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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静 本报通讯员 万若曦

70年砥砺奋进，70年春华秋

实。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简

称：中国信保）作为国家政策性金

融机构和专门服务支持开放型经

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我国加入世

贸组织后第 7天，经国务院批准正

式成立，成为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

的重要一员，在服务国家外经贸战

略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着独

特作用，尤其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

机期间，出口信用保险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逆周期调节作用。

经过 17年的发展，目前，中国

信保的业务范围已覆盖全球 228

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18年末，中

国信保累计支持的国内外贸易和

投资规模超过4万亿美元，为超过

11万家企业提供了信用保险及相

关服务，累计向企业支付赔款

127.9亿美元，累计带动 200多家

银行为出口企业融资超过3.3万亿

元人民币。根据国际伯尔尼协会

统计，2015年以来，中国信保业务

总规模在全球同业机构中连续排

名第一。

2002 年，中国信保在河南设

立了派出机构，专门服务于河南地

方外经贸发展战略，为河南货物、

技术、服务出口，以及海外工程承

包、海外投资等提供政策性出口信

用保险服务，为支持河南外经贸事

业健康稳定快速发展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

回看河南外经贸 40多年波澜壮阔的发展
历史，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巨大成
就，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身影不容忽视。

“成立伊始，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的业务
规模比较小，对河南出口的贡献尚不显著。然
而自 2009年以来，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与河
南的外经贸事业可以说是风雨同舟、携手前
行，一同实现了跨越发展。”中国信保河南分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数据显示，从2002年到 2019年 9月底，中
国信保河南分公司累计承保规模达到465.5亿
美元，共为近 2700家企业提供了出口信用保
险服务支持，向企业支付赔款 2.78亿美元，对
河南的出口覆盖率和一般贸易渗透率分别超

过27%和3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出口信

用保险公司政策性职能履行评估报告（2018年
度）》显示，单一年度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拉动
河南出口 75.5亿美元，带动就业 17.8万人，政
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在拉动河南出口、稳定就业
等方面发挥出了重要的杠杆作用。

7月 10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明确提出“更好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
用，推动扩大覆盖面、合理降低保费，研究提出
符合企业需要的专项险种。”10月 23日，国务
院常务会议对稳定外贸工作再部署，强调要求
进一步完善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服务外经贸企
业。此外，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第8次，也是

连续 5年明确要求，要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
面。出口信用保险作为财政投入少、政策拉动
力强的出口促进工具，已成为国家稳外贸“组
合拳”中的重要一招。

河南省委省政府对出口信用保险工作历来
高度重视，省政府于2007年就与中国信保签订
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随后，中国信保河南分
公司先后与省商务厅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与省
发改委签署了《协同推进河南省参与“一带一路”
产能合作框架协议》《中国（河南）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建设应用合作框架协议》，并被纳入了河南
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河南省对
外开放工作领导小组等重要的对外开放议事决
策机制。由省政府出台的河南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工作要点和稳外贸、促转型相关政策文
件均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扩
大出口信用保险政策覆盖面。

事实证明，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不负众
望，一直把服务支持河南外经贸事业作为最大
的中心工作，始终坚持“以政策为依据，以客户
为中心，把公司建设成为负责任、可信赖、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信用风险管理机构”战略目标，
用一张张保单、一笔笔融资、一个个赔案，把

“履行政策性职能、服务高水平开放”的使命落
到了实处，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服务贸易
强国、促进国际产能合作、推动实体经济、保障
海外利益、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等方面，展现出
了独特的价值和作用。

新世纪孕育新成长 新时代肩负新使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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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中国信保
河南分公司全力保障河南企业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尤其在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
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承保覆盖了交通运
输、石油装备、电力工程、矿产开发、居民住宅等
多个领域，帮助更多河南外经贸企业抓住“一带
一路”发展机遇，积极拓宽发展空间。

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已
支持企业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投资
超过 115亿美元，支付赔款超过 1948万美元。
并与省商务厅、省财政厅搭建了全省“走出去”
统保平台，累计支持项目金额13.6亿美元。

