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险+期货”“洮南模式”续写服务三农新篇章

本报记者 薛瑾

因具备适宜玉米生长的降水、光照、土壤等地理条件，吉林成为我国玉米种植大省和主产区，同时也孕育了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的“吉林玉米带” 。 不过，位于吉林西北角的洮南，长期以来却因“十年九旱”等不甚乐观的自然条件，成为整个吉林省玉米种植短板之一，不少农户也因种植玉米收入欠佳或前景不稳纷纷转向种植杂粮。

日前，中国证券报记者跟随大连商品交易所（简称“大商所”）调研团队奔赴洮南，却见证了当地玉米种植图景之变：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户等多方联合发力，玉米种植已渐趋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并形成“订单种植+供应链销售”特色，夯实了产销基础。 在此过程中，“保险+期货”等金融手段充分发挥功效，为稳定农户收入保驾护航。 “洮南模式”不仅续写了期货服务“三农”的新篇章，还为小农户对接大市场提供了可参考的范本。

“洮南模式”初见雏形

此次调研正值一年一度的春耕准备期，再过一周，玉米播种工作就要启动，不少土地已开始翻地整理作业。 调研中，记者偶遇两位年近七旬的洮南市安定镇明星村村民，他们正在田间地头观看飘扬着“浙江物产中大集团”旗帜的大型翻地机翻地的场景。 据他们介绍，村里的大部分青壮年都已经不种地、去外面打工了，留下来的多为老弱农民，无力负担种植，因此选择土地流转。 他们说，土地流转前，每家三五垄的狭小耕地没法引入大型机械；现在土地流转后，大部分种植环节都靠机器完成，偶尔会有一些需要人工做的小农活儿，他们还会过来帮忙。

翻地机上出现的物产中大集团其实也是洮南农业产业化故事的主角。 该集团作为浙江省属特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和世界500强企业，通过近年来的实践已成为浙江、吉林两省对口帮扶、深入合作的典型。 其旗下成员企业浙江物产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浙江物产化工”）便是洮南“订单种植+保险+期货+供应链销售”试点的主导龙头企业之一。

据了解，浙江物产化工与洮南市元润粮油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元润粮油” ）多年来一直是合作伙伴关系，2018年双方深化合作，共同出资9000万元，扶持当地王洪艳家庭农场（简称“洪艳农场”），在洮南开展土地流转、引入供应链金融和供应链服务，将粮食贸易延伸至粮食种植。

浙江物产化工千里迢迢奔赴东北与当地家庭农场合作“深耕”土地，希望通过自己的供应链集成服务模式来改造提升东北大粮仓的玉米种植产业，助力当地种植户丰产丰收。 如今，元润粮油已是当地不折不扣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主营粮食及农副产品购销和深加工、仓储、烘干、运输，并逐步打通农业产业链多个环节，目前该公司已实现绿色循环优质高效发展农业，包括能够利用农田废旧滴灌管进行自主生产节水设备贴片式、迷宫式滴灌带，利用秸秆再加工生产生物燃料等。

洪艳农场的主要负责人王洪艳也由普通农民升级为现代农业的职业经理人。 2018年洪艳农场流转土地涉及农户2200多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50人，种植面积达2.57万亩，并在浙江物产化工支持下进行了种植品种改良并引入覆膜滴灌、卫星遥感等高新农业技术，开展农业产业化规模种植。

2018年，浙江物产化工、元润粮油、浙商期货有限公司（简称“浙商期货”）、太平洋财产保险（简称“太保产险”）等主体通力合作，构建土地、金融互助、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农业技术、仓储、物流、销售“十位一体”的“订单种植+保险+期货+供应链销售”的全产业链风险管理模式，实现“种植产业链、金融服务链、销售供应链”的有机融合。

金融工具为产业链披上护甲

2018年，洮南洪 艳农场“保险 +期 货” 玉米收 入保险 试点落 地生根 ，成为大商 所“农民 收入保 障计划 ” 备 案项目 之一。 该 试点成 功解决了 以往当 地玉米 种植在 诸多方面 面临的 窘境 ，不 仅引入了 更多技 术、市场 、资金支 持 ，还保障 了农户 的稳收 、增收。

