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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扶贫主战场 产业是重头戏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 王媛媛

经济，养殖五黑鸡，以此来更好地实
施产业扶贫。
券商也十分重视帮扶地区农产

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提出，发
展意味着消除贫困。

品的品牌建设工作， 充分利用互联
网思维， 让农产品真正走出大山和

贫困地区一直以来存在解决温

僻壤， 既 要 “ 种 得 好 ”， 又 要 “ 卖 得

饱的难题， 然而依靠传统农业或是
救济式扶贫， 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而产业扶贫却可以使这些地

好”。

方的贫困人群由“输血型”向“造血

扶贫方面， 公司将重点围绕菇娘产

东方证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国际金融报》采访时透露，在产业

型” 转变， 进而迎来发展的希望曙

业，盘活菇娘产业链，打造东方菇娘

光。

品牌。
该券商负责人表示，“据前期调

券商借助扶贫的这股东风，践
行职责，辛勤耕耘，悉心培育呵护贫
困地区的产业幼苗， 以辛劳与汗水
浇灌，假以时日，它必将会成长为擎
天高树， 并结出薪火相传的永续硕
果。

输血更造血
在 “十三五” 脱贫攻坚的过程
中， 产业扶贫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
用。 产业扶贫的总思路是以产业发
展带动农民增收。
监管部门出台 《关于金融助推
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对券商参与
到脱贫攻坚战役中， 做了相关的部
署与规划。
因此， 不少券商都主动与扶贫
定点单位进行结对，围绕“怎么扶”

完成贫困
地区企业挂牌
上市的辅导工
作， 成为融资
发债的强力推
手， 在券商们
看来， 这是他
们最专业、最
常规的拿手好
戏。

研， 莫旗是中国菇娘三大生产基地
之一，菇娘已成为莫旗的特色产业，
菇娘产业链对莫旗的脱贫至关重
要。 但目前产业发展中面临着菇娘
品种改良被忽视、 运输仓储设施短

三个， 完成国家级贫困县新三板企
业股票发行两次， 融资额达 10800

平安证券相关负责人接受 《国
际金融报》采访时提到，公司立足帮

手国内著名生鲜电商本来生活，共
同解决莫旗菇娘产业发展中的问

参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发债工作，
探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融资模
式。

多万元。 同时，位于四川甘洛县、云
南鲁甸县、 云南元阳县的三个贫困
地区 IPO 项目正在积极推进中。

扶对象平泉县特色资源和产业基
础，支持其开展引资、产业链整合、
企业重组与并购等，并提供“中华蘑

题。

其中， 完成贫困地区企业挂牌
上市的辅导工作， 成为融资发债的

项目金牌顾问

菇云产业园”、“平泉绿色设施菜基
地建设项目”、“平泉县富硒农产品

券商扶贫领域掀起一股蔚然成风的
浪潮。

基地建设项目”等多个对接帮扶项
目，推动平泉县经济发展。

开源证券相关负责人告诉 《国
际金融报》记者，公司在产业扶贫上

浙商证券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

特色产业支持

发力，通过农业科技公司流转土地，
不仅有效地发挥了耕地产能， 同时
带动当地富硒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确保村民持续增收、 贫困户稳定脱
贫。
开源证券负责人在谈到 2017
年的扶贫工作部署时还表示，“计划
与汉阴县政府、 市财信担保公司合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年）》中提出，要以发展
特色优势产业为目标， 到 2020 年，
初步构建特色支柱产业体系。

作成立县级专项扶贫产业基金，如
富硒带农副产品产业基金， 扩大汉
阴县直接融资规模， 从而推动县域
经济发展。 ”
在帮助贫困地区解决重要的生

强力推手，在券商们看来，这是他们
最专业、最常规的拿手好戏。
长江证券相关负责人对记者指

既能够上演拿手好戏， 券商们
也可以在巩固优势的层面上， 继续
锦上添花。 2017 年证监会希望扶贫

招商证券相关负责人表示，新
时期的扶贫工作不再是简单的给钱
给物， 而是通过推动贫困县自身能
力建设、 产品扶贫、 金融扶贫等手
段，实现“造血功能”，支持他们立足
自身力量脱贫。

四板批量挂牌数量之最的纪录。
国泰君安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国际金融报》采访时表示，公司创
新投行部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
牛特旗开展新三板挂牌工作。 凌志

现，这些项目涵盖旅游、医药、大健
康等多个产业领域， 为当地逐渐积

《国际金融报》记者通过采访发
现，产业扶贫长效化、多元化正逐渐
成为券商产业扶贫的主原则之一。

股份于 2016 年 12 月通过股东大会
决议计划融资 4500 万元，近期报送
股转系统备案。 江西志特新材料股

对象古丈县根据发展实际， 提出了
支持栖凤湖旅游基地和康养项目、

为了更好地促进贫困地区经济
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券商产业 “造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在新三板
挂牌上市拟定向发行募集不超过
4770 万元。
申万宏源相关负责人告诉 《国
际金融报》记者，公司积极推动贫困

