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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做好精准扶贫工作，
推动普惠金融服务持续健康发
展，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聚焦贫
困地区，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扶
贫信贷投入，建立健全信贷规模
配置。

对于在粤企业吸收贫困人口
就业、带动贫困人口增收的特色
产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申报经
营性贷款的，该行普惠条线优先
安排办理，保障贷款投放额度。
该行在全省范围内的二级分支机
构，均设有普惠金融事业部或专
职岗位，专职从事普惠金融重点
领域客户的金融服务，包含建档
立卡贫困户的个人经营性贷款。

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明确涉农
贷款和产业扶贫业务范围、贷款及
合作对象、授信要素、业务流程及贷
后管理等方面实施细则，遵循业务
发展与风险防范并重原则，积极稳
妥探索适合农村发展的普惠涉农和

金融精准扶贫业务。同时，该行授
信部强化风控管理，加强金融扶贫
信贷业务的受理审批流程管理，健
全审查机制。

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坚持
“银行让利、企业减负、贫困户受
益”的原则，对符合金融精准扶贫
口径的贷款，以让利为原则按照
普惠条线两增贷款标准实行优惠
定价，助力企业发展，带动贫困户
脱贫。

该行选择符合当地资源禀赋
的支柱行业加强政策和市场研
究，合理设计融资方案，综合考虑
气候、食品安全、农业产能等因
素；专注主业的三农客群，依托

“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三流信
息的有效管理；根据监管要求强
化用途管控，重点监控贷款资金
流向，坚持户借、户还，加强贷后
检查，加强对普惠贷款的风险管
理，努力提高普惠贷款资产质量。

刚毕业后的前几年，梁绍
恒主要还是帮忙开拓家族的珠
宝贸易，他通过进驻商场开
店，和大公司合作开发定制产
品，从小在珠宝圈耳濡目染，
加上善于学习，梁绍恒很快迈
开了步伐，“门店接连开了好
几家，还收购了一些珠宝品
牌。”

靠着自己的努力挣钱，年
轻爱玩的梁绍恒不仅买了6辆
跑车，还买了房。但物质的充
裕也并未让他迷失，面对外界
贴在身上的“富二代”标签，他
更多开始思考个人价值。

“其实我也可以一直这样
来做传统业务，但这有天花
板。每个年代都有每一个年代
的需求供给，我想要创造自己
的价值。金钱和财富对我来说
只是一个工具，奋斗的动力更
来源于做事情的意义感。”

经过沉淀与观察，他最终
给恒仕科技找到了明确的定位
——要做产业改革的引导者。

筹备IP大赛，搭建社交零售平
台，都是他为这个目标而做的
努力。目前，明姐打理传统的
批发贸易零售业务，梁绍恒则
腾出了更多时间精力全力开拓
新板块，两代人配合和分工也
愈加默契。

梁绍恒同样想给更多有梦
想的年轻人提供机会，让珠宝
这个“封闭”的行业变得更加
开放，在他看来，最好的方式
还是借助IT和互联网的力量，
基于这种想法，恒仕集团创办
了珠宝的培训学院，“让珠宝
设计像插花和画画一样成为年
轻人的职业选择。每个人都可
以当自己的设计师，可以参与
创作，为未来的事业铺路。”

“我们这一代人，不管是
80后还是 90后，都是在互联
网中长大的一代，所接受到的
信息、资讯其实是差不多的，
所以最终做事能不能成功，主
要是看态度和毅力。”对于未
来，梁绍恒显然充满信心。

多措并举创新扶贫模式
全力以赴助力脱贫攻坚

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之年，

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交通银行
广东省分行全面贯彻落实总行关于打好精准
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把助力脱贫攻坚作为
重要政治任务坚定不移地推进，不断加强扶贫
信贷管理制度建设，积极创新扶贫产品和服务
方式，坚持普惠扶贫、金融扶贫、消费扶贫、定
点扶贫等多种举措齐头并进，动员和凝聚各方
力量共同参与，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开展。