据介绍，作为“洮南模式”中的关键环节，2018年洪艳农产投保的保险区间为2018年6月15日-10月15日，保障种植面积为2.57万亩，覆盖所有流转土地，承保数量为2万吨，采取的是“收入险”模式，目标亩产0.78吨，目标价格1810元/吨，为防止“道德风险” ，保障水平设定为90%，即保障目标收入为1266.91元/亩；保费为88.68元/亩，其中浙商期货补贴62.08元/亩，浙江 物 产 化 工 出 资 26 . 6 元 / 亩 。 到 2018 年 10 月 15 日 项 目 了 结 时 ， 玉米期货市场价格为1867元/吨，通过测产，农户实际亩产0.662吨，即农户实际核算每亩收入为1235.8元，保险公司每亩赔付31.11元，2.57万亩玉米共赔付80.02万元，保障了农民在减产情况下不减收。

浙江物产化工产业研究部总经理助理高泉都表示，在玉米种植受灾、产量下降的背景下，该项目成功发挥了收入险优势，为参保农户成功避免了减收风险。 “收入险兼顾了农业生产中价格和产量两个核心变量，增强了对农民收入的防护力度，能更有效地满足农民多层次的风险管理需求。 ”

基差贸易也是该模式上的重要环节。 洪艳农场和元润粮油分别作为供、需方，二者约定以玉米C1901合约成交价格减200元/吨作为最终结算单价。 浙商期货项目负责人蓝旻介绍，此基差包含了运费、检验费、仓储费等。 2018年9月10日，洪艳农场于1920元/吨位置点价，扣除基差后确定现货销售价格为1720元/吨，浙商期货和浙江物产化工指导元润粮油在期货市场通过套保交易对冲风险；12月上旬，洪艳农场交货1.7万吨，元润粮油支付粮款2924万元。 记者了解到，当地11月玉米新粮均价为1700元/吨，相较当地其他农户，农场通过基差贸易获得额外收益20元/吨，总值34万元。

据元润粮油董事长韩龙介绍，他2016年曾尝试通过土地流转发力产业化种植经营，但那时的规模和现在相比不能同日而语。 他强调，浙江物产化工、浙商期货以及太保产险等主体的加入，已让洪艳农场的玉米种植升级为“3.0版本” ，相较于以往自己种地的“1.0版本”以及自己流转土地进行种植的“2.0版本” ，已经有全面的进步和创新。

一方面，由于流转的土地面积大且分散，引入第三方卫星遥感监测手段，数字化监控玉米从种植到收获的全过程，不仅能实时了解农场情况，也能为保险测产提供技术支持。 另一方面，农业种植经营是“风险系数”较高的领域，种植规模大了必然少不了避险需求。 在“洮南模式”中，“保险+期货”以及基差贸易等形式，便是为产业链规模的壮大披上了一套护甲。

记者发现，“洮南模式”带来的不仅是丰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更包括一套相对成熟的金融避险方案。 韩龙表示，虽然自己之前对期货有所了解，但在真正运用上却不是那么接地气。 “我们合作之后就明明白白地把期货套期保值运用上了……这个3.0版本单靠我们是做不了的。 ”他说，这也是我们3.0版本的创新之一，只有创新了、比别人先行一步了，才能在这个市场上站稳脚跟。

试点延伸信心足

2018年洮南试点项目为当地玉米种植农户打造了农业产业链的“产销闭环” ，结出“累累硕果” ：引入农业龙头企业、开展产业化标准化种植，试点地块亩产同比增产8%；农户通过基差点价，较洮南当地市场价格获得额外销售利润20元/吨，扣除种植支出等成本，种植利润达到80.68元/亩；合作社农户可分享项目利润5%的分红；农业机械化解放了当地生产力，更多农民可选择外出务工获得更高收入。

