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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公司以专业优势 解题潇湘脱贫攻坚

证券行业扶贫动态
国际金融报记者 ｜ 王媛媛

国际金融报记者 ｜ 王媛媛

资、联合政府成立产业发展基金、
助力当地企业挂牌上市、 开展债
务融资等方面早日实现突破。 ”
此外，2017 年 9 月， 东莞证
券面向江华县捐赠爱心基金 80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万元，用于当地贫困大学生资助、
边远山区学校援建、 困难群众民

橘子洲头。 】

作为名副其实的“革命圣地、

生改善项目。
消费帮扶方面， 东莞证券积

伟人故里”，湖南曾造就了一大批
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和领 袖人

极开发江华县优质农产品， 今年
4 月，已在中证互联平台上线了 3

物。
在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中，湖

款当地有机大米产品， 受到消费
者喜爱； 与此同时，“我们还通过

南省当仁不让，取得了明显成效。

内部饭堂采购和动员员工采购的

在今年年初召开的湖南省扶贫办
主任会议上， 脱贫成绩单颇为亮

形式，加大消费支持力度，截至目
前， 我公司饭堂已累计采购江华

眼：2016 年， 湖南省共减少 125

县大米 6330 斤，合计价值 24898

万名贫困人口， 超额完成年度目

元。 ”上述负责人称。

标任务；1053 个贫困村顺利脱离

中金公司在 2012 年就为湖

了贫困队伍， 且武陵源区和洪江
区 2 个省级贫困县率先摘掉贫困
的帽子；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可支

南古丈捐助修建山村幼儿园，帮
助 4000 多名幼儿接受学前教育。
也是在这个基础上，2016 年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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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鑫证券：
10 月 25 日， 贵州省剑河县
乡镇卫生院 13 名管理人员来到
上海展开为期 21 天的学习。 此次
来沪实训是由华鑫证券定向资助
的 “贵州剑河县乡村医生培训项
目”的重要环节，培训内容具体包
括理论学习和社区服务中心实
训。
民生证券：
10 月 25 日，民生证券扶贫工
作小组一行实地走访考察了湖北
省罗田县， 并与县政府签订了结
对帮扶合作协议。 民生证券未来
将发挥专业能力和资源整合优
势， 多渠道提供全方位的综合金
融服务， 协助罗田引入新兴金融
业态， 支持罗田增强自我发展能
力，助力罗田县脱贫攻坚。 此外，
签字仪式上， 民生证券向罗田县
捐赠 20 万元，用于扶贫各项工作

配收入增长 10.5%以上， 高出全
省平均水平两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 湖南省近年

建立一种利益联结机制： 即资金
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走、能

任， 所以选择了湖南人口较多的
贫困县安化县作为第一个结对签

报》记者，除了派遣 2 名业务骨干
挂职安化， 公司还派出了以研究

公司与古丈县签订了结对帮扶战
略合作协议。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 中金

来脱贫人数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且每年减贫人数均达到百万以上

人跟着产业项目走、 产业项目跟
着市场走。据湖南当地媒体报道，

约帮扶县。
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地处湘

所和投资银行业务骨干为主的方
正证券专家组，对安化县 28 家企

公司为 “山村幼儿园” 项目捐赠
700 多万元款项， 仅在古丈县就

级 别 ： 据 数 据 显 示 ，2014 年 至
2016 年，脱贫人数分别为 108 万

借助于“四跟四走”的帮扶模式，
2014 年到 2015 年， 湖南省两年

粤桂交汇处， 是距离珠三角最近
的国家贫困县，也是革命老区、资

业进行了现场调研， 摸清县域企
业家底， 对指导安化县域企业进

建立了 78 所山村幼儿园，显著提
高了当地学龄前儿童的入园率。

人、110 万人以及 125 万人。
在这场硬仗的背后， 有一支
力量值得关注。 据中国证券业协
会协会公布显示， 目前共有包括
方正证券、财富证券、第一创业证

间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7 亿多元，
实施扶 贫重点产业项目 130 多
个，惠及 40 万贫困农民。
资本是产业发展的保障。 近
年来， 为了促进本省贫困地区经

