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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专业优势 积极投身脱贫攻坚事业

中信建投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常青

2016

年是国家脱贫攻坚首战之

年。 这一年，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和中央扶贫开

发工作会议精神， 中国证监会发布了

《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

贫攻坚战略的意见》； 也是在这一年，

中国证券业协会在新疆召开扶贫工作

座谈会，正式发出了“一司一县”结对

帮扶的倡议， 全面吹响了证券行业全

行业参与脱贫攻坚工作的号角。

两年来， 中信建投证券对于扶贫

工作高度重视， 认真贯彻落实中国证

监会各项要求， 积极响应中国证券业

协会号召，全面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重

点推进“一司一县”及“一县一企”结对

帮扶工作，目前已与山西省吉县、江西

省安远县、 甘肃省礼县及三个贫困县

的十家企业建立结对帮扶关系， 开展

各项工作，大力支持贫困地区发展，按

照务实、精准原则，努力把精准扶贫工

作落到实处，真正发挥实际作用。

提高站位

健全精准扶贫工作机制

首先， 中信建投证券充分认识履

行社会责任和精准扶贫的重要意义，

努力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意识，这

是主动参与国家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

思想和政治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

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 习

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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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

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

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

证券公司作为资本市场建设和国

民经济发展的参与者、 推动者、 受益

者，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工作责无旁贷。

中信建投证券自成立以来也一直把履

行社会责任作为自身的重要职责，在

2015

年公司成立十周年时， 确立了

“汇聚人才、服务客户、创造价值、回报

社会”的使命，“回报社会”就是其中重

要的一项内容， 也是我们公司各项工

作的落脚点。我们认为，“回报社会”既

体现在公司服务实体经济的股权、债

权融资、 为居民提供财富管理等主营

业务上， 也体现在公司履行社会责任

的各种具体实践中。除此之外，我们还

将扶危济困融入企业文化中， 设立了

公司“社会公益日”，决定将每年的

10

月

17

日（国家扶贫日）确定为公司的

“社会公益日”， 每一年都在这一日组

织开展公益捐款等活动。 去年

10

月，

中信建投证券共筹集爱心善款

157

万

余元，员工参与率高达

91.86%

，党员

参与率超过

95%

，筹集的资金将全部

用于扶贫等相关公益事业的开展，同

时也增强了员工的社会责任意识，使

“回报社会”的企业文化深入人心。

为了更好开展扶贫工作， 中信建

投证券建立健全了精准扶贫工作的领

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为全面推进精准

扶贫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在具体推动

扶贫方面，中信建投证券党委、公司执

委会多次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扶贫工

作，就扶贫责任分工、扶贫相关政策以

及对外捐赠等相关重大事项做出决

策，不断推动扶贫工作深入开展。

其次，以扎实推动“一司一县”结

对帮扶工作为重心，加大投入力度，努

力支援国家级贫困地区做好脱贫攻坚

工作。 中信建投证券分管领导和相关

分支机构负责人多次深入结对帮扶贫

困县，实地调研贫困县的相关需求，在

此基础上，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形成

了“全方位、多形式、多层次”的扶贫工