“我对我们这个事业信心十足，因为跟浙江物产化工合作之后，弥补了我们很多短板，整合了很多资源，而且这种整合是全方位的。 我有管理经营团队和土地流转平台，浙江物产化工有风险管理经验、资金和产业链平台，两个平台完美地组合才能创造火花，把这个事业做起来。 ” 韩龙表示 。

浙江物产化工项目负责人郝春明表示：“我们今年规模做大了，虽然投入成本有所增加，但是我们心里有底。 高新技术、先进风险管理工具的引入，我们对打造物产农业产业化服务平台满怀信心。 ”

据介绍，目前洮南土地流转规模已达6.75万亩，比去年的2.57万亩高出近两倍，土地流转规模也扩展至七八个乡镇；项目将集中利用其中的四五个乡镇形成示范效应，为未来进一步扩大规模打下基础。

2019年，浙江物产化工和元润粮油将继续联手探索开展农业产业化种植，并从扩大规模、优化方案和申请资源等方面持续发力。 另外，项目还将对“避险方案”继续优化，如采用玉米场内期权对冲，降低成本，优化再保险方案，降低保险公司风险；引入银行信贷，解决农场融资问题等；同时，项目还将加大资源申请力度，争取浙吉两省政府资金、农业农村部资金以及挂钩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和期货交割库等，更好提升当地农业产业化水平。

“洮南模式”中，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户、金融机构等多方联合，延长了产业链、保障了供应链、完善了利益链，将小农户纳入了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该模式如若在更大范围内获得认可和实施，将有利于打开大宗农产品收入保险和产融合作的市场空间，帮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稳定的预期收入。

自2015年大商所首创“保险+期货”模式以来，面向粮食主产区农户、合作社的试点范围不断扩大，对我国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今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部署“三农”领域“硬任务”，要求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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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四年支持“保险+期货”模式，显示出该模式的强大生命力和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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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有“浙江物产中大集团”旗帜的翻地机在田间作业

场外期权推动鸡蛋产业扶贫落地开花

□本报记者 薛瑾

鸡蛋作为生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

通常尤为剧烈， 有时甚至犹如 “过山

车” ，让一些养殖户和鸡蛋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倍感压力。 不过近年来，鸡蛋期

