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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期货业协会 3月31日

【总体情况】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结对帮扶方面，已有 123家

期货经营机构与 374个脱贫县（乡、村）签署了 730份结

对帮扶协议。资金投入方面，行业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达

10.72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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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22亿

元；帮助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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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个，名义本金约 16.13亿元；累计

举办期货专业知识培训 1290场，参加培训人员累计 76674
人次。消费帮扶方面，通过消费帮扶的形式共签署 1100个

购销合同，商品价值共计约 5228.02万元。其他方面，期

货经营机构录用脱贫地区毕业生（实习生）共 1158人、残

障人士 36人；在脱贫地区设立分支机构 7个、派遣 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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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个。

期货行业乡村振兴工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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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信息】

 永安期货青岛宝山镇苹果“保险+期货”项目顺利结束

1月 5日，在青岛市西海岸区农业农村局和宝山镇人民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永安期货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协作的青岛宝山镇苹果“保险+期货”项目顺利结束。

本次项目总保费约 116.8万元，其中政府补贴 80%，农户

自缴 20%，共保障了宝山镇 179户果农 1443亩苹果园，

合计 2886吨苹果，最终项目实现总赔付 66.52万元，赔付

率达到 56.96%，本项目在苹果价格高位震荡大背景下取得

较好效果，更好地发挥了“保险+期货”模式在助力产业振

兴中的作用。

 国都期货赴河南桐柏县回龙乡开展帮扶工作

1月 6日，国都期货副总经理尹智强带队赴河南桐柏县

回龙乡开展实地考察帮扶工作，在回龙乡举行结对帮扶和党

建共建签约仪式，开展金融及期货专业知识培训，并走访慰

问了老党员及困难群众。国都期货本次向回龙乡提供帮扶资

金 11万余元，用于产业帮扶、教育帮扶、党建共建等方面。

此次在回龙乡开展的乡村振兴工作将对当地羊肚菌集体产

业、农村人口就业等方面起到良好带动作用。

 津投期货向太湖县晋熙镇捐赠 20 万元产业帮扶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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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安徽太湖县晋熙镇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做好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工作的有效衔接，促进当地产业发展。津投

期货于1月6日向太湖县晋熙镇捐赠20万元产业帮扶资金，

用于太湖县晋熙镇芭蕉村果海农场基地建设项目，主要建设

内容为基地内道路硬化等配套基础设施。津投期货将围绕乡

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的目标，为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带动

贫困户就近就地就业贡献力量。

 中信期货重庆黔江生猪“保险+期货”项目完成理赔

1月 10日，中信期货重庆分公司携手大地财险重庆分

公司，在重庆市黔江区石会镇落地的生猪“保险+期货”项

目顺利实现理赔。该项目承保生猪 1830吨，保费 100万元，

其中 40%由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帮扶资金捐赠，60%由投保

农户自缴。项目到期后实现理赔 1032120元，赔付率达到

103.2%。

 中航期货向广东省陆丰市甲东镇捐款

2022年 1月，中航期货与甲东镇正式签订乡村振兴帮

扶协议。为进一步落实与甲东镇的乡村振兴帮扶计划，中航

期货乡村振兴工作小组积极拓宽思路，于 2022年 1月 12
日在地区行业协会和公司的支持下向甲东镇捐款 5万元，用

于乡村技能培训室的搭建，网络设备的升级，以提高当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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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的数字化办公水平，为当地村民的提供便捷的数字化服

务。

 五矿期货积极部署利用“保险+期货”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1月 12日，五矿期货与甘肃省秦安县人民政府正式签

署 2022年度《“保险+期货”试点项目建设服务乡村振兴计

划合作协议书》，项目预计涉及秦安县苹果、生猪、豆粕等

多个期货品种的“保险+期货”试点项目，为秦安金融助力

乡村振兴带来“开门红”。这是五矿期货利用期货工具助力

秦安县开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工作的第四个年头。依托

“保险+期货”这一金融衍生工具服务乡村振兴，能够为当

地农业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提供更全面的保“价”护航。

 上海浙石期货助力湖南凤凰县菖蒲塘村猕猴桃产业示范基

地建设

1月 13日，上海浙石期货赴湖南省凤凰县菖蒲塘村参

加新一轮党建共建结对帮扶座谈会，并到当地猕猴桃产业示

范基地开展调研。上海浙石期货向凤凰县廖家桥镇菖蒲塘村

投入产业帮扶资金 10万元，支持该村猕猴桃示范基地建设

项目，帮助当地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水果产业发展。该项

目资金主要用于防灾减灾网的建设，为猕猴桃示范基地搭建

避雨大棚，以保障园区内的猕猴桃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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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海期货爱心捐赠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安度新春

