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希望产业扶贫项目已超百个

投资逾50亿元

□本报记者 康曦

9月10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实地走访了由新希望、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和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合作建设的特口甲谷育肥场的精准扶贫项目，这是新希望生猪养殖产业扶贫的一个重点项目。 这一项目帮助特口甲谷村实现了整村脱贫，而且还将继续为该村村民增收。

2019年，新希望投入扶贫资金约26亿元，帮助2.09万人增收、3300人脱贫，新发展产业脱贫项目44个。 今年以来，公司又投入扶贫资金9.7亿元。 截至目前，公司产业扶贫项目已累计超过100个，其中大部分是生猪养殖产业扶贫项目。

助力云端之村脱贫

从西昌市到特口甲谷村开车需要4-5小时，一路顺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前行，越往里走，贫困情况越严重。 特口甲谷村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因为位于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寒山区中，特口甲谷村也叫云端之村，村民大多数都不能用汉语跟外界流畅交流。 当地村民汉呷里博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过去的特口甲谷村不通电，只有黄泥路，村民家

徒四壁，屋不避雨。 随着特口甲谷育肥场建成，村里不仅通了电，还修了水泥路，村民们也住上了新房子。 ”

特口甲谷育肥场的第一批肥猪于2018年11月出栏，特口甲谷村获得30多万元收益，该村合作社给62户贫困户每户分红2500元，43户非贫困户每户500元。 今年7月8日又进行了第二次分红，贫困户每户分红3000元，非贫困户每户1500元。 特口甲谷村目前人均年收入已达9000元，实现了整村脱贫。 育肥场每年可出栏两批生猪，将继续为村民增加收入。

现年27岁的汉呷里博已经在育肥场工作了三年，每月工资3000元，加上分红的收入，家庭年收入5万元左右。 “现在我已经还清了修房子时的欠款。 ”汉呷里博说，“未来希望在育肥场多学一点科学养殖知识，可以用在养牛养羊上。 ”

土比阿地也是育肥场的6个当地饲养员之一，他曾经是特口甲谷村的村长，退休后，土比阿地主动申请到育肥场做饲养员。 土比阿地表示：“我支持村子里的村民到猪场上班，也鼓励村子里的年轻人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多学习新的东西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

产业扶贫成效显著

特口甲谷育肥场只是新希望生猪养殖产业扶贫项目中的其中一个。 新希望在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县、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等地也均有生猪养殖产业扶贫项目。

陕西宜君项目采取“县政府+村集体+新希望+N个贫困户”四位一体的方式共同组建生猪养殖项目。 宜君县人民政府根据各乡镇实际情况选定10个贫困人口较多的村，每个村建设一个存栏500头（二期扩建为1000头）规模的现代化猪场，每个猪场大约覆盖60户贫困户。 村集体组建合作社负责猪场的日常管理，合作社与新希望签订商品猪委托养猪合同 。

新希望按合同要求提供猪苗、饲料、兽药、技术服务并负责回收成品猪，承担疫情、市场等风险，按时足额支付代养费。 目前，该项目已累计带动宜君县2544户共7980人脱贫，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进苗22批，共计2.86万头，出栏14批，共计1.81万头。

山东夏津项目为当地解决就业30多人，并带动夏津县5955户共1.1万人实现稳定增收。

贵州毕节市赫章县生猪扶贫项目是当地政府利用扶贫及产业资金，投入1.62亿元在铁匠乡、平山镇、古基镇、哲庄镇、辅处乡、罗州乡、古达乡、德卓乡等地，建10个标准化生猪扶贫育肥场，由新希望投入生物资产（含猪苗、饲料、兽药）并经营管理，项目投资收益按160元-280元/头/年分配，利益链接全县N个贫困户，带动贫困人员就业增收、土地流转增收、产

业收益增收。

26年坚持扶贫工作

多年来，新希望因地制宜在全国各地以产业扶贫为主，就业扶贫和教育扶贫等为辅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新希望扶贫的起点。 1994年，新希望投资1500万元，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建成全国第一家“光彩事业”工厂———西昌希望饲料公司。 目前，西昌希望饲料公司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元，85%的员工来自本地，每年带动2.6万多户农户增收超过2亿元，是凉山彝族自治州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当地群众增收和就业的重要力量之一。

