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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语：2017 年 12 月，“2017 中国资本市场扶贫先锋巡礼”活动在各方鼎力推动和参与下隆重开启！ 在收集了业内超 150 家材料之后，我们将从本期开始甄选优秀公司、典型案例连
续刊发，以此编汇材料提交评选委员会并广泛听取各界意见，预计明年初公布综合评价结果。 让我们深度聚焦扶贫事业的温度与光辉！ 集结创新脱贫、勇往直前的先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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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责任·坚持”：东方证券谱写扶贫新篇章
国际金融报记者 ｜ 王媛媛

种植示范基地”，以菇娘深加工龙
头企业作为扶贫载体，落实“一县
一企”脱贫举措，通过培育龙头企

2017 年 9 月份， 东方证券帮
助内蒙古莫旗打造的“东方菇娘”

业， 带动种植户种植和工人加工
包装，带动当地就业，有效盘活菇

推向全国市场， 成为一果难求的
网络爆款产品；11 月 3 日，由东方

娘产业链， 帮助莫旗成功打造了
菇娘品牌， 有效增加了果农的收

证券旗下合资公司东方花旗独家
承销的中国首单扶贫专项公司债

入。

券正式在上交所挂牌。
跨越 2700 公里的爱与坚持，

遇的冻害、冰雹、连续阴雨恶劣天
气的情况， 东方证券还成立了针

令“东方菇娘”结出硕果；创新发
行首单扶贫专项公司债， 金融扶
贫领域实战显效……

对莫旗菇娘产业的抗灾基金，帮
助当地应对天气灾害影响， 坚定
果农收果的信心， 减少当地农户

针对今年莫旗遇到了多年不

在本次 “2017 中国资本市场

损失。

扶贫先锋巡礼”中，东方证券踏实
的工作成绩得以展现， 该公司因

图片来源：东方证券

地制宜，迈出坚实步伐，以市场化

架就被秒抢一空的局面， 成为了

的视角发现扶贫的着手点， 以担
当社会责任的情怀动员集团、子
公司、 分公司各级员工坚守扶贫

作。

的初心。

元（含公益基金会），新增扶贫项
目共计 19 个项目。 其中，产业扶

凝心聚力多措并举
截至 2017 年 11 月， 东方证
券已与 6 个国家级贫困县签订
“一司一县”结对帮扶协议，分别
为内蒙古呼伦贝尔莫力达瓦达斡
尔族自治旗、山西省静乐县、吉林
省通榆县、四川省沐川县、湖北省
五峰县、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

9 月份，“东方菇娘”推向全国
市场，市场反馈良好，出现了一上

数据显示，2017 年，东方证券
新增扶贫投入资金共计 1409.4 万

贫项目 7 个，投入扶贫资金 615.9
万元；教育扶贫项目 7 个，投入扶
贫资金 193.4 万元；公益扶贫项目
4 个， 投入扶贫资金 528 万元；消
费扶贫项目 1 个， 投入扶贫资金
72 万元。
此外， 东方证券发挥金融专
业优势，积极服务贫困地区融资。

首单公司债初试锋芒
东方证券运用金融机构的专
业能力和资源优势， 把更多金融
资源配置到贫困地区： 子公司东
方花旗独家承销的中国首单精准
—宜昌长乐
扶贫项目公司债券——