交通银行广东省分
行定期开展公益扶贫活
动，由省分行行领导带
队、组织志愿者多次前
往定点扶贫村——广东
省茂名市高州大坡山村
开展扶贫慰问，将消费
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
贫、党建扶贫等有机结
合，宣导消费扶贫、金融
扶贫相关政策，切实帮
扶建档立卡贫困户。

交通银行广东省分
行连续三年开展“助力成
长 放飞梦想”扶贫慰问
活动，为大坡山村贫困学
生送去祝福和爱心，还组
织了多场文艺活动，如小
小演说家、科技课堂、趣
味运动会等，与贫困学生
亲切互动，丰富贫困学生
的精神世界。

慰问活动中，交通
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领导
详细了解了贫困学生家
庭境况、生活和学习情
况，安排驻村工作队做
好记录、跟进解决贫困
学生生活和学习上遇到

的困难，鼓励他们自强
不息、刻苦学习，争取以
优异的成绩回报家庭、
学校和社会。此外，还
组织“携手逐梦 共启未
来”教育扶贫共建活动，
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
业，召集社会力量助力
扶贫，积极发挥金融行
业优势，建立健全扶贫
长效机制，帮助贫困村
搭平台、强能力，增强贫
困村的“造血”能力和内
生能力，防止因贫致贫、
因疫返贫。

受今年疫情影响，
相对贫困村、相对贫困
户的收入均有不同程度
的降低，村民们防疫物
资匮乏，交通银行广东
省分行积极开展疫情特
别公益活动，捐赠包括
医用口罩、消毒酒精在
内的防疫物资，组织驻
村工作队帮助村民抗
疫，降低疫情对贫困村、
贫困户的影响，确保打
赢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
两场战役。（文/戴曼曼）为助力定点扶贫村顺利

实现脱贫摘帽，持续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交通银行广东省分
行集中各方资源力量，以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消费扶贫新模
式开展帮扶工作，通过购买扶
贫农产品和帮助销售扶贫农
产品等方式，帮扶四川省理塘
县、甘肃省临洮县、湖北地区
及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大井镇
大坡山村等定点扶贫地，帮助
农户建立牦牛肉、百合、百香
果、晋奉爱心大米、晋奉荔枝、
农家鸡蛋等农产品“产供销”
渠道，营造扶贫协作新生态，

切实解决农产品“积压、滞销、
卖难”的问题。

线上方面，交通银行广
东省分行通过“交响粤”微信
公 众 号 发 送 农 产 品 系 列 推
文、建立省分行消费扶贫微
信群、开设手机银行“粤享
惠”助农频道等方式，帮助销
售百香果、晋奉荔枝、爱心大
米等农产品，多次出现脱销
的情况。

线下方面，一是通过在
内部期刊报纸上开辟农产品
专栏帮助宣传销售牦牛肉、
爱心大米、晋奉荔枝等农产

品；二是鼓励和引导相关部
门通过福利发放等方式购买
农产品；三是将扶贫工作与
业务发展相结合，依托客户
资源、引入社会力量、打造共
赢模式帮助销售农产品；四
是通过生鲜超市项目，依托
超市供货渠道售卖农产品，
帮助贫困户获得稳定收入。
此外，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
还通过搭建淘宝网店、生鲜
超市网络配送平台等方式，
助力农产品配送销售，帮助
贫困户建立长期、稳定的农
产品销售平台。

创新扶贫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

搭建线上线下渠道助推消费扶贫

持续开展公益扶贫活动

广东交行扶贫活动
走进大坡山小学

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周宝志深
入贫困户家了解饮用水扶贫项目

广东交行产业扶贫项目——山茶花种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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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动能 民企新力量
创二代来啦！

