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次点价” + “复制期权”

期货场外创新：帮农民卖个好价钱

本报记者 王朱莹

近期，辽宁锦州义县的种粮大户们迎来了一群老朋友———上海新湖瑞丰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新湖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辽锦生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当地涉农中小贸易商）及大商所的工作人员。 义县是东北玉米主产地之一，每

年临近9月玉米收割，种粮大户们总会被“卖粮难、卖价低”的问题深深困扰，而这群老朋友的到来，让他们心中的大石落了地。

“他们来了，我们粮食就不愁卖了，也不用愁卖不到好价钱了。 玉米收割后马上就能卖，而且以后玉米价格涨了，我们还能拿到补贴嘞！ ”当地种粮大户吴国盛（化名）欣喜地说道。

义县种粮大户卖粮难问题之所以得到解决，得益于新湖瑞丰在借鉴以往服务三农的“订单农业”模式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创新的“保底价订单”模式。

所谓“保底价订单”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在贸易商帮助下收购农户粮食，同时与农户签订一份具有期权性质的订单，由农户向子公司支付一定费用作为权利金，子公司则保证先按双方约定的保底价收

购粮食，未来当粮食价格走高，其将补齐差价，让农民分享到粮食价格上涨的红利；如果价格下跌，则依然按照保底价收购。

“新湖瑞丰的收购模式得到了农村合作社和农户的认可。 一方面，农户认为售粮时的价格与国储收购价相比非常实惠，折算也公平合理，卖粮也有了着落，同时还增加了国储之外的售粮渠道。 另一方面，新湖瑞丰根据合同约定，

对农户进行了二次补偿，增加了农户的收益。 ”辽锦生化总经理谢志国表示。

二次点价：给农民分红

2013年7月以来，国内玉米市场供应过剩，消费增长持续放缓，同时国外低价进口玉米不断冲击国内市场，使得国内玉米价格直线下挫。 但由于国家实行了临时收储政策，对玉米进行托价收购，因此尽管玉米价格下跌，义县的玉

米种植面积却在逐年增加。

“尽管国家实行玉米临时收储政策，但因为临储政策的指导价格及具体细节往往要到10-12月等月份，而很多地区在9月末就已经进入收割了。 由于农民没有存储能力，粮食收割后不立即卖掉的话，很容易变坏，所以很大一部分

农民或者合作社都会在收割后尽快售出。 而这个时候临储指导价格还没出来，农民往往会卖在低价。 ”谢志国指出。

在此背景下,大商所组织了新湖瑞丰、辽锦生化、义县种粮大户以及义县华茂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尝试运用“二次点价+复制期权”的机制，摸索出了促进农民增收的订单新模式。

“我们在去年11月中旬分别与当地种粮大户、合作社签订‘保底价玉米收购合同’，一次性支付保底价收购的玉米货款，并承诺针对两批各500吨的收购玉米，分别通过价格补贴、‘二次点价’的方式在12月中旬之前对卖粮农户的

利益进行保障。 ”新湖瑞丰董事长李北新表示。

所谓二次点价，就是农民在玉米上市初期，将粮食销售给新湖瑞丰，后者先按保底价核算的货款支付给农民。 同时在未来一段时期，如果粮食价格出现上涨，农民有权力在某一天要求二次点价，新湖瑞丰将此阶段粮食价格上涨

的一部分市场收益再返给农民，如果粮食价格下跌，则农民仍然享有保底价。 农民两次结算，两次受益。

2013年，新湖瑞丰总计收购玉米1000吨，其中500吨采取一次性保底价收购，其余500吨采取与义县华茂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约定二次点价收购模式。 至12月15日（新湖瑞丰与合作社的点价协议截止日）点价时间结束时，当周玉

米价格下跌，合作社未进行二次点价，新湖瑞丰按照收购日至最后点价日期间锦州港日成交价均价计算出最终结算价格，该价格较收购入库日价格上涨15元/吨，新湖瑞丰按价差向合作社发放了7500元的二次点价补偿款。

