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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保险+期货”起源、发展



起源

传统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为农作物的生产过程提供保障，但随着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形成，以价格为代

表的市场风险逐渐取代自然风险，成为影响农户收入的主要因素。农产品价格的不确定性使得农民

还要面临着市场风险，丰产却并不一定“丰收”。

丰产 = 丰收 ？



起源

团结、敬业、求实、创新
Solidarity, Professionalism, Factualism,Innovation

全国统一客户热线：400-8888-218
www.guoyuanqh.com

1999—2002年间，美国大豆的平均种植成本为608美分/蒲式耳，而这段时间CBOT美豆期货的平均价格为487美分/蒲

式耳，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三年间美国种大豆的农民平均要亏损121美分/蒲式耳；即使按照1999—2002年间美国大豆

期货的最高价602美分/蒲式耳来算，美国农民依然是亏损的。可是在此期间，美国大豆的种植面积没有减少，反而从

1999年的2851万英亩增加到2000年的2953万英亩，平均每年增加1.2%。

“谷贱伤农”的现象并未在美国发生，而这与美国农作物保险制度息息相关。



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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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由于价格风险具有系统性，单靠保险手段很难对系统性的价格风险进行分散，农业风险保障保险能同时对

价格风险和产量风险提供风险保障的优点受到美国农民的欢迎，已成为美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占比最大的

险种。

Ø 国内方面，我们长期以来依靠粮食收储政策、农业补贴政策来调控粮食价格，保障农民利益。但近年来这

种区域性拖市政策致使粮食价格扭曲，国内粮食库存面临巨大压力，加剧了产业的不均衡，国家已开始着

手完善农产品价格与市场调控机制。        



临储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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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2004年为了避免粮价的大幅波动，国家开始以最低收购价粮食；

Ø 2008年以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动农产品价格下跌，保护农民受益，国家陆续对玉米、大豆、油菜籽和棉花等农产品

实施临时收储政策。

        



收储政策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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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阳镇

最初几年收储政策对于稳定农民收益和粮食产量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这种常态化的政策弊端也逐渐凸显。

　　
财政压力
农民种植的粮食很多流入国储仓

库，财政补贴压力增加；每年还

要付出巨额的库存成本。

供求脱节
固定价格，价格波动幅度受到限

制，与供求关系脱节；

内外价格倒挂
国内外市场价格出现倒挂，下游

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只能大量进

口更低价格的外国农产品，国内

外供需失衡，去产能任务加剧。



农业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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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阳镇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开始农业供给侧改革。推行市场化收购与目标价补贴新机制，直接补给生产者。收购价格由市

场决定，各类市场主体自主进入到市场收购，综合合理收益、产业链等因素建立补贴机制。

• 取消菜籽收储

• 取消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玉米的临时收储

• 取消棉花与大豆临时收储制度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试点价格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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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阳镇
Ø 2011年，上海市农委和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在全国率先推出了蔬菜价格保险，将农业保险的承保范围从生产风险扩展到

市场风险

Ø 2012年，北京市农委和安华农业保险公司推出了生猪价格保险试点；人保财险在江苏省张家港市也推出了夏季淡绿叶

菜价格保险。

Ø 2013年5月，我国首款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在北京诞生。

Ø 2013年8月，中航安盟保险研发出育肥猪价格指数保险首先在彭州落地。

Ø 2013年10月，成都市政策性蔬菜价格指数保险问世。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到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并鼓励保险机构开展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同年八月国务院发布的

“新国十条”明确提出了农业保险创新的方向：开展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试点。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 也提到积极开

展农产品价格保险试点。

这种模式存在的问题？



“保险+期货”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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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期货市场一直在积极寻求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三农”的路径。2015年，大连商品交易所在中国证监会、

中国保监会的大力支持下，组织协调相关保险公司、期货公司、涉农机构，首次试点“保险+期货”模式。我们所讲

的“保险+期货”实际属于指数保险中的农产品价格保险，是对农业生产者因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导致农产品价格低于

目标价格造成的损失给予经济补偿的一直制度安排。

Ø 新湖瑞丰玉米场外期权试点，合作保险公司为人保财险，挂钩大商所玉米期货价格，合作社获赔24.14万元。

Ø 新湖瑞丰鸡蛋价格险试点，合作保险公司为安信农险，挂钩上海蛋品协会现货价格，未发生赔付。

Ø 美尔雅鸡蛋目标价格保值试点，挂钩大商所鸡蛋期货价格，养殖户获赔216元/吨。

这是首次期货公司与保险公司合作，将期货价格应用到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中，通过期货市场价格发现的功能解决

了公允价格确定的问题，通过期货市场风险规避功能解决了保险公司风险对冲的问题。



政策推动

2017年

2015年

2016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提出：“支持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利用期货、期权等衍生工具进行风险管理；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开发
适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的多档次、高保障保险产品，探索开展产值保险、
目标价格保险等试点。”

