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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期货：扶贫攻坚计日指期 响应号召精准发力

海通期货党委书记、总经理 吴红松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控股的期货公司， 深刻领会党和国家

脱贫攻坚战略的内涵， 助力推动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有机结合相互促进， 积极响应中国证监

会 《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

战略的意见》以及中期协《期货行业服务国家脱

贫攻坚战略行动倡议书》、《关于期货行业履行

脱贫攻坚社会责任的意见》的号召，切实将服务

实体经济发展这一根本宗旨与扶贫工作有效结

合，充分发挥行业特有的风险管理专长，坚持因

地制宜、分类施策。

海通期货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积极协同多

方资源与力量， 以扶助农业产业为驱动，自

2016

年底启动《海通期货产业扶贫项目》以来，

不断加大金融扶贫力度。 在中期协和相关地区

监管部门的指导支持下，在上期所、大商所、郑

商所的大力支持下， 公司在贫困地区开展金融

扶贫投入超过

800

万元。公司与陕西延长县、黑

龙江桦川县、云南金平县签订结对帮扶协议，在

海南乐东黎族自治县派遣驻村干部帮扶， 深度

挖掘公司各方面资源，因地制宜，着力推动精准

对接，提高扶贫措施针对性和有效性。公司为

8

个国家级贫困县提供了定制化的场外期权风险

管理服务，覆盖橡胶、白糖、鸡蛋、玉米、大豆等

农作物， 有效帮助当地农户规避农产品下跌的

市场风险，项目名义本金已超

2

亿元，受到了当

地政府、农户和相关单位的一致好评。

统一思想 强化扶贫责任意识

精准脱贫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

赢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公司党委作为基层党组

织， 为充分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及证监会有关要

求，在上级党委的指导下，高度重视扶贫工作，积

极组织中心组学习，认真领悟十九大报告和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积极落实上

级党委和行业监管部门、 协会的各类文件精神，

深入研究，抓住重点。 公司成立了精准扶贫工作

小组，公司党委班子成员负责领导统筹，研究审

议年度扶贫规划，各相关部门负责人担任小组成

员， 按照职责分工负责落实扶贫各项具体工作，

充分发挥联动机制，确保思想统一及时、精神传

达到位、工作落实到位。 同时，公司党委多次召开

专题党委会， 研究公司年度脱贫攻坚工作方案、

重点扶贫工作措施等，明确目标、清晰思路、细化

举措，充分做好谋划，有序开展脱贫攻坚工作。

公司积极组织参加集团、各地监管部门、行

业协会所组织的各类扶贫工作交流活动， 在集

团内部主动学习探讨金融扶贫协同协作的方向

方法，在行业交流中积极分享经验成果、认真学

习行业内优秀做法，不断加强扶贫责任意识，完

善扶贫工作方法，加强方案审慎监督落实，提高

扶贫资金效率， 真正将贫困地区群众的脱贫质

量放在第一位。

紧跟政策 加大精准扶贫力度

脱贫攻坚战，指哪打哪。

2015

年，大商所在

场外期权试点的基础上首创 “保险

+

期货”模

式， 引起广泛关注；

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

提出“稳步扩大‘保险

+

期货’试点”；

2017

年中

央一号文件指出“深入推进农产品期货、期权市

场建设，积极引导涉农企业利用期货、期权管理

市场风险，稳步扩大‘保险

+

期货’试点”；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 深入推进农产品期货期

权市场建设，稳步扩大“保险

+

期货”试点，探索

“订单农业

+

保险

+

期货（权）”试点。

海通期货始终紧跟国家政策方针，

2015

年，

公司积极整合内部资源， 梳理期权部和场外市场

部相关人员与制度， 为开展场外期权相关项目做

好充足准备；

2016

年，公司在年底启动了“海通期

货产业扶贫项目”，充分利用分公司、子公司及各

地营业部在全国贫困地区深入开展调研，在全国

832

个贫困县中选取

4

个代表性贫困县结成合作

对象，开展场外期权精准扶贫项目，利用公司自

有资金为当地企业和用户提供了

30.27

万元产业

保险费用， 规避了

868

万元名义本金风险，在

2017

年项目到期后公司对当地合作社和农户给

予了

19.11

万元的补偿， 切实打牢了场外衍生品

交易基础， 积累了金融扶贫项目丰富经验；

2017

年，在三大商品交易所的大力支持下，海通期货申

报获批并完成

3

个“保险

+

期货”试点项目，涉及大

豆、白糖、橡胶农作物品种，保障种植面积

10.27

万亩，名义本金约为

11837

万元，涉及建档农户

553

人，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帮助服务主体

有效规避了相关价格风险， 对带动同类地区运

用期货期权市场管理风险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

用，对后续稳步扩大“保险

+

期货”模式起到了推

进作用，例如在海南琼中县持续开展的橡胶“保

险

+

期货”项目中，公司通过“场外期权”精准扶

贫初步实践的基础上， 进一步调研当地橡胶合

作社与胶农的实际避险需求，项目通过引入“二

次结算”、“就高不就低”的创新型亚式期权设计，

有效提高了赔付概率和赔付力度，最终实现赔付

超过

62

万元， 充分利用市场化手段为胶农提供

价格下跌保护；

2018

年，公司继续在交易所的支

持下，积极探索“订单农业

+

保险

+

期货”试点项

目，在已开展过“保险

+

期货”项目的黑龙江桦川

县进一步实施大豆收入险试点项目， 在基差收

购协议中创新引入类期权收购条款， 如市场价

格高于最终基差收购价，参与农户可选择放弃出

售，并通过对试点项目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

场风险的全面评估保障，进一步保障了项目参与

农户的利益，同时，公司继续积极整合多方资源，

深入推进多个“保险

+

期货”项目工作，加大金融

扶贫力度。

海通期货通过金融扶贫工作的开展， 在试