作格局。

“全方位”主要体现在精准扶贫的

覆盖面上， 既要重点做好三个签约结

对帮扶贫困县及相关企业的综合帮扶

工作， 又要充分利用中信建投证券业

务优势，结合业务开展，努力为贫困地

区提供更多金融服务， 并为更多贫困

地区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多形式”主要体现在精准扶贫

的方法方式上，包括捐款捐物、消费

扶贫、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派遣挂职

干部、培训当地干部群众金融意识和

能力等，同时妥善处理“输血”与“造

血”关系，努力增强贫困地区内生发

展动力。

“多层次”主要体现在精准扶贫工

作的参与度方面， 中信建投证券党工

团各级组织齐参与、 全公司上下总动

员，总公司、分支机构、子公司及员工个

人都积极参与到精准扶贫工作中来。

第三，加强全方位探索，在实践中

不断总结经验， 提升扶贫工作的效果

和精准度。按照务实、管用和精准、有效

原则，在实践中丰富和完善参与脱贫攻

坚工作的方式、方法，努力给贫困地区

老百姓和当地企业、 学校等机构带来

实实在在的帮助，起到应有的作用。

2017

年底，中信建投证券领导分

三个批次前往结对帮扶县实地调研扶

贫工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有针对

性地进行具体帮扶政策的研究。 在走

访吉县的过程中， 了解到吉县的苹果

产业管理及整合并不是很理想， 而苹

果产业又是脱贫攻坚的关键产业，如

果发展起来将对脱贫起到十分重要的

作用。针对这一情况，中信建投证券组

织中信建投期货公司相关人员帮助吉

县苹果果库申请成为郑州期货交易所

交割仓库。成为期货交割仓库后，无论

是从产业的规范管理上， 还是吉县苹

果的知名度上都有积极的作用。

扶贫、扶企

发挥优势多管齐下

脱贫攻坚，资金投入是保障。习近

平总书记要求， 增加金融资金对脱贫

攻坚的投放， 发挥资本市场支持贫困

地区发展作用， 吸引社会资金广泛参

与脱贫攻坚， 形成脱贫攻坚资金多渠

道、多样化投入。 两年来，中信建投证

券在全面提高认识、 努力增强工作主

动性的基础上， 深入了解结对帮扶贫

困县的实际需求，结合公司自身优势，

主要从扶贫、扶企、扶智等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

一是以捐助资金、 捐物和购买农

副产品等方式， 切实解决贫困人口面

临的各种实际困难。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7

月，中

信建投证券的扶贫支出已超过

1000

万元， 这些捐助资金主要用于贫困县

困难群众的生活帮扶、医疗救助、子女

上学等。 公司党委还在公司党费中拿

出

117

万元， 用于礼县两个基层党组

织活动中心的建设。除了捐款外，公司

总部和分支机构的员工还积极向西

藏、甘肃、青海、江西等地的贫困村民

捐献衣物、食用油、书籍、火炉、电视、

电脑等物品。

2017

年底，部分员工远

赴甘肃省祁连山区的武威市祁连乡为

山区里的学生送去文化体育用品、生

活用品、学习办公用品共

400

余件套，

合计价值

20

万元，课外读物

1.3

万余

元， 这些物品丰富了中小学生的课余

生活， 书籍打开了他们了解外面世界

的窗户。

在消费扶贫方面， 中信建投证券

工会累计出资

200

多万元， 先后购买

了三个结对帮扶县和其他国家级贫困

县的苹果、梨汁、脐橙等特色产品，以

支持当地企业、农民的增收。在援助新

疆方面， 中信建投证券于今年

7

月向

喀什地区莎车县塔尕尔乡扎滚艾日克

村和兰干村捐款

30

万元，用于提高两

个村的基层组织办公条件、 改善当地

基础设施、帮助村民发展生产。 此外，

公司还在去年购买了新疆麦盖提县经

销的矿泉水、哈密瓜等共计

33

万元。

二是积极探索扶贫方式， 通过

“保险 + 期货” ，“光伏扶贫” 等创新

举措， 保障农民能够获得稳定的生产

收入，为他们脱贫致富提供有效帮助。

2017

年

6

月，中信建投证券所属

的中信建投期货与公司衍生品交易部联

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分公司，在国家级贫困区县重庆万州区、

开州区和云阳县开展了

1.5

万吨玉米收

入险的“保险

+

期货”项目试点。 参与试

点玉米种植面积为

3.6

万亩， 受益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近

4000

户。作为西部首单

“保险

+

期货”收入险的试点，此项目已

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结束， 实现赔付

106.7

万元。

2018

年

5

月，中信建投期货

联合人保财险云南省分公司、 重庆商社

