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调研3/
2021年7月13日 星期二
责编：张蕾 电话：（0371）65613080 校对：丁涛
E-mail：zhuankan@qhrb.com.cn

立足产融结合，聚焦革命老区长远发展

花生期货助力桐柏乡村振兴
■ 首席记者 乔林生

“现在南方的新季花生马上就要上市了，国
内大中型油厂也正在陆续停收花生原料，这里
的农民咋还在出售花生果呢？他们对出售时机
与市场价格的把握不够理想。”调研团成员在看
到地处较偏远的村庄里仍有农民出售花生果
时，不禁连连发问。

根据记者调研的情况来看，虽然河南省是
我国花生第一产量大省，但从花生产业发展与
产业链的延展情况综合分析，河南省花生产业
尚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与山东省等花生产业
发展较早的地区相比，产业发展的程度与广度
相差较大。未来在花生期货的助力下，河南省
花生产业发展与产业链延展的空间均较为
广阔。

目前，河南省花生产区农民面临的最大问
题是市场信息不透明、价格不稳定、收入增长缓
慢。同时，当地花生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等，不但令产区花生卖不上好价格，而且还让农
民与贸易商等面临较大的价格波动风险。由于
缺少花生下游产业企业，加上现有的部分产业
企业所涉及的下游产业链短等，当地整个花生
产业的抗风险能力不强。

今年年初，在国内花生果与花生米价格涨

到近 10 年来的最高价区时，很多农民普遍持有
“越涨越不卖”的心理，把大量的花生果囤放在
家中。实际上在此时，国内花生进口商正在国
际市场大量采购花生果、花生米与花生油，为今
年 4 月以来国内花生类商品价格的持续下滑埋
下了“伏笔”。而由于市场信息不透明，身处偏
远地区的农民并不了解这些情况。

据记者了解，河南省不少花生产区的农民
有新季花生收获晾晒完毕后囤一段时间再卖的
习惯，为的是等到一个合适的价格再卖。殊不
知近年来我国进口花生类商品数量不断增长，
国内花生市场供需格局与市场价格波动规律早
已发生了质变。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由于花生种植收益较
高，我国花生种植面积和产量多年来一直呈稳
步上升趋势，花生种植成了主产区农民增收的
重要来源。然而，作为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品种，
花生价格的波动常常让产业链上下游时刻“揪
着一颗心”。2020 年，市场行情好，种植花生的
农民收入稳定又增长明显，但进入今年 4 月以
来，国内外花生价格呈不断下行趋势。在这种
情况下，如果市场提供不了管理价格波动风险
的工具与渠道，或者市场有工具与渠道而农民

和贸易商不敢用、不会用，那么市场风险就会放
大，不利于整个花生产业的长远发展。

另据记者了解，当前得益于花生播种、采摘
等机械化作业的推广，花生播种与收获的时间
大大缩短，十分有利于花生产业规模化发展，但
上了规模之后也会令经营者更加担心价格波动
带来的风险。因此，国内花生市场的避险需求
日趋强烈。此外，除了花生价格存在大波动周
期的风险以外，短期内甚至是日内的价格波动
风险也不小，如一些产区上午花生米收购价为
4.8元/斤，下午就降到了4.5元/斤也是常见的现
象。花生加工企业等产业企业对价格的波动更
为敏感，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国内花生产
业转型升级不断加快，加上国内外花生及油料
市场联动性不断增强，花生产业上中下游对花
生期货充满了期待。

正阳新地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与河南王大塘
粮油收储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正邦表示，从花生
产业化的角度来看，河南省花生产业链条尚不
够完整，市场缺少有效的金融管理工具，尤其是
花生种植端的风险防控措施还不是十分到位。
花生期货上市后，对未来产业的良好发展来说
是一个重大利好。

花生产业发展与产业链延展急需风险管理工具B

花生期货助推桐柏乡村建设是一个“好样板”

在调研中记者了解到，近 8 年来，郑商所多
管齐下帮助老区苏区桐柏县农民谋发展，除了
直接投入帮扶资金数千万元以外，还带动期货
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捐资帮助
桐柏县完善教育、交通、医疗卫生、村党建等各
方面基础设施，特别是进行金融帮扶助推企业
上市、引进花生“保险+期货”等惠农模式取得很
大成效。

花生“保险+期货”项目在桐柏县部分花生
主产区实施后，为当地农业合作社、农民及贸易
商带来了很多新启示，让他们的思维与生产经
营模式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中共桐柏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王磊认
为，立足资本市场尤其是期货市场开展乡村振
兴工作，大力推广“产业+金融”增强造血功能模
式，不但可以为乡村振兴插上金融的翅膀，而且
还可以打破固化的思维习惯，引进灵活多变的
适应时代变化的新思路，可以更好地实现服务
实体、服务“三农”的目标。

