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风吹起的时候， 宁夏西吉县农民迎来

了一个新的收获季节。黄橙橙的马铃薯，在金

色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浑圆饱满。

作为中国三大马铃薯种植基地之一，

西吉县当地老百姓以马铃薯为主要生计，

但每当种植时却又不无顾虑： 由于市场价

格波动性太大， 年初播种的时候不能预知

秋后收成几何。 有时候农民辛苦一年最后

还是亏钱的。

2016

年

12

月， 光大证券与国家级贫困

县宁夏西吉县签署结对帮扶协议，公司随即

组成专家团，实地走访考察西吉县域经济和

企业状况，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一县一策”精

准扶贫方案。 根据西吉县当地产业发展情

况，联合系统内期货和保险资源，设计了“证

券

+

期货

+

保险”帮扶合作模式，有效管理农

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对当地马铃薯种植农户

的收益形成保障， 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截至

2017

年底， 项目的实施保护了

28000

亩马铃薯价格，

2257

户建档立卡贫困农户

获赔

56

万元。

2018

年，持续进行的马铃薯

保险项目源源不断地释放出强大的能量，一

批批马铃薯种植户挺起了脊梁、 撸起了袖

子，准备通过辛勤的耕耘，向昔日的贫困生

活挥手作别。

西吉县的马铃薯项目， 是光大证券扶贫

攻坚的一个缩影。 自

2016

年起，光大证券作

为首批公布的“一司一县”结对帮扶券商，先

后与湖南新田县、宁夏西吉县和江西万安县、

兴国县、 寻乌县等

5

个国家级贫困县签署帮

扶合作协议， 并做好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桥

镇乡中心小学、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道竹小

学、 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龙竹小学的帮扶工

作，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中介功能，认真探索和

实践金融扶贫工作。今年上半年，光大证券积

极推动扶贫项目落地， 并积极谋划与西南财

经大学合作设立扶贫劳动奖励计划、 阳光医

师培训计划、阳光教师培训计划等扶贫项目。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从首批“一司

一县”结对帮扶券商到对口帮扶

5

个国家级

贫困县，从传统的捐赠物资、协助基建到逐

步形成以“证券

+

”为代表的综合扶贫创新模

式，光大证券的扶贫工作已然迎来了又一个

收获季。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

切实打造精准扶贫工作体系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

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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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光大集团的

关心和指导下， 作为具有红色基因的国有控

股证券公司，光大证券秉持“为国家图富强、

为天下聚财富”的核心价值观，第一时间将响

应国家号召，履行社会责任放在重要位置。光

大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薛峰表示，扶贫不是

一份简单的任务书，而是应该因地制宜、分类

施策，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中介功能，确保实现

扶贫“四精”，即扶贫项目精致、扶贫对象精

准、扶贫管理精益、扶贫工作精细。

在组织建设上， 光大证券党委对扶贫

工作高度重视，班子成员统一思想、落实分

工，确立了“党建引领扶贫”的指导思想，为

扶贫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公司第

一时间成立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 由光大

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薛峰同志担任组长，

下设扶贫工作办公室， 为扶贫工作提供组

织保障。 目前，已形成公司主要负责人挂帅

推动，公司扶贫办统筹协调，相关分公司负

责与结对地区对口联络， 业务部门提供专

业服务保障， 中后台部门予以支持配合的

扶贫工作体系。

在服务机制上， 光大证券一方面从公司

总部业务部门选派骨干到当地挂职， 另一方

面由更了解实际情况的所在地区分公司派专

人进行服务，将工作职责进一步下沉，方便其

紧密对接当地政府、承接帮扶需求，有效调配

各条线资源，吸引、引导符合当地产业特点的

企业落地。此外，通过挂职干部对分公司扶贫

干部的“传帮带”，分公司很快掌握了扶贫工

作的重点要诀，快速形成了“组团服务”的扶

贫模式。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

为国分忧尽显央企担当

“如果没有那些牺牲在长征路的小红军，

就没有现在日渐强盛的中国， 更谈不上证券

行业的繁荣。 ”在光大人看来，扶贫是国企为

国家分忧的一种责任担当。

江西兴国县作为光大证券对口帮扶的

国家级贫困县之一， 也是中国苏区模范县、

红军县、烈士县和将军县。 苏区时期，兴国县

总人口

23

万， 参军参战的达到了近

10

万

人，全县姓名可考的烈士达

2.3

万余人。和兴

国县一样，光大证券先后对口帮扶的湖南新

田县、宁夏西吉县和江西万安县、寻乌县，都

是在革命时期烙下深深红色印记的地方，正

是这一片片热土为国家的和平安定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为国家图富强，为天下聚财富”是光大

