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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财证券实施“四扶”公益行动
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湘财证券作为中国
资本市场公益联盟成员，秉承集
团公司“财富共享才最有价值”
的发展理念， 持续围绕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开展“健康扶贫、
产业扶持、教育扶智、救灾扶助”
的“四扶”公益行动，把履行企业
社会责任的精彩华章写在广袤
的乡村大地。

公司先后与青海、 山西、河
南、黑龙江以及内蒙古的 9 个国
家级贫困县签署结对帮扶战略
合作协议，在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的行列做公益，行慈善，倾情
履行社会责任，取得了积极的社
会效能， 受到多方好评和肯定。
公司荣获中国证券期货业“优秀
医疗扶贫奖”与“最佳医疗扶贫
项目奖”、中国扶贫基金会“社会
力量参与救灾先锋单位”与“杰
出贡献奖”、中国关工委“全国红
军小学建设工程特别贡献奖”等
荣誉。

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朱
阳关镇涧北沟村的刘女士，患股
骨头坏死已有 20 余年， 深受病
痛折磨且无法正常劳动。在湘财
证券帮扶项目帮助下，刘女士在
卢氏县中医院完成了“右侧全髋
关节置换术”， 顺利出院开始全
新的生活。

健康扶贫是企业公益的重
要领域，更是企业重要的社会责
任。 湘财证券组织工作专班，深
入全国 10 多个县专题调研农村
健康扶贫工作。走访和考察中发
现，疾病是农村最为突出的致贫
返贫因素，“辛辛苦苦奔小康，得
场大病全泡汤”。

“健康扶贫”进入了湘财公
益的视野。 一个涉足河南卢氏
县、 山西天镇县、 黑龙江延寿
县、内蒙古科右中旗、河北丰宁
县等五个县的“健康扶贫”方案
摆上了湘财证券履行社会责任
的议事日程， 公司先后与五县
建立健康帮扶结对关系。 在当
地医疗卫生部门支持下， 精准
对接帮扶人口， 迅速对部分患
有直接影响劳动能力的患者实
施救治， 从而实现治愈一人、致
富一家的目的。

在该项目最早落实的河南
省卢氏县，有 455 名贫困患者得
到了救治。 三年来，湘财证券出
资 450 万元， 在河南卢氏县、山
西天镇县、黑龙江延寿县、内蒙
古科右中旗、河北丰宁县等五个
对口帮扶的贫困县开展健康帮
扶，为患病群众祛疾治病，恢复
贫困家庭劳动力。 截至目前，已
有 2778 名贫困病患得到有效救

治，数千个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
得到改善。

“发展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
的根本之策。 企业参与推动乡村
振兴，要因地制宜，把培育产业
作为帮助农民稳定脱贫的根本
出路。 ”湘财证券分管公益扶贫
副总裁严颖亲自带领团队深入
帮扶地区的田间地头，对此深有
体会。

湘财证券作为全国综合类
金融科技券商，2021 年荣获中国
证券业零售经纪商君鼎奖、中国
证券业投资顾问团队君鼎奖、中
国证券业投资者教育团队君鼎
奖等大奖，位于行业业务能力的
第一方阵，更是证券行业助力乡
村产业发展的第一方阵。

湘财证券充分发挥证券企
业对农业产业链的深刻理解、社
会资源丰富、 市场机会发现与
把握能力强等优势， 动员各方
社会资源，全力以赴，助力九个
国家级贫困县发展特色产业。
通过实地考察、数据采集、资源
分析整合等工作， 在对当地的
自然环境、农产品种植情况、水
文环境进行深入了解基础上，
提出产业选择的两个原则：一
是不能以牺牲当地环境为代价
；二是优先发掘、扶持当地原有
的特色产业。

湘财证券对口帮扶地区的
黑龙江延寿县、 河南卢氏县森
林覆盖率都达到 50%以上，拥有
十分丰富的林业资源， 有利于
开展碳汇造林项目。 湘财证券
促成北京天德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与黑龙江延寿县签订林业
碳汇精准扶贫项目协议， 为该
县的碳汇造林工程开展近 30 年
的开发建设： 一方面科学利用
当地资源， 借助碳汇产业带来
的政策性资金和稳定收入，从
而有效地支持脱贫攻坚； 另一
方面吸收林业职工转向森林抚
育、发展林下经济，增加职工收

入， 为林区转型发展提供新途
径。 此后，天德泰公司又与河南
卢氏县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有
序推进项目落实。

湘财证券在河南省卢氏县、
河北省丰宁县、 内蒙古科右中
旗、黑龙江延寿县、山西天镇县
五个县开展“欧李实验田计划”，
联手多所国家级科研单位和院
所， 开展高产欧李种植试验，以
公益力量推动培育新型产业链。
湘财证券改变以往公益项目的
单纯捐赠，做好牵线搭桥、穿针
引线工作， 由公司出资购买欧
李苗木， 同时组织社会力量提
供技术咨询、种植养护服务，支
持当地农户种植“钙果”———欧
李，实现多种社会公益资源的综
合赋能。

据悉，湘财证券前期已投入
公益资金 200 余万元，在欧李种
植试验地区捐建了两个欧李育
苗基地和三个欧李种植示范基
地。湘财证券还在欧李收获季节
帮助种植户推荐收购商，解决鲜
果销售问题。通过开展欧李种植
产业，农户每年平均可增加收入
5000 元以上。

