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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三农”、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国内大循环

期货标准助力农业标准化发展之研究
■ 宋磊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农业标准化建设取得积

极进展。期货标准注重市场实际需求，关注农业

产业链更多环节，并且能够通过不同企业传导至

农产品生产流通领域。以苹果、棉花、红枣等期

货品种为例，在相应农业产业链中起到了促进农

业企业标准化经营、引导农户标准化种植、缓解

“小农”经营局限、促进企业与农户合作共赢等积

极作用。为使期货市场更好地助力农业标准化

发展，建议持续丰富并完善期货产品和服务体

系；树立典型，促使更多农业主体采用期货标准；

努力推动期货标准进入国家新型标准体系。

农业标准化的重要意义农业标准化的重要意义

标准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支撑产业发
展、促进科技进步、便利经贸往来、规范社会治理等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农业标准化是指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
验为基础，按照简化、统一、协调、优选的原则，把先进技
术和成熟经验等转化成标准，用以指导、规范农业生产
经营等活动，以期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质量和社会经济
效益。农业标准化发展对于我国建设现代农业、助农稳
收增收、实现乡村振兴等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现代农业的现实需要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标准化是农业现

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农业标准化建设，促进实现
农业现代化，才能使农民的“金扁担”挑得越来越稳。农
业标准化发展可以有效提高农业产业的科技水平，实现
农业产业链的有效衔接和延伸，促进粗放型农业向集约
型农业转化，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促进农
业产业化经营发展，从而促进实现农业现代化。

助农稳收增收的有力抓手
近年来，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农民

收入水平整体偏低。2018—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14617元，其中以农作物种植、销售为主的
经营性收入对农民增收贡献率为 27.9%，低于工资性收
入42.0%的增收贡献率。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受
挫，甚至更愿意外出务工谋求更高收入。与此同时，随
着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农产品消费逐渐对品质、健
康、方便等提出更高要求，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优
质农产品支付更高价格。通过农业标准化发展，不仅能
够更好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也
能够使更多优质农产品实现“优质优价”，从而增加农户
的务农收入，进而提高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积
极性。

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在乡村振兴总要求中，“产业兴旺”是首要任务和工
作重点，“生活富裕”是根本目标。农业标准化发展不仅
能够把农业产业的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纳入标准
化发展轨道，助力农业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实现

“产业兴旺”，还能使农产品更好地符合消费市场需求，
通过“优质优价”助农增收，达到“生活富裕”，是实现乡
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期货标准助力农业标准化发展的机理期货标准助力农业标准化发展的机理

商品期货具有标准化的特点，期货交易所在制定期
货交割标准时，通常参考现货市场中贸易量最大的商品
标准，并且关注市场变化情况。一些期货交割品具有明
确的仓储和包装规范，尽可能确保商品在储存、交割环
节不降低质量，促进商品在更大范围内高效流通。这些
作用通过各类企业从期货市场传递至农产品生产、流通
领域，从而促进农业标准化发展。

期货标准能够传导至农产品生产、流通领域
期货市场是开放的市场，不仅有自然人投资者，还

有产业客户、特殊法人、做市商等法人投资者。期货品
种的产业客户投资者涵盖相关产业的上游、中游、下游，
包括生产商、加工商、贸易商等。期货市场为相关产业
提供价格发现、风险管理等功能，能够促进企业稳健经
营，相关产业中实力强大的龙头企业，大多会参与相应
品种的期货交易，是期货交易的重要力量。除了直接参
与期货交易的企业，还有许多企业虽然不参与期货交
易，但会关注期货市场，在生产经营中参考期货价格和
期货标准，这些企业也是期货标准的重要践行者。

此外，一些实力较弱的企业，为了增加与主流企业
的合作机会，也会参考期货标准开展生产经营。由此，
无论是参与期货交易的企业，还是关注期货市场的企
业，或者是实力较弱但寻求与主流企业合作的企业，均
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期货标准。进一步地，这些企业能
够向下带动与其合作的乡镇企业、小微企业、农民合作
社、分散农户等参考期货标准开展生产经营，使期货标
准从期货市场传导至农产品生产、流通领域，助力农业
标准化发展。