在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下，河南一个个重
大项目相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落地生
根。其中，以 2016年成功实现贯通的、由中铁
隧道局集团承建的乌兹别克斯坦“安格连-帕
普”铁路隧道为例，该项目是中亚地区最长的
隧道，被乌方列为“总统一号工程”，也是中乌

双方“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合作的示范性项
目。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为项目应收账款和
成本投入提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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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2016年国家
领导人访乌期间，与乌总统共同见证了该隧道
的正式通车。

还有平高集团承建老挝 3.17 亿美元输变
电线路项目。2016年在老挝举行的东亚合作
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中老两国领导人共同见
签了项目合同。凭借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为
该项目出具的中长期买方信贷保单，平高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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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了老挝方的资金压力，也帮助平
高集团开拓了老挝市场。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中铁隧道局在以色
列特拉维夫的轻轨项目、平高集团在波兰输变

电线路项目（该公司首次进入欧美高端市场）
等。在国际产能合作方面，中国信保为洛钼集
团在刚果（金）的铜钴矿收购26.6亿美元项目、
河南国际集团在赞比亚铜带省的 406公里道
路升级改造项目等提供保障。同时，积极聚焦
境外园区建设，支持黄泛区实业集团在塔吉克
斯坦的农业产业链项目和国基集团在乌干达、
赞比亚等保障房住宅项目等，带动了一批国内
企业抱团“走出去”。

针对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对国外市场情
况了解少、寻找项目难的情况，中国信保通过国
别整体开发推动服务前移，与国外政府和金融
机构商谈整体合作，积极向国内企业推介海外
项目、分析投资风险、设计融资方案，做企业“走
出去”的“前哨”。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中国
信保对河南企业海外投资累计承保金额达到
34.5亿美元，自2016年以来年均增幅近289%。

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中国信保河南分

公司不忘履行社会责任。作为第一批“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单位，中国信保河南分
公司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和
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加强调研检视，把产业
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切入点和发力点，因贫施
策，精准发力，取得了良好成效。今年以来，承
保支持了 74家贫困县外贸企业，支持金额达
到8800万美元。

大河潮涌天地阔，风劲长空丹霞舒。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将以深入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深化改革为动
力，开拓进取、务实工作，坚持以政策为引领，以
客户为中心，更加有效服务国家战略，更加精准
支持企业发展，一路相伴河南企业，做好帮助企
业开拓市场、提升国际化经营管理水平的“引航
者”，为河南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在中部地区崛起
中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
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初心似锦照前路 信保扬帆踏征程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全力助推河南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当前，全球经贸形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特别
是中美经贸摩擦对我省经济增长、企业利润、社会
民生、市场预期等方面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

9月 29日，省政府召开全省稳外贸增外资
促外经工作会议，强调要促进“三外”稳定发
展，并要求进一步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近
年来，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全力落实国家和省
委省政府稳外贸政策要求，成立以来通过短期
出口信用保险累计支持一般贸易出口431.4亿
美元，短期出口信用保险项下累计向外贸企业
支付赔款1.81亿美元。

面对不断增多的国际贸易摩擦，不少企业
为规避风险加大了多元化市场的开拓步伐。
对此，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实施针对性承保政
策，主动挖掘培育有增长潜力的市场、国别和
行业，帮助企业缓解外部压力。目前，中国信
保河南分公司在短期出口信用保险项下承保
支持海外国别143个，有超过40家在保企业通
过中国信保的信息服务和风险托底，敢于运用
更加灵活的贸易结算方式开拓海外市场、建立
国际营销网络，开拓海外市场超过了5个。

以龙蟒佰利联集团为例，作为亚洲最大的
钛白粉生产企业，与中国信保合作十年间，该
企业充分使用信用保险实现市场多元化，百万
美元以上的出口市场从7个增长至30多个，合
作的海外买方多达 150 家，出口额也从 3000
多万美元翻了近 10倍。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自去年向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投保后，
充分运用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应对中美经贸