化工下属橡胶加工厂， 在国家级贫困县

云南省勐腊县开展

1000

吨天然橡胶“保

险

+

期货”试点，保单成功出单。 参与试

点的胶农达

400

余户， 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数量为

200

余户。近期，中信建投期

货公司又在重庆合川、涪陵、武隆和成都

简阳市分别开展

3

万吨玉米收入险试

点，保单顺利出单，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

共计

3729

户，参与农户

25553

户。 该项

目获得大连商品交易所

2018

年“农民收

入保障计划”项目备案。

中信建投证券充分利用期权、 保险

等专业化工具，通过“期货

+

保险”金融扶

贫模式， 设计了基于农产品收入的期权

及保险产品， 有效实现了农民收入风险

的承接和转移，保障了农民收入的提高。

2018

年

5

月， 中信建投证券捐资

150

万元帮助山西省隰县陈家河村建设

的

200

千瓦光伏发电站已经正式投入使

用，扶贫总效益达

24

万元，预计可帮助

160

名建档立卡的困难群众脱贫， 为其

带来每年

3000

元的收入。

三是发挥中信建投证券自身业务优

势， 努力为贫困地区企业提供综合金融

服务，助力企业发展，增强贫困地区自身

造血功能。

通过开展主营业务，发挥自身优势，

是证券公司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的最直接

的途径之一。在这方面，中信建投证券相

关部门和分支机构结合业务开展， 大力

推进“一县一企”结对帮扶工作的开展，

同时也积极的服务于国家级贫困县的企

业和农业，促进其生产效率的提高。

自

2016

年以来，中信建投证券与注

册地在国家级贫困县的河南省新蔡县河

南花花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科

尔沁右翼中旗的内蒙古莱德马业有限公

司及江西省安远县的科迪科技（赣州）电

子有限公司等

3

家拟上市的贫困地区企

业建立合作关系，开展上市前的尽调、辅

导工作。 中信建投证券已推荐贫困地区

7

家企业到新三板挂牌，完成

10

家挂牌

企业定向发行， 募集资金金额共计

6.15

亿元。 这些企业涉及电子信息、 文化传

播、生物科技和旅游开发等行业，通过利

用资本市场融资， 不仅推动了企业自身

发展， 也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

带动作用。比如，湖北孝感县的诺克特药

业用定增融到的

7500

万元，投入到当地

特产银杏叶的深加工， 深加工后的提取

物用于保健品制药中，较好扩大了产能，

也带动了当地农民收入的增长。

2017

年

5

月，中信建投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参与投资地处国家级贫困县———

文山县的文山苗乡三七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当地的绿色重点养殖企业， 苗乡三

七股份有限公司对解决当地农民就业、

提高农民创收有着重要作用。 中信建投

资本管理公司在投资

4000

万元并帮助

该公司融资

3500

万元的同时，还积极协

助企业完善公司治理、 帮助企业开拓市

场， 有效对接中信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

进行融资。 资金的注入对企业及当地经

济的发展都起着十分有效的推动作用。

2018

年

6

月，中信建投证券作为计

划管理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了

“京蓝沐禾

PPP

项目

ABS

产品”，募集资

金

3.9

亿元， 均用于扶贫、 绿色节水灌

溉、支农惠农等可持续发展项目建设，标

志着全国首单

PPP

项目可持续发展资

产支持专项计划正式成立并成功发行。

该项目共分为

9

个子项目， 部分项目应

用了智慧农业云系统、 自动灌溉系统和

水肥一体化系统等五大系统工程， 推行

“农业管家”服务模式，极大程度的提升

了灌溉效率，节约了水和化肥，促进了粮

食的增收，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除了以上工作， 中信建投证券还自

2018

年

3

月起，积极推动和协助江西省

赣州市安远县城投公司发行企业债券，

目前初步确定发行企业债规模

10

亿元，

债券期限

7

年。 募集资金将用于安远县

产城新区

70

万平方米标准厂房的建设，

预计年内可以完成发行。

四是积极推进扶智工作， 通过举办

资本市场专题讲座， 努力增强当地各级

干部和企业家的金融意识， 促进当地企

业和产业的发展。

针对贫困地区干部和企业经营管理

