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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丰收季，我国喜迎第四届农民丰收节。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

郑商所从农产品期货起家，始终秉持服务“三农”初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一直在为农民稳收增收做出不懈努力。作为近年来期货

市场服务“三农”的重要抓手，郑商所立足农产品期货品种优势，在相关品种主产区持续推进“保险+期货”试点工作。随着苹果、红枣等

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期货陆续上市，郑商所农产品期货品种体系日益健全，服务“三农”的领域不断拓展。

据期货日报记者了解，郑商所自2016年开展“保险+期货”试点工作以来，在棉花、白糖、苹果、红枣等农产品上支持开展“保险+期
货”试点106个。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和中国证监会工作部署，更好发挥“保险+期货”在服务乡村产业发展中的作用，郑

商所在认真总结前期试点建设经验基础上，精心组织筹备2021年试点工作。目前，试点建设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各试点项目陆续进入

启动实施阶段。2021年郑商所预计投入资金1.2亿元，在新疆、甘肃、广西等8个省（自治区）继续加大“保险+期货”试点支持力度。

■ 记者 吕双梅

为乡村振兴插上“金融翅膀”

发挥农产品期货功能 促进农民稳收增收

近年来，由于红枣价格波动幅度较大，
农户及产业企业面临较高的种植和经营风
险。红枣期货不仅能帮助产业主体规避风
险，还可以对枣农种植提供价格保险，稳定
枣农收益。

据记者了解，在上市首年，郑商所就将
红枣纳入了“保险+期货”试点品种，与国家
乡村振兴战略对接，在新疆开展了 5个红枣

“保险+期货”试点，总承保13800吨红枣，保
障金额约 1.5亿元，农民收入得到切实有效
保障。

今年 7 月 30 日，新疆兵团第一师阿拉
尔市 2021年度红枣“保险+期货”试点项目
正式通过批复立项，该项目实施区域为第
一师十三团，惠及农户约 1000户，试点面积
2.8万余亩。该项目由格林大华期货牵头，
并携手华泰期货、上海中期期货、中华联合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华财险）共
同申报，由郑商所及阿拉尔市等共同出资，
农户向中华财险购买红枣价格保险，以抵

御保险期内价格下跌风险；中华财险卖出
保险后，通过向格林大华期货子公司、华泰
期货子公司、上海中期期货子公司购买期
权的方式，规避理赔风险；阿拉尔市果业行
业联合协会负责为投保农户提供订单收购
工作，企业的收购库存和价格风险再通过
期货市场套期保值或期现贸易方式完成风
险闭环。

据格林大华期货项目负责人介绍，截至
目前，在阿拉尔市政府及郑商所的支持下，
格林大华期货累计开展包含立项的红枣“保
险+期货”和“农民合作社+场外期权”项目
共计 4单，总保费规模达到 1200余万元，惠
及枣农约 1500户，保障现货价值约 3亿元。

“保险+期货”项目从之前的分散试点，也扩
大到现在的县域覆盖。

随着红枣“保险+期货”项目的不断深入
推进，南疆产区政府及农户对“保险+期货”
的认识程度和参与意愿不断提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十三团投保

枣农孙有珺说，自 2016 年以来枣价越来越
低，从20元每公斤掉价到现在的约4元每公
斤。近些年，每年在红枣成熟与出售的时
候，他就发愁——不但不知道红枣要卖给
谁，而且还不知道以什么价格出售更合适。
今年参加了红枣“保险+期货”试点项目，拿
到了 6000元的赔付，不仅解了燃眉之急，更
是看到了种枣的希望。

阿拉尔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保
险+期货”为阿拉尔市红枣产业持续发展探
出了新路子，为各经营主体应对价格风险和
稳定生产经营提供了新模式，有效保障了新
疆枣农的收益，稳定了农民种植的积极性，
未来阿拉尔市将持续加大投保规模。

阿拉尔市果业行业联合协会会长何军
表示，红枣期货在红枣产业和资本市场间搭
建起了桥梁，吸引更多资本“活水”浇灌红枣
产业，促进专业人才、资金向红枣主产区流
动，提升贫困地区金融“造血”功能，提高资
本市场支农惠农能力，稳定枣农收入。

红枣期货提升支农惠农水平C

棉花期货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棉花种子生意的，
全疆各地都安排的有技术服务人员，通过汇
总公司技术人员反馈的情况，我们发现当前
新疆棉花整体长势较好，虽然今年的种植面
积有所下滑，但估计单产较高，总产估计会
与去年持平或略高。”新疆某企业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分地区来看，受前期部分地区
出现低温与降雨天气影响，个别地区棉花生
长发育期延长，会令棉花上市时间推迟，预
计推迟时间一周左右。

