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证券/供图 翟超/制图

A5

主编：桂衍民 编辑：郑加良 2018 年 8 月 17 日 星期五

Tel

：

(0755)83537136

东方证券：精准扶贫中的“家” 文化

东方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 潘鑫军

俗话说，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 “家”是

每个人赖以生存的栖息之地， 更承载着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数千年以来，小家与大

家的辩证关系，在重视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家

国情怀的中华民族传统中，显得格外显眼。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让贫困人口

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

们党的庄严承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在我看来，积极响应

国家号召和证券行业指引，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积极投身脱贫攻坚事业，既是从治理企业的“小

家”，跨度到振兴民族“大家”的升华；也是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家国情怀的完美诠释； 更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的最好体现。

经过多年发展， 东方证券形成了特有的

“家”文化。 公司党委多年来持之以恒加强党建

和企业文化建设， 并在广大员工中产生了强大

的感召力。 “家”文化不仅体现在东方证券日常

经营发展中，还正逐渐渗透到公司扶贫攻坚、履

行社会责任之内。 积极为每一个结对帮扶的贫

困县寻找脱贫良策， 将每一项扶贫工作计划尽

量落实到位， 平等对待每一位建档立卡贫困

户———这就是东方证券在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中，对以人为本的“家”文化的理解和应用。

从捉襟见肘的边远贫困山区， 到鱼米之乡

的江南富饶之地， 相隔的不仅仅是地理上数千

公里的距离， 更重要的是金融知识的巨大鸿沟

和发展理念的天壤之别。 这正是证券公司扶贫

攻坚的天然优势所在。 我相信， 用以人为本的

“家”文化做指引，以专业金融知识为工具，以激

活贫困地区产业发展为己任， 证券行业的精准

扶贫工作就一定能够直击问题根源，实现“真扶

贫、扶真贫”的目标。

东方证券的责任与担当

东方证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和证券行业指

引，深入贯彻落实相关文件精神，践行精准扶贫

工作。在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公司持续积极落

实证券行业“一司一县”、“一县一企”倡议，找准

精准扶贫发力点，围绕着产业扶贫、教育扶贫、

金融扶贫、公益扶贫、消费扶贫等多个方面开展

了扶贫工作。

在结对帮扶方面， 目前公司已先后与内蒙

古呼伦贝尔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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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6

个国家

级贫困县签订了“一司一县”结对帮扶协议。 此

外，公司还在新疆麦盖提县、陕西省延长县、山

西省汾西县等

12

个非结对国家级贫困县开展

帮扶工作。

不仅如此，公司

2018

年内还计划以新开展

的“保险

+

期货”精准扶贫项目为契机，继续新

增结对帮扶贫困县， 进一步扩大精准扶贫工作

的覆盖面，以惠及更多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工作形式上， 从扶助农户的莫旗菇娘标

准化种植基地，到传承五峰茶文化的“东方红宜

红茶”产业扶贫项目，再到关怀贵州、青海贫困

儿童的“爱早餐”计划和西部地区的“河流孩子”

