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支持大胆走出去
为豫企投资出口近30个国家提供保障

“一带一路”建设机遇连连，但同时，
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也在增
多。作为我国唯一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
险机构，中国信保持续扩大保险覆盖面，
发挥十数种产品和服务的协同效应，借助
覆盖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资信信息渠
道，以及汇集了 700多万家企业及 1.1 万
家银行的资信信息数据库，更加全面地获
得境外买家、银行、项目业主经营实力信
息，研究并使用国家风险分析报告，了解
国际贸易和投资风险，建立从事后控制风
险到构建全流程风险管理体系，解决在出
口和投资过程当中面临的信息盲区、误区
和不对称的问题，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
专业的信用保障服务。

2013年至今，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支
持豫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和
投资超过 111亿美元，累计向企业和银行
支付赔款超过 1809万美元，涉及“一带一
路”沿线近 30个国家，主要损因包括政治
暴乱、企业与银行破产、买方拖欠等。

由于作用独特，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
积极融入河南对外开放新格局，被纳入河
南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
河南省推进国际产能与装备制造合作领
导小组、河南省对外开放工作领导小组、
河南省农业对外合作联席会议等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2016年以来，先后与河南省
商务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发改委等
部门合作，陆续建成了“全省小微企业政
府统保平台”和“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走
出去风险统保平台”，并将出口信用保险
模块纳入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通过全
省小微企业统保平台，中国信保河南分公
司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普惠金融支持，平台
搭建以来已有 1557 家小微企业从中受
惠，支持出口额达23.83亿美元；通过走出
去风险统保平台，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全
力支持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

施建设、国际产能合作、境外园区建设，
共计带动 11 个项目 10.8 亿美元出口和
投资。

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有力支持外贸
稳增长调结构转动力，仅 2018 年短期出
口信用保险对高新技术、机电产品、轻工、
医药、纺织、汽车、农产品等重点行业的支
持规模达 23.9亿美元，增长 5.1%；支持承
包工程类服务贸易出口6.74亿美元；助力
企业搭建国际营销网络和海外市场多元
化发展，支持新兴市场出口11.45亿美元，
占同期短期险总规模的 21%。以佰利联
为例，与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合作十年
间，实现了由保守的支付方式向更具竞争
力的赊销方式转变，由欧美市场向多元化
市场转变，出口额从 3000多万美元增长
到 3.4 亿美元；出口额超 100万美元以上
的市场从7个增长至30个，海外买方从几
十家增至1500家。

此外，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信
保河南分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助力脱
贫攻坚，为全省 11 个市 38 个贫困县的
173家出口企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服务，
累计支持出口3.58亿美元。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承建中美
洲的帕图卡 III水电站项目，中国信保河南
分公司提供买方信贷保险，合同金额3.5亿
美元

2 服务设施联通
推动河南“建设”造福沿线国家人民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
设的优先领域。为推动河南“建设”走出
去，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积极服务“一带
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承保覆盖矿产
开发、轨道交通、能源电力、居民住宅等多
个领域，推动河南技术、河南装备造福“一
带一路”国家和人民。

2016年成功实现贯通的中铁隧道集
团有限公司承建乌兹别克斯坦安格连-帕
普铁路库拉米电气化铁路隧道是一个范
例。该项目是中亚地区最长的隧道，被乌
方列为“总统一号工程”，是“一带一路”先
期成果。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 2013年以
特定合同保险方式承保该项目的应收账
款和成本投入，为项目提供政治风险和商
业风险保障，促进了该项目的成功实施，
为推动当地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做出
了极大贡献。

不仅在交通领域，中国信保河南分公
司还利用自身政策性资源和专业的服务
能力，不断拓宽企业在能源领域的设施联
通渠道。2016年，平高集团在中老两国领
导人的共同见证下签署了承建老挝输变
电线路项目，项目总金额 3.17亿美元，中
国信保河南分公司为该项目出具了中长
期买方信贷保单。凭借信用保险的支持，
企业顺利从银行获得 2.7亿美元的买方信

贷融资。该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仅帮助老
挝实现基础设施升级，缓解老挝方的资金
压力，而且帮助企业开拓了老挝市场。此
外，该项目项下搭配了中国信保的特定合
同保险，解决了企业因贷款协议提款前施
工的成本投入和收汇风险，实现了风险的
全覆盖，并通过特险保单后续为企业撬动
融资超6700万美元。

翻开世界地图，一批跳动着“河南脉
搏”的重大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强大支持。2015
年开工的中铁隧道承建以色列特拉维夫
轻轨系列项目被称为中国技术走向发达
国家的标志性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
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状况，中国信保河
南分公司通过特定合同保险为该系列项
目提供超 14亿美元的全过程风险保障，
推动了项目顺利实施。平高集团自 2014
年以来以波兰市场为基点积极撬动欧盟
市场，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通过特定合
同保险已陆续承保了平高集团在波兰的
4个输变电站和线路项目，总支持金额达
到了 3.15 亿美元。此外河南国基承建乌
干达公务员小区、中铁十局二公司承建
东帝汶高速公路等一批金额大、影响广
的标志性项目也都得到了中国信保河南
分公司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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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护航豫企行稳致远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河南分公司助力河南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带一路”倡议发出以来，不沿海、不靠

边、地处中原的河南，近年来利用这一重大机

遇，“四路并进”不断扩大开放，从内陆腹地向

开放高地奋勇进发。河南企业也放眼全球，

大胆走出去，步履铿锵。在“一带一路”共建

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国际产能合作、经贸合作

园区建设还是承包工程建设、成套设备出口，

频频闪耀着河南企业的身影。与此同时，豫

企驰骋海外，地缘政治和信用风险不时带来

巨大挑战。作为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在豫派

驻单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河南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立足政策