血”方式多样，通过 IPO、“新三板”
挂牌、政府债、中小企业债、PPP 融

地区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2016 年
完成国家级贫困县新三板挂牌项目

康服务中心项目和农村基建项目的
需求。中金公司正在通过多种方式，
进行深入研究和积极对接， 正在考
虑通过直接帮扶、引进投资、融资募
股、 发行债务、 推动上市等金融方
式，整合公司和县域资源，帮助县里
把这些重点工作搞好。

并竭力把自身在资金、项目、信息、
管理、技术、专业知识等方面的资源
与帮扶对象有效结合起来。

融资挂牌好手

缺、产品销售渠道单一等问题，帮助
莫旗打造菇娘品牌， 东方证券将携

资等多元业务模式， 积极支持和培
育贫困地区优秀企业挂牌上市，或

出，2017 年 1 月 11 日，由公司推荐
辅导的十堰市 93 家（郧阳区 54 家）
企业成功登陆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
心挂牌，创该交易中心自成立以来，
同一场次单一机构推荐挂牌数量的
最高纪录。同时，也创下了与鄂、豫、
陕、 渝毗邻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加强实地调研，找到各自资金使用、
项目安排、措施开展的精准切入点，

图片来源：东方证券

更进一步， 在抢眼的融资数据基础
之上，仍可有所突破。
秉持证监会鼓励建立长效扶贫
机制等多项原则， 券商们毅然当起

时透露， 公司将联合浙商商会大健
康分会， 出资与岳西县乘风制药共
同帮助安徽安庆市、岳西县成立贫
困县产业引导基金， 主要投向大健
康产业，筹建大健康产业小镇。

了贫困县产业项目推进的金牌顾
问。 《国际金融报》记者通过采访发

蓄起脱贫的洪荒之力。
中金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告诉
《国际金融报》记者，今年，中金帮扶

县全域旅游发展项目、医疗养老健

有相当数量的券商， 在产业帮
扶方面， 都选择了立足当地资源特
色和产业基础，为当地推荐引进特
色种植或养殖产品以及技术。
在天风证券定点帮扶地区湖北
省将军山村， 天风证券通过委派公
司农业研究员，联系中科院专家，在
将军山深入考察， 为当地推荐引入
红心猕猴桃、 日本甜柿等经济价值
较高的种植产品和技术，发展林下

特色产业支持为当地经济提质
增速带来了显著的效果， 正逐渐在

存和发展问题方面， 产业扶贫效果
显著，影响深远，不少券商也将产业
扶贫作为下一步重点。
九州证券相关负责人告诉 《国
际金融报》，所谓“授人予鱼不如授
人予渔”， 在规划扶贫工作过程中，
产业扶贫是公司的重点投入方向之
一。下一步，公司将充分利用自身优
势，邀请企业来祁连县落户，推动与
祁连企业并购合作。

扶贫类期货品种开发加速
国际金融报记者 ｜ 张竞怡
扶贫在期货行业并不是一句空
话。 “可以说，期货行业扶贫是自上
而下的，有战略指导的。 ”一位期货
公司扶贫负责人告诉《国际金融报》
记者。
3 月 16 日，中国期货业协会公

农以及助力精准扶贫的 “最后一公
里”问题。
“保险+期货”试点，全称为“价
格保险+场外期权+场内 期 货 ” 试
点。 该模式的主要参与主体包括保
险公司、 普通农户或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期货公司、政府部门等。
“保险+期货”试点在 2015 年

低于目标价格，获赔 36 元/吨，金额
1014372 元； 实际农民获得弥补价
格 损 失 净 补 偿 18.8 元/吨 ， 金 额
529727.6 元。
2016 年初至今，郑商所也积极
开展“保险+期货”试点建设工作。
关于如何做到支持最优项目、
因地制宜扶贫，郑商所于 2016 年 8

布 《期货经营机构服务实体经济行
动纲要(2017-2020)》(以下简称《纲
要》)。 《纲要》明确提出，发挥专业优
势，开展精准扶贫。
期货交易所在支农扶贫上，也
加强了支持力度。 期货特别是农产
品期货，在服务“三农”上有天然优
势。 目前， 我国期货市场已上市了

已经启动，大连商品交易所（下称大
商所）联合期货公司、保险公司，以
玉米和大豆为试点品种， 在黑龙江
嫩江县和辽宁锦州康平县等地区推
广“保险+期货”试点业务，有效帮
助农户规避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
稳定了农民的合理收益，成功探索
出“保险+期货”模式，并被写入中