以此为开端，26年来新希望在全国“老少边穷”地区投资已超过50亿元，结合种植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在新疆、甘肃、宁夏、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等15个省市自治区的贫困地区建设了超过150家“光彩事业”扶贫工厂，带动当地6万多人就业，帮助数十万农民脱贫。

2019年，新希望投入扶贫资金约26亿元，帮助2.09万人增收、3300人脱贫，新发展产业脱贫项目44个。 2020年至今，又投入扶贫资金9.7亿元。 截至目前，公司产业扶贫项目数量累计超过100个。 其中，大部分是生猪养殖产业扶贫项目，还有禽养殖产业扶贫项目等。

除产业扶贫外，公司还积极开展教育扶贫。 新希望先后发起“暖冬行动”“希望有你”“美好计划”“六一心愿”等助学、助老行动，其中包括多年资助各地贫困大学生，捐建四川雅安市八步乡小学、巴中市牟家坝村小学，改建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热地村小学、捐助雷波县、昭觉县、冕宁县等地超过40所学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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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半年度信息公告

投资账户一

1.�投资账户名称：工银安盛卓越投资账户

2.�设立时间：2002 年 3 月 22 日

3.�账户特征：积极进取型

4.�资产配置目标：65％权益类资产，25％固定收益类资产，

10％流动性资产

5.�资产配置原则：本账户资金将积极参与基金市场运作，力求获

得高于基金市场平均收益的增值率，从而使投资者在承受一

定风险的情况下，有可能获得较高的资本利得。

6.�投资工具及投资比例：

1)�本账户主要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银行存款、债券，以及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保监会)允许投

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2)�本账户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比例不低于本账户资产总值

的 30%，最高可达 100%；

3)�本账户投资将遵守中国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限制。

7.�投资策略：本账户秉承以研究为本的投资理念和积极投资、成

长投资、长期投资的投资策略。 通过积极参与基金市场的运

作，力争获取超过比较基准的收益率。

8.�投资风险：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政治经济风险、市场风

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等多项风险因素的影响，但基金市场

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风险。

投资账户二

1.�投资账户名称：工银安盛稳健投资账户

2.�设立时间：2002 年 3 月 22 日

3.�账户特征：稳健平衡型

4.�资产配置目标：30％权益类资产，50％固定收益类资产，

20％流动性资产

5.�资产配置原则：本账户奉行稳健、长期的投资原则，在控制投

资风险并保持账户投资组合良好流动性的前提下，力求获得

账户资产长期稳定的增长。

6.�投资工具及投资比例：

1)�本账户主要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银行存款、债券，以及中

国银保监会允许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2)�本账户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比例不高于本账户资产总值

