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 吕双梅

我国苹果种植区主要位于山东省、陕西
省、甘肃省等地。在陕西省延长县可以轻易
找到苹果摊贩，他们大多是急于处理手中存
货的果农。面对往来的客商或散客，他们边
挥动手中写着价格的纸牌，边展示自己的苹
果，似乎又大又红的苹果还可以便宜卖。

据期货日报记者了解，前些年，在苹果现
货贸易中，由于市场透明度不高、信息不对
称，收购季价格通常是在买卖双方的博弈中
形成的，而像苹果这种较为初级的农产品市
场，往往缺少公开、及时、权威的价格指标。

每年 10—12 月苹果集中下树，果农通常
急于出货换钱交学费、还欠款，最终与贸易商
达成的收购价普遍较低，经常出现“越卖价格
越低，价格越低越急于抛售”的困境。在因灾
减产的年景，苹果价格本该上涨，但因现货报
价体系滞后，果农经常卖不上好价钱。

目前，我国苹果产业仍以小农经营为主，
标准化程度较低，“同果不同价，好果难卖好
价”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果不同价”与苹果
产业的区域品牌价值、销售渠道有较大关
系。此外，市场缺少公开透明的权威价格、

“果农—收购商”模式下的信息不对称、标准
化程度低、混级销售也是造成“同果不同价”

“同价难求同质果”的重要原因，而苹果期货
的诞生有利于促进产业实现“同果同价”。
近两年，苹果期货助力产业实现“同果同价”
的作用日渐明显，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

一方面，完善现货定价体系，做好价格风
向标，发现“同价”。2020年，随着市场规模扩
大、产业参与度提升，苹果期货逐渐成为现货
定价的参考，特别是“不问产地，只问标准”的
定价机制便于所有产区、所有产业主体参照
期货价格，依标定价，部分龙头企业已开始通

过基差定价开展现货贸易，陕西省、甘肃省、
山东省等地还通过电子屏幕播报期货价格，
帮助果农了解市场价格，提高议价能力。与
此同时，2020 年，减产引发收购价格高开上
涨，但后续入库量超预期、替代水果量多价
低、消费不足造成苹果价格下跌，此时期货价
格风向标的作用明显。

另一方面，助力产业标准化建设，打造
“同果”。标准化是苹果产业转型升级的关
键，也是“同果同价”的前提。作为标准化合
约，苹果期货以国标为基础，结合现货实际情
况，对同一批苹果的外观、理化等指标设定了
明确的标准，对出入库、仓储、质检等流程进
行规范要求，并通过第三方检验的手段保证
相关标准的严格执行。在政府推动苹果产业
标准化、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倡导下，苹果期
货的上市也将有助于提高产业对于标准的重
视，强化产业的标准化分级理念。

随着苹果期货的不断推广，现货产业也
更加重视标准化分选分级，部分企业已开始
按照相应的标准和流程进行检验分级，还配
备了专业检验人员、仪器设备和操作室。

“想参与苹果期货，产品必须先标准，苹
果期货也可以看成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推
动企业提高标准化水平的‘催化剂’。”延安市
富县诚鑫农牧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季双
龙告诉记者，自2018年起，他们公司从种植环
节就开始尝试精准测土、科学施肥、精细化管
理等，提高苹果的优果率和一致性，同时引入
智能选果线，通过后端标准化分选，做好果品
分级，根据期现价格选择合适的渠道进行销
售或交割。

延安中果是延长县当地一家苹果企业，
是中国果业百强品牌企业、陕西省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苹果期货上市前，延安中

果想要组织农户进行标准化生产却担心经营
风险，果农也缺乏参与热情。而苹果期货上
市后，期货市场为苹果产业提供了价格参考
和风险管理等工具，期货标准也成为许多企
业收购苹果的参考标准。在此情况下，延安
中果成功引导果农进行标准化种植，通过统
一技术指导、统一农资赊销、统一果品分级等
方法，较好地解决了果农没有技术管理不好
果园、没有资金买不到好农资、没有选果分级
能力好苹果卖不上价等难题，切实尝到了标
准化带来的“甜头”。

延长县果农朱喆是苹果期货标准化的受
益农户之一，在2020年苹果收购季，其在朋友
圈发布“采摘即将结束，接下来就是分级入库
了”“装苹果我是认真的，杜绝漏网之鱼”“我
家苹果糖度、硬度随机检查”等文字内容，并
以工人分级选果工作照，果径测量尺、果实糖
度仪和硬度计的检测结果等为配图。由此可
见，在苹果期货标准化的促进下，延长县果农
对苹果分级售卖已经轻车熟路，标准化理念
深入人心。