1月 13日，东海期货委派贵阳营业部负责人及员工赴

贵州省赫章县安乐溪乡开展新春慰问走访活动，并捐赠大米、

菜籽油等爱心物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安度新春提供生活保

障。贵阳营业部负责人代表公司慰问安乐溪乡平顶村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代表并与他们展开交流，深入了解贫困户家庭结

构以及工作收入、日常开支、健康状况等具体情况。在乡政

府工作人员的见证下，4位贫困户代表现场接受了来自东海

期货的新春礼物及新春祝福。本次新春慰问活动共计捐赠香

米 224包、菜籽油 224桶，后续将由村委会统一安排发放

至困难群众家庭，让他们都能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春节。

 中信期货辽宁普兰店生猪“保险+期货”项目实现理赔

1月 14日，在大连证监局和大连银保监局的指导下，

中信期货大连分公司携手中国银行大连分行、中国人寿财险

大连分公司，在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瓦房村落地的生猪

“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实现理赔。项目承保生猪 36吨，

保费由中国银行大连分行帮扶资金全额捐赠，为瓦房村的 1
户养殖户进行投保，项目到期实现理赔 1.6万元。

 国海良时期货山东省武城县玉米收入保险县域覆盖试点项

目顺利结项

1月 14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的支持下，国海良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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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联合浙商期货、国投安信期货、新湖期货、华安期货，与

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开展

的玉米收入保险县域覆盖试点项目顺利结项。该项目采用

“合作社+银行信贷+收入保险+卫星遥感+基差收购+粮

食商行”的玉米收入保险全产业链新模式，为武城县内的 8
个镇16597户玉米种植户及4个合作社提供玉米收入保险，

承保玉米 31万亩，对应玉米现货 19.03万吨。其中国海良

时期货承做 12%。2021年三季度玉米价格低开高走，叠加

国庆节前后山东地区普降大雨对已成熟的玉米造成重大影

响的复杂情况下，该项目最终实现赔付 809万元，为当地玉

米种植户规避了收入减少的风险。

 鲁证期货新疆麦盖提红枣“保险+期货”项目完成赔付

1月 17日，在郑州商品交易所、山东省援疆工作指挥

部及当地政府大力支持下，由鲁证期货与中华保险新疆分公

司、中信期货、申银万国期货及宏源期货共同推进的新疆麦

盖提红枣“保险+期货”县域覆盖项目顺利完成赔付。项目

为当地 4000余农户的约 5万亩红枣提供了价格风险保障，

项目总保额 3.34亿元，整体赔付金额 668.3万元。

 永安期货赴浙江省常山县客弄村开展春节走访慰问活动

1月 17日，永安期货赴浙江省常山县客弄村开展春节

走访慰问活动。本次慰问活动覆盖客弄村 14户困难户，大

多数为患有重大疾病、家庭条件困难的党员群众，永安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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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困难家庭生活状况、健康状况、经济收入和生活开

