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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新三板上市之后，
鑫融基加强了全产业链金融战
略的纵深力度，在担保业务基础
上，加强布局了小额贷款、资产
管理、股权投资管理和融资租赁
等业务，使公司成为一家可为中
小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全
生命周期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机
构。

事实上，这也是鑫融基未来
发展的战略重点。据鑫融基年
报称，公司将以重建河南省融资
担保体系为基础，积极拓展小额
贷款和融资租赁业务，以股权投
资和并购重组为潜力赢利点，把
资产管理和不良资产处置等作

为重要手段和抓手，发挥“债权+
股权+资产”协同效应，实现跨越
式发展。

据介绍，为了实现上述战略
目标，鑫融基2016年第一要务是
获得AA+资本市场主体信用评
级，获得该评级后，公司将可以
为更多企业债券、集合票据、信
托产品以及政府投融资平台发
行债券等金融产品提供增信服
务，调整担保产品结构，为各类
企业寻求更低成本的资金。

值得注意的是，为达到AA+
主体信用评级这一战略目标，鑫
融基在国有股本、上市公司等股
东引进上，可谓捷报频频。今年

3月，与河南建业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意向书，建
业控股拟投资总金额10亿元，以
谋取鑫融基重要股东或者大股
东地位，帮助鑫融基在做大做强
担保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小额贷款、
融资租赁等金融业务规模。

据悉，在未来发展中，鑫融
基还将联合河南省18个市地财
政股本，在各市地搭建“鑫融基
担保模式”（市长引导、市场主
导）的担保平台，该平台主要为
财政投融资平台的资本市场融
资、财政资金付款的项目（包括
道路建设、保障房建设、绿化工

程、设备采购等设备和服务的提
供商）、政府推荐的重点招商引
资项目和优质的细分行业龙头
企业、各市地的县级担保机构和
小额贷款公司等提供担保和再
担保业务。

另外，鑫融基还将积极拓展
小额贷款和融资租赁等债权业
务。同时在并购重组和股权投
资方面，鑫融基将依托公司的资
产管理平台，积极参与河南各市
地面临资金困难但具有良好发
展前景企业的资产重组和并购，
并将这些资产盘活，实现资产升
值，这也将为鑫融基带来良好的
投资回报。（N）

国开基金２.６亿下注新能源汽车
多氟多年产30万套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及配套项目，获拨付专项资金2亿元
□本报记者 古筝 文图

国开发展基金2.6亿投向多氟多

4月18日，多氟多发布的
关于获得国开发展基金专项资
金的公告称，其与全资子公司
多氟多（焦作）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近
期获得国开发展基金专项资金
支持。

据了解，国开发展基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发展基
金）对多氟多年产30万套新能
源汽车动力总成及配套项目拨
付专项资金2亿元，对新能源公
司年产3亿Ah能量型动力锂离
子电池组及配套项目拨付专项
资金0.6亿元，并分别与相关资
金承接单位签署了合同书。

根据其公告显示，投向用
于年产30万套新能源汽车动
力总成及配套项目建设的2亿
元国开发展基金，资金的直接
与间接承接方分别为焦作市城

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焦作市
中财投资有限公司。

而从去年12月末到今年4
月15日，国开发展基金、各承
接方以及多氟多之间分别签署
了投资协议。

据记者了解，新能源汽车
动力总成及配套项目建成后，
将年产动力锂离子电池组
10GWh，年产电机、电控各30
万台，并形成以30万套/年新
能源汽车动力总成为核心的材
料、设备、售后、研发为一体的
新能源动力总成产业园，促进
国内新能源产业发展。

而国开发展基金对这一项
目的投资期限为10年，自2015
年 12月 29日起至 2025年 12
月28日止。在此期间，国开发
展基金以及各承接方不参与项
目经营管理，不承担投资、经营

等风险，仅按照项目投资额收
取1.2%/年的固定投资收益。

此外，国开发展基金投向
新能源公司年产3亿Ah能量
型动力锂离子电池组及配套项
目拨的0.6亿元，资金承接方为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同时，后者的母公司中原资产也
将向该项目配套投资0.4亿元。

此次投资再加上去年11月
定下的国开发展基金以人民币
0.2亿元对新能源公司进行增
资，新能源公司不再成为多氟多
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
的7亿元增加到8.2亿元。

而据记者了解，国开发展
基金对此项目的投资期限同样
为10年，仅收取1.2%/年的固
定投资收益，而中原资产的投
资期限为半年，收益需另行商
定。

新能源全产业链布局初成

暴跌争当王的女人，企稳抢
作点灯头牌。从去年10月末开
始，这句话就开始在资本市场盛
行，甚至成为上市公司在市值管
理上的策略。也自那时起，主动
公告有项目被国开发展基金点
对点放水，成为上市公司展现实
力的时髦之举。

