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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樊霞 实习生 刘斐

2018年春节刚过，一条消息从云南祥
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传出，中原航空融资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航空租赁”）
购进的空客A330-300飞机自租赁予云南
祥鹏航空之后，运行良好。自去年12月 31
日至今共执行航班约250架次；主要执行航
线为：成都⇌海口、成都⇌郑州；至 3月 12
日，A330预计将执飞航班共计约300架次。

这架空客A330-300实现了河南飞机
租赁业务的零突破，也让中原航空租赁以奋
飞之势在河南租赁市场“冲出”一条崭新的
发展之路。

航空租赁成为突破口

2017 年 12 月 28 日 ，一 架 空 客
A330-300平稳降落在郑州机场，完成入关
查验以及保税程序后，直接飞赴昆明机场投
入运营。

此架飞机租赁业务采取的是保税租赁
模式，是河南省首次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SPV方式完成的第一单飞机租赁业务，标志
着河南省飞机保税租赁业务实现零的突破。

飞机购买方中原航空租赁受到社会的
高度关注。近年来，河南省租赁业快速发
展，目前，省工商局登记注册的融资租赁企
业超过90家。而中原航空租赁以SPV方式
进行飞机租赁切入河南本土航空租赁市场，
一亮相便一鸣惊人。

2018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推
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推动飞
机租赁等新业态发展，提升国际航空货运枢
纽和物流中心功能”。中原资产负责人马洪
斌表示，中原资产与子公司中原航空租赁将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投身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
建设，加强与各类金融机构的联系，发挥专业
优势，加快建设以航空为统领的产业体系，通过
专业的金融服务助推河南飞机租赁产业发展。

新年伊始，中原航空租赁发展脚步加快。
2月 6日，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南省分行

与中原航空租赁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
河南传媒大厦举行，中原航空融资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智军与中国进出口银行
河南省分行行长吴启金等相关人士出席了
此次签约仪式。

中原航空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智军介绍，截至2018年2月底，公司资产规
模已达100亿元，业务领域包括飞机、汽车、物
流、社会公用、装备制造、医疗、商业服务等板

块。中原航空租赁与进出口银行河南省分行
将共同以飞机租赁为入口，推动河南省航空
产业发展，打造河南航空金融新高地。

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南省分行自2016年
12 月成立以来，重点支持河南省“一带一
路”重大建设项目、外贸进出口、自贸区、跨
境电子商务区等领域建设，积极支持河南企
业“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深度支持产
业转型升级和特色产业开发。行长吴启金
表示，飞机租赁产业具备广阔的市场前景和
发展潜力，进出口银行河南省分行将充分发
挥政策性银行优势，全力支持中原航租各项
业务发展，助推河南航空产业发展。

强强联合，寻求的是实现更宏大的目
标。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融资业
务、咨询服务、非融资类金融业务等方面展
开全面合作。本次与进出口银行河南省分
行的签约丰富了中原航空租赁的资金来源，
将为其下一步在航空租赁产业的发展，提供
强大的资本支持。

跑马圈地构建航空金融体系

从十家 SPV公司的设立，到河南首单

飞机租赁业务落地；从美元债的发行，再
到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南省分行的战略
合作，作为行业新军，中原航空租赁在半
年多的时间里不断刷新自己“奔跑的速
度”，快速建立完善日趋清晰的航空金融
体系。

2018年2月2日，中原航空租赁完成对
昆明航空已租赁的 1架波音 737飞机资产
的购买，这是河南本土租赁公司与其他飞机
租赁公司首次进行飞机资产交易，在扩大飞
机资产规模、增加客户群体的同时开创了河
南本土飞机租赁业务新模式。

1月 29日，中原航空租赁于 2018年在
香港成功发行1.42亿美元境外高级无抵押
债券，发行期限364天。本次债券意向认购
金额2.5亿美元，超额认购近一倍。

本次境外债券的成功发行，开创了河南
省内租赁公司境外发债的先河，继河南省首
单飞机保税租赁业务落地后，中原航空租赁
加快飞机引进及海外市场开拓工作，围绕河
南省委省政府“空中丝绸之路”重大战略布
局，在产业及金融领域走在了省内租赁业的
前列。

更早些时候，去年 8月份，国家外汇管

理局下发了《关于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开展经营性租赁收取外币租金业务的
批复》，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成为全
国第二个获得该许可的区域。此批复被普
遍认为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开展
飞机租赁业务奠定了基础。时隔一个多月，
中原航空租赁在郑州航空港区设立河南首
批10家飞机租赁SPV公司，为首单飞机租
赁业务完成迈出关键一步。

