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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行业扶贫图之河南：

率先脱贫 兰考金融扶贫模式正推行
国际金融报记者 ｜ 王媛媛

2016 年 9 月 9 日， 证监会党
委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发
〔2015〕34 号) 和中央扶贫开发工
作会议精神，发布《中国证监会关
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

虑， 发现社旗县发展潜力较大，为

金会推动了恒大集团太康扶贫项

兰考，典范的力量

此，我们积极落实国家扶贫政策，同
社旗县进行结对， 希望对社旗县的

目，捐资 4.5 亿元，定向用于太康
县医院、学校、农业产业基地等扶

54 岁的“焦桐”又到了开花的

未来发展提供一定帮助。 ”
对于社旗县下一步的帮扶计

贫项目建设， 目前首批资金 1.85
亿元已完成拨付。

划， 太平洋证券将从推荐区域内
优良企业试水资本市场， 加快招

此外，券商在金融扶贫、教育
扶贫等领域均有发力。
招商证券完成了内乡县企业牧
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

季节，焦裕禄 55 年前的夙愿终于
得以实现。
2017 年 3 月 27 日，兰考退出
了贫困县序列，摘掉了贫困的“帽
子”，呈现新风貌。曾经的风沙盐碱

商进度及产业聚集， 推动金融知
识普及等方面展开工作。

贫攻坚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刘士余主席亲自挂帅出任证

地，而今企业林立。 而在 4 年前的
2013 年， 兰考还是一个拥有 7.94

湘财证券对《国际金融报》表
示，将着力在平台搭建、融资融智

开发行股票项目， 实际融资 30.77
亿元。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公司投

监会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证
监会党委把扶贫工作作为崇高的

万贫困人口的国家级贫困县。
短短三年时间， 兰考除紧抓
政策机遇外， 也注重借助资本市

和人才引进培养上做文章， 扎实
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行团队正在筹备为牧原公司进行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融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河南本
土券商，中原证券于第七、八批分
别与桐柏县、上蔡县结对，将自己
的“一司一县”结对数量增加到了
4 个，尽显“主场优势”。

资工作，预计融资额 31.5 亿元。
同时，针对内乡县，招商证券
为其建设了梦想教室， 并已实现
投入使用， 为当地教育系统引入
了先进的素质教育理念。

政治责任，每位党委成员和上海、
深圳证券交易所党委书记均结对
一个定点扶贫县。
河南，地处中原腹地，是中国
人口最多的省份， 也是扶贫攻坚
的主要阵地，共有 38 个国家级贫
困县。 河南兰考县是证监会的定
点扶贫县。
2016 年 8 月， 中国证券业协
会发起“一司一县”结对帮扶行动
倡议，河南地区的贫困县亦受到证
券行业内多家机构关注。 据《国际
金融报》记者统计，目前已有中原
证券、招商证券、民族证券、东海证
券、湘财证券、太平洋证券等 10 家
券商和其中 12 个贫困县进行结
对，占总贫困县比例为 31.58%。
光阴如梭，在《意见》发布周
年之际， 资本市场扶贫工作已颇
见成效。
在证监会的统一指导之下，
集合行业之力， 配合当地优势及
所需，将脱贫攻坚战略精准落实。
值得骄傲的是， 在各方齐心协力
之下，2017 年 3 月， 兰考率先脱
贫、摘掉贫困“帽子”，成为金融行
业扶贫的典范。

图片来源：中证焦桐

农好等 35 家企业在中原股权交
易中心挂牌展示；慧云股份、奥吉
特股份迁址兰考。
同时，在机制建设上，证监会

起“一司一县”结对帮扶行动，多
家证券公司响应协会号召， 陆续
与河南省的国家级贫困县结对，
逐渐绘制出了一幅属于河南的金

打造金融扶贫新模式， 挂职干部

融机构精准帮扶图。

借鉴“三公”原则和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制度， 大胆改革扶贫资金分
配使用机制， 在兰考县探索建立
了扶贫资金公示公开制度， 将扶
贫资金的使用情况在贫困村内和
县政府网站扶贫专栏公开， 确保