的60%；

3)�本账户投资于国债及国有商业银行存款的比例不低于本账

户资产总值的 20%；

4)�本账户投资将遵守中国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限制。

7.�投资策略：本账户秉承以研究为本的投资理念和稳健投资、长

期投资的投资策略。 账户管理人通过积极投资，力争获取超

过比较基准的收益率。

8.�投资风险：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政治经济风险、市场风

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等多项风险因素的影响，但市场风险

和利率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风险。

投资账户三

1.�投资账户名称：工银安盛安心投资账户

2.�设立时间：2002 年 3 月 22 日

3.�账户特征：低风险、中收益，高流动性

4.�资产配置目标：30％固定收益类资产，70％流动性资产

5.�资产配置原则：本账户综合运用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投资工

具，在保证资产安全的前提下，力求获得高于同期银行存款

的稳定回报。

6.�投资工具及投资比例：

1)�本账户主要投资于债券、回购和银行存款，以及中国银保

监会允许投资的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其他投资工具。

2)�本账户投资将遵守中国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限制。

7.�投资策略：本账户在保证本金安全和高度流动性的基础上，通过

对宏观经济走向、货币政策、利率走势的判断，合理安排各类资

产的比例和期限，以实现利息收入和资金使用效率的最大化。

8.�投资风险：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政治经济风险、利率风

险、通货膨胀等多项风险因素的影响，但利率风险和通货膨

胀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风险。

投资账户四

1.�投资账户名称：工银安盛进取投资账户

2.�设立时间：2011 年 11 月 16 日

3.�账户特征：激进型

4.�投资策略：本账户在承担较高投资风险的基础上，主要投资于

证券投资基金，追求较高的投资回报，获取高水平的长期资

本增值。

5.�资产配置比例：90％权益类资产，10％流动性资产

6.�投资工具及投资比例：

1)�本账户主要投资于权益类资产和流动性资产，其中，权益

类资产包括股票基金和混合基金， 流动性资产包括活期存

款、回购、期限在 1 年以下（包括 1 年）的短期国债、短期金

融债、短期央行票据和货币市场基金等。

2) �本账户投资于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本投资账户资产

总值的 80%，最高可达 100%。

3)�本账户投资将遵守中国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限制。

7.�投资策略：本账户秉承以研究为本的投资理念和积极的投资

策略。 通过积极投资参与基金市场的运作，力争获取高于比

较基准的收益率。

8.�投资风险：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政治经济风险、市场风

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等多项风险因素的影响，但基金市场

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风险。

2020年半年度投资收益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 6月30日止期间

经营收入

证券投资损益

利息收入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

经营支出

独立账户管理费

独立账户托管费

交易费用

其他支出

已实现净损益

工银安盛卓越

投资账户

43,672,147�

1,942,910�

131,893,374�

137,292�

177,645,723

9,317,292�

156,512�

355,946�

29,937�

9,859,687

167,786,036

工银安盛稳健

投资账户

16,221,456�

4,178,147�

21,886,505�

265,469

42,551,577

4,308,334�

71,859�

167,270�

24,372�

4,571,835

37,979,742

工银安盛安心

投资账户

-�

56,193�

-�

492,697

548,890

131,949�

6,641�

-�

11,629�

150,219

398,671

工银安盛进取

投资账户

14,890,145�

111,375�

27,417,450�

-�

42,418,970

2,063,167�

26,030�

104,220�

3,135�

2,196,552

40,222,418

(二)�投资连结保险账户资产估值原则

1.�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和债券投资。 证券投

资基金包括在沪、 深两市公开挂牌交易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

金和在各个基金管理公司及代理机构交易的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债券指本独立账户持有并准备随时变现的债券投资，包

括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投资。

投资账户的下列资产应于合同约定的计价日， 按如下原则进

行估值：

1)�除开放式基金以外的任何上市流通的有价证券，以其在活

跃市场中的报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市价

估值；

2)�投资账户持有的开放式基金，以其公告的基金单位净值估

值;

3)�投资账户持有的处于募集期内的证券投资基金，按其成本

与利息估值;

4) 于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债券根据市场参与者以询价方式与其

选定的交易对手逐笔达成交易的价格为基础估值。

5)�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

允价值， 本公司应根据具体情况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

估值；

6)�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2.�交易类金融资产按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价；卖出时成本按移

