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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 3 点半，天蒙蒙亮，36 岁的岩冷准时起床。
半小时后，他要赶到几公里外的橡胶林。

岩冷，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富岩镇大曼糯村班高
组村民，土生土长的佤族。在岩冷所在的村民小组，
像他一样的胶农一共有 35户，橡胶收入几乎是全组
赖以生存的唯一经济来源。

2017年 8月 17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支持下，江
铜旗下金瑞期货联合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与孟连县
人民政府三方共同签署“天然橡胶期货价格指数扶贫
保险”合作协议。孟连县，被选定为天然橡胶“保险+
期货”试点项目所在地。

“保险+期货”项目通俗来讲，就是农户在保险
公司买了一份价格保险，市场价格倘若低于约定的
目标价格，就可以获得差额补偿。而保险公司通过
购买期货公司产品转移赔付风险，实现了“再保
险”。最终，这部分风险经由期货公司的风险管理子
公司，运用金融手段对冲到期货市场中，形成有效的
风险保障闭环。

一头是祖祖辈辈守着“一亩三分地”的胶农，另一
头是让不少人望而却步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保险+
期货”为二者打造了联通的桥梁。

2019年，受旱灾影响，云南部分植胶区出现不同
程度停割、减产，本就低迷的胶价遭遇雪上加霜。

以岩冷的橡胶园为例，64亩橡胶停割时间长达4
个月，减产约 25%，当年橡胶收入仅 16000元，作为一
个拥有三个孩子的五口家庭，岩冷家的人均收入仅为
3000余元。

“保险+期货”为靠天吃饭的胶农带来了转机。仅岩冷一家，
就获赔7117元，占当年家庭收入的44.5%。

贫困胶农抵御风险能力差，容易受产量、价格、灾情等因素影
响致贫返贫，橡胶价格往往深刻着影响家庭的收入。通过购入

“保险+期货”，哪怕是天灾或是市场行情不好，橡胶种植都有了
保障。在孟连全县，橡胶“保险+期货”项目覆盖农户数量734户，
覆盖天然橡胶近2万亩，2019年共赔付221余万元。

项目开展三年来，金瑞期货累计实现赔付556.8万余元，成为
当地贫困胶农应对市场价格波动的坚强后盾。

饶河县，位于黑龙江三江平原东部，与俄罗斯隔岸相望，地域
辽阔，土地肥沃，是玉米种植大县。

四年前，江铜集团金瑞期货饶河营业部在黑龙江双鸭山市饶
河县设立，首次开展玉米“保险+期货”试点项目，出资保费100万
元，为饶河县竟先、兴隆、金福、犇鑫、玉合五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承
保2.2万吨玉米，共36295亩，当年赔付超49万元。

在江西九江，金瑞期货开展鸡蛋价格险“保险+期货”项目，
服务两个县、三个养殖企业，覆盖鸡蛋现货超4000吨。

在安徽太湖，金瑞期货提供 20万元扶持资金帮助太湖县北
中镇罗山村优势产业——茶叶的发展，同时还将通过培训、特色
农产品销售等多种方式，帮助脱贫致富。

…………
“保险+期货”项目模式不断创新推进，试点规模和覆盖品种

不断扩大，成为期货服务“三农”、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脱贫
攻坚战略的重要抓手。

2017年至今，金瑞期货围绕白糖、玉米、苹果等多个农产品开
展“保险+期货”项目试点，累计覆盖农业种植面积约 36.5万亩，
涉及现货16万余吨，保险金额超过10亿元，覆盖农户8400余户，
累计实现赔付2641.19万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当前，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胜利，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打下坚实基础，极大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作为连续 8年跻身世界 500强的行业领头羊，江铜以打赢打好脱
贫攻坚战的实际行动，为脱贫攻坚贡献国资国企力量，书写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的江铜答卷。

书写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江铜答卷书写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江铜答卷
——江铜集团发挥优势助力脱贫攻坚纪实

从莽莽群山的井冈山曲江村，到千年文化古村落上饶宗儒村，从西南边陲的云南孟连，到祖国最北端的黑龙江饶

河……天南地北，五湖四海，江铜积极响应“打赢脱贫攻坚战”号召，把初心和使命镌刻在脱贫攻坚的战场。

近年来，江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践行国有企业责任担当，在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消费扶贫等方面走出了一条富

有特色的扶贫攻坚之路。据统计，江铜在全国十余个省市、上百个县乡精准开展“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消费扶贫”