在此次飞机租赁运作中，中原航空租赁
还与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签署了 100
亿元的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与交通银行河
南省分行就投资中原航空产业达成30亿元
合作意向。再加上本次与进出口银行河南
省分行此次成功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中原航
空租赁与金融机构携手共进、构建航空金融
体系的决心由此可见。

实际上，追溯中原航空租赁的脚步可以
看出，其围绕河南航空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境
内、境外两个资本市场的布局，一直都在紧
锣密鼓地进行。在业内人士预言租赁市场
即将迎来“春天”的舆论下，拓展航空租赁业
务始终是中原航空租赁有力的“抓手”和“制
胜法宝”。⑦15

□本报记者 逯彦萃 实习生 刘斐

3月 1日，在河南保税物流中心中大门
广场，郑州市民侯鹏正在为女朋友选购进口
巧克力，幸运的是他赶上了打折。

营业人员表示，由于美元贬值，公司从
北美进口的商品成本随之降低，消费者能以
更低的价格买到“洋货”。

进入2018年以来，美元指数在2017年
下半年走低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下跌，最低
时曾达到6.25~6.30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的
超低值。美元走低对我省企业和居民影响
几何？记者为此进行了走访。

美元走低“洋货”打折

美元走低给进口型企业带来不小福
利。比邻国际是郑州一家专门从事食品进
口的企业，最近公司正把从北美进口的巧克
力、麦片、奶粉等相关商品重新定价，让利给
消费者。

“以前，美元坚挺，我们需要花6.9元才
能买到的商品，现在只需花6.3元就能买到，
美元贬值的幅度越大，我们的采购成本就越
低。”比邻国际负责人桑长松说：“美元贬值，
等于进口商品变相打折，我们准备随时调整
价格。”

记者从国家外汇管理局河南省分局了
解到，春节期间美元成为老百姓兑换最多的
外币，共计4077.76万美元，大家春节出境游
也“跟着汇率跑”。郑州市民刘女士告诉记

者，以前没有去过美国，一是路途远，二是成
本比较高，近期汇率这么低，不去太可惜。“春
节前6.3元兑换1刀，比起往年相当于打了9
折。”春节期间他们一家三代人选择去美国自
由行，享受了一场打折之旅。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开放的大
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随着郑州跨
境电商成为郑州对外开放发展的新名片，
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买全球”。而随着
美元的走低，老百姓可以享受更多“洋货”
打折的福利，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境外旅行
也变得容易了。

出口企业绕开美元结算可避风险

以前我国外贸，大多数采用美元做国际
结算，而一旦美元贬值，出口企业就“感冒”。

“在美元坚挺时，我们出口一批价值
100 万美元的货物，可以兑换 690 万人民
币，近段时间美元暴跌，我只能拿到不足
630万元人民币。”我省一家服装加工企业
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美元贬值，把
我们的利润也贬没了。”

不过，好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人民币

的国际结算地位。俄罗斯、巴基斯坦、沙特
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开始使用人民
币跨境结算。

卫华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聂福全表
示，我国企业在对俄罗斯和一些非洲国家的
贸易中，可以直接采用人民币结算，不受美元
贬值影响。对于欧盟、澳洲等国家的出口，企
业间可采用欧元和澳币结算。“人民币对于这
些国家的货币汇率比较稳定。”聂福全说。

利用好美元贬值“双刃剑”

对于美元贬值，有人担心会影响到我省
的“卖全球”。对此，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
学院副教授于娟博士认为，美元贬值对出口
企业的负面影响，在理论和经验上确实存
在，但从历史情况来看，美元贬值并不像“洪
水猛兽”无法破解。

在于娟看来，进出口企业可以利用自己
既是买者又是卖者的双重身份使用进出口
对冲平衡汇率波动。另外，省内企业运用较
多的是远期结售汇业务，即企业在签订进出
口合同时，与银行签订远期结售汇合约，未
来按约定汇率结售汇，提前锁定风险。

于娟认为，虽然美元贬值如同“双刃
剑”，但是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由于跨区域
上下游分工和产业内贸易普遍存在，某一个
经济体的币值变化及其对进出口的影响，都
将快速传导至链内其他经济体，进而分散对
单一经济体的影响。当前，进口型企业可以
抓住机遇，享受打折“洋货”。②9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通讯员 叶松）3月 5日，记者
获悉，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组织召开河南省金融扶贫
工作经验交流会。会议总结了近年来河南省开展金融扶
贫的经验，对未来一年工作作了部署，助力今年33个贫
困县实现脱贫摘帽。