货市场的逐步发展，为鸡蛋产业提供了

重要的价格参考和越来越完善的避险

工具，提高了蛋企在鸡蛋市场价格波动

时的“免疫力” 。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跟随大连商

品交易所（简称“大商所” ）调研团队，

到吉林东辽大型蛋鸡养殖基地和龙头

蛋企进行走访时发现，其在期货公司的

帮助下，已开始活用期货及场外期权等

衍生品，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产销过程的

顺畅， 找到了一个稳健经营的压舱石，

同时也为产业扶贫落地提供了一大推

动力。

保障产业扶贫持续造血

记者通过本次调研走访发现，随着

近年来环保政策对养殖业要求趋紧，饲

料等原料价格上涨，蛋鸡养殖成本出现

增加之势，而产业化程度低、产业链条

短等问题依然存在，在鸡蛋价格大幅波

动面前，散养蛋鸡的小农户不但难以保

证稳定的收益，更是面临着不小的市场

生存压力。 据了解，东辽产业扶贫以蛋

鸡养殖为主，因此上述问题也成为当地

脱贫致富道路上的拦路虎。

为了让东辽的脱贫攻坚战顺利开

展并早日打赢、贫困户真正“脱贫不返

贫” ，产业的持续“造血” 能力急需得

到保障。

吉林众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简

称“众联” ）作为东辽产业扶贫的主力

企业之一，在2016年推出“存栏720万

只蛋鸡标准化养殖” 扶贫项目后，三年

时间里相继增加扶贫支出额度，2016

年-2018年间分别拿出约340万元、

350万元、360万元，通过分红形式支持

贫困户脱贫。

为保证其“造血” 能力，永安期货

在大商所支持下，开展东辽鸡蛋场外期

权试点项目，将众联、众联的出资方和

保底收购方吉林金翼蛋品有限公司

（简称“金翼蛋品” ）以及鸡蛋产业链

下游企业福建盼盼食品有限公司 （简

称“盼盼” ）整合进项目中，帮助各方

规避鸡蛋价格波动风险，并通过创新模

式让扶贫效果“更上一层楼” 。

众联建设的老营合作社，是目前唯

一投入使用的养殖场，以蛋鸡养殖合作

社形式展开工作，众联与老营合作社签

订经营管理合同，并将投资收益采取保

底和股份分红方式发放至贫困户手中，

还为当地农户和贫困户提供大量工作

机会。

金翼蛋品是当地的农业龙头企业

和亚洲最大的蛋粉加工企业，开展农产

品种植、饲料加工、蛋鸡养殖、蛋品深加

工农业全循环产业链式生产，鲜蛋年加

工量目前可达15万吨。 在此次鸡蛋场

外期权试点项目中，金翼蛋品充当保底

订单的承担主体， 并负担10%的权利

金。本项目的另一个主体盼盼是国家级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在项目中作

为需求企业与老营合作社签订鲜蛋购

销协议，负担10%的权利金。

2018年， 永安期货根据老营合作

社实际现货情况，为上述各方主体深度

参与的试点项目量身定制了一套期货

及衍生品风险管理方案，开展了“场外

期权+含权贸易+产业扶贫” 风险管理

创新试点， 保障蛋鸡存栏100万只，涉

及现货量6000吨。

兼顾上下游 融合南北方

永安期货长春营业部总经理金东

升向记者复盘了2018年该试点项目运

用场外期权的情况， 并表示不同于以

往，项目引入了一项创新，即在设计场

外期权方案上， 兼顾了鸡蛋上下游企

业、实现了南北方的产融衔接，给众联

做看跌期权的同时给盼盼做看涨期权，

依照上下游企业不同的需求和风险点，

量身定制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避险方案，

促进多方共赢。

老营合作社的看跌期权，是对未销

售鸡蛋、即对将产出的鸡蛋进行库存保

值，锁定养殖利润，从而增加养殖户脱

贫信心；而盼盼的看涨期权则是优化了

传统贸易模式，采用“含权贸易” 方式

采购老营合作社鸡蛋，即赠送老营合作

社一份权利，当老营合作社销售给盼盼

鸡蛋后的一定周期内鸡蛋价格上涨，老

营合作社可进行二次点价，获得上涨部

分的红利；永安期货通过期货市场复制

场外期权进行风险对冲。

具体来看， 项目分两个周期进行。

第一个周期为10月26日-11月26日。鸡

蛋市场供需变动让其现货价格上涨。期

货价格起初跟随现货同步上涨，后期出

现回调。 看涨期权于临近到期日的11

月20日行权，获利12.16万元，老营合作

社通过盼盼赠送的这份场外期权获得

了“二次分红” ；11月21日，期货价格

冲高回落， 老营合作社看跌期权平仓，

获得9.36万元赔付。第二个周期为11月

23日-12月24日。 鸡蛋期现价格均下

跌， 老营合作社看跌期权于12月18日

行权，获得29.28万元赔付，弥补了鸡蛋

现货价格下跌带来的损失；而其中看涨

价差部分自动到期，放弃行权。

通过场外期权保障，老营合作社在

该项目中共获理赔62.8万元。项目通过

灵活利用场外期权，有效对冲了合作社

鸡蛋销售价格下跌风险，还获得蛋价上

涨的盈利，增强了产业扶贫的生命力。

含权贸易成为新亮点

虽然“场外期权+产业扶贫” 模式

在市场上已得到较为普遍的运用，但

“场外期权+含权贸易+产业扶贫” 三

合一模式的身影却不常见。 通过“含权

贸易” 市场化手段促进传统贸易模式

升级，将业务模式进行横向扩展和纵向

延伸，对提升产业扶贫的持续“造血”