教育援助计划， 东方证券及旗下子公司的扶贫

公益活动涉及农业、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

2016

和

2017

年度，公司合计公益性支出金

额超过

3500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位居全行业

前列。 与此同时，公司真金实银的付出也起到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 截至

2017

年底，公司累计帮

助超过

400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 帮助近

50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就业， 职业技能培训

人数近千人，资助贫困学生超过

200

人。 此外，

公司通过助力发行多期农发行扶贫专项金融

债，预计间接帮助搬迁户就业人数超过

7

万人。

与此同时， 公司扶贫工作也多次受到各界

的认可。

2017

年，东方证券荣获上海上市公司

协会颁发的“金融扶贫奖”，在所有上市证券公

司中排名第一。

2018

年，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

公司脱贫攻坚等履行社会责任专项评价公布评

分结果，东方证券获得满分。

坚持因地制宜，

积极推进产业扶贫

开展扶贫的工作形式多种多样， 东方证券

一直坚持探索能够帮助贫困县建立“造血”机制

的产业扶贫模式，坚持结合贫困县资源禀赋，因

地制宜地进行产业帮扶。

2016

年底，东方证券积极响应证券业协会

倡议，率先结对帮扶内蒙古莫旗。在经过了大量

的走访调研以及市场分析后， 公司选择了一种

南方市场不太出名的水果———菇娘果， 作为莫

旗产业扶贫的切入点。

莫旗有着最适宜菇娘果生长的自然环

境———充足的阳光、适宜的土壤、恰到好处的昼

夜温差，是中国三大菇娘生产基地之一。菇娘果

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又被称为“黄金果”，其绿

色环保、 健康营养的特点符合现代人的消费趋

势。 同时，对当地农户而言，种植菇娘果带来的

收益是种植大豆的近

10

倍，有非常高的经济价

值。 据统计，当地每年菇娘果种植面积超过

10

万亩，有着一定的产业化基础。

莫旗的菇娘果产品质量有保证、 产业基础

有保障，但缺乏商业化、市场化的运作理念和高

质量的产品标准。经过充分走访调研后，公司引

进国内曾打造“褚橙”的著名生鲜电商———本来

生活网作为合作伙伴， 双方共同以产业运作的

标准改变当地行业现状， 并随即紧锣密鼓地开

展了各项工作。

通过建立菇娘果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并为

种植基地和当地种植农户专门聘请了农科院的

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民做指导。 在随后的收果

阶段，以略高于市场价格引导农户摘果后做第一

道分拣，引导其从源头注重产品质量。 公司在项

目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及时优化分拣、仓储、

晾晒、运输等多个环节，持续提升果品质量。

2017

年

9

月，公司打造的“东方菇娘”通过

本来生活网推向全国市场，市场反馈良好，出现

了一上架就被秒抢一空的局面，成为了“一果难

求”的网络爆款产品。经统计，公司

2017

年度累

计投入资金

400

余万元，用于“东方菇娘”项目

产品采购、品牌打造及推广等，直接为当地菇娘

果种植农户带来近

230

万元销售收入， 帮助近

50

名莫旗贫困户实现就业，并直接和间接带动

了当地超过

300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顺利脱贫，

更为当地菇娘果产业拓宽了市场， 收获了良好

的社会效应。

“东方菇娘”项目的成功，得益于公司在扶

贫工作中充分结合当地产业基础， 因地制宜地

发展特色产业； 得益于公司积极引入专业的合

作伙伴，并充分利用各方资源，以商业化、市场

化理念共同推进项目运行； 也得益于公司在扶

贫中积极推进产业链标准化建设， 从长远发展

角度严控产品质量。

2018

年，公司在莫旗持续推进“东方菇娘”项

目，并进一步推动产业链标准化建设。 公司捐资

50

万元，为莫旗当地捐建“东方菇娘”仓储转运基

地，实现农户收果后就近分拣，订制“东方菇娘”

专用收果框并免费发放给种植户，建立“东方菇

娘”标准化分拣作业流程，以保证产品新鲜度，减

少损耗及提高效率，进而增加农民收入。

总结成功经验，

探索可复制产业扶贫模式

莫旗“东方菇娘”项目，为东方证券产业扶

贫摸索出了一条可行之路。同时，公司将莫旗模

式逐渐推广到其他贫困县， 让不同产业的更多

贫困户受益。

2017

年

9

月，公司因精准扶贫与湖北五峰

“结缘”。随后，公司扶贫工作小组多次赴当地实

地调研走访，寻找产业扶贫的落地方式。五峰县

近半耕地种茶， 全县三分之二人口从事茶叶产

业。 从地理位置来看，五峰县位于北纬

30

度的

鄂西边陲，当地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同时土壤富含锌、硒等多种微量元

素，十分适宜茶树生长。 有道是“高山云雾出好

茶”，五峰宜红茶茶色红艳透亮，滋味浓醇回甘，

不仅深受中国茶客喜爱，更是早在

200

多年前，

就已通过万里古茶道驰名中外。不过，随着近几

十年全国各地特色茶业的不断发展， 宜红茶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淡出人们视野， 成为一

