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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批结对名单出炉 券商注重长效扶贫机制
国际金融报记者 ｜ 纪津嵘

了两家（含）以上国家级贫困县，
并持续结合自身优势， 扎实推进
扶贫工作。

8 月 2 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
布了“证券公司‘一司一县’结对
帮扶公告（下称‘9 号公告’）”，证

值得一提的是， 华金证券在
第 6 批、第 7 批、第 8 批、第 9 批
连续四个批次均有新增结对的国

时间累进成就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此次与西
藏自治区墨脱县结对。 《国际金融

券公司落实“一司一县”结对帮扶

家级贫困县，相关负责人告诉《国

报》 记者发现， 其已分别于第 1
批、 第 4 批结对了西藏自治区嘉

倡议行动 2017 年第三批名单（总
第 9 批）出炉。

际金融报》 记者，“我们先后派出
上百人次，多次往返扶贫县域，深

黎县、曲水县，也均为西藏的国家
级贫困县。

伴随着第 9 批名单的出炉，

入考察调研、定制扶贫方案，通过

“一司一县”活动开展已逾一年时
间，证券公司结对贫困县、发挥行
业优势、 助力脱贫攻坚的步伐愈
加坚定，扶贫更有心得。
据悉， 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公司作为起源于西藏、成长
于上海的企业， 在发展过程受到
西藏和上海各级政府的大力支
持。 考虑到西藏被列为连片贫困
地区，我们在选择扶贫对象时，以

2016 年 8 月发布 《助力脱贫攻坚
—证券公司 “一
履行社会责任——
司一县” 结对帮扶贫困县行动倡
议书》，号召开展“一司一县”结对
帮扶行动， 每家证券公司至少结
对帮扶一个国家级贫困县。

结对数量更新
《国际金融报》记者通过梳理
发现，本次共有 10 家证券公司进

伴随着第 9
批名单的出炉，
“一司一县”活动
开展已逾一年时
间， 证券公司结
对贫困县、 发挥
行业优势、 助力
脱贫攻坚的步伐
愈加坚定， 扶贫
更有心得。

入第 9 批结对帮扶的名单中，分
别是国融证券、恒泰证券、华福证
券、华金证券、华西证券、联储证
券、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 湘财证
券、中航证券以及中山证券。

券以及中航证券。

第一财经、 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举

举办扶贫地区管理人员培训、研
究设立公益扶贫基金、 招商引资
等多种形式落实扶贫工作。 同时，
我们也将发起成立华金证券公益
基金会， 探索精准扶贫长效机

而在最新公布的第 9 批名单
基础之上， 券商结对帮扶贫困县

办的 “温暖金融城—2017 陆家嘴
年度公益榜”评选中荣获“公益社

制。 ”
而针对 7 个贫困县的不同特

象为主。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国
际金融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在

数量排名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变

群实践奖”。

点，华金证券也因时、因地制宜，

延续原有驻村项目的基础上，依
托西藏地区分支机构分布情况、

图片来源：华金证券

化。 根据此前中国证券业协会发

“目前我们已与内蒙武川县、

制定了帮扶计划和措施， 形成核

布的“证券公司‘一司一县’结对
帮扶情况汇总表（截至 2017 年第
2 号公告）”，结对数量最多的券商
前 5 名分别为中泰证券（8 个）、方

贵州黔西县、广西巴马县、云南勐
腊县、西藏米林县、安徽砀山县和
萧县等 7 个国家级贫困县签约。
下一步将在建立结对帮扶机制的

心特色。 其中，对第 7 批结对帮扶
的云南省勐腊县， 华金证券牵头
引进内蒙古乌兰集团在该县投资
年产一万吨清香型白酒酒厂项

正证券（6 个）、国信证券（6 个）、
华金证 券 （6 个 ）、 华 林 证 券 （6

县域，继续发挥专业优势，有序推
进各项工作， 探索创新扶贫脱困

目。 “该项目将于近日举行签约仪
式，一、二期总投资达 8 亿元，预

个）。 其中，凭借第 9 批新增结对
的贫困县， 国融证券与华金证券

的方式方法。 ”该负责人进一步介
绍。

计投产后年均税费 2.4 亿元，可直
接增加就业 880 余人。 ”上述负责

结对贫困县数量均增长至 7 个，
紧随“状元”中泰证券其后。
华金证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国际金融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公司在认真研究公司资源优势及
专业优势的基础上， 依托多层次

从结对数量来看， 在本批次
名单中，这 10 家证券公司共结对
了 15 个国家级贫困县，平均每家
公司结对 1.5 个贫困县。 其中，湘
财证券结对数量最多， 一口气结

资本市场建设，聚焦精准扶贫，充
分发挥人才、智力、资源和资本优
势，从金融角度阐释、倡导和创造

对了 3 家贫困县， 且地域范围跨
度较广，分别位于黑龙江、河南以

更多的扶贫新模式。 例如，今年 4
月，公司主办了“智荟·帮扶”金融

及内蒙古三个不同的省份 （自治
区）。 本次“一拖二”的证券公司也

证券研修班项目， 并在中国 （上
海） 自由贸易区管理委员会陆家

有 3 家，分别为国融证券、华西证

嘴管理局、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

扶贫经验丰富
《国际金融报》记者注意到，
参与第 9 批结对的这 10 家证券
公司，可谓是能者多劳，均已不是
第 1 次参与“一司一县”活动了，
即此前各自已有自己结对的贫困
县， 皆已具备较为完善的结对扶
贫经验。
其中， 在第 9 批名单产生之
前，华金证券、国融证券、西藏东
方财富证券、 中航证券以及中山
证券这 5 家券商更是已结对帮扶

