工作座谈会，

研讨新一轮帮扶工作。永安期货参加会议，并于 26 日赴结对

帮扶的客弄村开展调研活动，进一步了解该村发展情况，商

议下一步帮扶计划。自 2018 年 5 月永安期货与客弄村开展

结对帮扶以来，借助多元化的帮扶形式，该村集体经济和农

户收入持续增加，村民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获得了

2019 年度“浙江省善治示范村”称号。下一步，永安期货将

创新运用期货期权工具帮助客弄村增强集体经济“造血”功

能，推进乡村振兴。 

 

 长江期货陕西延安苹果“保险+期货”收入险顺利出单 

由郑州商品交易所组织支持、长江期货承做、陕西人保

承保的在陕西延安开展的全国首单苹果“保险+期货”收入险

项目于 8 月 30 日顺利出单。本次项目是在延安地区多年传

统“保险+期货”价格险的基础上，首次试点苹果“保险+期

货”收入险，旨在改善陕西延安地区苹果产业历来存在的“因

灾减产、同果不同价、丰年难丰收”情况，解决好这些常年

困扰果农生产经营、制约果农收入增长的现实问题。本次苹

果“保险+期货”收入险项目覆盖黄陵县隆坊镇、阿党镇和田

庄镇 3 个乡镇 15 个行政村共 606 户苹果种植户，共承保 7000

余亩、10000 余吨苹果。果农只需要缴纳不到总保费的 12%，

便可获得为期三个月的“苹果收入”保险。本次收入险的顺

利实施，为未来扩大苹果“保险+期货”收入险、优化收入险

实施模式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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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期货生猪保险项目落地云南三县 

中粮期货携手国寿财险云南分公司在云南省会泽县、澜

沧县和镇雄县 3 个地区开展的生猪价格保险专项帮扶项目已

顺利落地，有效帮扶三地生猪养殖户看好了“钱袋子”，过上

“好日子”。云南会泽、澜沧和镇雄三地均为国家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生猪产业是三地畜牧业的主导产业。项目 8 月 2

日正式实施，通过生猪价格保险产品，为三地参保生猪养殖

户提供了收入保障。项目实施中，中粮期货精心提供专业服

务，并无偿捐赠 30.96 万元帮扶资金。中粮期货将深入贯彻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以“保险+期货”的创新模式为更多养殖

户提供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 

 

 中信建投赴重庆黔江开展帮扶活动 

9 月 7 日，中信建投期货赴重庆市黔江区沙坝镇开展帮

扶和慰问活动。在沙坝镇木良村座谈交流中，黔江区人民政

府党组成员万宽对公司帮扶当地蚕桑产业，以及解决交通、

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表示感谢，特别是委派干部驻村，切

实解决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有效提升了当地百姓的幸福感、

获得感。中信建投期货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广学表示，中信

建投期货将履行国企担当，认真落实当地百姓的诉求，驻村

帮扶干部要深入现场看，主动找问题，抓具体的点，做具体

的事，踏踏实实为乡村振兴工作奉献智慧。座谈会上，中信

建投期货与木良村举行了村容村貌改造基金捐赠仪式，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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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的 10 万元将主要用于在木良村主要道路沿线、岔口及

产业基地统一设计制作标识牌。未来，中信建投期货将深入

贯彻落实党中央“四个不摘”要求，多形式深化企地合作，

切实履行国企责任，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期货力量”。 

 

 方正中期期货赴甘肃合水县开展产业帮扶活动 

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开展东

西部协作、“万企兴万村”行动号召，于 2021 年与甘肃省合

水县达成结对帮扶关系，定向捐赠产业帮扶资金，支持合水

县北掌村果蔬产业发展项目和蒿咀铺乡肉牛养殖示范基地

项目，帮助当地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产业发展。金风拂面

硕果香，振兴乡村正当时。方正中期期货将以一张蓝图绘到

底的干劲，一腔敬业奉献的激情，倾心助力农业，倾力发展

农村，全面擘画乡村振兴美丽新蓝图。 

 

 海通期货三门峡苹果“保险+期货”项目荣获“2021 年金

融服务中小微企业”优秀案例 

9 月 10 日，第九届中国中小企业投融资交易会暨 2021

“小企业 大梦想”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海通期货《“保险

+期货”模式服务农业小微企业以助力乡村振兴》入选 2021

金融服务中小企业案例征集活动优秀案例汇编。海通期货牵

头多家期货公司与中原农险在三门峡市共同开展苹果“保险

+期货”试点项目。项目团队根据当地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及

果户生产和销售的实际需求，量身打造风险管理方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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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情况设计带锁定的创新型看跌期权，有效提高了赔付率，