证券公司与河南贫困县的结
对最早可追溯至第三批。 中原证
券、招商证券、民族证券分别与河
南省固始县、兰考县、内乡县、新
县结对，拉开河南“一司一县”行
动的大幕。

功能与扶贫工作紧密结合。
例如，兰考挂职干部积极向上

扶贫资金在阳光下运行。
在证监会的支持下， 兰考县
加强制度供给、推进各项改革、扶
持产业发展， 推动了兰考县的快
速脱贫。

在不断总结区域扶贫经验的
基础上，东海证券、申港证券、新
时代证券于第七批 （2017 年第一
批）加入了河南扶贫队伍，依次与
洛宁县、确山县、淮滨县结对。

市公司宣传兰考的良好政策环境和
发展优势，引导格林美、禾丰牧业、

“一司一县”加速结对河南

场作用，借力创新金融扶贫模式，
最终实现率先脱贫， 为证券业扶
贫作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据《人民日报》报道，兰考实
现三年脱贫的秘籍， 可归结于三
招，即“兴产业、拔穷根 ”、 “ 促 改
革、敢担当”、“转作风、强党建”，
分别对应特色产业稳增收、“主动
运作”扶贫项目，以及向贫困村派
驻干部精准帮扶。
在兰考， 金融是催化脱贫工
作的一泓活水。 证监会通过向兰
考县选派优秀挂职干部定点、精
准扶贫， 并注重将发挥资本市场

晓鸣禽业等上市（挂牌）公司在兰考
加大投资，形成良好的带动效应。
兰考县在引入上市公司和扶
持企业上市方面成绩斐然， 格林
美、晓明禽业、杭萧钢构、恒大集
团等一批上市公司入驻兰考；瑞

在证监会推动下， 兰考县在
全国率先提出的金融扶贫理念，
得到了全国金融系统内的高度关
注和响应。
近水楼台先得月， 兰考扶贫

华股份拟转主板， 已申报 IPO 材
料；博源股份成功挂牌新三板；五

经验最先复制到河南其他各贫困
县。 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2016 年发

此后，第八批、第九批、第十批
中，又有湘财证券、联储证券、太平
洋证券加入与河南结对的队伍，并
分别与卢氏县、宜阳县、社旗县结
成帮扶对象。
太平洋证券相关负责人在接

民族证券的教育扶贫项目“智·

多方位助力扶贫
中国证券业协会会长陈共炎
近日在证券业协会于宁夏银川组
织召开的“精准扶贫：证券行业履
行社会责任”座谈会上表示，2017
年是扎实推进脱贫攻坚战的重要
一年， 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
键之年， 证券行业应立足服务实
体经济的根本宗旨， 突出产业扶
贫， 进一步发挥投资银行业务优
势， 帮助贫困地区以产业带动当
地经济建设，强化造血功能。

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公司实地考察后，结合社旗县悠久

中原证券探索合作设立了产
业投资基金。 中鼎开源、中证开元
两只基金与贫困县深度合作，通
过市场化运作方式设立相应的产
业投资基金， 对贫困县各类优质
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帮助。

的历史文化、 现阶段的产业发展能
力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方面综合考

同时，《国际金融报》 记者了
解到， 中原证券与河南省扶贫基

富大讲堂”第一期，选在河南新县大
别山干部学院开讲。 相关负责人告
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公司选择了
相应领域的业务骨干在大讲堂授
课，主要涉及到经济、金融、企业管
理、法律、政策解读等内容。 ”
此外， 为了给贫困县提供更
好的综合金融服务， 经过半年的
筹建准备， 招商证券内乡牧原营
业部已于 2017 年 6 月中旬落户
在南阳市内乡县进入试运行，提
供投、融资全方位服务。
以前券商营业部的空白区域，
随着扶贫工作的推进，也被填补。
东海证券洛宁营业部于 2017
年 8 月开业，填补了洛宁没有证券
公司的空白。 其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国际金融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 公司正积极协助洛宁优秀
企业上市融资， 拓宽企业融资渠
道，以助推洛宁实体经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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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焦桐：扶贫产业基金助推精准扶贫
国际金融报记者 ｜ 王媛媛

