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世顶

从电解铝到云计算！中
孚实业的转型战略正式掀起
红盖头。近日，中孚实业对外
公布了新版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计划募集资金总额45亿
元，其中拟用19亿元投资建设
河南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

据了解，目前，国家及河
南省为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等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提
供了有利的政策支持。河南
云计算数据中心基于较低的
运行成本和资源优势，争取作
为河南省内政务云的试点，将
地方政府的“政务云”落地本
数据中心，有助于数字河南、
智慧中原、无线城市和光网城
市等重大工程的实施，有助于
提升郑州信息集散中心和通
信网络交换枢纽地位，有助于
吸引国际、国内知名的互联
网、物联网、云计算等高端信
息、研发企业在河南落户，加
速推进河南实现国民经济信
息化。

事实上，这是中孚实业继
核心转型项目——高性能铝
合金特种铝材项目建成投产
后，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采取
的又一动作。

对此，业内分析人士表
示，当前铝行业产能过剩、市
场低迷的经济大寒期，中孚实
业的“新材料＋互联网”未来
战略思路，在铝行业化解过剩
产能、实现绿色发展、与互联
网新领域实现深度融合方面
具有广泛的标本借鉴意义。

据悉，自2008年金融危机
后，中孚实业主动淘汰了所有
落后产能，只保留了90万千瓦
先进机组和75万吨先进电解
铝产能，积极寻求转型突破。
在国内很多电解铝企业都在

“西进运动”中重复建设时，中
孚实业果断停止电解铝扩张，
开始筹建高性能铝合金特种
铝材项目，集中精力向铝精深
加工方向发展。该项目是当
前河南省乃至中国铝行业转
型升级的标志性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跨界拥抱
互联网+的中孚实业赢得了

“小伙伴”蓝汛国际的青睐。
据悉，后者是行业领先的全方
案互联网内容提供商和应用
服务商，2010年在纳斯达克
上市，在上海、深圳、广州、韩
国及美国设有分公司，成功服
务三万余家客户，包括人民
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网、
MSN等。其子公司蓝汛欣润
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近日已
与中孚实业达成明确协议，共
同组建河南中孚蓝汛科技有
限公司，中孚实业占85%的股
权，蓝汛欣润占15%，双方强
强联合，互利共赢，共同实施
河南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

中孚实业
跨界“掘金”
云计算

2015年，全省社会融资规
模 5756 亿元，居中部六省首
位。1月26日，2016年河南省
人民银行业务暨外汇管理工作
会议对外正式传递了上述好消
息。

同时，会上还公布了河南
金融成绩单的其他数据，全省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4.8
万亿元，同比增长13.6%，较年
初增加 5833 亿元，同比多增
1194亿元。本外币各项贷款
余额 3.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3%，较年初新增4212亿元，
同比多增241亿元。

从上述数据不难看出，金
融业对于实体经济的造血能力
正在逐步增强，但保持全省货
币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合理适
度增长，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
构合理增加广义信贷投放依然
被人行系统当作了2016年的
工作重点。

“这需要加强定向调控，综
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
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扶贫、三农、

小微企业领域的信贷支持”，一
位相关人士表示。

事实上，不仅如此，无论是
优化再贷款、常备借贷便利使
用，进一步强化农信社、城商
行、村镇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
的渠道作用，推动货币政策红利
更多地直接传导到实体经济，降
低社会融资成本，还是促进信贷
政策与产业政策深度融合，增进
银企互信，构建符合经济结构调
整和产业政策发展方向的新型
银企战略合作关系，都是强化

金融业“输血”能力的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河南在人

民币跨境使用实现了诸多突
破，2015年河南人民币跨境收
支 1949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155%。

对此，人行郑州中心支行
相关人士表示，试点开展跨境
人民币贷款和人民币贸易融资
资产跨境转让，河南成为首个
内陆省份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
试点，其中人民币贸易融资资
产跨境转让更是为全国首创。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河
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河南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对河
南金融业给予了浓墨重彩，除
了大力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之
外，金融豫军被寄予了诸多厚
望，或将迎来全面崛起时代。

据悉，《河南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草案）》明确指出，“十三五”
时期河南将加快“金融豫军”全
面崛起，基本建成郑东新区金
融集聚核心功能区，到2020年
增加值突破3000亿元。

而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
确河南金融将推行资产证券

化、股权债权融资等投融资方
式，设立中原航空港产业投资
基金等 10 多只基金，总规模
3000亿元的城镇化发展基金
已落地42个项目，106个政府
与社会资本合作省级示范项目
有序实施。加快金融改革发
展，41家农信社改制组建农商
行，中原农业保险、中原股权交
易中心、中原资产管理公司开
业运营，“金融豫军”继续壮大。