“通过上述收购办法，农民既在粮食上市初期得到了保底价，也能享受后市粮价上涨带来的更多收益。在上市初期，农民将粮食存放于辽锦生化的仓库，节省了仓储费用，减少粮食损耗。二次点价令农民能够安心售粮，减少惜售，

稳定市场价格，缓解上市初期农民资金紧张，为增收提供了保障。 ” 大商所项目相关人士表示。

尽管对于“二次点价”，有的农户还不是十分明白，但还是能从直接的比价中体会出来实惠。 “没听人家说要涨价了还给补贴嘛。 怎么也比小烘干塔价好啊，比街里那几个塔能贵1分嘞。 ”一位种植大户表示。

复制期权：期货子公司的风险“腾挪术”

“二次点价”模式虽然简单明了、深受农户欢迎，但伴之而来的粮食价格涨跌风险则转嫁到新湖瑞丰身上，由于点价机制的存在，单纯利用期货市场已经很难对冲子公司的风险，需要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复杂的保值策略才能够规

避。

“由于我国期货市场尚未推出期权交易，子公司只能采取‘卖出期货+复制看涨期权’方式对冲风险，在实际操作中的复制成本虽然高了一些，但毕竟是现有条件下的较优之选。 ”李北新表示。

对于一次性点价收购的500吨玉米，新湖瑞丰采用在大连市场直接卖出期货套期保值。 套保后可选择在现货市场价格较好的时候卖出现货，平掉期货头寸；也可在行情不利情况下进行交割以获取相应基差利润。

对于二次点价收购的500吨玉米，由于农民拥有二次点价权，卖出套保仅能规避价格下跌风险，若价格上涨则会带来采购成本提高的风险，新湖瑞丰因此选择“卖出期货+买入看涨期权”的组合来规避玉米价格双向波动的风险。

在支付首付款之后，新湖瑞丰卖出玉米1409合约，同时买入1409看涨期权（由于目前国内还没有玉米期权，新湖瑞丰与一家外资大宗商品投资对冲基金Vermillion Asset Management合作，进行用期货复制期权的期权交易）。

在二次点价的过程中，玉米价格持续上涨时，期货套保对应的空头部位将出现亏损，而现货超额盈利部分需要完全支付给农户。 因此，为规避这部分风险，新湖瑞丰在国内没有上市玉米期权情况下，通过计算各种风险值及其变

化，不断买入玉米期货合约并不断平仓的方式复制看涨期权。 即在玉米价格不断上涨的过程中逐渐买入相应的期货合约，并在下跌的过程中通过风险值的变化而平仓相应数量的多头头寸。 这导致新湖瑞丰买入成本不断升高，但该

成本相当于买入看涨期权时支付的期权费，希望籍此达到规避价格大幅上涨风险的效果。

“最终复制期权成本为3490元，付给Vermillion Asset Management公司咨询费为17655元，这就相当于买入看涨期权的期权费。复制期权操作至2013年12月15日结束，由于农民的二次点价时间到期，新湖瑞丰不再承担价格上涨的

风险，因此，用于复制期权的头寸全部平仓。 ”李北新说。

大商所产业拓展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公司复制期权操作的结果付出了一定成本，但这是必要的，因为进行复制期权的初衷主要是为了防范价格单边上涨，即防范合作社和大户在高位二次点价的风险。

义县模式：呼唤期权 反哺三农

新湖瑞丰“保底价订单”收储模式，拓宽了以往农户主要依靠国储收购的单一渠道，帮助农户解决了“卖粮难、卖价低”的难题，也解决了订单农业中普遍存在的违约问题。

此外，大商所和新湖瑞丰大胆设计出独具特色的“二次点价+复制看涨期权”操作模式，为子公司服务“三农”探索了一条新路子。 “实际上，子公司在这笔交易中已经综合运用了基差、点价、远期、期货和期权等交易方式，特别是子

公司提供的‘二次点价’交易，充分体现了其定价服务的能力，而其‘用期货复制期权’操作，则充分体现出了子公司的金融创新能力和潜力。 ”宝城期货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程小勇指出。