脱贫致富，产业是根本。 中国
证券业协会在其最新发布的 《推
动“一县一企” 深化精准扶贫——
—
证券公司服务脱贫攻坚再行动倡
议书》中，号召证券公司通过引进

产业投资、设立产业扶贫基金、并
购重组等方式， 以产业发展带动
区域性脱贫。
为响应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号
召和证监会的扶贫政策， 多家上
市公司和证券公司联合发起设立
了中证焦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通过创新体制机制以市场化方式
支持贫困地区产业发展。
中证焦桐董事长秦英林表
示：“该基金是第一支由来自贫困
地区的上市公司发起设立的，第
一支面向全国所有贫困地区的，
第一支代表证券市场合力的基

产业基金便注重联合资本市场多
方主体，合力开展脱贫攻坚工作。
2 月 21 日， 中证焦桐扶贫产
业基金结对帮扶启动仪式在北京
举行。 中央有关部门以及河南证
监局在内的多家省市级金融服务
部门出席启动仪式。 在结对帮扶
仪式上，中证焦桐与 23 个贫困县
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中证焦桐相关负责人告诉
《国际金融报》记者，公司近期与
安化县、 上蔡县以及明水县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 推动项目实施落
地；并与内乡县、民权县、重庆黔

此后， 中证焦桐将进一步协
调多方力量， 力求形成资本扶贫
合力、拓宽资本扶贫渠道。
6 月，中证焦桐联合多家创投
机构在河南内乡县举办了 “对接
创投资本，推进产业扶贫”论坛暨
内乡县资企对接仪式； 与中国减
贫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扶贫
网和北京焦桐汇富管理咨询中心
在北京联合主办了资本市场服务
脱贫攻坚论坛。
借助脱贫攻坚论坛的平台，
焦桐汇富与兰考“山药姑娘”潘春
婷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在焦桐

团的产业集合优势，力图促进黔江

本 6120 万元收购山东兰生能源
40%股权，帮助瑞华股份解决上市
难题，助推瑞华股份上市步伐。
智力扶贫方面， 积极发挥智
库服务作用。 中证焦桐相关负责
人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公司
积极参与陕西略阳县乌鸡产业、
杜仲产业、 光山茯茶产业和兰考
山药产业的战略规划， 主持或参
加多次相关研讨活动， 为产业做
大做强出谋划策； 组织中证焦桐
扶贫金融研究院（筹）的专家学者
赴内蒙古武川县考察调研， 对武
川县资本扶贫整体情况出具专业

金。 中证焦桐将通过扶贫产业基

江区、 武川县签订了产业扶贫基

汇富专家和学者的建议下，“山药

旅游产业发展，努力实现树立贫困

报告，为脱贫攻坚献计献策。 ”

金的创新模式助力国家精准扶贫
战略。 ”

金战略合作协议。
据了解， 中证焦桐与多家券
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达成

姑娘” 利用兰考金融扶贫的政策
优势， 从当地金融机构贷款用以
流转 200 亩土地扩大山药种植规

地区全域旅游扶贫样板，提高黔江
区对金融资金利用效率。 ”
金融扶贫方面，以实际行动反

日前，中证焦桐还在北京举办
了资本市场助力郧阳区资本扶贫技
能提升培训班，并邀请监管部门、交

形成资本市场合力

了战略合作关系，在资源整合、项
目对接及宣传等各个方面全面合
作，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为
贫困县地区及企业提供一揽子服
务。

模；完善经营方式，申请冷库进行
山药仓储， 同时在焦桐汇富的帮
助下成功取得“无公害”农产品产
地认证， 让这些无公害农产品走
进了北京。

哺兰考产业发展，支持兰考企业上
市。中证焦桐与兰考县瑞华股份建
立战略合作关系，使用公司注册资

易所和业内专家进行授课， 提高当
地利用资本市场的意识和水平。

自成立伊始， 中证焦桐扶贫

将精准扶贫落至实处
中证焦桐从产业、金融、智力
扶贫等多领域入手，将精准扶贫落
至实处，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产业扶贫方面，针对贫困地区
当地特点， 积极进行旅游资源对
接。相关负责人向《国际金融报》记
者介绍，“公司通过现场实地考察
调研，协调中旅银行与重庆市黔江
区对接， 通过以点带面的形式，发
挥中旅银行及其股东中国旅游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