在山东省，标准化意识强的企业则更进
一步，在采购果农货物时就开始尝试标准化
操作。2019 年开始，山东省烟台市的部分果
品龙头企业在新果收购时，就开始尝试不区
分产地，对果农按照期货标准整理的货物统
一价格收购，并且较传统的一二级货物有 0.2
元/斤的溢价。据某公司负责人介绍：“苹果
期货不再局限于苹果具体产地，而是‘英雄不
问出处’，只要符合标准的苹果，都是一样的
价钱。我们公司也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操
作，发现按照统一标准收购的货物也比较契
合下游超市的需求，企业无论给下游供货或
参与交割都更方便，节省代办、分选和打残成
本后，折合0.5—0.6元/斤。”

加快探索“同果同价”的实现路径A
由于苹果贸易“集中收购，全年销售”的特点，现货企

业会经常面临价格波动、存货贬值滞销、采购季资金压力
大等风险。苹果期货上市后，为产业主体提供了各类风
险管理工具，现货企业也开始主动利用苹果期货进行风
险管理，稳定经营。

“以前企业面临销售难、存货价格下跌的困境时，只
能被动承受。现在通过苹果期货，企业可以根据对后市
行情的预判，对冲现货价格下跌风险，保证企业稳定运
营。特别是经过前些年的高速发展后，苹果产业已开始
由增量市场向存量市场转变，经营困难明显加大，而对期
货工具的应用，将更好地提高现货企业的韧性和应对危
机的能力，也将是未来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国内
苹果龙头企业陕西省华圣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陕西华圣）执行总经理彭小强对期货日报记者表示。

据彭小强介绍，2020 年 2 月，苹果现货库存较高，价
格弱势下行，新冠肺炎疫情又给苹果销售雪上加霜，苹果
交易十分清淡，后续形势难以预料。而AP2010合约对应
新果季苹果，生长周期长，不确定因素多，在产量未确定
之前，AP2010合约下跌空间有限。根据对现货形势的判
断，陕西华圣在2月中旬对2000吨（200手）苹果采取近月
卖出 2005合约、远月买入 2010合约的套利对冲方案，降
低单边做空的风险。4月上旬逐步平仓，盈利798元/吨，
稳定了营业利润。

据山东省烟台市某苹果龙头企业介绍，2020年公司预
计贸易量2万吨，最终实际收购1.6万吨，在收购初期就对
其中1万吨苹果开展套期保值，每吨盈利1400元左右，有
效弥补了现货 1000—1400元/吨的亏损。剩余 6000吨通
过基差贸易方式，期货价格在9000元/吨、7600元/吨时，分
别销售3500吨、2500吨苹果，基本上进行了风险对冲，有
效弥补了因替代水果量多价低，苹果入库量创新高、下游
需求不足造成的损失，帮助企业渡过疫情影响难关。

据记者了解，目前参与苹果期货的产业客户已近千
家，陕西省、山东省、甘肃省等地的果品龙头企业也大都
参与进来。对产业内的中小企业而言，直接参与期货套
保资金压力较大，存在一定的风险，而付出少量权利金购
买场外期权成为此类企业规避价格风险的有效工具。

烟台市联盛果蔬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2020
年春节期间，一方面，受节前苹果走货速度不及预期的影
响，库存高企；另一方面，受到疫情的影响，销售量持续走
低，后期市场不确定性增强。公司在同贸易商沟通后，确
定根据自身库存情况，利用期货市场套保来对冲库存货物
的价格风险。“2020年春节后的第一天，我们便利用期货
市场进行AP2005合约卖出套保，以均价 7050元/吨卖出
合约200手（2000吨）。进入4月后，由于销售不畅，期现价
格持续走低，我们在4月底卖出现货，同时以6100元/吨的
期货价格买入平仓，通过利用期货工具有效对冲了现货价
格下跌风险，弥补了现货市场的损失。”该负责人表示。

此外，苹果期货还为一些企业带来了“资金活水”。“因
为鲜果很难在银行融资，所以每到收购季，苹果贸易企业
都要面临收购资金不足的问题。”陕西省白水盛隆果业有
限责任公司（下称白水盛隆）总经理侯保智表示，苹果期货
上市后，针对苹果贸易企业“集中收购，全年销售，鲜果很
难在银行抵押贷款”的特点，中信中证资本、国元投资等投
资机构通过仓单融资业务，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收购季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2018年，白水盛隆就通过仓单融
资近3000万元，也给当年采购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撑，公
司在收购时也有了底气。随着业务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
12月，白水盛隆成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之一。

随着苹果产业供求矛盾凸显，巩固优生产区优势，推
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我国苹果产业健康稳定发展的
必由之路。苹果期货的定价区域、交割布局、市场培育、

“保险+期货”试点都定位于优生产区，苹果期货帮助当
地苹果产业在市场竞争中戴上“安全帽”、穿上“防护服”，
提升了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和韧性。据统计，2020年，陕
西省、山东省等地的8家龙头企业通过套期保值、基差贸
易、场外期权、产融结合、实物交割等方式，户均增收（少
亏）320万元，多销现货3060吨，有效降低疫情影响，保持
了竞争优势。