期货标准注重市场实际需求
期货交易所在制定农产品交割标准时，会组织开展

大量深入市场的调研活动，会同农业专家、行业代表等，
遍访相关产业的上游、中游、下游，在深入掌握市场主流
标准和企业实际需求的基础上，给出期货标准。例如，
红枣期货，其基准交割品不仅应符合红枣国家标准（指
国家标准GB/T5835—2009干制红枣）规定的一等等级
规格，还应是均匀度允差≤60%、180个/千克<每千克果
粒数≤230 个/千克的灰枣，同时满足干基总糖含量≥
75%、15%≤含水率≤25%、一般杂质≤0.1%等具体要
求。这些量化指标将红枣国家标准中关于“果形饱满”

“肉质肥厚”等主观描述转变为量化指标，使市场更加易
于使用。

再如，苹果期货，其基准交割品应符合苹果国家标
准（指国家标准GB/T10651—2008鲜苹果）一等及以上
等级质量指标，并且是果径≥80mm的红富士苹果，同时
满足果径容许度≤5%、质量容许度≤20%、可溶性固形
物≥12.5%等数量化要求，较好地契合下游企业的采购
偏好和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当市场发生变化时，期货市
场通过升贴水制度，对存在质量差异的农产品有一定程
度的兼容，能够对市场变化作出反应，比国家标准更具
灵活性和可用性。

期货标准关注农业产业链更多环节标准化
针对农产品生产后的其他环节，期货交易所还会给

出明确的仓储、包装等标准，并按规定严格执行，不仅在
期货交易环节尽可能保持商品的原有品质，还有利于交
割后在更大范围内高效流通。

例如，白糖期货在储存时，对于长江以北的库房，其
温度不得超过 30℃，相对湿度不得高于 70%；对于长江
以南的库房，其温度不得超过 35℃，相对湿度不得高于
65%；每1500平方米库房还应配备不低于30公斤除湿量
的除湿设备，并配备 4台以上排风扇等。通过这些标准
化的储存措施，白糖期货在仓储期间能够更好地保持原
有品质。

再如，红枣期货的外包装应使用彩色覆膜纸箱，纸
箱应防雨防潮，具有较强的抗压强度，满足运输及存储
要求，内包装使用塑料衬膜（袋），每箱红枣的净含量为
10kg± 0.15kg。同时，外包装上还应标明生产日期、品
种、产地、净含量等信息，并且印刷符合包装储运图示标
志规范（指国家标准 GB/T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
志）的防雨、防压等相关储运图示，促进红枣包装统一、
规范。

期货标准是仓单融资等功能的重要基础
动产抵押融资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抵押物品质难以

掌控、价格难以明确。农产品由于储存、保质等特殊性，
相比其他动产融资难度更大，对期货标准的要求也更
高。期货标准仓单是由期货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按照规
定程序签发的实物提货凭证，有期货交易所的信誉和期
货标准作为质量保证，有期货价格作为价格指示，是一种
可靠的流通工具。农业企业以自有的标准仓单为质押
物，向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公司、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
提出融资申请。期货标准化使这些金融机构对期货仓单
的质量和价格更加明确，能够基于一定的质押率向农业
企业发放信贷资金，用于满足其流动资金需求，从而缓解
农业企业融资难问题，助力农业产业链更好发展。

期货标准助力农业标准化发展的效果期货标准助力农业标准化发展的效果

期货标准助力农业标准化发展的积极作用，在一些

农业产业中已经得到较好体现。本文选取苹果、棉花、
红枣三个期货品种的相关案例，涵盖企业、农户两类主
体，分析期货标准在促进农业企业标准化经营、引导农
户标准化种植、缓解“小农”经营局限、促进企业与农户
合作共赢等方面的积极效果。

