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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攻坚战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 纪津嵘

精准扶贫是一场旷日持久的
攻坚战。在这场战役中，券商啃下了

等实用的前沿知识。 这种三方合

许多券商扶贫时遇到的一个大难

作的模式，与当地产业实际情况
还是比较贴近的，当地政府的接

题。 一位参与过扶贫的券商业内
人士就指出，“我们以前做过一场

纳度也比较高。 ”

培训活动，让他们（帮扶贫困县工

提升产业竞争力， 不仅需要

厂工人）来北上广听课，课程设置

结合当地特色， 还需要有效盘活
当地的产业链。 在此过程中，券商

得也都比较优质， 而且给他们来
回行程食宿都给安排好了， 但报

创新金融崭露头角

遇到过种植户培训、 仓储、 供应
链、品牌打造与推广、销售渠道优

名并愿意来的人还是寥寥无几，
最终还是我们的老师飞过去才完

金融扶贫需输送“活水”。 承
销辅导如何与精准扶贫工作相结

化等各式各样的问题， 并竭力为
其寻找有利的解决途径。

成授课的。 ”
如何克服距离的阻隔？ 平安

合？ 金融的资源配置作用和普惠
性如何高效利用， 精准服务于扶
贫区域与扶贫对象？ 融资难题又

东方证券负责人分享了解决种
植管理问题的经验，“因土地承包到

证券为保证扶贫工作高效推进，
各部门和业务线指定专人成立了

图片来源：兴业证券

户，缺乏种植面积规划，所以我们与
莫旗政府和农户进行了充分的洽

日常沟通小组，定期举行会议，沟
通工作进展。 “我司充分发挥分公

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发行股票已募集资金人民币
2160.2 万元， 另有 2000 万元正准

谈， 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对 2017
年农产品的种植面积进行了有效规
划。 同时，目前虽然进行了轮作，但

司优势， 由平泉县所在的河北公
司对接当地帮扶需求， 并由总部
协调集团、公司内部的人力、物力

不少硬骨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券商通过发

怎么解决？ 这是不少券商在发挥
自身资源优势时， 碰到的第一个

债、资产证券化、

系列难点。
贫困地区当地企业较少符合

无息贷款等金融

得到进一步发展， 而且还解决了近
200 多名贫困地区人员的就业问题。
券商通过发债、资产证券化、

发债、融资、挂牌或上市的条件。“有
些企业沟通下来， 上市的意愿并不

产品 及 服 务 ，为

无息贷款等金融产品及服务，为

备向股转系统申请备案， 共计

对挂果率还未进行科学的管理，存

等资源进行配合支持。 ” 负责人

贫困地区企业解

贫困地区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平安证券负责人告诉 《国际
金融报》记者，“今年 1 月，平安证
券作为专项计划的管理人和销售
机构的中信富通租赁 ABS 项目正

4160.2 万元；其中注册地在国家级
贫困县的企业已发行债券项目共
8 个，募集资金共 45 亿元。

在土地贫瘠现象。为此，我们准备在
莫旗建立种植基地， 并邀请专家对
种植进行科学管理，提高品质。 ”
某国有大型券商表示，贫困地
区普遍存在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如

称。
总经理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挂职
做市长助理， 挂职干部经常走访
莫旗与当地企业和农户促膝长
谈， 加之我司哈尔滨营业部总经
理及同事也经常深入莫旗调研，
我司扶贫工作组与挂职干部和营
业部保持紧密联系， 多角度了解

强；还有些企业乍看起来觉得不错，
但可能在上市标准等方面仍然有一

决融资难题。

些欠缺的地方。 ”业内人士称。
问题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例
如， 华林证券结合扶贫地区的实
际情况， 充分利用资产证券化等

锻造独创产业实力

“我们派驻了一名营业部副

创新金融产品的优势， 为贫困地
区打造了一套发挥内生增长动力

式发行， 该 ABS 项目入池资产共
36 笔，底层承租人涉及 11 个国家
级贫困县的 12 笔资产，合计融资
额约 1.55 亿元。 ”

的“造血功能”，防止出现返贫等
现象，券商在开展扶贫工作时，注

何吸引当地人才和劳动力返乡创
业，提升当地产业的竞争力，是券
商下一步工作的难点和重点。
平安证券负责人告诉 《国际

的融资方案，即“云南文产巴拉格
宗入园凭证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目前， 兴业证券累计在国家
级贫困县开展新三板项目 5 家；

重激发贫困地区自我造血能力，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金融报》 记者，“我司与上海宋庆
龄基金会——
—瀚叶公益基金和平

莫旗状况，落实实现扶贫联动。 ”
东方证券负责人如是说。

巴拉格宗景区一直以来因资
金、人力不足等原因导致无法对景区

在国家级贫困县四川省广安区、
湖南省安华县承销债券 2 家，融

民生证券相关负责人对《国
际金融报》记者指出，“现在的扶

泉县建立对接， 为平泉县种植农
产品的农户提供资金支持。 目前，

距离不应滋生畏难心理，相
反， 产生了对帮扶对象负责到底

进行大规模的开发。 因此，为解决巴
拉格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融资难

资金额达 14.9 亿元。
中山证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贫工作提倡边干边学。 拿我们帮
扶的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来说，