动加权平均法计算

3.�买入返售证券为在证券交易所或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上以合

同或协议的方式，按一定的价格买入证券，于到期日再按合同

或协议规定的价格卖出该批证券， 以获取买入价与卖出价差

价收入的业务。 按买入某种证券成交时实际支付的款项作为

投资成本。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在证券持有期内采用直线法逐

日计提。

(三)�投资连结保险账户投资回报率的计算公式

投资回报率 =(期末卖出价 -期初卖出价)/期初卖出价 X100%

(四)�本报告期末，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的债券资产组合如下：

工银安盛卓越投资账户

企业债券

金融债券

债券资产合计

账面价值

10,184,340

142,834,540

153,018,880

占比

6.66%

93.34%

100%

(五)�本报告期末，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的基金资产组合如下：

工银安盛卓越投资账户

债券型基金

股票型基金

混合型基金

货币型基金

基金资产合计

工银安盛稳健投资账户

债券型基金

股票型基金

混合型基金

货币型基金

基金资产合计

账面价值

124,087,010

128,265,708

831,530,292

107,363,732

1,191,246,742

账面价值

45,410,781

15,140,685

177,791,783

107,017,565

345,360,814

占比

10.42%

10.77%

69.80%

9.01%

100.00%

占比

13.15%

4.38%

51.48%

30.99%

100.00%

(六)�于本报告期,�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的管理费如下：

工银安盛卓越投资账户 9,317,292�

工银安盛稳健投资账户 4,308,334�

工银安盛安心投资账户 131,949�

工银安盛进取投资账户 2,063,167�

(七)�投资账户投资政策变动

于本报告期，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中没有任何投资政策

的变动。

特此公告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0年 9 月 12日

一、 投资账户简介

2020年 6月 30日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货币资金

定期存款

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中： 基金投资

债券投资

应收利息

应收红利

应收申购款

其他应收款

买入返售证券

资产合计

负债

应付赎回款

应付独立账户管理费

应付独立账户托管费

应交税金

其他应付款

负债合计

净资产

独立账户持有人权益

独立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

累计已实现损益

独立账户持有人权益合计

工银安盛卓越

投资账户

2,811,233

-

1,344,265,622

1,191,246,742

153,018,880

2,732,717

26,895

4,729,245

20,196,037

-

1,374,761,749

3,018,965

-

156,512

176,628

297

3,352,402

1,371,409,347

556,584,541

814,824,806

1,371,409,347

工银安盛稳健

投资账户

11,075,938

-

601,248,534

345,360,814

255,887,720

3,511,769

6,087

3,378,459

-

-

619,220,787

1,865,312

-

71,859

255,796

47

2,193,014

617,027,773

415,463,876

201,563,897

617,027,773

工银安盛安心

投资账户

5,311,133

-

-

-

-

35,479

-

346,096

-

44,000,000

49,692,708

179,964

-

6,641

-

937

187,542

49,505,166

39,005,096

10,500,070

49,505,166

工银安盛进取

投资账户

29,181,244

-

210,796,053

210,796,053

-

11,698

-

931,046

2,232

-

240,922,273

950,803

-

26,030

61,583

24

1,038,440

239,883,833

134,474,617

105,409,216

239,883,833

二、 投资账户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三、 投资账户披露信息

（本信息公告是依据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编制并发布）

（本信息公告是依据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变额年金保险管理暂行办法》及《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编制并发布）

1.�投资账户名称：工银安盛和谐投资账户

2.�设立时间：2011 年 6 月 21 日

3.�账户特征：平衡型

4.�资产配置：25％权益类资产，65％固定收益类资产，

10％流动性资产

5.�投资策略：本账户奉行稳健、长期的投资原则，通过降低投资

账户波动、控制投资账户风险，力求获得中长期稳定的投资

收益。

6.�投资工具及投资比例：

1)�本账户可投资于权益类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和流动性资产。

2)�本账户投资于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不高于本账户资产总值

的 60%。

3)�本账户投资将遵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

其他限制。

7.�投资风险：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经济风险、市场风险、

利率风险、通货膨胀等多项风险因素的影响，但市场风险和

利率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风险。

2020年半年度信息公告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变额年金保险投资账户

一、 投资账户简介

三、 投资账户披露信息

(二)�变额年金保险账户资产估值原则

1.�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和债券投资。 证券投

资基金包括在沪、 深两市公开挂牌交易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

金和在各个基金管理公司及代理机构交易的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债券指本独立账户持有并准备随时变现的债券投资，包

括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投资。

投资账户的下列资产应于合同约定的计价日，按如下原则进行估值：

1)�除开放式基金以外的任何上市流通的有价证券，以其在活

跃市场中的报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市价

估值；2)�投资账户持有的开放式基金，以其公告的基金单位

净值估值;3)�投资账户持有的处于募集期内的证券投资基金，

按其成本与利息估值;4) 于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债券根据市场

2011/06/21-2011/12/31

2012/01/01-2012/12/31

2013/01/01-2013/12/31

2014/01/01-2014/12/31

2015/01/01-2015/12/31

2016/01/01-2016/12/31

2017/01/01-2017/12/31

2018/01/01-2018/12/31

2019/01/01-2019/12/31

2020/01/01-2020/06/30

-4.05%

3.02%

-2.8%

20.71%

10.16%

-3.62%

5.13%

-4.56%

9.07%

0.38%

(一)�变额年金保险工银安盛和谐账户投资回报率如下：

参与者以询价方式与其选定的交易对手逐笔达成交易的价格

为基础估值。 5)�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

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 本公司应根据具体情况按最能反映公

允价值的价格估值；6)�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2.�交易类金融资产按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价；卖出时成本按移