棉花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和纺织工业
原料，不仅承载着农民增收、地方发展的重
要使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也具有重要的地
位。2014年，国家开始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改
革，棉花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回归市场化，供
需关系、成本、政策等因素对价格波动的影
响进一步扩大，对棉农稳定收入、企业稳定
经营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期货市场凭借其
发现价格和套期保值的功能，成为棉花生产
主体的最佳“避风港”。

以主产区新疆为例，棉农作为籽棉生产
者，一方面可根据期货价格推算、调整籽棉
销售价，获取最大种植收益；另一方面，可在
适当价位建立期货空单，对冲籽棉销售价格

下跌的风险；轧花厂从棉农手中收购籽棉，
加工成皮棉进行销售，但销售价格受供需基
本面影响较大，存在销售价低于成本价的风
险，通常会根据自身利润预期，在期货市场
套期保值，实现稳定收入。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除了基本的套期保
值外，期货衍生的新型风险管理模式，可以
进一步加强棉花生产环节对冲价格风险的
能力，力保棉农、轧花厂“增收丰收”。

在种植环节，由于多数棉农缺乏通过市
场化手段管理风险的意识和习惯，也不具备
直接参与期货市场的知识和能力，因此常常
受到种植收益无法保障的困扰。自 2016年
起，郑商所开展棉花“保险+期货”试点项目，
探索建立棉农稳收增收长效机制，为棉农种
植收入提供有力保障。2016—2018年，在新
疆主产区以及湖南、山东、河北、安徽共开展
28 个棉花“保险+期货”试点项目，为约 4.1
万吨棉花种植保“价”护航，共支持资金超
2400万元，累计赔付约 2070万元，惠及农户
2.5万余户。2021年，郑商所将继续在新疆
麦盖提和图木舒克开展 2个棉花“保险+期
货”试点项目。

作为棉花行业首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和国内最大的棉花贸易经营企业
之一，中棉集团多年来在新疆实行“订单农
业+期货”模式，为棉农提供农资、农机、农业
技术以及天气预报等服务，并以保底收购和
分红、土地入股合作等形式，全产业链服务帮
助棉农抵御市场风险，确保棉农增收。在自
身经营和风险管理方面，建立了“集中风控、
平台购销”运营风控模式，利用期货、期权等
组合工具进行套期保值，通过中棉集团资源
购销平台开展基差贸易购销，充分利用期货
市场规避风险和价格发现的功能，带动新疆
棉农和轧花企业稳健经营。

据记者了解，仅 2021年上半年，中棉集
团与新疆棉农已签订 1137 户订单，订单面
积达到 133万亩，订单籽棉 39.52万吨，实现
农资推广 5851.99吨，直接服务农户 3000人
次，带动周边棉农2万余人。

经过 17 年的培育发展，棉花期货已经
成为产业链生产经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价
格风险管理工具。棉农、轧花厂等生产主体
利用期货套期保值和基差贸易销售，实现了
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风险管控，
保障了棉农种植收益，提高了企业运行效
率，有力地推动我国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D

“今年苹果质量不错，再有一个月就该收获了。”家住静宁
县深沟乡麦顶村麦顶社的果农杨文太告诉期货日报记者。谈
及对新果的心理预期价格，杨文太说，这两年苹果价格都不
高，不过他不再担心收入问题，因为有郑商所的苹果“保险+
期货”兜底。

据记者了解，2019年和 2020年苹果“保险+期货”项目为
杨文太家的果园免费投保，在苹果市场价格低迷的情况下，他
依然尝到了“甜头”。“前两年政府给我交保费，去年交了 4亩
多，赔付了 6000多块钱。现在苹果都有保险，国家政策这么
好，我对种植苹果很有信心。”杨文太笑盈盈地说。

今年，杨文太又给自己的8亩果园投了保，政府补贴保费
后果农每亩只需自缴45元。他告诉记者，树上的苹果都上交
了保险，果价跌了也不怕。

除了不用担心赔钱，果农还能找准时机卖出更好价钱。
杨文太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19年苹果在地头售价每斤 2元
多，存入冷库中错季售价在 3元以上，每斤相差 1元多。“错季
销售能提高收入，但存储风险大、成本高，如果未来售价不达
预期，损失可小不了。”

“因为参加试点，价格有了托底保障，我们就敢大胆地存
储，错季销售。”杨文太说，2019年每斤苹果多卖 1元多，扣除
存储成本，算下来相当于每斤苹果净利润增长了 20%以上。