性职能定位，以服务河南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为统领，持续发挥风险分担和融资促进作

用，当好守护神，护航豫企行稳致远，助力河

南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持续发挥风险分担和融资促进作用，为豫企投资出口近30个国家提供保障

3 保障贸易畅通
扩大河南与共建国家经贸往来

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充分发挥出口
信用保险的政策导向作用，支持一大批河
南企业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不
断扩大和提速，贸易水平显著提升。其
中，海外工程承包、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
出口是重点支持领域。

全力支持河南工程承包企业抢占国
际市场，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三年来已累
计服务支持河南国际赞比亚供水及道路、
平高集团老挝输变电、中铁隧道乌兹别克
斯坦煤矿、中水十一局赞比亚水电站、中
机工程伊拉克石化、国基实业塞拉利昂房
建等龙头企业开展的海外工程承包项目，
金额超过23.6亿美元。

落实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应保尽保要求，中
国信保河南分公司重点支持了宇通客车、中信
重工水泥设备、南阳二机石油天然气钻探设备、
郑煤机煤矿设备、中机合作光伏组件等特色高
新技术和机电产品出口3.12亿美元。

以宇通客车出口为例，中国信保2005
年就与宇通集团达成了全面战略合作关
系，多年来中国信保以服务实体经济和民
营企业发展壮大为己任，积极支持宇通客
车开发海外市场，综合运用公司中长期出
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特定合同保
险、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等丰富的产品组合，
满足企业多样化的风险需求。宇通客车的
海外销售版图不断扩张，产品已销售到全
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企业的年出口总额
从 2005年的 2000万美元发展到 2018年
的 6.54亿美元，成为中国客车行业龙头企
业和世界知名的民族品牌。而这背后，是
国家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默默支持

和保障。
郑煤机集团作为地方国企的改革先

行军近年来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
动市场布局向全球延伸。2018年，中国信
保河南分公司通过特定合同保险承保了
郑煤机出口印度尼西亚煤矿成套设备项
目，涉及金额近 1700万美元，有力支持了
我省高新设备打入“一带一路”市场。

为了保障贸易畅通，中国信保也勇于
承担保险责任。面对充满风险的海外市
场，企业往往束手无策，希望出口信用保
险托底。一方面发挥保驾护航作用，另一
方面充分利用中国信保政策性地位和在
全球的话语权追索欠款。仅 2018 年，中
国信保河南分公司就向企业支付赔款
9945 万美元，帮助企业从海外挽回损失
1.35 亿美元，保障了企业持续稳定经营，
提振了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信心。以某
石油机械企业赔案为例，2014年下半年，
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接到企业的损失通
报：受某国遭受经济制裁力度不断加大等
影响，企业出口该国买方偿付能力下降，
虽已支付10%预付款，但拒不支付余款提
货，此时，销售合同中约定的 20套钻机已
有5套完工，其他已全部投产，该企业面临
重大经济损失。受理可损申请后，中国信
保迅速启动定损核赔机制，积极指导企业
展开减损工作，委托海外渠道介入施压买
方履行销售合同，专门聘请第三方评估机
构针对企业的成本投入可损情况进行现
场查勘。短短 1个月时间，中国信保河南
分公司就将 112 万美元的赔付通知书送
达受损企业。

4 支持资金融通
为走出去提供融资便利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
支撑。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积极为河南
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搭建融资桥梁，
提供保单融资在内的全链条保险产品及
服务，解决了银行授信传统手段难以解决
的信用风险“痛点”。

洛阳钼业收购刚果（金）铜钴矿项目
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海外建立相对稳定
的矿产资源供应基地，能缓解我国矿产资
源日益突出的供需矛盾。2017年，洛阳钼
业耗资 26.5 亿美元完成对全球范围内储
量最大、品位最高的铜钴矿之一刚果（金）
Tenke铜钴矿的收购项目。项目实施后，
企业面临巨大的资金周转压力和项目国
别政治风险的不确定性。基于此，中国信
保河南分公司为该项目出具了海外投资
股权保单，对企业向刚果（金）投资的 26.5
亿美元提供风险保障，并以保单撬动中国
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多
家金融机构组成的银团为该项目提供巨

额资金支持，助力洛阳钼业跻身全球最
重要的铜生产商之一和全球第二大钴供
应商。

河南国基集团作为地方民营企业代
表，近年来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探
索开拓非洲市场，提出了适用于非洲市场
的“公务员住房解决方案”。2016年 5月，
河南国基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建设公务
员一期住房项目，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为
该项目提供了 8910万美元的海外投资风
险保障。凭借这张保单，企业顺利从银行
获得近2000万美元的融资。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近年来，“一带
一路”建设的成果越做越多、人气越聚越
旺、道路越走越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
的主力军，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未来将秉
持服务开放型经济的使命，充分发挥政策
性和金融性的双重特性，实现互利共赢，
为河南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和
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承建老挝西格玛水电站至色贡二变
电站输变电项目，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提供买方信贷保险、
特定合同保险，项目合同金额3.17亿美元，项目已开工

中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承建赞比亚 Man-
sa-Luwingu205公里道路升级项目，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
提供买方信贷保险，项目合同金额2.07亿美元，项目已完工

国基实业承建塞拉利昂 NASSIT 学生宿舍及服务项
目，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提供特定合同保险，合同金额2269
万美元

中铁隧道承建乌兹别克斯坦沙尔贡煤矿项目，中国信
保河南分公司提供特定合同保险，合同金额9500万美元

中铁隧道承建以色列特拉维夫轻轨系列项目，中国信保
河南分公司提供特定合同保险，合同金额超14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