动加权平均法计算

3.�买入返售证券为在证券交易所或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上以合同

或协议的方式，按一定的价格买入证券，于到期日再按合同或协

议规定的价格卖出该批证券， 以获取买入价与卖出价差价收入

的业务。按买入某种证券成交时实际支付的款项作为投资成本。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在证券持有期内采用直线法逐日计提。

(三)�变额年金保险工银安盛和谐账户投资回报率的计算公式

投资回报率 =(期末卖出价 -期初卖出价)/期初卖出价 X100%

(四)�本报告期末，变额年金保险工银安盛和谐账户无债券资产。

(五)�本报告期末，变额年金保险工银安盛和谐账户的基金资产组合

如下：

工银安盛和谐投资账户

债券型基金

股票型基金

基金资产合计

账面价值

25,124

11,145

36,269

占比

69.27%

30.73%

100%

(六)�于本报告期， 变额年金保险工银安盛和谐账户的管理费为

4,258元。

(七)�投资账户投资政策变动

于本报告期，变额年金保险工银安盛和谐账户中没有任何投

资政策的变动。

特此公告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12日

(一)��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投资回报率如下：

工银安盛卓越

投资账户

-34.37%

43.33%

2.05%

-17.46%

5.5%

6.01%

15.74%

30.51%

-8.93%

11.83%

-16.41%

28.55%

15.46%

工银安盛稳健

投资账户

-17.17%

17.99%

3.02%

-8.85%

3.46%

2.04%

10.77%

15.45%

-3.13%

5.63%

-5.41%

12.53%

7.33%

工银安盛安心

投资账户

1.42%

0.59%

0.97%

2.31%

2.73%

2.49%

3.23%

1.84%

1.75%

2.98%

2.78%

2.15%

0.76%

工银安盛进取

投资账户

-0.29%*

-0.24%

4.31%

19.2%

40.55%

-13.99%

13.99%

-22.89%

40.91%

22.62%

*注：自账户设立日起

投资回报率

2008/01/01-2008/12/31

2009/01/01-2009/12/31

2010/01/01-2010/12/31

2011/01/01-2011/12/31

2012/01/01-2012/12/31

2013/01/01-2013/12/31

2014/01/01-2014/12/31

2015/01/01-2015/12/31

2016/01/01-2016/12/31

2017/01/01-2017/12/31

2018/01/01-2018/12/31

2019/01/01-2019/12/31

2020/01/01-2020/06/30

2020年半年度投资收益表

经营收入

证券投资损益

利息收入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

115,976

469

-99,318

-

17,127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期间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经营支出

独立账户管理费

独立账户托管费

交易费用

其他支出

已实现净损益

4,258

124

17

9,610

14,009

3,118

工银安盛和谐

投资账户

四、 其他信息

于本报告期，变额年金保险收取的保证利益费用为 5,371元

二、 投资账户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2020年 6月 30日资产负债表

资产

货币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中：基金投资

债券投资

应收利息

应收红利

应收申购款

其他应收款

资产合计

21,333

36,269

36,269

-

2

-

2

4

57,610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工银安盛和谐投资账户

负债

应付赎回款

应付资产管理费

应付资产托管费

应交税金

其他应付款

负债合计

净资产

120

-

124

74

-

318

57,292

账户持有人权益

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

累计已实现损益

账户持有人权益合计

-22,156,848

22,214,140

57,292

工银安盛进取投资账户

债券型基金

股票型基金

混合型基金

货币型基金

基金资产合计

账面价值

-

41,991,340

168,798,295

6,418

210,796,053

占比

-

19.92%

80.08%

0.00%

100.00%

工银安盛稳健投资账户

政府债券

企业债券

金融债券

债券资产合计

账面价值

131,894,060

20,289,870

103,703,790

255,887,720

占比

51.54%

7.93%

40.53%

100%

本公司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投资的所有债券均为 AAA级。

中国环保产业规模

达1.78万亿元

□本报记者 杨洁 实习记者 金一丹

9月11日，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在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 中国环保产