贫困村和贫困户，将直接惠及五峰
县 4125 户、12132 位建档立卡贫
困居民，保障其住房安全，改善其

质， 用先进的金融知识和思想促
进长乐集团更好、更健康地发展。
同时， 东方证券探索合作设

一果难求的网络爆款产品， 临时
加单补单的状况时有发生， 成功
的塑造高品质菇娘的品牌形象。

饮水安全、出行、用电等基本生活
条件，使其享有便利的教育、医疗

立产业发展基金，以资本为纽带，
吸引优质企业到五峰进行投资，

东方证券也借助集团资源优
势，采购了 300 余万元的“东方菇

等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还依据不同
的搬迁安置模式，通过支持发展特

进一步发挥资本在招商引资方面
的作用，通过股权投资的形式，在

娘”。 今年东方证券的产业扶贫举
措， 让莫旗菇娘种植户意识到品

色农牧业、劳务经济、工业园区和

经济发展的同时， 实现国有资本

质就是价格， 脱贫首先要从思想

乡村旅游等产业，开展特色产业扶
贫，确保实现“既要搬得出，还要住
得稳”的扶贫目标。
据悉， 东方证券及其子公司
东方花旗以本次首单精准扶贫公

的保值增值。
此外， 东方证券还将自身及
东方花旗的优质资源与五峰对
接，围绕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军民
融合产业发展、 优质企业产业转

上转变，只有高标准、严要求，才
能最终得到好的回报。
此外， 公司在莫旗登特科镇
北石场村，捐助 10 万元成立了帮
扶基金， 用于向北石场村建档立

移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促进五
峰地区发展得越来越好。

限 7 年，票面利率为 7%，募资全
部用于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的精准

司债的挂牌上市为契机， 将通过
多种方式帮助五峰地区的贫困人
口稳定脱贫。
结合五峰特色产业， 东方证
券将与五峰县在产业扶贫领域继

卡贫困户发展种植业、 养殖业等
生产劳动，提供启动、周转用的无
息借款的专项资金。 按照基金规
模可以 1 次覆盖 50 户贫困户，基
金连续滚动运作， 能够有效调动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社
会责任公司债券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成功发行， 推动公司扶贫工
作由“输血”向“造血”转变，提高
了精准扶贫的效率。
本次债券遵循市场化发行机

盖提县、陕西省延长县、山西省汾
西县，云南省麻栗坡县、盈江县和

2017 年以来，公司通过企业债、公
司债、 政策性银行扶贫专项金融
债、 信托计划等融资方式为贫困
地区融资 47.6 亿元。
据了解， 东方证券服务国家

砚山县，河南省柘城县和新蔡县，
贵州省思南县和大方县， 湖南省

绿色发展战略， 以绿色发展为己
任，积极发行承销绿色债券，2017

扶贫项目， 主要包括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房屋、 配套设施和产业

续展开深入合作。 东方证券、东方
花旗与长乐集团将继续深化合

产业扶贫，重在抓手。 东方证
券在莫旗多次调研， 选定了当地

农户的生产积极性， 鼓励农户劳
动脱贫。

花垣县和龙山县等 12 个非结对
国家级贫困县以及上海市金山区

年以来发行承销绿色债券 31.9 亿
元，强化大众绿色责任投资意识，

扶贫基地的建设。
项目从“易地搬迁、产业扶贫、

作， 充分发挥金融专业能力和优
势，通过培训、挂职交流等多种形

的菇娘特色产业作为产业扶贫的
重点，在当地建立了“东方证券产

【东方证券参与：2017 扶贫先
锋机构、2017 最佳产业扶贫、2017

枫泾镇 12 个薄弱村开展帮扶工

扩大绿色金融社会效应。

绿色发展”的角度出发，瞄准当地

式和渠道提升长乐集团的人员素

业扶贫项目——
—莫旗菇娘标准化

最佳创新扶贫维度巡礼】

除了在结对帮扶县开展扶贫
工作之外， 东方证券还在新疆麦

制，拟发行金额为 5 亿元，根据募
资使用进度，首期发行 3 亿元，期

“东方菇娘”结出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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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点带面、从线到面”：安信证券创意帮扶罗甸县大亭社区
国际金融报记者 ｜ 王媛媛

履行社会责任、 积极投身精
准扶贫， 是当前证券行业服务实
体经济的题中之意， 也是行业优
秀券商不可或缺的应有担当。

启动结对帮扶工作
2016 年下半年， 为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决定》，按照中央扶贫开
发工作会议和证券公司扶贫工作
座谈会的部署， 在公司股东国家
开发投资公司的统筹安排下，安
信证券全面启动了结对帮扶工
作。
2016 年 11 月 2 日，安信证券
总裁王连志代表公司与贵州省黔
南州罗甸县人民政府签订 20162020 年结对帮扶合作框架协议，
正式启动安信社会责任的新篇章。
罗甸县属新阶段国家扶贫开