据公开资料显示，国开发展
基金成立于2015年8月25日，
是国家开发银行下属全资子公
司，是国开行成立来专门负责专
项金融债投资的基金公司，注册
资本为500亿元。

据记者获悉，该基金投向领
域包括五大类和22个领域。其
中，五大类包括：异地扶贫搬迁
等三农建设；轨道交通等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中西部铁路等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等建设
工程；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等
转型升级项目等。

自去年以来，获得国开发展
基金投资的上市公司就络绎不
绝，高端制造业、新能源、环保和
医药行业等行业颇受其偏爱。

而仅仅是最近一个多月的
时间，就有包括多氟多、九州通、
万马股份、云海金属、彩虹股份、
特锐德、大华股份、科陆电子、晨
鸣纸业、卧龙电气在内的不少企
业获得“青睐”。

对此，一位证券分析人士告
诉记者，相对于一般的股权投
资，国开发展基金是一种明股实

债的专项债，这种融资更灵活，
而企业的融资成本也更低。

上述人士告诉记者，之所以
被国开发展基金“点中”，主要在
于其在新能源层面的全产业链
布局。根据长江证券的研报显
示，目前多氟多已形成了“萤石
—高纯氢氟酸—氟化锂—六氟
磷酸锂—锂离子电池—新能源
汽车”完备产业链。

虽然在今年4月初举行的
2015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其董
事长李世江表示，目前新能源汽
车仍处于开发阶段，只是小批量
生产。但眼下，其子公司河北红
星汽车制造公司产品红星牌纯
电动运动型乘用车入选工业和
信息化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
业及产品》新产品目录。红星产
品红星牌纯电动多用途乘用车
也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

从其近日公司发布的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来看，实现营业
收 入 5.3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33%，实现归母公司净利润
1.1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245.13%。而与此同时，多氟
多还披露了2016年 1～6月业
绩预告，称公司1-6月归母公司
净利润范围为2.47亿～2.52亿
元,同比增长2500%～2550%。

看来，解决了资金问题的多
氟多如今信心十足。

“抢镜”年报季：营业收入4.20亿元，同比增长46.15%，净利润2.53亿元，同比增长69.63%

鑫融基全产业链金融战略露峥嵘

核心提示 |
新三板金控第一股

河南鑫融基金控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融
基）强势依旧，在一年一
度的“年报季”中，再度
交出华丽成绩单，营业
收入4.20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46.15%，净
利润2.53亿元，同比增
长69.63%。

双双大增的业绩背
后，除了鑫融基上市红
利不断绽放外，还与其
频频发力全产业链金融
战略、协同平台初步成
型密切相关。

站在新的起点上，
鑫融基再出发，瞅准
AA+资本市场主体信
用评级第一要务，笃定
金融战略布局全方位提
升，新的跨越十分可期。

“抢镜”年报季：营收和净利润双双大增

4月 11日，新三板“金控第
一股”鑫融基（832379）2015 年
的成绩单正式对外披露，十分喜
人。该公司年报显示，去年全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0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46.15%，净利润
2.53亿元，同比增长69.63%，每
股基本收益0.12元。与此同时，
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也分别
从2014年 12月 31日的24.2亿
元和20.8亿元增长到2015年12
月 31 日的 32.2 亿元和 26.4 亿
元，同比增幅分别为 32.86%和

26.73%。
这意味着，鑫融基不仅业绩

骄人，其上市红利也进一步绽
放，无论是资本规模，还是抗风
险能力都得到进一步增强。

值得一提的是，相对去年而
言，鑫融基作为一家以担保业务
起家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机构，尽
管担保业务目前仍是鑫融基主
要的收入来源，但在整体收入中
的占比已越来越低，其担保相关
收入（包括担保收入、评审费收
入和追偿收入）占比，已从2014

年的 66.1%下降到 2015 年的
50.4%。并且这一成绩是在
2015年的担保相关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长11.42%的情况下完成。

对此，鑫融基相关负责人表
示，鑫融基金控平台的类金融业
务之所以能实现如此快速发展，
这与公司多年来在担保领域积
累的资源和优势是分不开的。
多年来，鑫融基在担保业务发展
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企业信息和
数据，公司通过大数据技术手
段，对前期积累的信息和数据进

行分析，从中筛选出优秀企业和
优质资产，不仅节省了大量的尽
职调查成本，还有助于加快公司
综合金融服务业务的开展。

此外，在多年的业务积累
中，鑫融基锻炼和培养了一个对
行业、企业有较强研究能力的研
究团队，形成了一套非常完善的
风险控制体系，鑫融基在担保领
域的核心竞争优势完全可以低
成本复制到融资租赁、小额贷
款、股权投资、并购重组等新业
务领域。

加码全产业链金融战略 谋求全方位提升

□本报记者 李世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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