苹果期货引导果企、果农标准化经营和种植
延安中果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延安中果）

位于苹果种植大县陕西省延长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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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国标（指国家标准 GB/T10651—2008 鲜苹
果），但当地果农主要是各种各的、各卖各的，前往延长
县采购苹果的客商也主要基于经验和人工抽检，苹果按
照质量分级销售难以真正实现，延安中果想要组织农户
进行标准化生产却担心经营风险，并且果农缺乏参与热
情。自苹果期货上市后，期货市场为苹果产业提供了风
险管理和价格参考等服务，许多苹果企业参考期货标准
开展生产经营，并通过套期保值来管理经营风险，前来
采购苹果的客商格外重视苹果品质，对经过分级挑选的
优质苹果报出更高的价格，果农开始重视标准化种植，
追求“优果优价”。

随着苹果期货标准逐渐普及，“标杆效应”日益凸
显。延安中果大力发展订单农业，逐步建立起“农资农
副双流通，产储加销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引导果农标准
化种植。一是统一技术指导，组织技术顾问团队，为合
作的果农开展果树冬季管理、土肥管理、病虫防治、灾后
自救等苹果种植技术培训；二是统一农资赊销，与200余
户合作果农达成协议，按照统一标准为这些果农所有的
1500亩果园提供农药、肥料、套袋等农资赊销，果农在苹
果销售之后再支付农资款；三是统一果品分级，引进荷
兰Greefa公司生产的四通道智能苹果分选线，按照苹果
的颜色、重量、糖度等品质随意组合分级标准，通过高清
照相技术准确分辨识别，减少苹果磕碰伤，保证分选的
标准化程度。

延安中果借力苹果期货标准组织果农标准化种
植，较好地解决了果农没有技术管不好果园、没有资金
买不到好农资、没有选果分级能力苹果卖不上价等难
题。在苹果期货交割标准的引导下，延安中果进行严
格的标准化管理、严谨的检验检测，获得了 SC 生产许
可和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切实尝到标准化经
营带来的甜头。

棉花期货为缓解“小农”局限提供新思路
新疆利华棉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疆利华）是新

疆地区一家以棉花种植、收购加工等为主业的棉花行业
大型企业和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近年来，
新疆利华借力棉花期货，探索出“期货+订单+土地流
转”的创新经营模式。首先，新疆利华从大量分散的农
户手中租用土地，将原本割裂的分散农田转变为集中连
片的大量土地，缓解“小农”经营的局限；其次，出租土地
后的农户组成农业合作社，新疆利华再与其开展合作，
合作社按照棉花期货标准开展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新
疆利华则通过订单农业锁定棉花采购货源；最后，新疆
利华通过棉花期货的套期保值功能锁定经营风险，形成
良性发展格局。

在此创新模式下，新疆利华组织化程度和经营规模
稳步提高，三年来土地流转规模从 50万亩增长至 87万
亩，皮棉经营量从 20万吨增长至 60万吨。期货市场促
进了分散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完善了利益联结
机制，增强了“公司+合作社+农户”等现代农业产业经
营组织形式的稳定性。

红枣期货助力枣企与枣农合作共赢
红枣期货促进红枣种植标准和加工标准提升，提高

红枣品质，助力解决收购价格混乱、收购标准不统一、优
质不优价等传统红枣现货市场的常见问题。红枣期货
上市后，许多红枣行业龙头企业认识到参与红枣期货的
重要意义，开始参考期货标准对产品质量内控体系进行
升级，实现更好发展。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好想你）是国
内红枣行业的龙头企业。红枣期货上市后，好想你依托
自身技术、资金与市场优势，引导枣果收购向期货交割
标准收敛，推广符合交割标准的流通工艺，实现与枣农
合作共赢。