发重点县、国家麻山重点扶贫县、
滇黔桂石漠化片区县一级革命老
区县，是贵州省贫困面较大、贫困
程度较深的县份之一， 是脱贫攻
坚战中难啃的硬骨头。
经过前期大量的工作调研，
安信证券发现在罗甸开展对口帮
扶工作必须精准定位、因地制宜、
高水平、前瞻性的设立规划方案，
为此， 公司紧紧围绕脱贫攻坚目
标，采取以点带面、从线到面的方
式实施罗甸对口帮扶规划。

打造对口帮扶示范点
以点带面，点是中心，是突破
口，安信证券扎根最困难区域，选
择了罗甸县贫困程度最深的大亭

淹没前为 240 米， 是全县落差最
大、地形复杂、山高坡陡、人居环
境最差的社区之一。
由于大亭社区地处边远，且
境内自然条件恶劣， 基础设施条

社区为中心点， 系统性规划实施
帮扶项目， 首先要将大亭社区打
造成对口帮扶示范点。
大亭社区位于罗甸县东南

件落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群众
收入主要传统农业种养殖业和外
出务工为主。 交通是制约当地群
众发展的主要瓶颈， 硬化串户路

部，平均海拔 1100 米，最高海拔

将彻底解决大亭社区群众出行难
的问题， 进而改善大亭群众的生

1420 米， 最低海拔在龙滩库区未

图片来源：安信证券

2016 年，安信证券新建了大
亭社区通组道路高田路口至林寒
2.5 公里和井借至拉依抽水站 2
公里共 4.5 公里，解决了 1743 户
7653 人的出行难问题；新建大亭
市场主体及配套工程， 包括市场
硬化 5300 平方、排污沟 1100 米、
市场取土 2100 立方、交易市场钢
棚架 2 个（75 米×10 米）750 平方
米、外坎钢棚架（36 米×10 米)360
平方米、市场路灯 20 盏、市场堡
坎（25 米×2 米×1 米）共计 50 立
方米、 菜市场围墙 （50 米×2 米）

立方米蓄水池 1 口、 学校澡堂 1
个（60 平方浴室）及门前硬化 30
平方米、澡堂配套设施等，受益师
生及周边群众 1100 人。
2017 年， 安信证券以大亭市
场为中心点， 新建硬化林共和小
苗等自然寨串户路 4.3 万平方米、
安装太阳能路灯 220 盏、 建设垃
圾焚烧炉 30 口、安装大亭电商中
心 WiFi 网络、新建布苏村人畜安
全饮水工程等。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 大亭社
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既方便了赶

活条件和环境。
与此同时， 安信证券注意到，
大亭社区是当地的赶集集中地，每
周一和周六，周边县和广西部分地
区农户均来大亭社区市场赶集。

100 平方米、 菜市场垃圾池 1 个
10 平方米 （含堡坎 15 立方米）、
公厕 1 个 （8 个蹲位，30 平方米）
含排污设施、 市场水泥摊位 95
个。

集的农户， 又促进了当地的经济
发展，市场交易量得到显著上升，
市场活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农户
的收入得到一定的增加。
安信证券表示，未来，将进一

同时，为提升物流效率，在大
亭市场广场新建电商平台（150 平
方米业务房及配套设施 1 套），惠
及大亭社区 2372 户 10675 人。 为

步加大投资力度， 打造好大亭社
区精准帮扶示范点， 并以此为中
心点，辐射周边贫困山区，带动周
边贫困山区脱贫出列。

改善当地饮用水条件， 在大亭中
心校铺设管道 8.6 公里、 新建 60

【安信证券参与：2017 最佳创
新扶贫案例维度巡礼】

创意改善社区环境
升级大亭市场及周边基础设
施无疑成为打造扶贫示范点的重
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