平安证券已通过平泉县推荐了 3
家当地农户企业， 农民创业接力

的决心。 正如切身参与扶贫的民
生证券相关负责人所说，“扶贫是

问题，华林证券秉持“资源变资产”的
原则，把募集资金投入到峡谷生态观

《国际金融报》 记者采访时给出了
一组数据：公司积极支持贫困地区

因为它是一个全国性的家具生
产集散中心， 有独特的产业特

棒项目也在有序进行中。 ”

一个很细的活儿，想要出真结果，
容不得任何的走马观花、 虚情假

光区、巴拉文化体验区、香巴拉佛塔
朝圣区等亟需资金开发建设的项目
中，并发行了巴拉格宗 ABS，让景区

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融
资渠道。截至 2016 年 12 月 15 日，

色，所以扶贫的切入点就比较好
找。 我们与北京林业大学合作，

千里之外亦可联动

意。 各方的诉求和期望点都不相
同，需要寻求合适的契合点，一步

帮助来自国家级贫困县的 3 家企

为南康带去材料生产、家具设计

帮扶县远在千里之外， 也是

一步脚踏实地去落实。 ”

为了使扶贫项目产生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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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基金 让扶贫持续远行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 吴梦迪

初具行业规模
精准扶贫的道路上，在探索
如何推动扶贫项目更好地开展
时，成立公益基金成为不少金融
机构的扶贫特色。 “设立基金扶
贫这一模式是近些年的一大创
新，而且成效颇为显著，将会被
整个证券行业借鉴。 ”某机构相
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金融扶贫已经初见成效。 去
年证券业协会发布的数据中显
示，2015 年券商的公益支出中，公
益支出排名前十的券商在公益事
业上共 计 支 出 1.09 亿 元 ， 相 比
2014 年的 6657 万元有了明显提
高。
记者了解到， 和证券业协会
的扶贫专项基金类似， 有不少券
商已经成立了相关公益基金，且
专门针对扶贫项目。 目前已经有
部分券商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扶贫
基金，据了解，兴业证券、东方证
券、国元证券、中金公司、广发证
券、长江证券、国泰君安、国海证
券、 招商证券 9 家券商均成立了
公益基金会，专门对接扶贫。
协会公布的 2015 年券商公
益支出数据显示， 券商行业中，
2015 年公益支出最高的是兴业证

公益基金履责更及时、 更系统、更
持久。

券，达 2402 万元，较 2014 年公益
支出榜首的 1020 万元翻了一番
多。 国信证券、广发证券、东方证
券和西南证券公益支出也都超过
千万。

多角度聚焦
教育扶贫方面，2008 年，长江
证券发起成立国内首家由证券公
司发起成立的公益慈善基金
会——
—“湖北省长江证券公益慈
善基金会”。 该基金会自成立以来
积极响应并多次参与政府部门和
监管机关的号召， 积极参加扶贫
济困、捐资助学、科教文卫等社会
公益慈善活动。
兴业证券发起成立的兴业慈

善基金会，以帮困助学、奉献爱心
为宗旨，开展各类教育、救灾、扶
贫公益慈善活动。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兴业慈善基金会累计获
得来自兴业证券及其子公司、员
工、客户、社会公众的捐款超过 1
亿元，运作执行项目 241 个，遍及
全国 2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4
个市（州）超过 62 个县（区、县级
市）。
兴业证券在年度社会责任报
告中披露，2016 年，由公司发起的
兴业慈善基金会共收到各类捐赠
4682 万元，其中公司捐赠 2200 万
元，子公司、公司员工及客户等捐
赠 2482 万元。
据《国际金融报》记者了解，
东 方 证 券 于 2014 年 专 门 发 起 、

2015 年成立了心得益彰公益基金
会， 在非遗保护推广方面积累了
大量的经验和专业的团队， 成功
打造“心得益彰—织锦”和“西遇
知美—敦煌”两大品牌公益项目，

面，2012 年，国元证券成立了“国
元投行雪莲花爱心基金”，主要是
用于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
展。 成立以来，该基金先后向西藏
错那县、 新疆塔什库尔干县等地

融合艺术、 借助跨界的力量为传
统东方文化遗产注入现代元素，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切
实达到了保护和传承的目的。
东方证券相关人士告诉记
者，“目前， 公益基金会将重点开
展一年一度的心得益彰公益项
目， 每 2-3 年选定需要扶持和推
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尽可能地
保护东方文化。 ”该人士表示，发
起成立公益基金会是作为一家上
市公司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体
现， 也是为了更及时、 更加持续

区捐助 100 万元等。
中金公司在金融扶贫、 产业
扶贫、 公益扶贫和消费扶贫上多
措并举、全面发力。 中金公司相关
负责人对《国际金融报》表示，公
司独家发起成立北京中金公益基
金会， 该基金会是中金公司在扶
贫和公益事业上的一个重要创
新。
“基金会的设立，使得中金公
司和全体员工拓宽了扶危济贫的
渠道， 实现了公司各类捐助使用
的制度化、 规范化和全程透明可
追溯， 也缩短了捐助者和被捐助
者之间的距离， 成为当前公司开

性、 系统性地开展与公益相关的
项目和活动， 尽可能地回馈整个
社会。
相比之下， 国元证券较为侧
重产业扶贫、 教育扶贫、 健康扶
贫。 国元证券相关负责人告诉《国
际金融报》 记者， 在教育扶贫方

展扶贫和公益活动的有力抓手。 ”
中金公司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