降低了对冲成本，协助 10 家规模化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及

部分苹果种植贫困户规避苹果价格下跌风险，有效协助当地

合作社及农户进行苹果价格风险管理。项目共计保障苹果现

货逾 3 万吨，覆盖种植面积近 1.7 万亩，承保农户 2500 余

户，理赔总额逾 1021 万元，户均赔款 4080 元，充分发挥了

期货市场服务小微企业和农户的功能。 

 

 华西期货与多家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四川省金融科技赋能

乡村示范工程工作” 

9 月 12 日，华西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

分公司、四川助农为民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设计的

“基于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生猪产业金融服务”项目成功

入选《四川省金融科技赋能乡村示范工程工作方案》，并由四

川省相关部门报送至中国人民银行、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等部委。

本项目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构

建生猪信息采集平台，实时采集活体生猪生长情况信息并评

估活体生猪抵押物价值，破解长久以来活体生猪生长情况数

据难以采集、评估活体生猪抵押物价值较为困难、保险和贷

款等融资服务难以惠及养殖户的问题。为“保险+期货”承保

理赔和银行贷款融资服务提供支撑，进一步提升了金融行业

的风险管理水平。 



19 
 

 华西期货在故城县开展玉米价格“保险+期货”项目 

9 月 13 日，华西期货联合太平洋财险河北省分公司，在

河北省故城县开展的玉米“保险+期货”项目已成功落地并出

单。该项目保障周期为 3 个月，服务对象为当地玉米种植户，

承保玉米共计 4.74 万吨，覆盖种植面积 8 万亩，提供价格风

险保障为 11736.24 万元。该项目保费规模为 240 万元，其中

河北省政府支持保费 120 万元，故城市县支持 90 万元，农

户自缴 30 万元，自缴比例为 12.5%，极大降低了种植户的资

金压力，为当地持续巩固提升玉米种植规模和质量提供了强

力保障。本次玉米“保险+期货”价格险的成功实施，帮助当

地农户减少了因市场价格下跌带来的风险隐患，有利于巩固

脱贫成果、夯实脱贫成效，增创现代农业发展新效益，推动

玉米“政府+合作社+企业+金融保险”发展新路径，有效落实

乡村振兴战略。 

 

 郑商所孟连县白糖“保险+期货”县域覆盖项目正式启动 

9 月 16 日，郑商所白糖“保险+期货”县域覆盖试点项

目启动仪式在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顺利召开。此次项目是在

郑州商品交易所大力支持下，由中信建投期货牵头，联合申

银万国期货、华融融达期货和国寿财险云南省分公司在孟连

县开展的白糖“保险+期货”县域覆盖项目。预计蔗糖投保数

量 6 万吨，糖料蔗合计 10.5 万亩，基本实现县域全覆盖。“保

险+期货”能有效降低价格波动风险，改变蔗农增产不增收的

状况，稳定甘蔗产业的稳定发展，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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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乡村振兴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华融融达苹果“保险+期货”项目服务甘肃麦积区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 

在郑商所的支持下，由华融融达期货和太平洋产险合作

开展的苹果“保险+期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专项项目 9 月

16 日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启动。该项目保障对象为国家级

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天水市汇农林果农民专业作社的社员，承

保数量 5100 吨，农户缴纳约 10%的保费即可获得一份苹果

价格保险。本项目还引入保险公司、银行等机构提供综合性

服务，多角度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为农村经济引

入金融活水，助力乡村振兴的全面实施。这是华融融达期货

自 2018 年在天水市开展甘肃省首单苹果“保险+期货”项目

以来，第 4 次通过“保险+期货”项目服务当地苹果产业。 

 

 东航期货河南柘城生猪“保险+期货”项目“首战告捷” 

9 月 19 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大力支持下，东航期货

联合人保财险郑州市分公司在河南省柘城县开展的“大商所

农民收入保障计划”生猪价格险项目第一期已运行完毕。“保

险+期货”项目作为蓄力柘城乡村振兴的重要金融工具，在生

猪产业发展壮大过程中“大有可为”，受到柘城县农业部门和

养殖户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参与。项目为当地两家生猪养殖合

作社共万余头存栏生猪提供了首单价格风险保障服务，保险

赔付率为 324.5%，赔付金额高达 142.9 万余元，有效对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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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生猪大幅下跌损失，稳定了养殖收益。 