支等情况，为每户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并送去了节日祝福。

 广州期货赴重庆市酉阳县酉水河镇开展结对帮扶活动

1月 18日，广州期货工会主席连珏班赴重庆市酉阳县

酉水河镇开展结对帮扶活动并举办帮扶座谈会。县委常委吴

彪、广州期货董事长肖成、总经理邹功达以视频形式参会。

座谈会上，广州期货与酉水河镇、毛坝乡双龙村签署结对帮

扶协议，与酉水河镇教管中心、酉水河镇卫生院、毛坝乡双

龙村签署定向捐赠协议。广州期货将发挥资源优势，提供金

融顾问服务与金融专业知识培训、做好“期货+保险”知识

讲座，为酉阳培养金融人才，提升金融管理能力。同时，也

将积极开展消费帮扶活动，购买酉阳县特色农产品，助推酉

阳特色产业发展。

 浙商期货赴温州永嘉县开展帮扶调研

1月 19日，浙商期货总经理张英军带队，与浙江工商

大学党委书记陈柳裕一行，共同赴温州市永嘉县开展帮扶调

研。

在永嘉县碧莲镇下岭根村，张英军和陈柳裕共同看望了低保

老人，并送上了春节慰问品。浙商期货连同浙江工商大学的

多位领导和教授，与永嘉县有关单位开展座谈。浙商期货以

及工商大学各学院负责人分别就各自领域，对永嘉县的产业

经济发展提出了建议。浙商期货将以此次调研为契机，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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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地方特色、积极对接地方需求，以综合帮扶助力下岭根

村等村镇乡村振兴工作。

 金瑞期货与赣州定南县签署结对帮扶协议

1月 20日，金瑞期货与江西赣州定南县战略合作协议

签约仪式如期举行，金瑞期货与定南县政府将开展深入合作，

共同推进定南乡村振兴工作。2020-2021年，金瑞期货已

连续两年在定南县成功落地猪饲料“保险+期货”项目，共

计承保玉米约 2.6万吨、豆粕 7600吨，累计赔付超过 220
万元。项目积极发挥期货市场的功能和作用，较好的帮助定

南县生猪养殖企业规避了饲料价格风险。

 中融汇信期货农九师甜菜“保险+期货”项目成功赔付

1月 21日，中融汇信期货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

开展的甜菜“保险+期货”项目成功赔付。该项目覆盖甜菜

种植面积 60538.5亩，折合现货 32691吨，保障金额

19271.9万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拥有目前国内单体

生产规模最大，技术装备较先进的甜菜制糖企业，该企业承

诺采取订单收购的方式帮助农户甜菜销售，预计可覆盖甜菜

种植户 598户。

 东海期货开展直播助农活动河南桐柏县专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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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1日，东海期货开展了主题为“东海人年货大抢

购，助力乡村振兴”的直播助农活动。本次活动由公司高级

讲师宋鹏借助小鹅通平台进行直播带货，重点展示了桐柏县

的花生油和大凉山的野生蜂蜜，结合帮扶县地域特色对相关

农副产品进行了充分介绍，让所有员工对当地生态环境及优

质农产品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并呼吁大家购买重点帮扶地

区的特色产品，身体力行助力乡村振兴。本次活动总观看近

800人次，评论区留言达 500条，共计销售农副产品 7万

余元。

 东海期货与贵州省赫章县签署结对帮扶协议

1月 21，东海期货与贵州省赫章县顺利签署结对帮扶协

议，双方围绕进一步巩固赫章县脱贫攻坚成果，在消费帮扶、

专业培训、应届毕业生实习就业等方面达成一致。自结对帮

扶以来，公司已经在赫章县下辖乡的 7个村和 1个社区开展

多场线上、线下金融知识专题培训。其中，线上培训由公司

研究所讲师围绕“保险+期货”原理、实施流程、项目成效

等内容展开宣讲普及，线下培训则由贵阳营业部负责人及专

业讲师以期货基础知识、金融基础知识为主，向驻村干部、

种植农户进行宣讲。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了政府部门、农业

合作社等人员在价格管理、风险管理方面的知识储备，也加

深了农户们对期货市场的认知和理解，为企业及农户转移种

植风险、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期货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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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龙期货在甘肃皋兰县举行生猪“保险+期货”项目赔付仪