一是引导枣果收购向期货交割标准收敛。近年来
枣果市场总体供大于求，“枣贱伤农”的现象时有发生，
在一些红枣主产区甚至出现枣农弃种等现象。与此相

对的是，消费市场对高质量枣果的需求却有增无减，导
致优质品牌枣果的价格较高。于是，好想你引入期货标
准，引导枣果收购向红枣期货交割标准收敛，促进枣果
种植与企业生产经营同步升级，不仅促进枣农稳收增
收，还能使自身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大优势。

二是推广符合交割标准的包装工艺。红枣期货上
市之前，好想你试图在收购环节推广覆膜包装箱，但合
作的枣农和中小型贸易商主要是区域性流通主体，对采
用覆膜工艺的热情不高。红枣期货上市后，全国流通的
大型贸易商纷纷采用期货交割规定的覆膜包装箱，好想
你借此机会向合作的枣农和中小型贸易商推广覆膜箱
工艺取得了较好效果，不仅促进枣农和中小型贸易商进
一步融入全国流通网络，还助力行业规模化、规范化
发展。

期货市场助力农业标准化发展的建议期货市场助力农业标准化发展的建议

为更好地发挥期货市场功能，进一步提高农产品期
货标准在补充、优化、促进农业标准化建设方面的效果，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开展相关工作：

与时俱进，持续丰富并完善期货产品和服务体系
从红枣、棉花、苹果等期货标准对现货市场产生的

积极影响来看，上市更多农产品期货品种，对促进农业
标准化建设和产业链全面发展以及农民增收等具有重
要意义。一方面，建议交易所加大对特色农产品期货的
研发力度，持续提升市场服务能力和监管水平，不断完
善期货合约和规则体系，为农业标准化发展和农业企业
利用期货市场提供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标准化期货产
品；另一方面，建议市场经营机构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
发掘农业企业利用期货市场开展风险管理、资金融通等
差异化需求，以标准化期货产品为抓手，为涉农主体提
供多样化、个性化的解决方案。通过各方协同努力，使
标准化的期货产品与差异化的市场需求有机衔接，切实
提高各类涉农主体参与、利用期货市场的获得感，为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贡献期货力量。

树立典型，促使更多农业主体采用期货标准
在期货标准带动下，一些企业组织农户按照统一的

技术标准开展订单农业，一些企业参考期货标准提高品
控体系，追求“优质优价”，还有一些企业升级仓储装备、
改进包装规格，均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为更好
发挥期货标准的引导带动作用，建议包括交易所、行业
协会、市场经营机构等在内的各类行业相关方，积极搜
集、汇总相关案例，总结提炼一批行之有效的期货标准
带动农业发展的典型案例，面向社会进行广泛宣传推
广，吸引更多涉农主体积极有效利用期货市场实现发展
目标。

与此同时，对参与期货市场涉农主体给予一定的政
策扶持，如优化套保审批流程，减免套保开仓、交割和仓
单转让手续费，免费提供业务培训、市场调研等。此举
不仅可以发现更多期货标准助农发展的良好典型，通过
宣传推广使更多农业企业参考期货标准谋求更好发展，
还是期货市场服务乡村振兴、回应中央“三农”关切、树
立良好社会形象的鲜活实践。

把握机会，推动期货标准纳入国家新型标准体系
2015年，国务院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

决定改革政府单一供给的标准体系，转向由政府主导制
定的标准和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共同构成的新型标准
体系。其中，政府主导标准包括强制性国家标准、推荐
性国家标准、推荐性行业标准、推荐性地方标准四类，市
场自主制定标准包括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两类。

建议推动一些期货商品，尤其是相关农产品期货的
交割、仓储、包装等标准进入国家新型标准体系，经由国
家标准体系进行发布、宣传和推广，不仅能够使更广大
的行业相关方了解、参与期货市场，进一步深化期货市
场功能发挥，还能够使相关涉农主体借助期货标准更好
地融入全国商品流通网络，助力国内大循环的进一步
畅通。

（作者单位：郑州商品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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