10月 份 ，2020
年“中国有IP”大赛即
将进入决赛阶段，来
自全国的 4000多名
优秀珠宝设计师将同
台 PK。这个珠宝行
业的权威公益大赛迄
今已成功举办了三
届，不仅孵化了诸多
令人耳目一新的创意
作品，也培养了一大
批青年设计师。而一
手打造这个珠宝行业
大型盛典的，正是广
州恒仕珠宝科技有限
公司的 80后董事长
梁绍恒。

梁绍恒来自珠宝
世家。小时候，母亲
颜凤明在华林玉器街
做生意，他耳濡目染，
见证玉石批发贸易行
业的兴起与蓬勃，长
大后，梁绍恒回归珠
宝产业，却不甘从事
传统的贸易业务，而
是选择办起设计大
赛，开起培训学院。

“很多人觉得我做的
事情是创新，但我只
是在优化产业存在的
问题，用‘IT+IP’来为
行业注入新活力。”梁
绍恒坚定地表示。

神秘的珠宝行业总给人留下巨大的
财富光环。作为创一代的明姐如何让儿
子梁绍恒走上接班的道路？

“言传身教很重要。”明姐说，梁绍恒
从小看着父母在家里给货物打包，从来
没有休息日，耳濡目染，都知道长辈很不
容易。

“虽然梁绍恒在成长的过程中也有叛
逆期，但是这时候我们特别有耐心，也必
须坚持原则。每个人都会有反叛的阶段，
但是这个阶段很快就会过去。”明姐坦言，
儿子虽然是接班，但是选择的道路和自己
完全不同。“我儿子要做的东西我是不懂
的，他对于传统的做法不认可，他看到前
辈做得太辛苦，在这个行业里有一些不太
好的东西，他认为一定是要优化的。”

面对儿子的“挑战”，明姐一开始内
心有些抵触。“十年前，我的传统珠宝批
发生意还很顺遂，儿子说的未必能说服
我，但我还是会给儿子发展的空间，我希
望他能闯一闯。”

明姐在华林玉器的生意还在坚持传
统的打法，而她也为儿子提供了新的舞
台。“儿子默默耕耘自己的另一个舞台，
我一直是在旁观，也逐渐意识到传统行
业原来真是要改变的。”

“梁绍恒离开华林玉器街已经有十年
了，他不停地摸索，在这个行业改制的路
上不断创新。现在我觉得他做的事情是
对的，我也很支持他。”聊到现在梁绍恒
的发展，明姐感觉很欣慰。

在明姐的朋友圈，如今更多的是陪伴
小孙女的活动以及和老朋友的聚会。

“其实，教育子女是一个家族很重要
的一环。关于传承，我会告诉儿子，你是
一个成年人，你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或
者是没用的人，都需要自己选择，也要对
自己负责。”谈起未来，明姐爽朗地笑了，

“现在我已经很放心交生意给儿子，自己
要享受退休的生活了。”

从华林玉器街“出走”的珠宝商二代
要用“IT+IP”为行业注入新活力

对话创一代

儿子要颠覆传统
我不赞同但先旁观“

”

【从玉器街出走的二代】

走进上下九商业步行街，
穿过华林寺，就来到了闻名全
国的华林玉器街，这条连绵
500米的华林玉器街，是一个
大型的翡翠集散地，聚集了广
州八成以上的玉器商，是囊括
了广州玉器交易总量的 90%
以上。

梁绍恒的母亲“明姐”颜
凤明，就是玉器商其中的一
员。上世纪 80年代，明姐在
玉 器 街 从 事 玉 器 的 批 发 贸
易。“那时候很辛苦，经常要
跑到云南、缅甸等地方买石
头，一去就是一个月，儿子经
常看着我半夜收拾行李去赶
早班机，陪伴孩子的时间特
别少，有时候忙碌一天回到
家，看到孩子缩在沙发上等
我等到睡着了，特别心疼。”
谈起年轻时创业的经历，明
姐对于儿子满是愧疚。