能力，打造长效扶贫机制，推动金融市

场可持续服务“三农”具有积极作用。

金东升指出，“含权贸易” 的鸡蛋

购销新模式结合“保底订单” ，可为农

户提供双重利益保障。在传统的“一口

价” 销售模式下，合作社无法获得价格

再上涨的收益，而在“含权贸易” 模式

下，合作社可以在约定时间内获得二次

收益，解除了合作社“卖便宜了” 的后

顾之忧。

“场外期权+含权贸易+产业扶

贫” 能切实解决产业扶贫中库存、销

售、价格等诸多问题，合作社获得了稳

定经营保障， 贫困户收入显著提高，为

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效，落实长效扶贫机

制，防范贫困户返贫提供助力。 这种模

式不仅是风险管理的创新，也是期货市

场扶贫模式的创举。

自2013年起， 大商所便开始积极

支持期货公司等主体，开展利用场外期

权等创新业务服务实体产业的试点项

目。场外期权能够针对不同类型企业的

个性化需求，量身定制卓有成效的避险

模式，为企业生产经营保“价”护航。历

经几年的发展，场外期权的运用模式推

陈出新，大商所场外期权试点项目服务

企业的手段也更加灵活，服务实体经济

的程度和有效性均进一步加深，也为普

惠金融的顺利落地提供实践依据。

金东升表示， 试点项目的成功，

点燃了市场各主体参与期货及场外期

权的热情，不仅农产品、粮食生产加工

这类企业展示了更强的合作意愿，银

行、保险、券商、担保公司这些金融机

构也纷纷伸出合作的橄榄枝。 “参与

主体多了，创新的空间就大了，可能性

就多了。 ”

“洮南模式”初见雏形

此次调研正值一年一度的春耕准

备期，再过一周，玉米播种工作就要启

动，不少土地已开始翻地整理作业。调

研中， 记者偶遇两位年近七旬的洮南

市安定镇明星村村民， 他们正在田间

地头观看飘扬着 “浙江物产中大集

团”旗帜的大型翻地机翻地的场景。据

他们介绍， 村里的大部分青壮年都已

经不种地、去外面打工了，留下来的多

为老弱农民，无力负担种植，因此选择

土地流转。 他们说，土地流转前，每家

三五垄的狭小耕地没法引入大型机

械；现在土地流转后，大部分种植环节

都靠机器完成， 偶尔会有一些需要人

工做的小农活儿，他们还会过来帮忙。

翻地机上出现的物产中大集团其

实也是洮南农业产业化故事的主角。

该集团作为浙江省属特大型国有控股

企业和世界500强企业，通过近年来的

实践已成为浙江、吉林两省对口帮扶、

深入合作的典型。 其旗下成员企业浙

江物产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浙

江物产化工” ）便是洮南“订单种植+

保险+期货+供应链销售” 试点的主导

龙头企业之一。

据了解， 浙江物产化工与洮南市

元润粮油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元润

粮油” ）多年来一直是合作伙伴关系，

2018年双方深化合作，共同出资9000

万元，扶持当地王洪艳家庭农场（简称

“洪艳农场” ），在洮南开展土地流转、

引入供应链金融和供应链服务， 将粮

食贸易延伸至粮食种植。

浙江物产化工千里迢迢奔赴东北

与当地家庭农场合作“深耕” 土地，希

望通过自己的供应链集成服务模式来

改造提升东北大粮仓的玉米种植产

业，助力当地种植户丰产丰收。 如今，

元润粮油已是当地不折不扣的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 主营粮食及农副产品

购销和深加工、仓储、烘干、运输，并逐

步打通农业产业链多个环节， 目前该

公司已实现绿色循环优质高效发展农

业， 包括能够利用农田废旧滴灌管进

行自主生产节水设备贴片式、 迷宫式

滴灌带， 利用秸秆再加工生产生物燃

料等。

洪艳农场的主要负责人王洪艳也

由普通农民升级为现代农业的职业经

理人。 2018年洪艳农场流转土地涉及

农户2200多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50人，种植面积达2.57万亩，并在浙江

物产化工支持下进行了种植品种改良

并引入覆膜滴灌、 卫星遥感等高新农

业技术，开展农业产业化规模种植。

2018年， 浙江物产化工、 元润粮

油、浙商期货有限公司（简称“浙商期

货” ）、太平洋财产保险（简称“太保

产险” ）等主体通力合作，构建土地、

金融互助、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农

业技术、仓储、物流、销售“十位一体”