证券的核心价值观，在他们看来，做好扶贫工

作不仅是为党和国家分忧、 为百姓谋福的最

好体现， 也是国有企业应有的责任担当。 于

是，光大证券努力找准扶贫着力点，进一步发

挥行业优势，支持贫困地区经济建设。

2016

年以来，光大证券帮助贫困地区累

计引进各类资金

40

亿元，支持贫困地区基础

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投入

4000

余万元用于

扶贫及公益项目

50

个， 帮扶建档立卡群众

6261

人，实现脱贫

2113

人；帮助

5

省

7

地近

40

万师生购买重大疾病保险， 总保额近

110

亿元。

光大证券所在地上海静安区政协主席陈

永弟说，静安区金融金融机构密集，用好金融

专业能力进行精准扶贫， 一直是区里提倡的

做法，光大证券“证券

+

”扶贫新模式，开创了

新路，用好国企资源，用活专业能力，而且精

准扶助革命老区，不但是“授人以渔”，而且是

“送金鸡、孵金蛋”，这是“真扶贫”“扶真贫”，

值得更多企业借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

开拓“证券 +” 扶贫新路子

光大证券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专业优势，

在前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 因地制宜研究

探索扶贫方案， 逐渐形成并不断深化以 “证

券

+

”为代表的综合扶贫创新模式，通过模块

化、立体化、组团化、差异化、精准化、品牌化

的服务，推动扶贫攻坚工作向纵深发展。光大

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薛峰表示，公司聚焦投

资银行本源，以证券

+

模式为触点，一头连着

证券公司，一头连着贫困地区，使精准扶贫的

思路更加清晰。

“证券

+

基础设施”， 扫除脱贫物质障碍。

光大证券资助

225

万元， 认领山西省隰县城

南乡曹城村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通过光伏扶

贫项目实施，推动

58

户

149

人脱贫摘帽。 同

时，公司在湖南省新田县出资

30

万元资助上

禾塘村山塘维修， 便于

600

余亩烤烟基地灌

溉，带动

66

户

200

余人年均增收

1600

元；投

入

28

万元，资助硬化路面

4

公里；投入

29.8

万元，解决

400

亩农田灌溉问题，受益贫困人

口超过

80

人，人年均增收

1600

元；资助

20

万元建设新田县新隆镇山田湾村机耕道

2.1

公里，建设滴灌水管

2.2

公里，扩种烤烟

320

亩、 水果

580

亩、 发展养殖场

2

个， 带动约

110

人贫困人口增产增收。

“证券

+

实业”，精准“造血”。 光大证券投

入

30

万元，资助宫廷黄鸡养殖，建设养殖场

4000

平米，带动贫困户

8

户

36

人脱贫。 发挥

信息优势，挖掘客户资源，帮助贫困地区引入

并注册企业达

8

家， 注册资金达

25

亿元，

2000

余名建档立卡群众受益。

“证券

+

期货

+

保险”， 为脱贫注入金融活

水。光大证券立足服务“三农”，发挥金融机构

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设计证券、期货、保险

联动的“阳光惠农”系列产品，为西吉县马铃

薯等农产品保值保价提供保障。 目前正在筹

划苹果保价产品设计， 根据结对地区农业特

点，设计基于农产品价格的保险及期权产品，

探索 “证券

+

期货

+

保险”模式，实现农业经营

风险的承接、转移和对冲。

“证券

+

资本”，促进地方产业发展。 光大

证券与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合作成立首期规

模

3

亿元的生态经济产业基金， 促进绿色产

业发展； 指导湖南新田县融资超过

10

亿元，

帮助江西省兴国县发行城投债

15

亿元，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为区域注入活力。

“证券

+

智本扶贫”， 脱贫增 “智” 又添

“质”。光大证券组建专业人士的“讲师团”，开

展资本市场知识培训和指导， 共在江西寻乌

县、万安县、兴国县和湖南新田县培训

15

场，

累计培训

3000

余人次。公司对县级城投公司

发行企业债进行指导协助， 帮助其拓宽融资

渠道；同时与专业企业合作，为当地政府、农