业内人士指出，大商所组织新湖瑞丰推出的义县模式，通过创新子公司服务模式，探索带动农民增收新路径，服务三农新路径。 但在试点过程中，也显示出场内期权缺位而场外期权局限性所形成的制约、龙头企业市场参与有限

及风险管理子公司衍生产品开发设计作用需进一步拓展等问题。

首先，在场外期权模式实现中，龙头企业作用发挥仍有空间。 按照预定的设计模式，在整个期现货运转环节中，农合组织、现货子公司及龙头企业均有参与，分工不同，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循环。 由龙头企业与农合组织或者农户

签订场外期权合同，由现货子公司负责期货期权操作回避风险。 虽然收储企业辽锦生化参与了收储和采购环节，但是最终的循环链条仅到现货子公司即完结，现货企业在产业链循环中作用还可进一步发挥。

其次，风险管理子公司在创新复制期权的顶层设计中应有更大作为。 新湖瑞丰的复制期权操作环节完全由外方来进行设计，并向其支付较高的咨询费用，这实际相当于子公司从外方购买了一个期权操作方案，支付了相应的期

权费，风险管理子公司在这方面作用发挥有限。 实际上，风险管理子公司在这方面应有更大作为，建议后期进行试点可由子公司来规划设计期权产品并加以落实。

第三，期权工具未能推出影响整体操作效果。 义县模式给农民提供的二次点价模式简单明了，深受农民喜爱，但伴之而来的粮食价格涨跌风险则转嫁到新湖瑞丰身上，需要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复杂的保值策略才能够规避，而其中

的核心对冲工具就是期权。通过期权工具，相当于买了一份农产品价格保险,规避价格双向波动风险。由于目前国内没有上市玉米期权，因此操作采用是复制期权的替代方式，但复制期权毕竟无法完全代替期权本身，所付出的期权费

成本也相应更高一些。 因此希望我国的农产品期权能够尽快上市，为服务三农提供更为重要的金融工具。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继续坚持市场定价原则，探索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与政府补贴脱钩的改革”。而大商所组织新湖瑞丰推出的义县模式，通过二次点价，保证农民分享粮食

价格上涨红利，通过复制期权，规避收购企业成本提升风险，其核心则是通过高度市场化的衍生品市场进行定价，其初衷则是希望能就此探索出一条能够对国内当下的粮食收储政策起到有益补充，同时为未来的“农产品目标价格制

度”及“农业价格保险制度”抛砖引玉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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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点价：给农民分红