的“订单种植+保险+期货+供应链销

售” 的全产业链风险管理模式， 实现

“种植产业链、金融服务链、销售供应

链” 的有机融合。

金融工具为产业链披上护甲

2018年，洮南洪艳农场“保险+

期货” 玉米收入保险试点落地生根，

成为大商所“农民收入保障计划” 备

案项目之一。 该试点成功解决了以往

当地玉米种植在诸多方面面临的窘

境，不仅引入了更多技术、市场、资金

支持，还保障了农户的稳收、增收。

据介绍，作为“洮南模式” 中的关

键环节，2018年洪艳农产投保的保险

区间为2018年6月15日-10月15日，保

障种植面积为2.57万亩， 覆盖所有流

转土地，承保数量为2万吨，采取的是

“收入险” 模式，目标亩产0.78吨，目

标价格1810元/吨， 为防止 “道德风

险” ，保障水平设定为90%，即保障目

标收入为1266.91元/亩； 保费为88.68

元/亩，其中浙商期货补贴62.08元/亩，

浙江物产化工出资26.6元 /亩 。 到

2018年10月15日项目了结时， 玉米

期货市场价格为1867元/吨， 通过测

产，农户实际亩产0.662吨，即农户实

际核算每亩收入为1235.8元， 保险公

司每亩赔付31.11元，2.57万亩玉米共

赔付80.02万元，保障了农民在减产情

况下不减收。

浙江物产化工产业研究部总经理

助理高泉都表示，在玉米种植受灾、产

量下降的背景下， 该项目成功发挥了

收入险优势， 为参保农户成功避免了

减收风险。“收入险兼顾了农业生产中

价格和产量两个核心变量， 增强了对

农民收入的防护力度， 能更有效地满

足农民多层次的风险管理需求。 ”