在桐柏县毛集镇的毛寨村，花生、尿素“保
险+期货”项目的成功运作取得了很好的综合社

会效果。据了解，在郑商所的大力支持与积极促
成下，国贸期货在毛集镇毛寨村、光武村及石河
村进行了 2000 亩花生、10000 亩用量尿素的“保
险+期货”项目操作，最终赔付农民总计81279.09
元，其中花生“保险+期货”项目62560.91元，尿素

“保险+期货”项目18718.18元。
毛集镇宣传干事况陈告诉期货日报记者，

毛集镇毛寨村、光武村及石河村是国家实施粮
油倍增计划中的“河南省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
地”，是万亩油料基地建设地。今年年初刚开始
向群众介绍“保险+期货”项目设计原理和预期
作用与效果时，大家对“保险+期货”项目表示

“不理解、不认可、不敢尝试”，认为保险金融都
是骗人的，担心这种资金分配不均，更容易导致
矛盾。面对困难和不理解，他们直接下到基层
村部，给农民讲政策，传授“保险+期货”的专业
知识，通俗地告诉他们这些项目就是一张保护
农产品收益的“彩票”。农民开始认识到“保险+
期货”是一件服务农民和产业的好事，变得愿意
去了解与尝试。最终当获得 8 万多元的理赔金
以后，村民们纷纷感谢期货行业的帮扶。今年5

月，国贸期货的一行工作人员回到毛寨村，查看
“保险+期货”项目的落实情况时，毛寨村党支部
书记郭长松带领村民激动地送上了锦旗。

郭长松认为，利用金融工具减少了农民对
价格波动的担忧，增强了农民扩大产量的信心，
使未来产业发展更有动力。大家对未来郑商所
及期货公司再次实施“保险+期货”项目充满了
期待和向往。

目前，在郑商所及相关机构各类扶持项目
的支持下，桐柏县花生产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农民种植花生的积极性和种植水平得到很大提
高，全县花生种植面积基本稳定在 34 万亩左
右，优质花生种植面积占比较大，平均亩产在
290 公斤左右。全县已组建花生农民专业合作
社 32家，每年仅花生收入在 5000元以上的农户
近 3 万户，同时还建成了河南三源粮油等大中
型油脂企业，以及各类小型花生加工企业 100
余家。更为重要的是相关期货机构与桐柏县签
订了多项期货服务乡村振兴项目、乡村振兴帮
扶项目，凝聚起了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
动力。

C

接受革命传统再教育为花生产区人民谋幸福

调研期间，调研团成员怀着崇敬的心情先
后来到桐柏革命纪念馆、确山竹沟革命纪念馆
参观并接受红色再教育。在革命纪念馆，大家
通过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
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保
存下来的有关资料、照片、实物等，真实地感受
到了革命烈士为人民谋幸福而抛头颅、洒热血
的丰功伟绩，加强了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充分认识到了弘扬培育民族精神，促进桐柏等
老区乡村振兴的重要性。通过红色教育，大家
也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和中华
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在“期货服务乡村振兴（桐柏）论坛”上，
参加调研的部分成员分别代表所在机构与桐
柏县对应的帮扶对象签订了相关协议，主要
有中粮期货、广发期货、英大期货帮扶项目，

方正中期期货、华金期货“保险+期货”项目，
以及光大期货、兴业期货、一德期货、国元期
货、国贸期货、宏源期货、五矿期货、中原期
货、海证期货、大陆期货支持桐柏县乡村振兴
工作所开展的产业帮扶、“保险+期货”、消费
帮扶等项目。

华泰期货总裁助理贾中萍告诉记者，期货
行业的使命与初心就是要服务好实体经济、服
务好“三农”建设、服务乡村振兴。在资源整合
方面，期货行业与机构可以帮助发掘地方优势
产业，整合地方特色优质资源，打造商业品
牌。在扶持产业方面，可以利用金融公司的优
势，把保险、期货等金融手段灵活地组合起来，
为乡村产业发展造血。据了解，在今年 2 月 1
日花生期货上市首日，华泰期货与太平洋产险
联合实施的全国首批花生“保险+期货”价格保

险在河南省六市顺利落地，以郑商所花生期货
PK2110上市首日的盘中价作为保险价格，共计
承保花生 1130 吨。其中为桐柏县吴城镇吴城
村村民王万成的 100 吨花生价格买入了平值增
强亚式看跌价差的保险，最终通过郑商所花生
期货实现风险对冲，切实保障了参保农户的花
生种植收入。