点、 总结和推广中不断加大精准扶贫工作的力

度， 有效提高了贫困地区企业和农户对抗农产

品价格风险的能力， 为期货行业履行脱贫攻坚

社会责任贡献了智慧与力量。

扶智扶志结合

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双重贫困是脱贫攻坚战的重中之重， 坚中

之坚。 海通期货在扶贫工作中坚持以习总书记

“要加大深度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培育力度”讲

话精神为方向， 注重通过前期沟通交流引进金

融脱贫理念、中期开展培训普及金融脱贫原理、

后期强化项目效果扩大影响，从而“以点带面”

在当地政府、企业、农户中不断加强金融知识宣

教， 增强摆脱贫困的信心， 引导贫困群众克服

“等靠要”思想，将扶贫同扶智扶志紧密结合，为

贫困群众在根本上谋一条拔穷根的途径， 不断

增强脱贫地区“造血”功能。

在具体项目开展之初，与当地政府、农户的

沟通必不可少，公司领导、相关项目负责人经常

通过飞机转大巴、大巴转牛车前往贫困地区与当

地金融干部和农户代表当面沟通，动之以诚、晓以

利弊，以丰富的项目经验和先进期货服务理念发

动当地政府和农户进行合作。 为配合项目开展，

公司积极开展金融知识培训讲座，针对当地扶贫

干部、金融监管干部、企业负责人等就期货衍生品

工具如何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进行宣教，针对

当地农户就期货与现货、风险对冲与保险理赔等

基础知识进行普及。在项目结束后，公司积极组织

相关项目的理赔仪式，扩大项目影响力，推广期货

特色扶贫成功案例，吸引更多的贫困地区和贫困

人口参与其中，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活

力，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响应号召 扩大扶贫工作成效

脱贫攻坚战，临水防淹，临木防火。 实事求

是，因地制宜，是海通期货扶贫工作的重要方向。

在专业项目实施方面，公司充分运用产业

调研的成熟经验，深入贫困地区农作物种植区

域，公司领导亲自调研当地产量、运输、贫困户

实际情况等，联合保险公司、当地政府多次开

展调研合作讨论会， 或达成长期合作意向，或

设计及时有效方案，根据帮扶地实际情况适时

开展期货专业帮扶、产业帮扶、人才帮扶等。 如

2018

年正在开展的云南金平县橡胶“保险

+

期货”

项目中，在前期调研中发现，橡胶产业是金平县

农民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增收的主导产业

之一，持续稳定的橡胶收购价格将对金平县建档

立卡贫困户增收脱贫和防止已经脱贫或非贫人

口返贫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项目组沟通了解了当

地胶农的预期保障价格水平，充分考虑未来行情

演变情况，采用了“行权价格就高不就低”美亚式

期权风险管理方案，选取较高行权价以提高赔付

率，为农户提供更有效的风险保护。 通过市场方

式对冲价格下跌的风险，提高当地胶农的收入水

平与割胶率，对于当地整个橡胶产业的稳定发展

以及胶农的脱贫工作而言也将会是一个长期有

利的推动，对我国工业生产、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等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在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 公司成功推荐陕西

省千阳县和陕西省淳化县的两家企业取得苹果期

货交割业务资格。 千阳县和淳化县是国家级贫困

县，也是农业部认定的苹果重点生产县。农产品实

体企业成为商品交易所的交割仓库， 有助于构建

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也有助于稳定果蔬价格，

增加农业订单和农业设施，促使农民增收。公司作

为各大商品期货交易所会员， 积极开展商品交割

库设立的推荐工作， 充分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专

业能力，有效服务三农，助力脱贫攻坚工作。同时，

在中期协牵头的“长期携手、一司一村”活动中，公

司积极响应一号文“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健康养殖”

精神， 根据结对帮扶县陕西延长县的袁家村和黄

古塬村的养殖产业实际情况，投入

90

万扶贫资金

用于当地黑猪舍饲养殖项目和果园林下养鸡项

目，通过修建粪污发酵池、雨水分流地、浸塑围网

等保障生态畜牧发展，实现产业扶贫到村到户，促

进贫困户稳定增收，保障两村

44

户

112

人实现脱

贫目标。

在宣传扶贫工作强化责任意识方面， 公司一

方面积极通过贫困地区当地媒体、 主流媒体等渠

道介绍扶贫工作经验， 大力推广金融扶贫创新模

式，如

2017

年在黑龙江桦川县开展的大豆“保险

+

期货” 项目最终为当地

430

余名农户理赔

251

万

元。 该案例被桦川县当地政府网、 中国农业新闻

网、中证网等广泛宣传，起到了良好的社会传播效

应，引导激励社会力量更加关注、支持和参与脱贫

攻坚。 另一方面，公司通过在内部刊物登载工作动

态、结合员工需求购买发放当地农产品等方式，积

极营造良好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氛围， 将回报社

会、爱心奉献融入公司企业文化之中。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农”

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

不能淡漠农村。 今年是海通证券成立

30

周年，作

为集团旗下在期货行业的重要核心金融企业，海

通期货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行稳致远，坚持以

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 坚持服务三农助力

精准扶贫， 一如既往地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中国期

货业协会的要求，不断丰富扶贫工作内容，助力发

展农产品期权期货市场，强化责任感、使命感和紧

迫感， 为服务国家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战略做出

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