户提供农业精细化培训。

“证券

+

教育扶贫”，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光大证券积极参与光大“明德”助学计划，并

打造光大证券遵义“光大道竹小学”帮扶等品

牌项目。

2017

年，公司员工共捐款

24.33

万元

资助

253

人。发起光大道竹小学“爱心助学一

对一”活动，捐助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道竹小

学学生；出资

20

万元，帮助陕西省延安市甘

泉县桥镇中心小学进行取暖、校舍维修、教室

改造等；两次举办光大融情夏令营，连续两年

邀请道竹小学及

5

个对口扶贫县的

40

位师

生到北京、上海学习参观。

“证券

+

公益慈善”，让扶贫持续远行。 光

大证券依托光大阳光公益基金， 出资近

400

万元，与光大永明保险“证保”联手，设立“阳

光关爱”慈善计划，定制重大疾病保险项目，

总保额

110

亿元，其中面向湖南新田县、宁夏

西吉县和江西万安县、兴国县、寻乌县，以及

延安市甘泉县桥镇乡中心小学、 贵州道竹小

学的学生定制了“阳光护苗”项目；面向上述

地区全体教师定制了“阳光园丁无忧”项目，

解除了贫困地区全体师生近

40

万人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的忧愁。

“证券

+

产业”， 推动帮扶地区产业升级。

光大证券所属子公司光大期货资助

50

万元

扶贫资金，扶持陕西延长县桐居村苹果产业，

实现产业扶贫到村到户， 促进贫困户稳定增

收，保障

25

户

53

人实现脱贫摘帽。响应当地

证监局号召，出资

50

万元，帮扶广东省乐昌

市乐城街道下西村；出资

10

万元，帮扶四川

省广安市岳池县白庙镇龙音寺村， 培育当地

产品发展。

“证券

+

消费扶贫”， 推广贫困地区特色

产品。 光大证券充分依托战略合作伙伴———

人民日报全媒体平台（中央厨房），上线“人

民·光大”特色精准扶贫电商平台，并依托光

大银行“购精彩”电商平台，将贫困地区农副

产品投放在电商平台进行联合推介与销售，

开拓了互联网精准电商扶贫新路径。 公司积

极打造“阳光农场”扶贫消费品牌，帮助帮扶

地区拓展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

“日拱一卒，矢志不渝” ，

打响长久扶贫“持久战”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光大证券在金融扶贫工作中不断总结工作经

验，采取稳定脱贫措施

,

完善长效扶贫机制，

把扶贫工作锲而不舍抓下去。

2017

年

9

月，光大证券通过定向捐赠的

方式， 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合作， 共同设立

“光大阳光公益基金”。 基金致力于贯彻落实

中国光大集团、证监会关于定点扶贫、精准扶

贫相关要求， 认真做好对口帮扶地区的扶贫

工作，并积极服务区域各类慈善帮困、助学、

助老等公益事项。

光大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薛峰表示，此

举旨在借助专业机构的成熟经验， 统筹内外

部慈善资源，切实保障扶贫工作阳光化、规范

化、制度化运作，努力将扶贫攻坚的职责从临

时性、期限性的工作上升为长期性、常态化践

行社会责任的担当。

攻城不怕坚，扶贫莫畏难。“十三五”时期

是国家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 证券公司金融

扶贫任重而道远。光大证券表示，下阶段将紧

紧围绕精准扶贫的工作目标， 进一步找准结

点、聚焦重点、突破难点、创新亮点，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为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

金融活水， 以丰硕果实迎接扶贫攻坚的下一

个秋天。 （CIS）

途远在兹 旦夕莫忘

———

光大证券的精准扶贫之路

2016年 12 月，光大证券与江西省兴国县签署结对帮扶合作协议。

2017年 12 月，光大证券帮助 5 省 7 地近 40 万师生购买重大疾病保险，总保额近 110 亿元。

光大证券持续援助光大道竹小学。

光大证券应邀参加湖南省新田县“爱心成就梦想”大学新生助学奖励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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