童年时期父母忙于创业，

陪伴的时间不多。乐观的梁
绍恒对此却很少抱怨：“从小，
家人就给我创造了优渥的生
活条件，目前也常常教导我要
学会感恩，所以，我总有一种

‘得到’的满足感。”
汗水与坚持浇灌出事业

的果实。2003年，明姐正式
注册了广州伟麟珠宝有限公
司，公司业务范围集原料采
购、研发、设计、生产、批发、零
售于一体，凭借着精湛的工艺
和积累的口碑，伟麟珠宝在众
多的商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不
少国际一线品牌的核心供货
商。

2010年，作为二代，梁绍
恒正式进入到了家族的珠宝
产业中，但他并不安于在玉器
街的生意，而是另起炉灶成立
了广州恒仕珠宝科技，希望打
造集社交电商、珠宝设计大
赛、版权保护三位一体的新兴

产业生态。
“以前是他跟我干，现在

是我跟他干。”明姐笑呵呵地
表示。随着梁绍恒“出走玉器
街”，2016年，伟麟珠宝也搬
离了玉器街，乔迁至淘金商圈
世贸中心大厦，与恒仕珠宝共
同办公，家族产业开启了更多
元的新局面。

在梁绍恒看来，从小作坊
到大公司，从玉器街到淘金写
字楼，家族产业的发展轨迹，
是整个珠宝产业发展的缩影，
也与个人的成长相契合。“中
国的珠宝产业在改革开放后
随着经济社会生活水平的提
升，才进入了市场化的大发展
阶段，而我们80后，也是伴随
着 改 革 开 放 成 长 起 来 的 一
代。对我来说，要回归家庭，
就得回归这个产业，而且要给
这个产业带来些不一样的改
变。”

“我觉得是有一种责任在
的，要给这个从小养大我的产
业做一点贡献。”谈起成立广
州恒仕珠宝科技的初衷，梁绍
恒这样认为。外人看待珠宝
产业，总觉得这是一个自带神
秘光环的“高富帅”产业，但身
处其中，梁绍恒却很有危机
感，“这个产业因为比较传统，
跑得很慢。”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
限额以上（企业）单位金银珠
宝类零售值为 2606亿元，同
比增长仅为0.4%。“珠宝消费
的盘子看着很大，但消费体量
是比较固定的，像很多金字塔
上的国际大牌珠宝，一个城市
一两家就饱和了，那么，其他

的珠宝商，特别是本土的珠宝
商，如何来创造需求，获取市
场呢？”在梁绍恒看来，与国际
大牌相比，部分本土珠宝的问
题在于品牌属性不够突出，难
以给消费者呈现清晰的品牌
认知，在早期发展阶段，也存
在忽视品牌及知识产权保护
问题“傍名牌”问题。

梁绍恒认为，最关键的还
是要意识先行，唤醒大家对于
版权和IP的重视。

2018年，在梁绍恒的主导
下，经过大半年筹备的“中国
有 IP”大赛在华南正式开锣，
首届就吸引了 400多名设计
师参与。这场赛事得到了中
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的

指导和支持，很快就发展成为
全 国 性 的 大 型 赛 事 。 到 了
2020年，参赛人数已经飙升
到了 4000多人。配合大赛，
梁绍恒又着手创立了珠宝文
化版权中心，打造以版权交易
为核心以及特色的版权综合
服务平台，以全方位保护设计
师的权益。

短短三年，“中国有IP”大
赛能取得成功，梁绍恒却不无
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切中了
市场需求，“大家都说我做的
是创新，但我做的只不过是优
化工作。随着土壤的成熟和
个性化消费的兴起，珠宝行业
重视IP、重视版权已经是一个
必然的趋势了。”

【给年轻人自由发挥的空间】

【唤醒珠宝从业者的IP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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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绍恒（左）与母亲颜凤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