式

1月 21日，由华龙期货联合皋兰县政府、太平洋财险

甘肃分公司、金瑞期货共同开展的生猪“保险+期货”项目

理赔仪式在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县成功举行。2021“大商所

农保计划”皋兰县专项扶贫项目共保障生猪 1296吨，涉及

服务对象为 3家养殖合作社、2家农业有限公司、4家生猪

养殖场，保费共计 300万元，其中当地政府提供配套专项资

金约 100万元，华龙期货与金瑞期货共同出资 140万元，

养殖户自缴保费 60 万元。项目最终实现赔付金额共计

237.27万元，赔付率为 174.12%。本项目为当地养殖户取

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了养殖户的积极性，实

现了农民、农业企业、金融机构互利共赢。

 浙商期货河南省长垣市玉米县域覆盖项目完成赔付

1月 24日，河南省长垣市玉米收入保险项目顺利完成

赔付。作为 2021年大商所在河南重点支持的项目，该项目

利用保险和期货的组合工具，为长垣市玉米种植户提供了有

效的风险管理工具，减轻了由于暴雨及其次生灾害造成的收

入损失。在大连商品交易所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项目

团队多次前往长垣市进行调研和交流，最终实现承保 15万

亩玉米，保障现货 5.7万吨，服务农户 4608户，赔付约

550万，有效支持当地玉米产业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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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安期货“以购代扶”助力新疆阿克苏市乡村振兴

1月 24日，永安期货通过消费帮扶的方式助力新疆阿

克苏市乡村振兴，投入 30余万元采购阿克苏巴旦木、纸皮

核桃和苹果等农产品，帮助农户拓宽农产品销路，畅通农产

品销售的“最后一公里”。

 永安期货 2021 年郑商所甘肃省礼县苹果“保险+期货”

项目完成理赔

1月 24日，在郑州商品交易所的大力支持下，由永安

期货和人保财险甘肃省分公司合作开展的“郑商所苹果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专项试点苹果“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完成

理赔工作，这也是永安期货第二次在礼县开展的“保险+期

货”支持项目。该项目总保费 143万，其中郑州商品交易所

支持 100万，剩余 43万保费由永安期货捐赠和当地合作社

自缴构成，保障当地苹果种植面积 2386亩，最终实现赔付

25万元，为礼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

起到了推动作用。

 金瑞期货与甘肃玉门市签署“保险+期货”试点项目合作协

议

2月 17日召开的酒泉市金融支持“三春”生产工作会

议上，金瑞期货、太平洋产险与玉门市政府完成新年度生猪

“保险+期货”项目签约。在“大商所农保计划”的指导下，

2022年金瑞期货将再度来到甘肃玉门市落地生猪“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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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项目试点。在玉门市政府及酒泉市金融办的大力支持

下，金瑞期货再次携手太保财险推进生猪“保险+期货”项

目，让玉门更多的养殖户能轻松参与到项目中，为当地生猪

养殖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国信期货河南省三县花生“保险+期货”项目成功理赔

2月 18日，在河南省财政厅和郑商所联合支持下，国

信期货牵头的8家期货公司同中原农险联合开展的河南省桐

柏县、正阳县、祥符区花生“保险+期货”试点项目顺利完

成理赔工作。该项目为当地花生种植户及企业的近 4.25万

吨花生提供了价格保障，保险承保货值超过 3.7亿元，参保

农户 19000余户。最终赔付 1528万元左右，赔付率达到

84.8%。项目的顺利实施为广大参保农户提供了稳定的价格

保障，极大地增强了农户后期继续参与项目的积极性，保障

河南省花生种植户收入的稳定，助推了当地花生产业振兴。

 长江期货湖北房县生猪“保险+期货”试点项目顺利结项

2月 22日，由湖北房县畜牧服务中心、长江期货、太

平洋保险房县支公司共同开展的生猪“保险+期货”价格保

险试点项目顺利结项。本次项目历时近 2个月，为 16户农

户共计 2600头生猪提供价格保障。项目总规模 20万，其

中农户自缴 40%，房县畜牧服务中心与长江期货共同出资

60%，项目总赔付 26.8万，赔付率约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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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期货以党支部联建形式助力陕西安康市乡村振兴