等扶贫工作，累计投入资金超亿元。

早上五点，清晨薄雾还未散去，叶
维祝收拾几身衣服，从上饶市德兴铜矿
的家中出发，经南昌一路南下井冈山，
辗转东上乡。

直到晚上，叶维祝终于到达目的
地——曲江村。直线距离 447.6 公里，
14 个小时的车程，这条牵挂贫困村民
的路，叶维祝已经记不清走了多少遍。

曲江村，隶属井冈山市东上乡，是
井冈山市建档立卡的贫困村之一。
2015年，根据省委、省政府的部署，井冈
山市东上乡曲江村成为江铜的定点帮

扶村之一。
原本是德铜地方工作部副部长的

叶维祝，也有了另外两个新身份，江铜
驻曲江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队长。

定点帮扶的几年里，叶维祝每个季
度的驻村时间不低于 50 天，吃住在村
里，这里成了他另一个牵挂的家。

“那个时候，处处都是垃圾堆，老百
姓出行都要捏紧鼻子。”回忆起刚来曲
江村的日子，叶维祝记忆犹新，在最贫
困的村民家里，一口锅、两床被，便构成
了家庭所有，“贫困感”扑面而来。

为了改变贫困地区的面貌，定点帮
扶曲江村后，江铜陆续投入资金 200余
万元。一组数据，直观展现扶贫成果：
新修饮水工程 2处，新建休闲文化广场
1处，新建文化活动中心1座，整治水渠
1500米，新修入户路 1025米，修建连组
桥 1座，建设灌溉水渠 1800米，推动主
干道绿化、小型停车场、村民心景园、河
道整治建设，修建了 900平方米村民健
身休闲广场……

路好了，桥修了，如今的曲江村不
再是“雨天一身泥、夜里一片黑”的样
子，道路宽敞干净，庭院美丽整洁，村庄
旧貌换新颜。

2017 年 12 月，曲江村顺利通过吉
安市、江西省和国家第三方评估考核，
退出贫困村，为井冈山市在全国率先脱
贫“摘帽”做出了积极贡献。

帽摘了，可是扶贫工作结束了吗？

在叶维祝看来，脱贫“摘帽”不是终
点，更像是起点……如何保证已经脱贫
的群众不会再次返贫？江铜人总是把
目光看得更远，想得更深。

2018 年，江铜出资产业扶贫资金
20万元，吸纳村民入股5.8万元，成立白
莲合作社。90亩的一片低产鱼塘里种
上了莲花，同时养鱼、养虾，打造“莲+
鱼+虾”的立体化养殖模式。

另一方面，创造性地实行“合作社+
贫困户+农户”的产业结构模式，村民以
土地流转、股金入股的方式加入白莲合
作社，尽最大可能创收。

合作社成立当年，仅白莲产值就达
20余万元，利润3.5万元。村民作为“股
东”，拿到分红；又是“产业工人”，获得
劳务收入 6 万余元；还是土地的“包租
婆”，拿到租金 4 万余元。几笔钱一累
计，收入十分可观。

尝到了甜头，江铜因地制宜，投入

30万元购买一台旋耕机、两台收割机，
成立农机合作社，不仅帮助村民收割稻
子、翻田耕地，还租给别的村用，收取租
金；同时，利用曲江村山高林密的特点
发展养蜂产业，引进井冈山市海伦堡养
蜂专业合作社，发展养蜂300箱。

几年下来，村子里的产业经济不断
提质升级，效益越来越显著。村民人均
收入也由 2015 年 4600 元提高到 7300
元，成为井冈山市村级多产业发展的排
头兵。

产业扶贫扶上马，产品消费再送一
程。为了打开各类“山货”的销路，叶维
祝带着莲子样品前往浙江、福建等地，
江铜的每一个单位他都跑了个遍。

功夫不负有心人，山沟沟里的农产
品跑出了一条畅销路。如今，曲江村出
产的白莲、蜂蜜等土特产“穿”上了包
装盒，印上了“井冈山”的 Logo，既有

“颜值”又有“品质”，岁末年终还摆上了
年货的展台，进入千家万户。

“2019年我们的销售额突破了 100
万元，产业收入突破了 30万元……”想
到这些，叶维祝百感交集，四年前还是
集体经济为零的“空壳村”，如今已经
实现了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集
体经济不断壮大，2019年首次突破 100
万元大关，在井冈山所有行政村中排
名第一。

产业赋能 “摘帽”之后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时针拨回到2018年春节前夕，德兴
市李宅乡宗儒村男女老少 400多人，身
着喜庆红色衣服，“咚咚咚……”进行着
一场特别的迎新年民俗活动“打扁担”。