颗被历史尘封的明珠。

基于五峰县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 结合茶

叶市场规模等多方因素考虑， 东方证券最终决

定，秉承公司“因地制宜进行产业帮扶”的工作

思路， 以及公司长期以来致力于发掘潜力者并

帮助其共同成长的理念，通过整合集团、互联网

等资源，共同促进五峰县特色茶叶产业发展，让

五峰宜红茶能够借助互联网的力量重焕活力，

从而长久地为五峰县实现产业“造血”功能。

由于茶叶具有较高的专业性， 茶叶生产过

程中加工、储运、包装等各个环节都会影响茶叶

品质，为保持精准扶贫工作高质量完成，公司再

度选择了“东方菇娘”的合作伙伴本来生活网，

并联手了

167

年老字号茶叶品牌“汪裕泰”的持

有方———上海茶叶有限公司， 引入其专业力量

对产品进行标准指引及全程品控等。

2018

年

6

月，首批“东方红宜红茶”亮相，

成功赞助了中国责任投资论坛夏季峰会， 并获

得了与会嘉宾的高度好评。

7

月底，第二批“东

方红宜红茶”成功交付，并通过东方证券杯私募

梦想创业营线下活动进行了品牌推广。 我们相

信，随着未来“东方红宜红茶”产品的全面上线，

不仅将直接促进五峰宜红茶的消费， 更将长远

地影响当地产业良性发展。

专业致胜，

充分发挥金融企业专业优势

金融扶贫是打好扶贫攻坚战的重要一步。

证券公司扶贫与其他行业最大的不同在于，券

商可以利用专业知识和天然优势进行金融扶

贫，为贫困地区发展注入活水。

近年以来， 东方证券充分发挥金融专业优

势， 积极服务贫困地区融资及国家绿色发展战

略。

2016

和

2017

年度，公司及旗下子公司通过

多种融资方式， 服务贫困地区企业融资金额合

计超过

110

亿元，位列全行业前三位。 其间，公

司及旗下子公司还合计发行承销绿色债券超过

36

亿元，强化了大众绿色责任投资意识，扩大

了绿色金融社会效应。

除此之外，公司还积极探索，努力创新扶贫模

式。 东证期货积极响应国家“兴边富民”的号召，以

“产业兴边”为突破口，多次前往云南省富宁县考察

调研。

2017

年，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证期货联手农业

保险公司，在富宁县开展了白糖“保险

+

期货”项目。

富宁县位于云南省东南部，南与越南接壤，山区面

积高达

96%

，环境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

便，资源匮乏，属于深度贫困地区。经过调研，我们发

现当地盛产甘蔗， 但由甘蔗价格大幅波动引起的

“丰年歉收”打击了许多贫困农户的种植信心。 东证

期货利用当地糖蔗价格联动机制，运用白糖“保险

＋

期货”，为蔗农提供一份价格保险，以市场方式防范

价格剧烈变化带来的风险，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农产

品价格的次数， 有效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

能。 该项目共惠及逾

800

户农户，帮助受损农户获

得了

24

万元的赔付款，提高了蔗农的种植积极性，

更好地引导富宁县白糖产业生产。

基于该项目的良好效果和成功经验，

2018

年，公司和东证期货携手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全面

启动了“保险

+

期货”项目，拟选择云南、四川、湖北

等地约

12

个国家级贫困县，为每个贫困县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提供农作物价格指数保险，涉及橡胶、

白糖、鸡蛋、玉米、棉花、苹果等

6

个商品期货品

种，预计惠及近

3

万户农户。该项目预计总投入约

2000

万元，具有覆盖面广、涉及品种多、业务模式

新等特点， 同时也是业内首个由券商和期货公司

实施覆盖范围如此之广的“保险

+

期货”扶贫项目。

该项目整合了期货、保险等金融资源，结合了

价格保险产品、场内期货与场外期权，利用市场机

制来管理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 从而构建了可

持续的农业保险体制机制， 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

供了重要保障。 这正是证券公司利用自身专业优

势，整合金融资源，推进精准扶贫的典型案例。

公益并行，

聚焦文化传承及儿童艺术教育

除了近年来在精准扶贫工作上的爱心倾注，

东方证券在公益事业， 特别是文化传承方面早已

先行。

2015

年，公司发起设立了上海东方证券心

得益彰公益基金会，主要关注“跨界与创新，赋予

传统东方文化遗产新生命”及“儿童艺术教育”，并

系统、专业、持续地开展公益活动。 目前，心得益彰

基金会已成为公司重要的社会责任子品牌， 形成

了独特的个性和辨识度。

2014

年到

2015

年，公司聚焦土家织锦，与设

计师合作举办土家织锦

FASHION

秀、展览、衍生

品设计等一系列活动， 借助跨界的力量增强传统

手工艺的生命力，为其寻找更宽广的平台。

2016

年， 公司携手第一财经公益基金会和敦

煌研究院，历时

9

个月，采用敦煌唐代壁画的风格

在敦煌驻地纯手工绘制动画短片 《莫高霞光》，讲

述玄奘西行路上的故事， 向人们展现敦煌艺术之

美的同时，也传递了坚韧、执着、不畏艰难的东方

精神。 同年年底，“西遇知美·敦煌”公益项目“见霞

光”公益大展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

2018

年

3

月，“西遇知美·敦煌”第二季的项目成果“温柔的

脊梁”公益大秀在上海时装周亮相。

“儿童艺术教育”是东方证券公益项目的另一

个抓手。 公司相信， 东方文化遗产的保护重在传

承，通过影响孩子才能影响未来，影响力也才更加

深入持久。 为此，在公益项目环节设置中，公司有

意识地增加互动环节， 为孩子们提供了解东方文

化遗产的机会。

借助心得益彰公益基金会在非遗传承保护方

面累积的经验，

2017

年下半年，公司在内蒙古莫旗

启动了国家级非遗“鲁日格勒”民族民间舞传承保

护计划，帮助当地增强文化造血功能，从而进一步

增加贫困地区人民脱贫的信心。

在东方证券，除了“家”文化，我们还提炼了坚

韧执着、 耐得住寂寞、 低调务实不张扬等东方气

质。 经营发展如是，履行社会责任亦如是。 我们相

信文化的力量，相信长期坚持的价值，相信从量变

到质变的飞跃。

“扶贫工作必须务实，脱贫过程必须扎实，脱

贫结果必须真实， 让脱贫成效真正获得群众认

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对脱贫攻坚提出的工作要求。 面向未来，东方证

券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一如既往地以“家”文化

为指引，以专业金融知识为工具，以激活贫困地

区产业发展为己任， 扎扎实实推进精准扶贫，勇

于承担脱贫攻坚社会责任，全面助力扶贫攻坚战

略，为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