2013年7月以来， 国内玉米市场供应过

剩，消费增长持续放缓，同时国外低价进口玉

米不断冲击国内市场，使得国内玉米价格直线

下挫。 但由于国家实行了临时收储政策，对玉

米进行托价收购， 因此尽管玉米价格下跌，义

县的玉米种植面积却在逐年增加。

“尽管国家实行玉米临时收储政策，但因

为临储政策的指导价格及具体细节往往要到

10-12月等月份， 而很多地区在9月末就已经

进入收割了。 由于农民没有存储能力，粮食收

割后不立即卖掉的话，很容易变坏，所以很大

一部分农民或者合作社都会在收割后尽快售

出。 而这个时候临储指导价格还没出来，农民

往往会卖在低价。 ” 谢志国指出。

在此背景下, 大商所组织了新湖瑞丰、辽

锦生化、义县种粮大户以及义县华茂谷物种植

专业合作社， 尝试运用 “二次点价+复制期

权” 的机制，摸索出了促进农民增收的订单新

模式。

“我们在去年11月中旬分别与当地种粮

大户、合作社签订‘保底价玉米收购合同’ ，一

次性支付保底价收购的玉米货款，并承诺针对

两批各500吨的收购玉米，分别通过价格补贴、

‘二次点价’的方式在12月中旬之前对卖粮农

户的利益进行保障。 ” 新湖瑞丰董事长李北新

表示。

所谓二次点价， 就是农民在玉米上市初

期，将粮食销售给新湖瑞丰，后者先按保底价

核算的货款支付给农民。 同时在未来一段时

期，如果粮食价格出现上涨，农民有权力在某

一天要求二次点价，新湖瑞丰将此阶段粮食价

格上涨的一部分市场收益再返给农民，如果粮

食价格下跌，则农民仍然享有保底价。 农民两

次结算，两次受益。

2013年， 新湖瑞丰总计收购玉米1000吨，

其中500吨采取一次性保底价收购，其余500吨

采取与义县华茂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约定二次

点价收购模式。 至12月15日（新湖瑞丰与合作

社的点价协议截止日）点价时间结束时，当周

玉米价格下跌，合作社未进行二次点价，新湖瑞

丰按照收购日至最后点价日期间锦州港日成交

价均价计算出最终结算价格， 该价格较收购入

库日价格上涨15元/吨，新湖瑞丰按价差向合作

社发放了7500元的二次点价补偿款。

“通过上述收购办法，农民既在粮食上市

初期得到了保底价，也能享受后市粮价上涨带

来的更多收益。 在上市初期，农民将粮食存放

于辽锦生化的仓库，节省了仓储费用，减少粮

食损耗。 二次点价令农民能够安心售粮，减少

惜售，稳定市场价格，缓解上市初期农民资金

紧张，为增收提供了保障。 ” 大商所项目相关

人士表示。

尽管对于“二次点价” ，有的农户还不是

十分明白，但还是能从直接的比价中体会出来

实惠。“没听人家说要涨价了还给补贴嘛。 怎

么也比小烘干塔价好啊，比街里那几个塔能贵

1分嘞。 ” 一位种植大户表示。

复制期权：期货子公司的风险“腾挪术”

“二次点价” 模式虽然简单明了、深受农

户欢迎，但伴之而来的粮食价格涨跌风险则转

嫁到新湖瑞丰身上， 由于点价机制的存在，单

纯利用期货市场已经很难对冲子公司的风险，

需要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复杂的保值策略才能

够规避。

“由于我国期货市场尚未推出期权交易，

子公司只能采取‘卖出期货+复制看涨期权’