扁担声声震，震响了宗儒村的乡间
田野，更是在大年初一，登上了 CCTV
央视的大舞台，在《东方时空》《新闻直
播间》《朝闻天下》等多个栏目播出，一
时间吸引了全国的目光。

“打扁担”在宗儒村已有近百年的
历史，在村民们看来，一根扁担，挑起的
是粮食，也是对家庭的责任，更寓意着
来年的丰收。

2015年，江铜将这根“扁担”接到手
中，放在肩头，开始定点帮扶宗儒村。

宗儒村，建村千年，因“宗文礼、振
儒风”而得名，坐落于怀玉山间，青山环
绕，风景秀丽，拥有全国唯一的明代功
名坊——亚元坊。

刚到村子里，时任驻村第一书记的徐
志清便与村委会合计，利用宗儒村的文化
古迹和自然资源，做足生态旅游大文章。

可是，一代又一代苦读的学子，为
的就是能走出大山。如今想要请人进
山，谈何容易？

“村子离婺源直线距离 30公里，离

三清山 15公里，可无路相通；距离市区
60公里路程，跨过山丘，走过田埂，行走
20里到达乡镇公交站点，我们自己进城
都得花好几个小时，有谁肯来？”村民的
感慨深深印进徐志清心里。

脱贫致富谋出路，先得找一条出山
的路。

2016 年，进村的公路得到全面修
整，铺上了沥青。新建成的路，缩短了出
行时间，村民坐车到县城只需要40多分
钟。2019年，新修的一条连接婺源——
三清山的旅游“专线”，途径宗儒村口。

为了让古老的村庄热闹起来，徐志
清和村委班子对村庄基础设施和人文

景观进行品位提升、文化植入，先后建
成“一河两岸”水乡文化休闲区、千亩荷
花产业基地等景观，开展了扁担舞、快
闪表演、篝火晚会、皮艇漂流、荷花灯许
愿等系列活动。

如今，村子逐渐形成了“赏花——采荷
——戏鱼——观屋——带货”的河岸式旅
行路线，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游客的
增加，也带动了当地餐饮、土特产品的“跑
火”，村民根据自身实际找到了致富门路。

家住河边的村民王秋云，2019年开
起了小餐馆。“我们自己吃什么菜，就炒
什么菜给游客吃。”土生土长的王秋云，
尝试做起了乌佬果等本地特色小吃，生
意特别红火。“碰上高峰期，吃饭的客人
还排起了队呢。”

建档立卡贫困户王元生，养羊规模
达 50 多头，养蜂达 80 多桶，他的土蜂
蜜、野山羊、土鸡蛋都成了紧俏货，销量
不用愁。“多亏江铜扶贫驻村工作队，帮
我申请了国家贴息贷款，还请来许多专
家，帮助我干起了养殖业。”

“我们在做强现有景点的同时，有
计划地开发深山里的溶洞旅游资源，让
宗儒村旅游业更红火。”对于宗儒村旅
游产业的发展，接替徐志清担任驻村第

一书记的应兆龙信心满满。
在宗儒村东南向，有一处天然溶

洞，被当地村民称为“神仙洞”。在两任
驻村第一书记的带领下，通往神仙洞的
道路已经修好，毗邻婺源——三清山区
域旅游优势资源，一个新的旅游胜地呼
之欲出。

“我们大力推动特色农业与观光旅
游融合发展，着力打造综合服务功能齐
全的生态农业旅游观光示范基地。”宗
儒村支部书记周小平对来年的乡村旅
游充满期待。

春踏油菜花四海，夏赏绿荷红菡萏，
秋可入河观锦鲤，冬看璜峰雪皑皑……
积淀千年却又沉默无言的古村落，撕下
贫困的标签，在脱贫攻坚的浪潮中，正逐
渐走出“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向游
客展示迷人的风采。

旅游带动 省级贫困村登上央视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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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图由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宗儒村村貌宗儒村村貌

江铜驻村工作队帮助白莲基地采摘莲子江铜驻村工作队帮助白莲基地采摘莲子

贫困户龚樟英到合作社采摘莲子

金瑞期货赔付现场金瑞期货赔付现场

购入农产品发放到江铜职工手中购入农产品发放到江铜职工手中

井冈山曲江村村貌焕然一新井冈山曲江村村貌焕然一新

宗儒村荷花盛开宗儒村荷花盛开 贫困户王元生的羊群

宗儒村河岸风
景吸引游客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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