业规模逐步发展壮大。 据测算，2019年全国

环保产业营业收入约1.78万亿元， 同比增长

11.3%，远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 环保

产业的发展不仅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

产生了良好的环境效益。

环保产业稳步增长

赵英民表示，绿色节能环保产业是战略

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环保产业，也是我们统

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保护治

理的力度持续加大，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市

场空间也在加速释放。

根据测算，2019年， 全国环保产业营业

收入大约为1.78万亿元， 比2018年增长了

11.3%， 远高于同期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

其中，环境服务业的营业收入大约为1.12万

亿元，同比增长23.2%。 2019年列入统计的

11229家企业中， 环保产业的营业收入总额

达到9864亿元，同比增长13.5%，相关产业

从业人员数量近70万人。

同时，我国环境技术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根据中国环保产业协会调查，去年3535家重

点企业的研发经费支出达到了158亿元。

此外，我国环境服务模式也在不断创新。

第三方治理、环境绩效服务、环境金融等服务

业态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互联网+” 的模

式、PPP模式、生态环境导向的开放模式等在

环境治理领域得到了创新和应用。

绿色产业成果显现

赵英民在会上透露，绿色环保产业不仅带

动了经济发展，也产生了良好的环境效益。赵

英明表示，经过三年的努力，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空气质量获得明显改善。 秋冬季的PM2.5

平均浓度从104微克/立方米下降到70微克/

立方米，累计下降了32.7%，平均重污染天数

由37.4天下降到14.1天，下降了62%。

同时，各项重点环保任务顺利开展。 赵

英明表示，重点区域“散乱污” 企业基本完

成了整治；钢铁行业的超低排放改造目前正

在有序推进；城市建成区内的燃煤锅炉目前

已经基本淘汰；燃煤电厂也基本完成了超低

排放改造；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累

计完成了农村散煤治理1800多万户；“公转

铁” 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京津冀铁路货运量

去年同比增长了26.2%。

此外， 新能源车项目也是环保产业发展

的重要环节。赵英明表示，2015年至2019年，

中国城市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从11.63万辆

增长到40.97万辆， 公交车占比从20.7%增长

到59.1%，保有量已达全球第一，年节油量超

过了160多万吨。

天风证券表示， 环保行业在上半年迎来

政策及流动性拐点，一季度在疫情影响下，工

程项目进度有所滞后。 但环保行业整体向好

趋势不改，细分行业景气度持续抬升。环保板

块在一整轮资本扩张之后，2019年以来进入

“减法时代” ，精细化运营成为行业的一大主

题，部分细分板块机会凸显。

9月10日，中国证券报

记者实地走访了由新希望、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和

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合作建设的特口甲谷育肥

场的精准扶贫项目，这是新

希望生猪养殖产业扶贫的

一个重点项目。这一项目帮

助特口甲谷村实现了整村

脱贫，而且还将继续为该村

村民增收。

2019年， 新希望投入

扶贫资金约26亿元， 帮助

2.09万人增收、3300人脱

贫，新发展产业脱贫项目44

个。 今年以来，公司又投入

扶贫资金9.7亿元。 截至目

前，公司产业扶贫项目已累

计超过100个，其中大部分

是生猪养殖产业扶贫项目。

新希望产业扶贫项目已超百个

投资逾50亿元

□本报记者 康曦

助力云端之村脱贫

从西昌市到特口甲谷村开车需要4-5小

时， 一路顺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前行， 越往里

走，贫困情况越严重。特口甲谷村位于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 因为位于平均海拔

3000米的高寒山区中， 特口甲谷村也叫云端

之村， 村民大多数都不能用汉语跟外界流畅

交流。 当地村民汉呷里博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过去的特口甲谷村不通电，只有黄泥路，

村民家徒四壁，屋不避雨。随着特口甲谷育肥

场建成，村里不仅通了电，还修了水泥路，村

民们也住上了新房子。 ”