业内人士认为，花生期货提升了产业抗风
险能力，促进了产业平稳发展。“保险+期货”作
为一种新型金融支农模式，实现了农业保险与
期货、期权等金融工具的联动，可助力农民等解
决“丰产不丰收”、价格风险难以分散等农业生
产经营难题。“当花生市场价格波动成为当地产
业发展掣肘时，通过‘保险+期货’业务管理价格
风险能够成为助力桐柏花生产业发展的重要支
撑。”贾中萍说。

D

“2021 年郑商所会员高管花生市场调研”活
动选在我国花生产量第一大省——河南省。调研
团深入该省桐柏县毛集镇、正阳县、遂平县等花生
主产区实地调查，走访了河南三源粮油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桐柏艾草制品有限公司、正阳新地花生集
团有限公司、正阳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河南正康
粮油有限公司等企业，进一步增强郑商所会员高管
对花生产业的了解，提升对上市品种地区资源禀赋
和发展需求的认识，交流期货市场助力乡村振兴工
作经验，促进“保险+期货”等创新业务在花生产区
的推广，搭建产业与金融市场对接的桥梁。

调研过程中，调研团重点了解当地花生种植、
加工、流通与贸易、消费等环节，对当地花生产业
企业利用期货工具的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特别
是站在促进产融结合的角度，聚焦革命老区的长
远发展问题，宣传与推广了期货助力乡村振兴的
成熟经验与模式。

“毛集镇春花生种植面积稳定且保持增长态
势，今年的长势好于往年。”6月23日上午，顶着火
热的太阳，调研团成员认真地倾听毛集镇镇长孙
国新的讲解。站在山坡顶放眼望去，绿油油的春
花生铺满了大地，大部分春花生已进入开花与下
针期，长势喜人。

据孙国新介绍，桐柏县地处淮河之源，全县适
宜种植花生土壤面积达 60 多万亩，是河南省中、
小果花生主产区之一。作为桐柏县三大支柱产业
之一，花生产业是该县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经济
来源，优质花生产业的发展更是全县农业发展的
支柱产业。近年来，该县联合农业科研机构等，不
断加大优质花生品种的培育与推广力度，围绕增
产增收与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努力前行。

“毛集镇大部分地区是沙土地，适合种植花
生。重要的是种植花生的效益比较可观，正常每
亩收入能达到 2400 多元。”毛集镇毛寨村党支部
书记郭长松告诉期货日报记者，一亩地的种植成
本为500—600元，按照村民人均6亩地来算，人均
年收入过万元轻轻松松。

据记者了解，今年年初时，毛集镇花生米通货
的价格每斤涨到了5.2元左右，这让今年春季当地
农民种植春花生十分积极，初步估计全镇花生种
植面积在 12 万亩以上。在毛集镇的毛寨村、毛
冲、苏庄等地，记者看到，除了部分地块种植了红
薯、烟叶等农作物，大部分地块都种植了春花生。
当地部分农民表示，毛集镇多山岗坡地，花生、玉
米、绿豆、红薯、烟叶轮茬种植，这使每年的春花生
种植面积较为稳定，同时由于今年当地雨水较多，
春花生自种植以来生长较为顺利，预计单产较高。

记者在和正阳县花生协会、花生相关交易平
台及正阳新地花生集团相关负责人座谈时了解
到，与桐柏县等地春花生种植面积稳中有升相比，
今年河南省夏播花生面积不容乐观。除了河南省
桐柏县、信阳市部分地区和驻马店市部分地区夏
播农作物长势较好以外，很多地区农作物生长明
显缺水，一些地区的农民正冒着酷暑不停地浇地，
一方面是为了顺利种下夏播花生等农作物，另一
方面是为了保苗。

“进入麦收季节以来，国内花生果、花生米价
格不断下滑，其中河南产花生米通货价格从 5.2
元/斤跌到了4.4元/斤左右，再加上麦收后田地较
干，有效降雨少，玉米、大豆等农产品价格居高不
下，今年河南很多地区农民种植夏播花生的积极
性不高，导致部分地区夏播花生面积下降明显。
一些乡镇由于花生田改种玉米、大豆的现象较为
严重，估计会令当地夏播花生面积减少两成以
上。”正阳县部分花生业内人士表示。

综合记者所掌握的情况来看，今年河南省花
生种植总面积保持稳定，其中春花生面积稳中有
升，夏播花生面积预计略减，未来总产与质量如何
还要看后期产区的天气好坏。在天气正常的情况
下，预计河南省花生单产较好，但总产略降，主要
原因是部分主产区夏播花生面积减幅较大，单产
的提高不足以弥补面积的下滑。

河南省春花生长势良好
夏播花生面积预计略减A

近日，在郑商所的大力支持下，

期货日报组织了“2021年郑商所会

员高管花生市场调研”活动，并受邀

参加了“期货服务乡村振兴（桐柏）论

坛”，在论坛上部分调研团成员分别

代表所在机构与桐柏县帮扶对象签

订了帮扶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