方式对冲风险，在实际操作中的复制成本虽然

高了一些， 但毕竟是现有条件下的较优之

选。 ”李北新表示。

对于一次性点价收购的500吨玉米， 新湖

瑞丰采用在大连市场直接卖出期货套期保值。

套保后可选择在现货市场价格较好的时候卖

出现货，平掉期货头寸；也可在行情不利情况

下进行交割以获取相应基差利润。

对于二次点价收购的500吨玉米， 由于农

民拥有二次点价权，卖出套保仅能规避价格下

跌风险，若价格上涨则会带来采购成本提高的

风险，新湖瑞丰因此选择“卖出期货+买入看

涨期权” 的组合来规避玉米价格双向波动的

风险。 在支付首付款之后，新湖瑞丰卖出玉米

1409合约，同时买入1409看涨期权（由于目前

国内还没有玉米期权，新湖瑞丰与一家外资大

宗商品投资对冲 基金 Vermillion� Asset�

Management合作，进行用期货复制期权的期

权交易）。

在二次点价的过程中， 玉米价格持续上涨

时，期货套保对应的空头部位将出现亏损，而现

货超额盈利部分需要完全支付给农户。 因此，为

规避这部分风险，新湖瑞丰在国内没有上市玉米

期权情况下， 通过计算各种风险值及其变化，不

断买入玉米期货合约并不断平仓的方式复制看

涨期权。即在玉米价格不断上涨的过程中逐渐买

入相应的期货合约，并在下跌的过程中通过风险

值的变化而平仓相应数量的多头头寸。这导致新

湖瑞丰买入成本不断升高，但该成本相当于买入

看涨期权时支付的期权费，希望籍此达到规避价

格大幅上涨风险的效果。

“最终复制期权成本为3490元， 付给

Vermillion� Asset� Management公司咨询

费为17655元， 这就相当于买入看涨期权的期

权费。 复制期权操作至2013年12月15日结束，

由于农民的二次点价时间到期，新湖瑞丰不再

承担价格上涨的风险，因此，用于复制期权的

头寸全部平仓。 ”李北新说。

大商所产业拓展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

公司复制期权操作的结果付出了一定成本，但

这是必要的，因为进行复制期权的初衷主要是

为了防范价格单边上涨，即防范合作社和大户

在高位二次点价的风险。

义县模式：呼唤期权 反哺三农

新湖瑞丰 “保底价订单” 收储模

式，拓宽了以往农户主要依靠国储收购

的单一渠道， 帮助农户解决了 “卖粮

难、卖价低” 的难题，也解决了订单农

业中普遍存在的违约问题。

此外，大商所和新湖瑞丰大胆设计出

独具特色的“二次点价+复制看涨期权”

操作模式，为子公司服务“三农” 探索了

一条新路子。 “实际上，子公司在这笔交

易中已经综合运用了基差、点价、远期、期

货和期权等交易方式，特别是子公司提供

的‘二次点价’ 交易，充分体现了其定价

服务的能力，而其‘用期货复制期权’ 操

作，则充分体现出了子公司的金融创新能

力和潜力。 ”宝城期货金融研究所所长助

理程小勇指出。

业内人士指出，大商所组织新湖瑞丰

推出的义县模式，通过创新子公司服务模

式，探索带动农民增收新路径，服务三农

新路径。 但在试点过程中，也显示出场内

期权缺位而场外期权局限性所形成的制

约、龙头企业市场参与有限及风险管理子

公司衍生产品开发设计作用需进一步拓

展等问题。

首先， 在场外期权模式实现中，龙

头企业作用发挥仍有空间。 按照预定的

设计模式， 在整个期现货运转环节中，

农合组织、现货子公司及龙头企业均有

参与，分工不同，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循环。 由龙头企业与农合组织或者农户

签订场外期权合同，由现货子公司负责

期货期权操作回避风险。 虽然收储企业

辽锦生化参与了收储和采购环节，但是

最终的循环链条仅到现货子公司即完

结，现货企业在产业链循环中作用还可

进一步发挥。

其次，风险管理子公司在创新复制期

权的顶层设计中应有更大作为。新湖瑞丰

的复制期权操作环节完全由外方来进行

设计，并向其支付较高的咨询费用，这实

际相当于子公司从外方购买了一个期权

操作方案，支付了相应的期权费，风险管

理子公司在这方面作用发挥有限。 实际

上，风险管理子公司在这方面应有更大作

为，建议后期进行试点可由子公司来规划

设计期权产品并加以落实。

第三， 期权工具未能推出影响整体

操作效果。 义县模式给农民提供的二次

点价模式简单明了，深受农民喜爱，但伴

之而来的粮食价格涨跌风险则转嫁到新

湖瑞丰身上， 需要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复

杂的保值策略才能够规避， 而其中的核

心对冲工具就是期权。通过期权工具，相

当于买了一份农产品价格保险, 规避价

格双向波动风险。 由于目前国内没有上

市玉米期权， 因此操作采用是复制期权

的替代方式， 但复制期权毕竟无法完全

代替期权本身， 所付出的期权费成本也

相应更高一些。 因此希望我国的农产品

期权能够尽快上市， 为服务三农提供更

为重要的金融工具。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完善

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继续坚

持市场定价原则，探索推进农产品价格形

成机制与政府补贴脱钩的改革” 。 而大商

所组织新湖瑞丰推出的义县模式，通过二

次点价， 保证农民分享粮食价格上涨红

利，通过复制期权，规避收购企业成本提

升风险，其核心则是通过高度市场化的衍

生品市场进行定价，其初衷则是希望能就

此探索出一条能够对国内当下的粮食收

储政策起到有益补充，同时为未来的“农

产品目标价格制度” 及“农业价格保险制

度”抛砖引玉的新路。

■

高端访谈

李北新：利用期货市场探索“农业价格保险”