2月 22日，西部期货前往安康市汉滨区福滩村开展党

支部联建活动，以支部联建助力乡村振兴。近年来，西部期

货不断探索帮扶模式，与福滩村签订党支部联建协议，希望

通过党支部联建共建方式不断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在本次

联建设活动中，双方就各自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情况进行

了深入交流，研究确定了 2022年共建活动计划。西部期货

还向福滩村捐赠党建、三农、经济等方面书籍 222本。

 永安期货浙江丽水市首单生猪价格“保险+期货”项目顺利

落地

2月 24日，在永安期货与中国人寿财险浙江省分公司

的共同努力下，生猪价格“保险+期货”试点项目顺利落地

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本次项目为缙云某养殖场的 4300头

生猪购买了保额 604万元的生猪期货价格保险，总保费 20
万元，其中永安期货支持 10万元，大大减轻了农户的保费

负担。

 兴业期货赋能太湖县绿色产业 勾画乡村振兴美好蓝图

2月 25日，兴业期货捐赠的产业帮扶项目——太湖县

刘畈乡栗树村绿色光伏电站揭牌仪式隆重举行。太湖县副县

长陈焕祥、兴业期货总裁陈云杉出席仪式并共同揭牌。此次

绿色光伏电站项目预计每年发电量 10万千瓦时，产生发电

效益约 9.8万元，能实现总收入 192.75万元。该项目可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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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数十人就业，同时，栗树村还会将发电收益投入基础设施

建设，用于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仪式后，兴业期货与刘

畈乡栗树村签署基层党组织共建协议书，开展图书捐赠、党

务培训等联建活动，并分别在栗树村及太湖县乡村振兴局开

展期货专业知识培训。

 中信期货甘肃省麦积区苹果“保险+期货”项目完成赔付

2月 26日，中信期货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在甘肃省麦积区苹果合作社“保险+期货”项目取得了较

好的赔付效果，试点项目总保险金额为 6000万元，覆盖面

积达 6000亩，对应现货量 8000吨，惠及合作社 3个。项

目总保费 300万元，其中合作社出资 285万，中信期货为

此项目提供15万元帮扶资金。项目最终获得99.7%赔付率。

本项目是“保险+期货”模式商业化运用的有益尝试，为合

作社提供苹果价格风险保障的同时也使“保险+期货”得到

较好推广。

 永安期货与河南桐柏县签订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

3月 2日，为加强党建共建，助推乡村振兴，永安期货

与河南桐柏县签订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永安期货相关领

导、当地政府和乡村代表等 60余人参加签约仪式。同时，

永安期货还向安棚镇周岗村捐赠 15.8万元，用于改善基础

设施，建设美丽乡村。签约仪式上，双方共同签署了《永安

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省桐柏县人民政府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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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协议》和《党建共建协议》，并开展了专业知识培训活

动。后续永安期货将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发挥公司期

货专业优势，积极支持桐柏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

 国泰君安期货云南省白糖“保险+期货”项目顺利结项

3月 4日，由国泰君安期货与太平洋安信农业保险在

云南省澜沧县、瑞丽芒市两地合作开展的白糖“保险+期货”

项目结项，国泰君安期货投入 500万资金用以推动两地解决

当地农户保费资金来源问题。项目共保障白糖 5.2万吨、覆

盖蔗糖种植面积超过 16万亩，为当地超过 1.37万农户提

供了价格保障，该项目最终实现赔付 379.54万元，保险赔

付率高达 76%，为当地甘蔗种植农户提供了踏实可靠的收

入保障。

 中融汇信期货河北廊坊玉米“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开展

3月 7日，中融汇信期货在河北省廊坊市开展的玉米“保

险+期货”项目正式入场。该项目覆盖玉米种植户 7户，玉

米种植面积 31225.06亩，折合现货 18735.04吨，保障

金额 5000万元。中融汇信期货利用期货公司专业优势，紧

贴农村产业，深挖农业需求，寻找品种风险漏点，打通稳产

保价堵点，切实有效的促进农户稳产增收，为疫情影响下贫

困地区的农产品稳产增收提供了保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促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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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商期货在甘肃省开展“保险+期货”培训工作

3月 8日，浙商期货产业研究所连同西安营业网点，通

过线上直播互动的方式，对甘肃省甘谷县的基层村干部进行

了“保险＋期货”的基础知识培训。近日，浙商期货产业研

究所积极落实宣教工作，依托公司各地的营业网点，第一时

间启动“保险＋期货”的宣教相关事宜，为甘肃麦积区、古

浪县、甘谷县、浙江省遂昌县等多地开展了主题培训。培训

对象主要为一线农业干部，培训内容包括期货基础知识、“保

险+期货”操作流程、往期项目案例等，通过增强村干部对

“保险＋期货”的认知，为下一步的投保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促进后期项目的有序开展。