此外，2015年不断深化科
技计划和资金管理改革，设立
科技创新风险投资基金；出台
加强金融服务意见，金融机构
本外币贷款余额增长15.3%，
高于全国1.9个百分点，新增上

市企业7家，新三板挂牌公司
达到140家，河南省新增融资
6794亿元。

2016年河南省将继续加
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探索建立
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制度，
制定省级禁止类和限制类清
单，创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项目收益和分配机制，开展有
稳定收益的特许经营项目示
范，设立铁路发展基金。

2016年河南省将加快金
融业发展，争取再有50家县级
农信社改制组建农商行或达到
组建标准，大力引进省外境外
金融机构在豫设立分支机构，
争取设立民营银行、中原寿险

公司；支持中原银行加快网点
布局、郑商所扩大交易品种和
规模，完善中原股权交易中心
中小微企业的功能；加快推进
资产证券化；推动企业境内外
上市、挂牌、发行债券，支持上
市公司再融资；加快郑东新区
金融集聚核心功能区、龙湖金
融中心建设，积极稳妥发展互
联网金融、绿色金融、金融租赁
等新兴业态；构建众创众包众
扶众筹支撑平台，推进股权众
筹试点，促进线上线下协同创
新创业；组建省级农业信贷担
保机构；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引
导基金；用好中原文化股权投
资基金。

对于河南金融未来发展，
人行郑州中心支行的相关负责
人表示，推动金融领域的改革
将被放在首要位置。

据了解，河南省金融领域
的改革创新涵盖了诸多方面的
内容，但“大力推进兰考县普惠
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科学谋
划，不断完善总体方案，力争使
试验区上升为国家试点并推动
各项政策落地，探索加强金融
对县域实体经济支持的有效途
径”更是重中之重。

2015年 11月 19日，兰考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综合改革试

验区座谈会在郑州召开。在此
次座谈会上，人行郑州中心支
行行长徐诺金就曾表示，要通过
在兰考开展普惠金融改革试验，
着力解决兰考为代表的县域如
何脱贫致富、“三农”如何发展、
城乡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

今年1月15日，国务院印
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
(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
划》)。该《规划》作为我国首个
发展普惠金融的国家级战略规
划，不仅把“小微企业、农民、城
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
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明确

为当前我国普惠金融的重点服
务对象，更强调，要发挥网络借
贷平台融资便捷、对象广泛的
特点，引导其缓解小微企业、农
户和各类低收入人群的融资难
问题。

《规划》还提到，普惠金融
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建立
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
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服
务需求。

在此背景之下，兰考县普
惠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建设，也
更具现实意义。

不仅是县域经济的发展得
到关注，最大程度上发挥金融
业对河南经济发展的推动作
用，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尽管如此，继续扩大人民
币跨境使用和创新，加强金融
机构合规管理，促进跨境人民
币业务健康发展，也成为河南
省金融业2016年发力的目标。

核心提示 |“十三
五”时期河南将加快“金
融豫军”全面崛起，基本
建成郑东新区金融集聚
核心功能区，到 2020
年增加值突破3000亿
元……河南金融将迎来
最好的时代。

“十三五”：金融豫军将全面崛起
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及“十三五规划”对金融豫军的发展前景予以重点描绘

□本报记者 万军伟

“今年固定收益产品挑战
会更大，市场钱多但优质的基
础资产不容易获得，投资策略上
应该更趋于保守。”日前，美国纽
交所上市的诺亚控股有限公司

在郑州举办2016年投资策略报
告会，诺亚财富集团创始投资人
章嘉玉支招新年投资之道。此
次报告会吸引了方舟信托、以诺
教育、歌斐资产管理公司、上投
摩根基金销售公司等投资专家
和数百名投资者参与。

□首席记者 李传金

1月23日，投资10亿元
的锦艺城C区正式开业，这
是锦艺集团商业布局A、B区
之后，完成的最后一块商业
拼图。锦艺城购物中心负责

人介绍，锦艺城C区建设在
商业模式、商业业态上力主
创新，把文旅项目融入传统
百货业态之中，实现了从单
一的财物模式向吃住行游购
娱一体化的商业模式转型。

锦艺城C区开业理财大腕支招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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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纷纷扎堆龙湖金融岛

□本报记者 李世顶 古筝 文
白周峰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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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投融资体制改革

金融豫军将全面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