□

本报记者 王朱莹

作为“义县模式”的主要参与方，上海新湖

瑞丰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北新表示：

“目前， 收储和直补政策仍是保证农民收入的

重要机制， 义县模式只是基于现有托市政策利

用金融工具帮助农民进一步增收的一个有益尝

试。 下一步将扩大试点，验证其可复制性，而最

终目标则是希望利用期货市场， 探索在收储和

直补之外的第三条服务三农路径———‘农业价

格保险’ 。 ”

中国证券报：“二次点价

+

复制期权”模式

出台的初衷是什么？ 参与各方对此态度如何？

李北新：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 的核心

所在，其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因此解

决“三农问题” 首先要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2013年，在证监会的指导下，由大商所出资

开展课题研究， 新湖期货风险管理子公

司———上海新湖瑞丰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下

文简称新湖瑞丰）开展业务创新，联合锦州

义县当地收储企业与合作社、 种粮大户，结

合国外经验和中国国情，充分利用期货市场

功能，发挥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创新职

能，在利用金融市场服务“三农” 方面积极

探索，共同摸索出了“二次点价+复制期权”

的义县模式。

“二次点价+复制期权” 的收购模式得到

了合作社和农户的认可。 一方面，农户认为售

粮时的价格与国储收购价相比非常实惠，折

算也公平合理，卖粮也有了着落，同时还增加

了国储之外的售粮渠道。 另一方面，新湖瑞丰

根据合同约定，对农户进行了二次补偿，增加

了农户的收益。 对于新湖瑞丰而言，通过与辽

锦生化的合作可以得到以下好处： 一是解决

了现货收购质量把关、 仓储、 销售等后顾之

忧， 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风险管理运作

环节； 二是通过辽锦生化牵头成立的合作社

开展业务， 有利于吸纳和接受更多的农户参

与进来， 从而为更多满足条件的涉农服务商

提供了示范模式。 对于辽锦生化而言，至少有

以下两个方面的好处： 一是得到新湖瑞丰提

供的合作资金， 帮助自身扩大了粮食收购的

规模和范围， 解决了农户生产经营过程中面

临的困难，提升了企业的信誉度和知名度，赢

得了更多农户的信赖； 二是通过代收代储和

销售环节的衔接工作， 辽锦生化获得了由新

湖瑞丰支付的15元/吨的委托收储费用，从而

增加了新的收入来源。

经过完整的一轮试点， 各方都获得了较

好的收益， 参与的积极性较高并对这一模式

在未来的推广与发展都寄予厚望。

中国证券报： 未来期货公司服务农业的

功能得到发挥，能否取得比收储、直补更好的

效果？

李北新：收储政策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

物，近年来政府层面已经在逐渐改善政策调控

手段，直补是相对稳妥的一大举措，不仅能够

将价格交由市场重新定位，且保障了农民的收

益，但直补政策也存在数量界定问题以及财政

消耗庞大等问题，而且从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

的经验来看， 直补政策正在逐步退出舞台，政

府补贴农民更多的采用市场效率更高的农业

价格保险形式。

但反哺三农政策的效率提高和机制改

善需要时间，目前来说收储和直补政策仍是

保证农民收入的重要机制，“二次点价+复

制期权” 的义县模式，也只是我们基于现有

托市政策利用金融工具帮助农民进一步增

收的一个有益尝试， 我们下一步将扩大试

点，验证其可复制性，而最终目标，则是希望

利用期货市场，在收储和直补之外的第三条

服务三农路径：“农业价格保险” 方面探索

经验。

中国证券报：将义县模式进一步深化，政

策、制度或其他方面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李北新：新湖瑞丰服务“三农” 的模式尽