2018年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16年度金融支农服务创新试点的通知》提出
“重点探索运用保险以及保险与其他金融工具融合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发
展的有效模式…探索‘保险+期货/期权’金融保险融合创新”。

中央一号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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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探索建立农业补贴、涉农信贷、农产品
期货和农业保险联动机制”、“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
“改革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

团结、敬业、求实、创新
Solidarity, Professionalism, Factualism,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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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中央一号文件：推进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收
入保险试点，扩大“保险+期货”试点，支持重点领域特
色农产品期货期权品种上市。



“保险+期货”试点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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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5 2016 2017 2018

探索模式
试点“保险+期货”模式

稳步扩大
试点价格险

品种、数量增加

交易所资金支持

稳步扩大
试点价格险、收入险；

倡导“订单+保险+期货”

模式、品种、数量、资金支

持力度增加

稳步扩大
试点价格险、收入险；

倡导“订单+保险+期货”

倡导“保险+期货+基差收购”

模式、品种、数量、资金支

持力度增加

扩大
试点价格险、收入险；

倡导“订单+保险+期货”

倡导“保险+期货+基差收购”

倡导县域全覆盖

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2016年开始，在中国证监会的指导之下，大连商品交易所组

织期货公司开始大规模的进行“保险+期货”试点。



“保险+期货”的特殊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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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阳镇

       2018年《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以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明确指出“支

持贫困地区探索发展价格保险、产值保险、‘保险+期货’等新型险种”，“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发展农产品期权

期货市场，扩大‘保险+期货’试点，探索‘订单农业+保险+期货（权）’试点，提高农业风险保障能力”。

       自2016年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提及“保险+期货”以来，随着保险以及期货行业不断探索和努力，“保险+期货”

模式覆盖面积不断扩大，内涵也不断地丰富和拓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支持。通过实践，“保险+期货”模式已经

成为我国金融市场支持“三农”发展和服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模式。

01

可复制性
可持续性

02

保障价格
保障收入

03

解决销售
难的问题

05

资金效率高
减轻财政负担

04

因地制宜
灵活性高



02 
“保险+期货”模式、原理



“保险+期货”模式

“保险+期货”实际上是场外期权的一种应用模式



期货市场功能得到体现

规避风险

19世纪30年代末起源于美国芝加哥，是美国最大的谷物
集散地。

农产品供大于求，导致价格大幅度下跌；供给短缺，农产
品价格又会大幅上涨。

1848年，包括农场主、贸易商和加工商在内的82位商人
自动发起设立了芝加哥谷物交易所，即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CBOT)的前身。

价格发现

期货市场是一个有组织的规范化的市场，期货交易所聚集
了众多的买方和卖方

某种商品的供求关系及其变动趋势的信息集中到交易场内，
从而使期货市场成为一个公开的自由竞争的市场。

通过期货交易就能把众多的影响某种商品价格的供求因素
集中反映到期货市场内，所形成的期货价格能够比较准确
地反映真实的供求状况及价格变动趋势。



交易便捷、资金效率高



如何对冲价格风险？

套期保值：

是指在买进(或卖出) 现货的同时，在期货交易所卖出(或买进) 同等数量的期货交易合约，通过在期货期货市场的

盈（亏）与现货的亏（盈）对冲，起到锁定价格、规避风险的作用。期货套期保值可以分为多头套期保值和空头

套期保值。

01

方向相反

02

种类相似

03

数量相当

04

合约相近

问题：

套期保值是否存在风险？

通过期货市场能否实现完全套期保值？



现货、期货与期权的关系

期货合约中最重要的一条？



现货、期货与期权的关系

即买方有权在将来某一时间以特定价格，买入或者卖出一定数

量的标的资产，卖方承担卖出或者买入标的资产的义务。承担

相应的义务。

期权：是关于标准化期货合约的权利和义务；

            是有“期限” 的“权利”。



生活中的期权

车 险

• 保险对象：汽车
• 赔付金额：保险公司定损
• 保险期限：1年
• 行权条件：发生交通事故
• 保险买方：投保人，权利方，可以选择是否行使权利
• 保险卖方：保险公司，义务方，履行赔付义务
• 保费

期 权

• 标的资产：苹果
• 赔付金额：根据结算价计算
• 期限：1个月
• 行权条件：低于或者高于约定价格
• 期权买方：苹果企业，权利方，可以选择是否行使权利
• 期权卖方：国元投资，义务方，履行赔付义务
• 权利金