 永安期货采购浙江常山县胡柚助力乡村振兴

3月 9日，永安期货投入 6.2万余元资金采购常山胡柚

助力乡村振兴。作为浙江省山区 26县之一的常山县紧盯特

色农产品，致力产业培育，而胡柚产业的发展迅速，更是成

为带动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2019年以来，

永安期货通过“以购代帮”的方式助力常山县乡村振兴，投

入 330余万元采购茶叶、茶油、胡柚等农产品，帮助农户拓

宽农产品销路，畅通农产品销售的“最后一公里”，为助力

浙江加快推进山区 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继续增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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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信期货黑龙江省甘南县猪饲料“保险+期货”项目进入理

赔阶段

3月 11日，国信期货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开展的黑龙

江省甘南县猪饲料“保险+期货”试点项目第一期已确定最

终赔付金额，顺利进入理赔阶段。该项目为当地生猪养殖户

及企业的 6960吨猪饲料提供了价格保障，保险承保货值超

过 2200万元。最终赔付近 36万元，赔付率超 100%，保

障了广大参保养殖户的成本，同时也增强了养殖户后期继续

参与项目的积极性。

 瑞奇期货“保险+期货”培训走进安徽太湖县

3月 14日，瑞奇期货在上期所定点帮扶县安徽太湖开

展“保险+期货”专业知识线上培训，本次训活动得到了当

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培训覆盖了 15个村集体，乡村领

导干部共 30余人参训。瑞奇期货专业讲师陈仪周详细解读

了“保险+期货”的相关政策，以“养殖企业如何利用‘保

险+期货’模式进行风险管理”破题，通过实战案例讲述如何

把保险、期货融入养殖产业链中，有效利用“保险+期货”

对抗市场大起大落，最终实现政府、企业与农户的多方共赢。

 中融汇信期货云南广南猪饲料“保险+期货”项目顺利开展

3月 15日，中融汇信期货在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开展

的猪饲料“保险+期货”项目正式入场。该项目覆盖生猪养

殖户 12户，生猪 10730头，折合现货 1.9万吨，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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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5800万元。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中融汇信期货利用期货公司专业优势，紧贴农村产

业需求，寻找品种风险漏点，打通稳产保价堵点，切实有效

的促进农户稳产增收，为疫情影响下的农产品稳产增收提供

了保障。

 永安期货河南省桐柏县乡村振兴道路亮化项目成功落地

3月 22日，永安期货河南省桐柏县乡村振兴道路亮化

项目成功落地，60盏崭新的路灯在桐柏县安棚镇周岗村安

装完成。早在 3月 2日，为加强党建共建，助推乡村振兴，

永安期货与河南桐柏县签订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并向安

棚镇周岗村捐赠 15.8万元，用于发展道路亮化项目，建设

美丽乡村。

 新世纪期货赴安徽省太湖县开展帮扶工作

3月 22日，新世纪期货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工会主

席、首席风险官王涌一行 5人赴安徽省太湖县城西乡开展乡

村振兴工作。新世纪期货投入专项产业扶持资金 20 万元，

用于城西乡产业项目建设，并购买了农产品，助力其产业推

广。活动当天，新世纪期货党委与城西乡党委签订了党建联

盟协议并开展联学座谈。同时，对困难党员开展了慰问，为

老人们送上大米、油等生活必需品，并以“线上+线下”的

形式开展了期货知识及直播带货两场专业培训，为乡村振兴

事业注入了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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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安期货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生猪价格险“保险+期货”项

目顺利结项

3月 23日，永安期货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生猪价格险

“保险+期货”项目顺利结项。本次项目承保生猪 5223头，

受益覆盖养殖户227户，含脱贫户30户，项目保费共49.74
万元，其中上海证券交易所公益基金会捐赠 25万元，永安

期货捐赠 24.74万元，最终项目赔付率为 88%，为革命老

区振兴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南华期货珠海生猪“保险+期货”价格险系列项目完成赔付

3月 25日，南华期货广东珠海生猪“保险+期货”价

格险系列试点项目完成第一期赔付，赔付金额 17.03万元，

赔付率达 167%。本系列试点项目是在广东珠海市政府大力

支持下，南华期货联合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推

出的生猪价格保险，该系列试点项目于今年 2月开始，陆续

为珠海生猪养殖户投保 7000头次生猪，保险金额达 1215
万元。

（注：以上信息根据会员单位提供的乡村振兴信息整理编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