管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但仍然存在一些值得

改善的地方。

一是复制期权操作成本过高导致可持续

性存疑。 子公司与农户约定保底价收购玉

米，放弃了市价可能下跌所带来的节约采购

成本的好处，而通过期货套保和复制看涨期

权对冲风险则进一步增加了成本，特别是后

者占据了成本的大部分。 本轮业务操作完毕

后，新湖瑞丰收支基本平衡。 但是由于在操

作中，新湖瑞丰放弃了原本应该向农户或合

作社收取的 “期权费”（因为新湖瑞丰实际

上是向农民卖出了一个“看涨期权” ，但考

虑到农户的接受程度， 并未实际收取期权

费）， 这一部分实际上是子公司应得的主要

利润。 作为市场化运作的企业，如果子公司

因为操作成本过高而长期承受亏损，也无法

持续服务“三农” 。

二是子公司的定位选择应当进一步专业

化。 在本轮操作中，子公司不仅承担了一个

风险管理产品供应者的角色，同时也直接参

与了农产品现货的收购和销售。 由于现货交

易要占用大量的资金，一旦这一模式要大规

模推广，必然会面临资金的难题，同时也会

直接面临农产品质量、仓储、销售等现货环

节非价格因素带来的风险。 因此，风险管理

服务子公司应当扬长避短，重点针对价格风

险与涉农企业进行合作，提供个性化的风险

管理产品。

针对上述问题， 希望进一步加大对子公

司的政策扶持力度， 支持子公司进一步完善

业务模式和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一是争取政策优惠，降低操作成本。 积极

向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反映，争取政府给予合

作社及自身一定的农业补贴用来购买子公司

的期权；希望交易所对子公司在服务“三农”

方面的期货交易手续费用给予适当的减免。最

终通过“政府补一点，交易所返一点，企业拿一

点”实现“保底价订单” 模式的可持续性发展

与推广。

二是发挥子公司核心竞争力， 在降低风

险的同时提升收益。 子公司作为风险管理服

务的主体， 主要优势在于凭借自身的专长运

用期货创新工具为实体企业提供良好的风险

管理服务，从而获取收益。 在现货市场发育逐

步成熟后，子公司应当逐步从现货、期货“两

头操作”的模式，逐步转向提供风险管理产品

和专业顾问服务的角色转换。

三是探索低成本、多元化的融资方式，缓

解资金短板。 期货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可以借

助自身的优势和业务合作关系， 组织子公司

与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对接， 在法律允许的

条件下为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允许子公

司联合同行或其他公司， 提升自身的信用等

级，从而获得低息贷款的支持。

李北新： 新湖期货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

任上海新湖瑞丰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1993

年进入期货行业， 曾任沈阳中期总经理、

河南中期总经理、中期嘉合总经理、河南证券

期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2007

年

12

月

-2012

年

3

月底担任新湖期货总经理，

2012

年

4

月起任新

湖期货副董事长。

2013

年

5

月兼任新湖期货有

限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上海新湖瑞丰金融服

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近期，辽宁锦州义县的种粮大户们迎来了一群老朋友———上海新湖瑞丰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新湖期货风险

管理子公司）、辽锦生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当地涉农中小贸易商）及大商所的工作人员。 义县是东北玉米主产

地之一，每年临近9月玉米收割，种粮大户们总会被“卖粮难、卖价低”的问题深深困扰。 这群老朋友的到来，让他

们心中的大石落了地。

“他们来了，我们粮食就不愁卖了，也不用愁卖不到好价钱了。玉米收割后马上就能卖，而且以后玉米价格

涨了，我们还能拿到补贴嘞！ ” 当地种粮大户吴国盛（化名）欣喜地说。

义县种粮大户卖粮难问题之所以得到解决，得益于新湖瑞丰在借鉴以往服务三农的“订单农业” 模式基

础上，进一步探索创新的“保底价订单”模式。

所谓“保底价订单” 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在贸易商帮助下收购农户粮食，同时

与农户签订一份具有期权性质的订单，由农户向子公司支付一定费用作为权利金，子公司则保证先按双方约

定的保底价收购粮食，未来当粮食价格走高，其将补齐差价，让农民分享到粮食价格上涨的红利；如果价格下

跌，则依然按照保底价收购。

“新湖瑞丰的收购模式得到了农村合作社和农户的认可。一方面，农户认为售粮时的价格与国储收购价相

比非常实惠，折算也公平合理，卖粮也有了着落，同时还增加了国储之外的售粮渠道。 另一方面，新湖瑞丰根据

合同约定，对农户进行了二次补偿，增加了农户的收益。 ” 辽锦生化总经理谢志国表示。

CFP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