月向社会公开发布“保险+期货”试
点项目征集通知，并严格审核、反复
筛选申报材料。
据了解，对于材料评审，郑商所
邀请业内业外专家，组成专业评审委
员会进行集体审核筛选。立项评审环

10 多个农业品种，包括白糖、棉花、
强麦、黄大豆 1 号、玉米、豆粕等。
在服务“三农”的过程中，期货交易
所在服务贫困地区发展上， 已经具

央一号文件。
2016 年，大商所深入贯彻中央
一号文件精神，大幅提升支持力度，
投入 2400 万元， 支持了由 12 家期
货公司联合 7 个保险公司开展的

计得分及排名，宣布入选单位。 评审
角度包括项目是否取得政府资金或
政策支持，申请单位团队建设及研发
能力，试点方案内容的真实性、可操
作性及可复制性，项目的预期效果及

12 个“保险+期货”试点项目。 其中，
在国家级贫困县黑龙江省同江市
（鲁证期货联合中国人保财险）和安
徽省泗县（国元期货和国元农险）分
别开展了大豆和玉米的 “保险+期
货”试点。
在安徽省泗县开展的玉米 “保

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
经过评审， 来自 10 家会员，覆
盖 8 个省(区)的 10 个试点项目获
得郑商所资金支持，单个项目平均
支持额度在 75 万元。 其中，郑商所
针对贫困地区适当增加了试点数
量。 增加的试点项目中， 包括中粮

险+期货”试点，合作社/农户共参保
28177 吨，保费 17.2 元/吨，保费支
出金额 484644.4 元；由于现货价格

期货白糖、 南华期货棉花以及国元
期货棉花项目，项目覆盖云南、新疆

备了一定的实践经验。

扩至四大农产品
近年来，随着“保险+期货”试
点的稳步推进，期货市场、保险市场
在提升服务“三农”工作质量方面，
迈出了关键而坚实的步伐。 通过与
保险公司的优势互补、有效衔接，交
易所、 期货公司及其风险管理子公
司创新性地解决了期货市场支农惠

节主要包括：申请单位方案展示及专
家点评提问；专家匿名打分；公开统

和湖北 3 个省（区）的 5 个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

品种开发加速
2017 年，期货市场新品种上市
加速。 据了解，目前，白糖期权、豆
粕期权已获证监会批复，将于近期
上市交易，棉纱、生猪、纸浆期货等
正在积极开展上市准备， 更多的期
货品种也已纳入“储备库”。
在期货新产品矩阵中， 扶贫类
期货品种的研发上市更牵动人心。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全国政协
委员、 新疆农业大学副校长蒋平安
在一则建议中指出，棉花期货在服
务新疆经济建设方面发挥了有益的
作用， 建议国家适时推出红枣期货
等更多特色品种， 促进新疆脱贫攻
坚。
他举例说，红枣是新疆重要经济
作物，在国家稳粮、优经政策引导下，
新疆红枣产量由 2008 年的 12 万吨
迅速增加到 2015 年的 300 万吨。 红
枣已成为促进新疆农户增收的“致富
果”， 并逐步发展为与棉花 “白色经
济”并驾齐驱的“红色经济”。
但是， 红枣行业仍广泛采取农
民散户种植的模式， 抵御自然灾害
和市场风险能力偏低。 尤其是对农
户而言， 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几乎
难以承受。 2016 年红枣价格，由往

年的 30 多元/千克下降至 7、8 元/
千克，一度出现“卖枣难”的问题。
在蒋平安看来， 上市红枣期货
不仅有助于上游枣农规避红枣价格
下跌风险， 中下游加工和销售企业
规避原料采购成本上涨风险， 还可
以利用保险+期货等形式对枣农进
行价格保险保费的补贴，稳定收入。
而据《国际金融报》记者了解，
红枣之类带有贫困地区特色的期货
产品， 已经引起监管层与期货交易
所的高度关注。
日前， 证监会期货部和郑商所
已赴新疆乌鲁木齐、库尔勒、阿克苏
等地，对红枣、番茄酱、香梨等当地
优势农产品开展期货交易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进行实地调研。据悉，对符
合上市基本条件的品种， 郑商所将
开展后续研发工作。
据郑商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
次调研的新疆优势品种主要包括红
枣、番茄酱和香梨等。调研一方面是
为了了解相关产品的产销量、 价格
波动性、定价机制、质量确定性、国
标适用性、运输及储存方式、贸易习
惯、产业政策、产业链构成以及发展
前景等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研
究上市当地优势农产品期货在促进
新疆经济发展、助力精准脱贫、服务
产业转型升级、 稳定农户以及合作
社生产经营等方面的潜力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