基差贸易也是该模式上的重要环

节。 洪艳农场和元润粮油分别作为供、

需方， 二者约定以玉米C1901合约成

交价格减200元/吨作为最终结算单

价。 浙商期货项目负责人蓝旻介绍，此

基差包含了运费、检验费、仓储费等。

2018年9月10日，洪艳农场于1920元/

吨位置点价， 扣除基差后确定现货销

售价格为1720元/吨，浙商期货和浙江

物产化工指导元润粮油在期货市场通

过套保交易对冲风险；12月上旬，洪艳

农场交货1.7万吨，元润粮油支付粮款

2924万元。记者了解到，当地11月玉米

新粮均价为1700元/吨，相较当地其他

农户， 农场通过基差贸易获得额外收

益20元/吨，总值34万元。

据元润粮油董事长韩龙介绍，他

2016年曾尝试通过土地流转发力产业

化种植经营， 但那时的规模和现在相

比不能同日而语。他强调，浙江物产化

工、 浙商期货以及太保产险等主体的

加入， 已让洪艳农场的玉米种植升级

为“3.0版本” ，相较于以往自己种地

的“1.0版本” 以及自己流转土地进行

种植的“2.0版本” ，已经有全面的进

步和创新。

一方面， 由于流转的土地面积大

且分散， 引入第三方卫星遥感监测手

段， 数字化监控玉米从种植到收获的

全过程，不仅能实时了解农场情况，也

能为保险测产提供技术支持。 另一方

面，农业种植经营是“风险系数” 较高

的领域， 种植规模大了必然少不了避

险需求。 在“洮南模式”中，“保险+期

货”以及基差贸易等形式，便是为产业

链规模的壮大披上了一套护甲。

记者发现，“洮南模式” 带来的不

仅是丰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 更包

括一套相对成熟的金融避险方案。 韩

龙表示， 虽然自己之前对期货有所了

解， 但在真正运用上却不是那么接地

气。“我们合作之后就明明白白地把期

货套期保值运用上了……这个3.0版

本单靠我们是做不了的。 ”他说，这也

是我们3.0版本的创新之一，只有创新

了、比别人先行一步了，才能在这个市

场上站稳脚跟。

试点延伸信心足

2018年洮南试点项目为当地玉米

种植农户打造了农业产业链的 “产销

闭环” ，结出“累累硕果” ：引入农业龙

头企业、开展产业化标准化种植，试点

地块亩产同比增产8%；农户通过基差

点价， 较洮南当地市场价格获得额外

销售利润20元/吨，扣除种植支出等成

本，种植利润达到80.68元/亩；合作社

农户可分享项目利润5%的分红；农业

机械化解放了当地生产力， 更多农民

可选择外出务工获得更高收入。

“我对我们这个事业信心十足，

因为跟浙江物产化工合作之后， 弥补

了我们很多短板，整合了很多资源，而

且这种整合是全方位的。 我有管理经

营团队和土地流转平台， 浙江物产化

工有风险管理经验、 资金和产业链平

台， 两个平台完美地组合才能创造火

花，把这个事业做起来。 ” 韩龙表示。

浙江物产化工项目负责人郝春明

表示：“我们今年规模做大了， 虽然投

入成本有所增加，但是我们心里有底。

高新技术、先进风险管理工具的引入，

我们对打造物产农业产业化服务平台

满怀信心。 ”

据介绍， 目前洮南土地流转规模

已达6.75万亩，比去年的2.57万亩高出

近两倍， 土地流转规模也扩展至七八

个乡镇； 项目将集中利用其中的四五

个乡镇形成示范效应， 为未来进一步

扩大规模打下基础。

2019年， 浙江物产化工和元润粮

油将继续联手探索开展农业产业化种

植，并从扩大规模、优化方案和申请资

源等方面持续发力。另外，项目还将对

“避险方案” 继续优化，如采用玉米场

内期权对冲，降低成本，优化再保险方

案， 降低保险公司风险； 引入银行信

贷，解决农场融资问题等；同时，项目

还将加大资源申请力度， 争取浙吉两

省政府资金、 农业农村部资金以及挂

钩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和期货交割库

等，更好提升当地农业产业化水平。

“洮南模式” 中，龙头企业、农民

合作社、农户、金融机构等多方联合，

延长了产业链、保障了供应链、完善了

利益链， 将小农户纳入了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 该模式如若在更大范围内获

得认可和实施， 将有利于打开大宗农

产品收入保险和产融合作的市场空

间， 帮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稳定

的预期收入。

自2015年大商所首创 “保险+期

货” 模式以来，面向粮食主产区农户、

合作社的试点范围不断扩大，对我国农

业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

索。 今年2月， 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部署

“三农”领域“硬任务” ，要求完善农业

支持保护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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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四

年支持“保险+期货” 模式，显示出该

模式的强大生命力和广阔前景。

“保险+期货” “洮南模式”续写服务三农新篇章

□本报记者 薛瑾

因具备适宜玉米生长的降水、光照、土壤等地理条件，吉林成为我国玉米种植大省和主产区，同时也孕育了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

之一的“吉林玉米带” 。 不过，位于吉林西北角的洮南，长期以来却因“十年九旱”等不甚乐观的自然条件，成为整个吉林省玉米种植

短板之一，不少农户也因种植玉米收入欠佳或前景不稳纷纷转向种植杂粮。

日前，中国证券报记者跟随大连商品交易所（简称“大商所” ）调研团队奔赴洮南，却见证了当地玉米种植图景之变：龙头企业、

农民合作社、农户等多方联合发力，玉米种植已渐趋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并形成“订单种植+供应链销售” 特色，夯实了产销基

础。在此过程中，“保险+期货”等金融手段充分发挥功效，为稳定农户收入保驾护航。“洮南模式”不仅续写了期货服务“三农”的新

篇章，还为小农户对接大市场提供了可参考的范本。

元润粮油粮仓及火车运输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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