截至 2017年年末，河南省金融机构精准扶贫贷款
（含已脱贫人口贷款）余额1162.3亿元，同比增长71%，
较年初新增482.6亿元；当年累计发放884.4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加392.7亿元；带动服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51
万人。“去年，我们打造了享誉全国的金融扶贫‘卢氏模
式’、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获批扶贫再贷款发放
贷款定价机制试点，创新金融产品实现精准发力。”人行
郑州中心支行相关负责人说。

未来一年金融扶贫任务艰巨，金融系统将继续精准
发力，确保实现110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33个贫困县
脱贫摘帽，完成 6.29 万农村贫困人口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区建设。“深度贫困地区存在金融基础设施相对薄
弱、金融机构参与不均衡、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等问
题，今后将集中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金融支持。”该
负责人说。③7

省金融扶贫工作经验交流会召开

今年力保33个贫困县
脱贫摘帽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 通讯员 刘富安）3月 2日，中
国人寿总公司在北京举行第二届“感动国寿十大人物”表
彰大会。其中，中国人寿濮阳分公司总经理王金超入选
并被誉为“暖心硬汉”。

据介绍，评选活动自2017年 5月启动，经过层层推
荐、网络投票、系统公示，最终产生10名“感动人物”。他
们都是中国人寿基层员工的杰出代表，不仅是公司改革
发展的推动者，“双成”文化的传播者，更是精神文明的示
范者。

在聚光灯下，五十多岁的王金超刚露脸，就赢得了如
雷的掌声。王金超是十大人物中年龄最大的，他身上有
一股永不服输、永远向上的干劲。2013年底罹患癌症
后，与病魔抗争，手术后重返岗位，带领团队持续拼搏，保
持了连续六年A级公司经营成果、全省季度七连冠考核
的骄人成绩。

“最近身体怎么样？”表彰会上主持人不免担心。
“身体还行，病情得到了控制，定期复查，还需要提高

免疫力辅助治疗。其他没事，感谢关心。”王金超让大家
不要担心他的身体。

27年前，王金超从教育战线转入保险行业，先后任
职长葛县公司经理、许昌市公司副总经理。曾将长葛县
公司做成全省县域第一名，把许昌银保和个险业务带入
全省先进行列。2010年他来到濮阳任职第一年，又把濮
阳分公司带至全省综合考核第一名。

2013年临近年底的一个早晨，王金超突然感到胃
疼，医院CT检查显示，肺部出现阴影，经确诊为肺部肿
瘤。陪同检查的妻子当场失声痛哭，瘫在地上。王金超不
仅没有哭，还面带微笑安慰。“不怕，那是假的，毕竟发生在
我身上。”王金超说：“在亲人面前，我必须微笑面对。”

手术做得很成功，医生建议他放弃工作，长期疗养，
同时进行靶向治疗，定期复查。王金超打算听从建议，辞
掉分公司总经理职位，找一个闲差，安心养病。

一晃三个月后，濮阳分公司业绩竟然大幅下滑，有两
项业务已位于全省后两位。这让工作上一向是“拼命三
郎”的王金超心有不甘，他想起了 30多年的工作经历。
在同事们的信任期待和领导的鼓励关心下，他决定重回
岗位。

“哪怕仅剩‘半条命’，我也要和大家一起共克时艰。”
看着一双双充满期待和信任的眼睛，王金超内心深处那
股不服输的倔强劲儿又上来了。

在很多员工看来，王金超绝不会看着分公司的业绩
一步步下滑，坐视不管。

“早上，如果你在睡梦中听到手机响，不用看肯定是
王总在发信息布置当天工作。”员工们的这句话，正是他
每天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

濮阳分公司在五县一区共有70多个乡镇农服部网
点，王金超都一个不落地走访过，而且有些网点他一年都
跑去五六次。每到一处，他都到网点主管家里或田间地
头，敞开心扉和他们聊展业路上的辛酸、工作中的困惑、
生活中的难题和公司业务开展方面的建议等。6年多
来，王金超的足迹遍及濮阳的每个角落，公司300多位业
务主管和业务骨干，他几乎都能叫出名字。

在王金超的带领下，濮阳分公司自2015年开始，连
续保持A级公司的优异考核成绩。

平凡故事展现国寿大爱，涓涓细流奏响时代强音。多
年来，王金超倾尽心血，忘情投入，书写辉煌人生。⑦15

完成首单飞机租赁业务 发行境外债 牵手金融机构

中原航空租赁抢占航空金融高地

美元走低对我省企业居民影响几何

进口“洋货”更便宜 出口“避险”有技巧

第二届“感动国寿十大人物”获表彰

“暖心硬汉”王金超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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