人介绍，“牵头引进的乌兰集团同
时计划投资 4 亿元开发当地特色
旅游资源。 ”
此外，在结对帮扶中，中山证
券将履行社会责任与推动业务发
展实现了有机结合， 总裁石文燕
指出，“公司深入研究证券公司参
与结对帮扶的行业特殊性， 立足
于自身投行业务的综合服务能

支持西部贫困， 反哺高原扶贫对

贫困区域发展瓶颈及潜力等主要
因素选择扶贫对象。 ”
自 2011 年 12 月起， 西藏东
方财富证券对嘉黎县鸽群乡进行
对口扶助，持续了 6 年，并指派了
驻村人员， 深入扎根到当地群众
的生活中。 长期与村民的 “近距
离”接触，也令其对扶贫工作如何
顺利开展颇有心得。 “驻村工作队
所属村是全乡虫草最丰富的一个
村， 采挖虫草的工作直接影响到
经济收入， 所以做好采挖虫草的
前期宣传教育工作至关重要。 ”上
述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
驻村工作队在采挖虫草的前一个
星期，召开了村民大会，并通过走

力，广泛开展实地调研，帮助贫困
地区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拓

村入户的方式及时向村民宣传了

宽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提高企业融资效率， 助推帮扶地

了前期教育工作， 使每年近 2 个
月的采挖工作顺利完成， 得到了

区产业升级。 ”

乡政府和县政府的一致好评。

“采挖虫草各项规章制度”， 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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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县发债难上加难 券商探求多赢模式
国际金融报记者 ｜ 徐蔚

簿记发行，全场认购倍数 1.21 倍，

华英证券相关负责人告诉

由华英证券主承销的贫困县
企业债——
—四川金财金鑫投资有
限公司 10 亿元 7 年期债券（以下
简称“17 川金财债”）于日前成功

票面利率 7.08%。
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 贫困
县发行债券十分不易。 作为助力
脱贫攻坚的关键性力量， 券商一
直在积极地探求并创新发债模
式。

《国际金融报》记者，为了抢抓先
机、 最大程度确保债券的审批时
效，团队连续数月加班加点，终于
赶在 3 月 31 日上报了国家发改
委，并在 4 月 30 日前通过国家发
改委联审会， 为发行人减轻了大
量的工作， 节省了至少一个月的
时间。 而本期债券也成为巴中市

平昌实现“零突破”
据悉， 该笔债券是以金财公
司作为主体，以龙潭溪、东互通、
黄滩坝等安置房工程为募投项
目。 其中，1 亿元用于平昌县电商
园安置房建设工程，3.5 亿元用于
平昌县金宝新区黄滩坝安置房建
设工程，2.5 亿元用于平昌县上龙
潭溪安置房建设工程，3 亿元用于
补充营运资金。

区县平台在资本市场上公开发行
的第一只企业债券。
发行过程中， 由于机构投资
者对主体 AA-企业认可度较低，
再加上在去杠杆、强监管、资金极
度紧张的形势下， 发行利率居高
不下，债券难于发行。
华英证券表示，“我们团队深
入到发行工作第一线， 在高温和
雷暴等极端天气下积极寻找可投
资金。 ” 最后确定的票面利率为
7.08%。

券商助力贫困县发债
据悉，“17 川金财债” 并不是
华英证券承销的首单贫困县债
券，公司还曾在 2015 年为贵州赫
章县落实过一项公司债券承销业
务，募集资金为 3 亿元；同时正在
向国家发改委申报 15 亿元企业
债券。
“债券是金融工具，同时也能
成为扶贫的手段。 ”四川证监局相
关负责人曾对媒体表示， 证监会
系统一直注重发挥资本市场的扶
贫功能， 为贫困地区实现群众住
房保障及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
持。
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金融主
体之一， 券商在精准扶贫领域有
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助力债券发
行是其金融扶贫的有效手段之

一。

以 6.79 倍的认购倍数， 成功募集

不过， 在资本市场大环境不
佳，投资者持谨慎观望的形势下，
在贫困县发债面临重重困难。 券
商们通过调动整合多方资源，启
发了金融扶贫新思路。
《国际金融报》记者从华英证
券固收团队了解到， 华英证券进
场时间是 2016 年，发行最大的难

了首期 5 亿元的资金， 奠定了资
本市场对于扶贫债券的认可。
此后， 华西证券又发行了同
样模式的 “苍溪县兴苍建设有限
公司 10 亿元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收益债券”。
中信建投研报认为， 在资本
市场扶贫中，“以扶贫补短板为主

度是债项无法达到 AA 及以上。
“华英证券提出了引入第三
方担保公司的发行结构方案，并
调动了所有资源， 最终解决了这
个难题。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新模式，
是 2016 年由华西证券设计、华西
证券与国开证券联合主承销的全
国首个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收益债
券“16 泸扶贫项目 NPB”。 该债券

题的债券具备投资价值。 一方面，
国家的政策支持以及贫困县自身
经济的增长均为城投债发行企业
基本面提供良好的支持； 另一方
面，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
异地搬迁扶贫下保障房的相关建
设， 均对贫困县及其所属省市城
投企业的投资建设职能提供了契
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