人员金融意识薄弱和现代金融知识欠缺

等问题，中信建投证券自

2016

年起先后

组织投资银行部、债券承销部、研究发展

部和分支机构的业务骨干赴吉县、 安远

县和礼县举办了

5

次大型 “资本市场专

题”培训，内容涉及宏观经济走势、资本

市场基本情况、企业融资方式选择、企业

规范治理和管理以及财务会计知识等。

据初步统计， 这些活动累计参与

800

余

人次， 受到当地干部及企业家的欢迎和

好评。

五是通过派遣挂职干部， 更好对接

公司资源和当地需求， 努力促进贫困地

区脱贫攻坚进程。

中信建投证券曾在

2013

年至

2016

年派出证券金融部业务骨干王石同志赴

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挂职副县长， 协助

当地开展脱贫攻坚工作。 他任职期间工

作兢兢业业，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为当

地农产品加工销售、旅游、工业开发等方

面的项目引进签约资金

30

亿元， 这些项

目带动了当地产业的发展，受到当地干部

群众的好评。 为了表彰王石同志在艰苦

地区努力开展扶贫工作的优秀事迹，充

分发挥榜样的作用，在他回到公司以后，

公司党委予以提拔重用， 让其担任了一

个部门的行政负责人， 促使公司上下形

成积极向上、积极参与扶贫的良好氛围。

2018

年

1

月，根据安远县委、县政

府的意愿， 中信建投证券结合当地实际

情况， 派出了江西分公司业务骨干李新

同志前往赣州市安远县挂职副县长，该

同志目前已经在金融、市监、教育、卫计、

团委、妇联、残联等多方面，协助当地政

府开展帮扶工作， 尤其在协助当地政府

更好利用资本市场， 促进相关产业发展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扶贫公益两手抓

持续增加后续投入力度

在重点做好结对帮扶工作的同时，

中信建投证券还继续坚持推动长期以来

一直开展的支持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的相关社会公益活动，主要是参与了“美

丽中国” 乡村支教项目和安家皂小学危

房改造项目。

“扶贫必扶智”，党和国家始终将教

育扶贫作为扶贫开发、 扶贫助困的根本

大计。 多年以来，中信建投证券的公益性

支出绝大多数投入到了教育扶贫当中。

在这方面，自

2015

年起，已连续

3

年共

计捐助

150

万元用于支援“美丽中国”项

目，资金用于乡村教师工资的发放，这其

中有

30

万元来自于中信建投证券的“林

煊爱心团队”。 三年来，该项目为云南省

保山市国家级贫困乡的三所学校输送了

15

名优秀教师， 受益学生达

2000

人次。

2016

年至今， 还资助了安家皂小学的危

房改造项目， 共计出资

242

万元用于学

校校舍、食堂及操场的建设。 目前学生们

已在宽敞明亮的教室中学习， 在安全的

塑胶操场上锻炼身体。 中信建投证券还

向安远县捐资

100

万元设立了中信建投

证券（安远）教育扶贫基金，用于支援原

中央苏区安远县贫困家庭的中小学生更

好地接受教育并健康成长； 通过中国扶

贫基金会捐赠

65

万元，用于支持山西省

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捐献

20

万用于资

助贵州省

20

个极贫乡镇的幼儿园建立

标准化食堂， 为学龄前儿童提供健康的

饮食保障等。

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企业， 中信建投

证券发挥自身优势履行社会责任不仅仅

体现在积极投身于扶贫工作中， 还体现

在大力支持“绿色经济”的发展上，中信

建投证券绿色金融债券发行规模始终引

领市场，连续两年绿色债券（含资产证券

化产品） 及创新创业公司债发行总金额

位居行业榜首。 中信建投证券服务绿色

债券发行企业， 不断创新绿色金融产品

和服务，通过多渠道、多品种的绿色融资

工具，为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提供融资，

为构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服务国

家战略。

当前脱贫工作已经到了攻城拔寨的

关键阶段， 中信建投证券将继续发挥证

券公司的优势，进一步加大在资金、人员

等各方面资源投入力度， 尤其要结合贫

困地区的实际需求， 积极学习借鉴优秀

同行参与精准扶贫的好经验、好做法，不

断探索和完善开展扶贫工作的形式和途

径，力争为结对帮扶贫困县和当地企业、

建档立卡贫困户等提供更多实实在在的

帮助， 努力在国家脱贫攻坚中发挥更大

作用，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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