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机制形成合力 资本市场精准扶贫见成效

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自

2012

年

5

月证监会制定西部企

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优先审核政策以

来，五年时间里证监会系统逐步构建起

政策支持、引导行业力量支持、加强定

点扶贫支持等扶贫新机制，资本市场扶

贫功能逐步强化。

截至

2017

年

8

月底， 已有

6

家贫

困县企业通过绿色通道完成了发行上

市，在新三板挂牌的贫困地区公司共计

有

248

家。

2016

年，证券行业全年度帮

助贫困地区企业融资金额达

828.92

亿

元。 资本市场精准扶贫效果正在显现。

从定点扶贫

到资本市场扶贫

证监会定点帮扶贫困地区始于

1998

年

9

月。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的安

排部署，证监会从帮扶云南省中甸县和

宁蒗县开始，经历数轮调整新增，目前

证监会系统已经成为中央国家机关中

对口帮扶贫困县数量最多的单位。

一位接近监管层的人士告诉证券

时报记者，目前，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亲

自担任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两位副

主席任副组长。 证监会内部还出台了

《关于中国证监会党委成员及证券交易

所党委书记定点扶贫工作分工的通

知》，明确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每名

党委成员结对联系一个定点帮扶县，不

脱贫不脱钩。

证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 去年一年

证监会系统投入资金达

2232

万元，举办

各类培训班

11

期，培训定点帮扶县的干

部

870

余人，帮助引进各类资金超过

26

亿元，直接推动

9

个县

14

万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 改善了定点帮扶县的生产生活

条件，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近年来，证监会扶贫工作思路不断

优化，逐渐从定点扶贫拓展到资本市场

扶贫。

2012

年

5

月，西部企业首次公开

发行优先审核政策发布，此后证监会还

相继出台了支持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政

策、支持西藏发展政策、暂免征收民族

地区企业挂牌费用等扶贫政策。

2016

年

3

月，中国人民银行、银监

会、证监会、保监会、国务院扶贫办等七

部委联合印发《关于金融助推脱贫攻坚

的实施意见》， 提出了支持贫困地区的

企业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

政策。

同年

9

月，证监会发布《关于发挥

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

的意见》， 细化了资本市场服务脱贫攻

坚的政策措施。 《意见》从政策支持、引

导行业力量支持、加强定点扶贫支持等

方面制定了全面的帮扶措施，构建新机

制。 其中，对贫困地区企业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新三板挂牌、发行债券、并购重

组等开辟“绿色通道”的新举措，引起了

市场各方高度关注。

“通过一年多来的实践， 越来越多

的贫困地区党委和政府认识到资本市

场扶贫带来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效应，一

家好企业带活一方经济的理念日益深

入人心。 ”一位证监会人士表示。

金融扶贫

挖掘贫困地区内生动力

政策引导无疑是提升贫困地区直

接融资比重的一条捷径。 前述接近监

管层人士表示， 去年

9

月发布的 《意

见》对脱贫攻坚的首要支持，就体现在

支持贫困地区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

场融资。

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数据，

2016

年证券公司支持贫困地区企业利

用资本市场融资，帮助贫困地区企业融

资金额达

828.92

亿元。

2017

年， 证监会

IPO

绿色通道效

应凸显。

1

月份，由国海证券担任保荐人

和主承销商的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资

金

2.55

亿元，成为全国首家适用中国证

监会资本市场扶贫政策在主板上市的

企业。 截至

8

月底，已有

6

家贫困县企

业通过绿色通道完成了发行上市

;