提升产业主体应对风险的能力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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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三农”助力农业供给侧改革

苹果期货功能发挥日见成效

2017年12月22日，苹果期货在郑商所挂

牌上市。经过三年多的运行，苹果期货在服务产

业、助力脱贫攻坚方面的作用逐步发挥。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

官之年，作为期货“扶贫果”，苹果期货在助力产业

稳健发展、果农稳收增收方面作用明显，郑商所

也因此被中国苹果产业协会、中国果品流通协会

授予“2020年度中国苹果产业引领榜样”“发展

果业脱贫攻坚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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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苹果产业整体供大于求，价格
步入下行周期。苹果销售没有“最低收购价”
等保护政策，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果农“靠
天吃饭”，收入难以保证。在这种环境下，“保
险+期货”的保障作用更加突出，效果更加
明显。

“去年苹果价格跌得多，眼见要赔钱，心
里很着急，靠着‘保险+期货’赔付的 5900 多
元，才保住了收入。”甘肃省静宁县深沟乡麦
顶村麦顶社果农杨文太感慨万千地说，2020
年是他连续第三年参与投保，也是苹果价格
跌 幅 最 大 的 一 年 ，三 年 来 总 共 获 得 赔 付
10284.77 元，帮他规避了市场价格风险，保住
了通过劳动得到的血汗钱。

据郑商所相关负责人介绍，苹果期货一
上市，郑商所就将苹果纳入“保险+期货”试点
范围，给予资金支持。2018年以来，郑商所已
支持了 24 个苹果“保险+期货”试点项目，累
计投入资金 7423.90 万元，覆盖陕西省、甘肃
省、山西省等地的11个国家级贫困县，涉及农
户 3.22 万户，承保苹果现货 27.36 万吨。目
前，所有项目都已实现赔付，理赔金额合计
14804.95万元，户均赔付 4597多元，有效保障
了果农收益。

据记者了解，2018年至2020年，郑商所苹

果“保险 + 期货”试点平均赔付率分别为
81.4%、94.7%、134.2%，在各试点品种中成效最
为突出，特别是 2020年的 13个项目覆盖三省
1.64 万户果农，采取“县域+分散+农民合作
社”三种模式，效果显著。

当前，苹果“保险+期货”的三大作用更加
突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稳收增收作用明显。2020 年，我国
水果产量预计 2.76 亿吨，较 2016 年增加 0.32
亿吨，供求失衡矛盾明显，如柑橘丰产，价格
下跌近 50%，虽然苹果产量基本稳定，但价格
持续下跌。在此情况下，郑商所苹果“保险+
期货”试点赔付 9957 万元，为果农提供 0.58
元/公斤的价格补偿，相当于平均售价提高
10%，增加果农收益。特别是陕西省的 6个项
目户均赔付 6770元，超过 2019年陕西省果农
人均收入的50%，有效防止了当地冻害减产后
果农因灾返贫。

二是示范带动作用突出，引入财政支持
取得重要进展。2019 年至 2020 年，甘肃省农
业农村厅、甘肃省财政厅发布《关于扩大中央
财政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以奖代补试
点范围的通知》，明确将苹果“保险+期货”纳
入甘肃省苹果保险中央财政奖补试点，项目
实施区域为设有苹果交割库的天水市麦积

区、天水市秦安县、平凉市静宁县、庆阳市西
峰区。2020年，甘肃省扩大苹果“保险+期货”
中央奖补试点覆盖范围至 15 万亩，项目覆盖
农户 2.95万户，其中贫困户为 2.3万户。甘肃
省将苹果“保险+期货”纳入中央财政奖补试
点，实现了以财政资金为主、推动“保险+期
货”项目落地实施的新模式，在财政资金常态
化、机制化支持“保险+期货”方面率先取得突
破，这也是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方面的重
要探索。

中国工商银行联合光大期货、东证期货
等 6 家期货公司在陕西省延长县创新性地推
出“银行+保险+期货”模式，项目承保1.5万吨
的苹果，覆盖种植面积 1 万亩，涉及农户 739
户。同时，各地政府和金融机构对“保险+期
货”的认知程度和参与积极性也不断提高，开
始自发复制、推广和创新苹果“保险+期货”
项目。

三是实现价格保障和激活果农能动性的
有机结合，引导果农提质增效。“保险+期货”
的保障价格对应于期货价格，一方面有助于
引导果农关注期货价格，了解未来价格变化，
增强风险管理意识；另一方面以期货价格为
引导，加强果农对交割品质量的认知，提高果
农“种好果、卖好价”的积极性。

“保险+期货”破解“丰年难丰收”难题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