特口甲谷育肥场的第一批肥猪于2018

年11月出栏， 特口甲谷村获得30多万元收

益，该村合作社给62户贫困户每户分红2500

元，43户非贫困户每户500元。 今年7月8日又

进行了第二次分红， 贫困户每户分红3000

元，非贫困户每户1500元。 特口甲谷村目前

人均年收入已达9000元， 实现了整村脱贫。

育肥场每年可出栏两批生猪， 将继续为村民

增加收入。

现年27岁的汉呷里博已经在育肥场工作

了三年，每月工资3000元，加上分红的收入，

家庭年收入5万元左右。“现在我已经还清了

修房子时的欠款。 ” 汉呷里博说，“未来希望

在育肥场多学一点科学养殖知识， 可以用在

养牛养羊上。 ”

土比阿地也是育肥场的6个当地饲养员

之一， 他曾经是特口甲谷村的村长， 退休

后，土比阿地主动申请到育肥场做饲养员。

土比阿地表示：“我支持村子里的村民到猪

场上班，也鼓励村子里的年轻人走出去，看

看外面的世界， 多学习新的东西来改变自

己的命运。 ”

产业扶贫成效显著

特口甲谷育肥场只是新希望生猪养殖产

业扶贫项目中的其中一个。 新希望在陕西省

铜川市宜君县、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山东省

德州市夏津县等地也均有生猪养殖产业扶贫

项目。

陕西宜君项目采取“县政府+村集体+新

希望+N个贫困户”四位一体的方式共同组建

生猪养殖项目。 宜君县人民政府根据各乡镇

实际情况选定10个贫困人口较多的村， 每个

村建设一个存栏500头 （二期扩建为1000

头） 规模的现代化猪场， 每个猪场大约覆盖

60户贫困户。 村集体组建合作社负责猪场的

日常管理， 合作社与新希望签订商品猪委托

养猪合同。 新希望按合同要求提供猪苗、饲

料、兽药、技术服务并负责回收成品猪，承担

疫情、市场等风险，按时足额支付代养费。 目

前，该项目已累计带动宜君县2544户共7980

人脱贫，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进苗22批，共

计2.86万头，出栏14批，共计1.81万头。

山东夏津项目为当地解决就业30多人，并

带动夏津县5955户共1.1万人实现稳定增收。

贵州毕节市赫章县生猪扶贫项目是当地

政府利用扶贫及产业资金， 投入1.62亿元在

铁匠乡、平山镇、古基镇、哲庄镇、辅处乡、罗

州乡、古达乡、德卓乡等地，建10个标准化生

猪扶贫育肥场，由新希望投入生物资产（含猪

苗、饲料、兽药）并经营管理，项目投资收益按

160元-280元/头/年分配，利益链接全县N个

贫困户，带动贫困人员就业增收、土地流转增

收、产业收益增收。

26年坚持扶贫工作

多年来， 新希望因地制宜在全国各地以

产业扶贫为主， 就业扶贫和教育扶贫等为辅

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新希望扶贫的

起点。 1994年，新希望投资1500万元，在凉山

彝族自治州建成全国第一家 “光彩事业” 工

厂———西昌希望饲料公司。目前，西昌希望饲

料公司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元，85%的员工

来自本地， 每年带动2.6万多户农户增收超过

2亿元， 是凉山彝族自治州发展现代农业、促

进当地群众增收和就业的重要力量之一。

以此为开端，26年来新希望在全国 “老

少边穷” 地区投资已超过50亿元，结合种植

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在新疆、甘肃、宁夏、

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等15个省市自治

区的贫困地区建设了超过150家“光彩事业”

扶贫工厂，带动当地6万多人就业，帮助数十

万农民脱贫。

2019年，新希望投入扶贫资金约26亿元，

帮助2.09万人增收、3300人脱贫，新发展产业

脱贫项目44个。 2020年至今，又投入扶贫资

金9.7亿元。截至目前，公司产业扶贫项目数量

累计超过100个。 其中，大部分是生猪养殖产

业扶贫项目，还有禽养殖产业扶贫项目等。

除产业扶贫外， 公司还积极开展教育扶

贫。 新希望先后发起 “暖冬行动”“希望有

你”“美好计划”“六一心愿”等助学、助老行

动，其中包括多年资助各地贫困大学生，捐建

四川雅安市八步乡小学、 巴中市牟家坝村小

学，改建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热地村小学、

捐助雷波县、昭觉县、冕宁县等地超过40所学

校等。

特口甲谷育肥场 本报记者 康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