在新

三板挂牌的贫困地区公司则达

248

家，

融资额

115.88

亿元。

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王旻曾公

开表示， 贫困县里能够达到主板上市、

新三板挂牌条件的企业并不多。与上市

相比，发行债券是扶持贫困县企业更加

有效的方式，债券市场大有可为。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

长董登新也认为，培育一个符合条件的

上市企业周期较长，比较之下，发行债

券显得更加重要，通过债券市场扶贫能

够做到更精准，特别是发行专项债有较

好的针对性。

从去年的贫困地区融资结构来看，

证券公司帮助贫困地区企业完成发行

含资产支持证券的债券融资项目

68

个，共融资

536.32

亿元。

东方金诚评级副总监俞春江告诉

记者，扶贫债并没有专门定义。 目前用

于扶贫地区项目的债券发行人更多还

是地方政府及政策银行，社会机构参与

度相对较低。随着金融扶贫力度进一步

增强，用于扶贫的债券发行规模也将持

续增长。

证券期货行业加大贫困地区融资

服务力度，还表现在结合贫困地区不同

产业、 不同企业的差异化金融需求，创

新融资手段，实现贫困地区企业与资本

市场的有效对接，着力解决“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

2017

年

1

月， 长江证券推荐辅导

93

家湖北省十堰市企业在武汉股权托

管交易中心挂牌，创该交易中心成立以

来同一场次、单一机构推荐挂牌数量的

最高纪录。

2

月，“太平洋证券新水源污

水处理服务收费收益权资产支持专项

计划”在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

统成功发行，成为乌鲁木齐市先行尝试

的

PPP

项目之一。

上市公司产业扶贫

助力市场化造血

产业扶贫是实现扶贫方式由 “输

血”救济到“造血”自救转变的重要抓

手。 证监会支持和鼓励上市公司履行社

会责任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鼓励上

市公司结对帮扶，安排涉及贫困地区的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加快审核。

据证监会统计，已有

591

家上市公

司披露了扶贫工作情况，投入资金总额

超过

210

亿元， 帮助约

41

万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脱贫。 其中，上市公司开展产

业扶贫项目超过

3000

个， 投入了

110

亿元， 帮助了

17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脱贫。从今年上市公司半年报来看，

355

家沪市公司制定了精准扶贫规划，从产

业扶贫、慈善公益等多个维度参与扶贫

工作，力度明显加大。

董登新认为，当前我国

A

股上市公

司已经超过

3000

家， 上市公司群体规

模庞大。积极运用政策引导和激发上市

公司的扶贫积极性，将会对资本市场扶

贫带来很大帮助。上市公司助力贫困地

区经济产业发展，同时也为自身优化产

业布局、扩大规模带来益处。

河南省兰考县被视为证监会的扶

贫样本。 据开封市委常委、兰考县委书

记蔡松涛介绍， 兰考县在引入上市公

司方面取得显著成绩，格林美、杭萧钢

构等一批上市公司入驻兰考。 蔡松涛

表示， 下一步将加快培育兰考县主导

优势产业， 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

借助多层次资本市场做优做强， 积极

研究利用债券市场服务县域经济发

展， 探索利用期货市场功能助推兰考

县“三农”发展。

前述接近监管层人士表示，对于贫

困县引进的企业，不能仅仅看到企业注

册到贫困县能带来税收增量，更要学习

外来企业在经营理念和发展机制上的

优势。 证监会对贫困地区企业利用资本

市场融资开辟“绿色通道”，首先是支持

本地企业规范发展上市融资，解决贫困

县靠内生动力发展的问题。

形成资本市场

服务脱贫攻坚强大合力

证监会副主席姜洋曾表示，证监会

深刻领会党中央作出的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决定，将精准扶贫作为证监会必须

担负的头等政治责任，切实发挥资本市

场引导扶贫的作用。

2017

年是扎实推进

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一年，是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的深化之年。

业内人士表示，资本市场发展取得

了长足进步，在服务脱贫攻坚方面的作

用、功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一是金融

发展的投融资体系还存在不平衡，直接

融资规模仍然偏小

;

二是贫困地区上市

公司、挂牌公司数量与相对发达地区相

比存在不平衡，分布在国家级贫困县和

连片县的上市公司占比不到

A

股上市

公司总数的

1%

， 在审拟上市公司和辅

导备案企业的数量也较少。 此外，从再

融资来看，涉及贫困地区企业的重大资

产重组规模也较小。

今年

6

月，中国证监会党委发文表

示，将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服务国家脱

贫攻坚战略的机制， 加大对口帮扶力

度，凝聚行业共识和行业力量，形成资

本市场服务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文章称，在严把质量关的前提下，

支持贫困地区企业

IPO

融资和并购重

组等，优先安排，加快审核；引导和支

持上市公司、 行业经营机构完善产业

扶贫机制， 推动贫困地区产业资源与

资本市场对接， 促进贫困地区优势资

源产业化、规模化发展；进一步强化担

当，落实责任，将扶贫工作纳入证监会

系统各级党委的工作范围； 进一步提

高行业社会责任意识， 调动和凝聚行

业力量，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完善精准

扶贫工作机制。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指出，在服务

“三农”领域，期货行业可以对贫困地区

涉农主体进入期货市场开展套期保值

业务进行培训，指导和扶持各类涉农主

体利用期货市场降低生产经营风险。 中

国证券业协会会长陈共炎表示，证券行

业下一步将重在产业扶贫，建立证券行

业扶贫长效机制。

前述接近监管层人士告诉记者，资

本市场扶贫要做到自身经济效益和精

准扶贫成效相结合。 对要支持的企业，

既要关注企业业绩，又要关注企业扶贫

成效。 政策引导可以逐步提升贫困地区

直接融资比重，提升贫困地区利用资本

市场的能力，减少区域间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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