源大县和少数民族县， 这里正是
东莞证券的结缘之处。
东莞证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国际金融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确定建立结对帮扶之初，我们

入资本市场画出清晰的路线图。
与此同时， 方正证券亦发起
了“汇爱·致富”活动。组织了 2 次
“善行无界、大爱有方”一对一扶
贫助学活动， 为安化 164 名贫困

受古丈经验的鼓舞， 中金也准备
把希望的种子播撒到更多的贫困
地区。

券、东莞证券、东海证券、东兴证
券、光大证券、太平洋证券、长城
证券等在内的 10 家券商与湖南
的 11 个贫困县牵手，证券行业正

济转型、产业发展，湖南证监局积
极在贫困地区开展扶贫工作，统
筹资源、多措并举，全方位支持贫
困地区企业精准对接多层次资本

对江华已有较为深入的接触了
解。早在 2016 年 11 月，我们就开
始了牵线搭桥的工作， 我司推荐
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广东金润和

学生提供了 32.6 万元助学金；在
中证互联扶贫板推出安化多种特
色产品； 公司内部购买安化特色
产品达 200 余万元。

在这片红色热土上开足马力，进
行资本市场精准扶贫工作， 为打

市场。
例如，在新晃等贫困地区，湖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其进行投
资， 为江华县与我司的结对奠定

长江证券与利川市人民政府将
本着“长期合作、共谋发展”的原

赢湖南脱贫攻坚战贡献力量。

南证监局召开新三板挂牌暨私募
股权融资推介会、 公司债券和新

了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通过双
方多次的深入沟通和实地考察，

则， 充分发挥长江证券资金、技
术和人才优势，大力帮扶利川脱

三板业务培训会等， 旨在推动符
合条件的当地企业加速进入资本
市场。
与此同时， 湖南证监局经常

我们被江华县务实开放的民风政
风、独具特色瑶都文化所吸引，决
定与江华结对。 ”
据《国际金融报》记者了解，

贫。

湖南证监局
断穷根 靠产业造血
返贫现象是脱贫攻坚战中的
一道难题。在许多贫困山区，由于
地方扶贫偏重于“输血”式短暂性
救济方式， 虽然使困难群众暂时

深入贫困地区， 推动完善直接融

东莞证券于今年 ６ 月建立了公司

资扶持政策，指导企业规范改制，
帮助贫困县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并

中长期扶贫攻坚工作规划， 并计
划在 2017-2020 年期间， 每年拨

脱离贫困， 却又要面对随之而来
的较高返贫率的尴尬。
唯有激活产业造血机制，斩
断穷根，才能解决返贫这一“后遗
症”。湖南省提出，坚持问题导向，

尽快上市， 以便更好地发挥产业
扶贫作用，带动当地产业发展。

创新性改“输血”为“造血”，摸索
出了一条“四跟四走”的产业扶贫

当前， 券商在湖南开展脱贫
攻坚工作，不仅在资金、项目等方
面积极统筹资源， 更是做到了用
心用脑、精准发力。《国际金融报》
记者了解到， 与湖南省贫困县结
对的券商，或因乡土情怀，或因早
已有所接触而有着牢固的帮扶基
础。
方正证券是湖南省本土最大
的金融企业。 在湖南有 101 家营
业部，其中在益阳有 5 家，在安化

出公司税前利润总额的千分之一
点五作为扶贫公益专项资金，全
力支持扶贫攻坚工作。
中金公司因合作基础与古丈
县结对。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国际
金融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
会选择有合作基础的地区和项目

新路。
所谓“四跟四走”，实质上是

扶贫反哺皆由心

县有 1 家。
相关负责人对《国际金融报》
记者表示， 公司从湖南发展壮大
走向全国， 三湘父老给了公司大
力支持。枝繁叶茂不忘故土情深，
理应为湖南的发展尽一份社会责