“参加试点让我们吃下定心丸，敢存苹果了，收入就更多了。”
苹果“保险+期货”项目经过三年的实施，广大果农由以前的
政府要求买保险现在已经转变为积极主动买保险。

据了解，2020年郑商所立项支持苹果“保险+期货”试点
项目 13个，覆盖陕西、甘肃、河南省果农 1.63万户，户均获赔
6000余元，平均赔付率135.23%，赔付成效在各试点品种中最
为突出。其中，甘肃静宁苹果“保险+期货”县域全覆盖试点
项目赔付金额达 4074.35万元，平均赔付基准 849元/吨，相当
于为果农提供每斤 0.425元的价格补偿，成功入选 2020年国
务院扶贫办“企业精准扶贫专项案例50佳”。

“静宁试点项目2020年总投保吨数48000吨，较上年增加
4.3%。单位保费下降至470元/吨，较上年降低了4.2%，赔付效
果较上年提高了247%，数量增加但成本降低，赔付效果增强，确
保了投保农户得实惠、增收益。”银河期货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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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果农有了信心A

“商储无忧”项目保障农民春耕用肥

作为“粮食的粮食”，化肥在农作物生长
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关系着国家的粮
食安全。因此，国家高度重视化肥的储备工
作，自 2005年起开始推行商业储备制度，鼓
励企业在秋冬季储备化肥，保障春耕。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尿素现货市场价
格波动频繁，不同于以往淡季低价储备、旺
季高价销售的惯性认知，经常呈现淡季不
淡、旺季不旺的市场表现。承储期满出库
时，销售价格往往低于入库价格，叠加仓储
占用、资金占用等承储成本，承储企业亏损
较多，影响了承储企业的积极性，进而可能
会影响春耕期间的价格稳定及农民收入。

为鼓励承储企业积极参与国家化肥商
业储备项目，郑商所创新开展“商储无忧”试
点项目，通过减免承储企业参与尿素期货套
期保值过程中产生的交易、交割等部分费
用，降低企业风险管理成本，转移储备期间
的价格下跌风险，助力企业无忧承储。截至
今年 4月底，“商储无忧”项目已顺利结束，5
家试点企业在河南等四个粮食主产省份承
储的 10 万吨尿素已全部出库，有力地保障
了500万亩粮食春耕施肥需要。

此外，期货市场的交割体系可以有效保
障特殊时期交割区域的用肥供应。2021年

1月，国内春耕备肥时节，河北疫情加重，运
输受阻，河北复合肥工厂中仁化肥有限公司
面临原材料短缺的风险。尿素期货交割仓
库河北衡水棉麻库存放大量期货仓单，中农
集团通过与仓单所有者进行沟通，及时采购
到省内货源并供应至中仁复合肥厂，较好地
解决了供应短缺问题。得益于科学的尿素
期货交割布局，大量尿素提前运至粮食生产
区集散地，实现货源的提前整合，有效满足
农业主产区用肥需求，为稳
定粮食生产起到了积极作
用。

中原期货总经理助理陈
建威表示，河南作为全国重
要的氮肥生产省份，有一批
企业或直接、或间接参与“商
储无忧”项目，利用期货工具
锁定公允价值，有效对冲尿
素贬值风险。在今年上半年
全国集中用肥时期，有效释
放存储尿素，保障了数百万
亩春耕用肥供应，缓解了尿
素供应压力。

国家发改委经贸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商储无忧”项

目以市场化手段帮助承储企业利用期货工
具转移风险、稳定价格，从长远来看，有助于
降低农民的用肥成本、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
性、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业内人士对期货日报记者表示，“商储
无忧”试点项目让承储企业保供稳价更有底
气，同时，也保护了农户的收入和种粮积极
性，为保障粮食安全、服务乡村振兴贡献了
期货力量。

E

“我们这里种的是春花生，9月上旬都已经收完了。”河南
省桐柏县毛集镇毛寨村党支部书记郭长松告诉期货日报记
者，当地正常每亩花生产量是 350 公斤，今年产量会略有减
产，8 月底到 9 月初，当地连阴雨对花生品质会有 10%的影
响。现在花生收购价格和去年持平，但是农户还没开始大量
卖，未来的价格不好说。

“农民最担心的是价格问题。”郭长松说，花生“保险+期
货”给老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当地老百姓高兴得很。有了

“保险+期货”，农民收入就有了保障，心里也有了一杆秤，种
植积极性特别高，种植花生也更大胆。

记者了解到，近8年来，郑商所多管齐下帮助桐柏县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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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柏县委常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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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寨村，花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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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期货在毛寨村、光武村及石河村进行了 2000亩花
生的“保险+期货”项目操作，最终赔付农民62560.9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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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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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下旬河南遭遇特大水灾，中粮期
货为灾区花生种植户无偿提供 480亩的花生收入保险，帮助
其抵御产量损失和价格波动的双重风险，为保证油脂油料供
应安全和乡村振兴贡献了期货力量。

花生期货“给老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