在河南卢氏县，湘财证券结
合农民核桃种植技术培训公益
项目， 积极发掘当地核桃精、深
加工产业， 整合技术和市场资
源，协助引进、建设全流程智能
化核桃深加工利用工程项目。项
目实施后预计将实现年产值人
民币 7 亿多元，进一步夯实当地
核桃产业发展基础。

湘财证券还主动发挥公司
优势，着力发掘、培育帮扶地区
新型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先后
推荐陕西华银科技有限公司、内
蒙古长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和
宁夏皇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成功登陆新三板。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的重要途径。 在教育扶智上，湘
财证券一方面积极捐资助学，提

升受助乡村基础教育水平；另一
方面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在
项目实施地开展技术业务培训，
通过多种途径提升受助地区相
关人员综合素质。

湘财证券向陕西省铜川市
照金北梁红军小学捐赠 25 万
元，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湘财
证券对这所红军小学的捐助
也显得意义非凡，并被中国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全国
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理事会等授
予“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特
别贡献奖”。

湘财证券把教育帮扶的重
点放在乡村的学前教育上，参
与了“新湖乡村幼儿园计划”。
其中，出资 111.5 万元 ，在“三
区三州” 之一的云南省怒江州
新建、改（扩）建 22 所“湘财乡
村幼儿园”， 目前已全部开园，
惠及近 500 名学前儿童。 在革
命老区四川仪陇县， 捐资 100
万元新建两所乡村幼儿园。 项目
建成后将新增近 400 个学位，基
本满足周边村落适龄儿童入园
问题。

此外，湘财证券捐资建设安
顺市乡村学校“希望食堂”，改善
乡村小学生露天游牧式的就餐
环境； 向青海泽库县困难高中
学生捐赠助学资金， 让他们能
够安心地完成高中学业； 在河
南省卢氏县捐资建设兰草红军
小学“智慧教室”；向新疆克青
孜村捐助资金， 为该村 360 户
家庭每户提供一套孩子学习桌
椅； 在湖南芷江县帮助改善当
地农村小学教育设施，惠及学生
近千人次。

湘财证券还结合产业帮扶
项目，通过线上线下培训等方式
对项目地政府工作人员、重点企
业管理人员等开展专项辅导培
训，就国家政策、金融服务、企业
发展与管理、风险控制等多个方
面进行专题培训，已开展数十次

现场、网络辅导培训，覆盖千余
人次。专业化的培训进一步拓宽
了项目地政府、企业领导及工作
人员的思路，提升了农村产业发
展运作的专业能力。

“灾害面前彰显爱的力量”，
赈灾济困是湘财公益事业的一
个重要主题。 在重大自然灾害发
生、需社会力量参与时，常能见
到湘财的身影。

2021 年 7 月 20 日， 河南突
发特大洪灾，灾区人民遭受重大
损失，牵动了无数国人的心。 湘
财证券伸出援手， 捐助善款 200
万元，携手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展
受灾困难大学生救助、水毁道路
修复等抗洪救灾。

2017 年 8 月， 四川阿坝州
九寨沟发生里氏 7 级地震，湘
财证券即决定通过中国扶贫基
金会向九寨沟地震灾区捐款
100 万元， 对灾区开展有效的
帮扶。 为使善款能够发挥最大
的效应，湘财证券在中国扶贫
基金会协助下对地震灾区做了
深入考察摸底工作， 最终将捐
赠落地在平武县， 援助修建 10
座溪桥， 切实解决了当地百姓
日常出行以及物资运送问题，
当地群众把刚刚修建的溪桥称
之为“幸福桥”“致富桥”。

2017 年 12 月， 湘财证券对
口帮扶的青海省泽库县发生里
氏 4.9 级地震。 在获悉地震消息
的当天，湘财证券即与泽库县民
政局取得联系， 并决定捐资 50
万元用于灾区受伤人员救治及
灾后家园重建。

湘财证券积极参与救灾扶
助，被中国扶贫基金会授予“社
会力量参与救灾先锋单位”荣誉
称号，并获得其颁发的“2017 年
杰出贡献奖”。

截至目前，湘财证券与九个
欠发达县结对帮扶， 持续开展

“健康扶贫、 产业扶持、 教育扶
智、救灾扶助”的“四扶”公益行
动，投入公益资金 3200 万元，直
接受益人 6966 人。 项目取得了
实实在在的成效，让受助地区群
众得到了看得见、 摸得着的实
惠， 为金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推动公益创新，提供了一个紧扣
时代脉搏、以企业专业优势为鲜
明特征、公益资源投入杠杆意义
突出的企业社会责任案例。

“证券行业发展得益于改革
开放的伟大时代， 反哺社会义
不容辞。”湘财证券董事长高振
营说，“作为一家综合类券商，
我们一直将全面履行社会责任
视为己任。 在推动乡村振兴的
新征程， 湘财证券将以务实的
行动全力践行社会责任， 以更
专业的精神、专业的方式，更有
力量地创新公益行动， 服务三
农，回馈社会。 ”

（张慧婧）

� � 责任，是企业的
脊梁； 乡村，

是企业的牵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