开展扶贫。 扶贫说到底是做人的
工作，有了工作基础、群众基础，
就能根据‘需求’搞‘定制’，就能
把各项扶贫举措实施得精准到
位， 切实解决贫困地区贫困群众
的现实需要和发展需求。 ”

描绘扶贫蓝图
记者通过采访多家与湖南贫
困县结对帮扶的券商负责人发
现， 对口湖南的证券公司多从产
业扶贫、教育扶贫、消费扶贫等领
域入手， 正在此基础上描绘着一
幅券商助力湖南脱贫攻坚的蓝
图。
对于安化县的帮扶， 方正证
券首先搭建起了专业化扶贫组织
架构。相关负责人告诉《国际金融

开展。
华福证券：
11 月 1 日， 为深化推进对口
帮扶阳原县脱贫工作， 落实扶贫
工作方案， 华福证券慈善基金会
向河北省阳原县扶贫办捐赠人民
币 100 万元，作为专项扶贫资金，
实质帮扶阳原县辛旺庄村贫困
户。

长城证券重“造血”
提升贫困县企业自我“造血”
能力，助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是
长城证券响应精准扶贫号召后一

长江证券：
11 月 1 日，长江证券在湖北
省利川市与利川市人民政府签
订了“一司一县”结对帮扶协议。

国泰君安证券：
11 月 1 日， 经国务院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专项评估， 江西吉安
县符合贫困退出条件， 正式退出
贫困县，成功脱贫摘帽。 吉安县是
国泰君安证券“一司一县”结对帮
图片来源：东莞证券

方正证券相关负责人对 《国
际金融报》记者表示，下一阶段，
公司将利用专业优势助力当地实

直在思考探索的问题。 目前，长城
证券已与湖南新化县碧野科技达
成 IPO 服务意向； 公司投行团队

体产业发展以完成脱贫攻坚，有
序推进当地企业债发行工作，为
安化地方经济发展提供长效的机
制保障。
东莞证券在产业帮扶方面，
于今年 4 月联合江华瑶族自治县
在东莞市举办了一场江华县投资
环境推介会， 邀请企业家代表
100 余人参与了活动， 起到了较

已在新化县开展城投发债项目。
长城证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国际金融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产业扶贫方面， 公司将湖南新
化县城投发债项目作为重点突破
口， 力图将其打造成贫困县城投
发债的新模板， 进而可以在其他
签约贫困县进行推广复制。
长城证券负责人与 《国际金

好的推广作用；9 月份，又专门邀
请优质企业家代表亲赴江华，通
过举办“赢在江华”企业家论坛活
动，与当地政府、企业一道，共谋
发展机遇。
相关负责人告诉 《国际金融
报》记者，“目前，已有部分参与企
业对投资江华产生浓厚兴趣，我
们将积极做好后续服务和协调工
作， 争取能在帮助江华县招商引

融报》 记者分享道，“精准扶贫无
法一蹴而就， 这是一条需要社会
各界力量合力攻坚的道路。 在这
条路上， 长城证券取得了些许的
阶段性成果， 扶贫思路更加开阔
了，扶贫认识更加深刻了，但更重
要的是，扶贫不只是在路上，更是
要守住最后一公里， 进一步深化
扶贫成果， 把扶贫成果真正落到
实处。 ”

扶的三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也
是公司第一个签约帮扶的贫困
县。
中泰证券：
11 月 2 日， 中泰证券推荐挂
牌的威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72311）成功挂牌新三板，登陆
资本市场。 威德环境是一家位于
国家级贫困县贵州省遵义市湄潭
县的环保公司。
华英证券：
11 月 8 日， 华英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与湖北恩施州巴东县人民
政府签署了“一司一县结对帮扶”
框架性协议。 根据协议，华英证券
将把金融精准扶贫作为切入点，
为辖区内企事业单位提供融资策
划、债券发行、企业上市、股票发
行、 并购重组等全方位资本市场
专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