期货保值与期权保值比较

区别 期货 期权
保值价格 按照期货市场价格进行套保 灵活，可以选择实值、平值、虚值

到期时间 期货合约规定的最后交易日 灵活，根据需求确定到期时间

资金占用 保证金、风险准备金 期权买方只缴纳权利金

风        险 浮亏、追加保证金、影响现金流 损失权利金

风险对冲 需要专业知识、自己操作 专业机构进行操作

策        略 买入、卖出期货合约 可构建跨式、价差等期权策略组合

效        果 期货盈（亏）与现货亏（盈）抵消 规避价格风险同时保留现货获利空间



03 
“保险+期货”案例



“保险+期货”案例



“保险+期货”案例



“保险+期货”案例

产业背景

02

01

03

苹果丰收，质量下降

陕西省支柱产业
果农收入降低



“保险+期货”案例

AP2001合约走势



通过“保险+期货”解决价格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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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阳镇
• 1000吨
• 43.96万元
• 105万元
• 238.85%

• 8600元/吨 • 7550元/吨 • 分散、转移价
格风险。

通过实践证明“保险+期货”模式能够解决果农面临的价格风险；

单纯的“保险+期货”模式无法解决果农销售困难的问题。



“保险+期货”案例



“保险+期货”案例

产业背景

02

01

03

2018年清明假期，在陕西等苹果主地发生了十年一遇
“倒春寒”，温度低至零下2℃，对处于盛花期的苹果
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减产预期严重；

中国减产

同期，欧洲苹果也遭遇了霜冻，

波兰、意大利、捷克、法国等欧

洲国家的苹果都或多或少的减产；

欧洲减产

2017年全球苹果的总产量能达到7600多吨，其中

中国苹果产量为4380万吨，占全球苹果总产量的

50%以上。

产量数据



“保险+期货”案例

苹果期货1810合约价格走势



“保险+期货”案例

白水县盛隆果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集苹果产、储、销、电子商务为一体
的省级龙头企业，总资产1.2亿；

旗下有盛隆阳光苹果专业合作社。通过盛隆阳光在乡镇建设了25个农村电子商务精
准扶贫站、300亩苹果科技产业扶贫园区；

郑州商品交易所制定苹果交割仓库。

苹果减产，价格上涨，收购过程竞争加剧；

预期苹果收购价格大幅上涨，收购成本增加。

企业背景、风险点

背景

背景

背景

风险

风险



“保险+期货”案例

项目模式：“订单+保险+期货”



“保险+期货”案例

项目模式

期权策略

经与合作社、社员及贫困户代表协商决定采用

亚式期权，采价周期为2018年11月12日至12月

11日；结算价格为2018年11月12日至12月11

日期间AP1901合约所有交易日收盘价的算数平

均值。

对冲标的选择

我国苹果价格波动具有果品特有的季节性特点。

一般来说，9月—11月为采收季，大量新果季苹

果流入现货市场，市场供应增加，苹果价格面临

下行压力。最终确定试点项目于9月-12月期间开

展，项目周期3个月，选择AP1901合约作为对冲

标的。



“保险+期货”案例

项 目 概 况

承保价格 11800元/吨

数    量 3000吨

时间期限 2018年9月11日-2018年12月11日

期权类型 看跌期权、亚式、平值

对冲标的 AP1901合约

保    费 490元/吨，合计147万元

结算价格 2018年11月12日至12月11日期间AP1901合约所有交易日收盘价的算数平均值，
11548.82元/吨

赔付金额 75.35万元

订    单 80# 5.1元/斤，10200元/吨         75#-80# 4.4元/斤，8800元/吨

价格险赔付75.3545万元，即251.18元/吨；订单价格较2017年高出1000元/吨，两项合计社员、贫困户受益1251.18元/吨。



“保险+期货”案例



“保险+期货”案例

苹果期货1901合约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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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阳镇

案例



“订单+保险+期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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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阳镇

精准扶贫创新：扶贫工作与苹果产业相结合，是以白水县苹果产业健康发展带动当地“扶贫”工作，是造血

                          式扶贫，助力当地的“脱贫攻坚”工作。体现了习总书记要求的“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

                          宜；要精准扶贫”的原则。

可持续性发展：模式可复制；

                       “订单农业”可持续；

                       “保险+期货”可持续。

产业健康发展：通过订单保障果农收益；

                          通过订单增强企业竞争力；

                          通过订单促进农业标准化。

促进经济发展：产业健康发展，有利于政府稳定就业；

                          就业稳定，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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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及思考

发展瓶颈

从“保险+期货”试点实践来看，在为涉农主体有效管理价格风险、稳定农业生产和促进农民增收，创新国家农产品价格补

贴方式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但保费资金来源是制约试点规模扩大的主要瓶颈。建议中央财政将“保险+期货”试点项目

纳入补贴项目，并直接明确补贴比例，形成由政府财政资金补贴大部分保费的长效稳定政策。

01

期货交易所

02

期货公司

04

农户自缴

03

地方财政



总结及思考

认识误区

价格保险、收入保险一定会产生赔付；

现货价格、期货价格的区别；

培训、宣传

培训、宣传还需要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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