 

 华西期货云南芒市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完成理赔 

2021 年 9 月 22 日，由上海期货交易所、华西期货有限

责任公司及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共同

实施开展的 2021 年上期所天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第三

期到期。至此，三期项目已全部结束，项目进入赔付流程。

此项目是由上期所推行的“保险+期货”新型农产品价格保险

模式，服务对象为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遮放镇

789 户橡胶种植户。三期项目共承保橡胶约 4200 亩，规模

1350 吨，现货价值约 1906 万元。为减轻胶农负担，实现应

保尽保，由上期所支持全部保费，农户实现零出资。三期项

目共计赔付约为 51 万元，赔付率为 81%，帮助当地胶农有

效规避现货价格波动风险，使其安心经营，稳步扩产。 

 

 国信期货举办桐柏县花生“保险+期货”项目启动仪式暨

业务培训 

国信期货联合桐柏县人民政府、中原农险于 9 月 23 日

上午在河南省桐柏县成功举办 2021 年河南省花生“保险+期

货”项目启动仪式暨业务培训。国信期货作为牵头期货公司

参与本次花生“保险+期货”项目，旨在服务花生产业发展。

本次项目开展地涵盖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驻马店市正阳县

和开封市祥符区三地，保障规模近 4.2 万吨花生，保障规模

接近 4 亿元。南阳市人民政府、河南省财政厅、郑商所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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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与桐柏县县委书记贾松啸、中原农险总经理刘祖疆以及

国信期货总经理余晓东共同启动了本次项目。启动仪式后，

国信期货研究咨询部副总监曹彦辉结合花生生产种植情况、

花生出口情况、花生油进出口情况等方面，对花生生产及市

场形势进行了分析展望。 

 

 永安期货甘肃最大一单政企合作生猪“保险+期货”项目

顺利启动 

9 月 28 日，永安期货牵头联合银河期货、中信期货、华

安期货、人保财险公司与定西市安定区签订的甘肃省最大一

单政企合作生猪“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启动。据悉，项目覆

盖约 30 家合作社、农户，共为约 1825 吨生猪提供价格保障，

保费规模为 145 万元。近年来，由于生猪价格波动越加频繁，

波动幅度越来越大，养殖产业面临的风险加剧。该项目整合

了保险、期货等金融资源，通过构建“生猪养殖场（户）+保

险+期货”联动模式，有效提高了生猪养殖场（户）抵御市场

风险的能力。 

 

 申银万国期货新疆麦盖提红枣与棉花“保险+期货”项目

正式启动 

9 月 29 日上午，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与宏源期货、鲁

证期货、中信期货、海通期货以及中华联合财产股份有限公

司联合主办的 2021 年郑州商品交易所麦盖提县“保险+期货”

项目启动仪式暨红枣、棉花品种培训会在麦盖提举行。申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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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在麦盖提开展了红枣和棉花两个“保险+期货”县域覆盖

项目，覆盖红枣种植面积 5 万亩、棉花 7.57 万亩，覆盖红枣

和棉花种植户逾 12000 户，总承保货值超过 5 亿元。麦盖提

县红枣、棉花“保险+期货”县域覆盖项目的实施，是提升当

地红枣和棉花产业抗风险能力、促进农民增收的有益探索。

申万期货将继续整合集团内部资源和外部社会资源，更好地

服务麦盖提乡村产业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华西期货布拖县生猪价格“保险+期货”项目完成赔付 

2021 年 9 月 30 日，由大商所支持的、华西期货及平安

财险四川分公司共同实施开展的凉山州布拖县生猪“保险+

期货”帮扶专项项目到期，项目顺利进入赔付流程。此项目

服务对象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御咖牧业科技有

限公司牛日火等 36 户生猪养殖户，覆盖生猪 2880 头，共计

288 吨，现货价值约 540.4 万元。项目总保费为 34.6 万元，

为减轻农户负担，实现应保尽保，保费 70%由大商所支持，

保费 30%由华西期货支持，农户实现零出资。项目共计赔付

约为 115.5 万元，赔付率约为 334%。此项目帮助当地养殖户

有效规避现货价格波动风险，使其安心经营，落实保价稳供

的相关政策精神，促进了当地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注：以上信息根据会员单位提供的乡村振兴信息整理编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