摩擦，积极开发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印
度等替代市场，当年出口额实现了 2.8%的增
长。作为中国最大的印刷影像信息记录材料
科研生产基地，乐凯华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于
2004年就向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投保，合作
14年来，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综合运用信用限
额审批、资信调查、损失补偿等服务帮助企业
抢抓新市场、新机遇，企业的出口额从 2004年
的 1200 万美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9100 万美
元，海外买方由28个增长至180个。

外贸企业中的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众多，
其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通过扩大出口信用
保险覆盖面，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积极为民营
和小微企业提供保险、信息、融资、理赔、追偿、
风险控制等一揽子服务，帮助企业防风险、稳
发展、增质效。

2018年，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对河南民营
企业出口承保约30亿美元；服务小微企业1495
家，覆盖率达到31.1%。2015年，中国信保河南
分公司联合河南省商务厅、财政厅搭建了小微企
业出口信用保险统保平台，截至2018年年底，该
平台项下已承保小微企业达1542家，承保保额
23.7亿美元。今年以来，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成
功推动小微企业投保端口和风险预警模块嵌入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通过“单一窗口”全流程在
线承保小微企业42家，承保金额1033万美元。

作为河南民营企业的突出代表和中国客
车制造行业的领军企业，宇通集团早在 2005
年就与中国信保签署了首家汽车企业《全面战

略合作协议》。合作以来，宇通集团与中国信
保在多产品领域开展合作，借助中国信保专业
服务，完善风险评估，把握市场动态，选择优质
客户，优化客户结构，累计获得中国信保支持
约 55.2 亿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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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微企业由于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一
旦发生风险，出口信用保险的理赔服务就成了
小微企业的最后一道屏障。今年以来，中国信
保河南分公司通过“小微信保易”专属产品，对
国家级贫困县平舆县外贸小微企业基本实现
政策全覆盖，承保金额达到 273.5 万美元。平
舆县一家小微企业向孟加拉国出口价值3万余
美元的医疗包装产品后，遭遇开证行不付款。
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随即启动快速理赔通道，
并帮助企业全额挽回了损失。企业负责人激
动地说：“对于大企业来说，这 3万多美元不算
什么，但对于一家贫困县的小微出口企业来
说，却是一笔巨额损失，这次欠款的回收，不但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也极大增强了我们进一步
开拓海外市场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还重点实施中小企
业成长行动计划，对广大中小外贸企业开展国
际贸易进行全流程辅导，帮助企业培育专业外
贸人才。尤其是小微全省统保平台搭建以来，
累计召开小微企业培训会议超过 200场，惠及
小微企业近 5500 家次。以 2018 年出口数据
为例，当年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在保的小微企
业 ，出 口 实 现 同 比 增 长 的 有 477 家 ，占 比

51.7%，增长金额达3.5亿美元。
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还持续加大对河南

重点品牌和行业的资源投入。2018年，通过短
期出口信用保险对全省高新技术、机电产品、
轻工、医药、纺织品、汽车、农产品等重点行业
的承保金额达 23.9亿美元，增长 5.1%。其中，
在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的保驾护航下，宇通客
车、中信重工水泥设备、许继集团和平高集团
电力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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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我省
特色高新技术和机电产品顺利抢占国际市场，
在海外树立起了“河南制造”的品牌。以焦作
隆丰皮草企业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作为全球
最大的绵羊皮加工企业和国家羊剪绒行业标
准唯一起草单位，已连续 14年在中国信保河
南分公司投保，2018年投保规模达到了 1.8亿
美元，在出口信用保险的保驾护航下，该企业
积极推进全球布局和国际营销网络建设，出口
国家和海外买方分别达到56个和320个。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9月考察调研河南期
间，曾莅临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
装备制造业发展。郑煤机作为中国信保河南分公
司的全面战略合作客户，近年来更是积极推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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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上半年，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新承保郑煤机
出口土耳其项目，涉及金额500多万美元。

发挥专业优势 支持外贸稳定增长、转型升级2

贯彻决策部署 护航豫企融入“一带一路”3

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与省发改委签署《协
同推进河南省参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框架
协议》《中国（河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
应用合作框架协议》

中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承建赞
比亚Man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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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举办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信用风险管理工作推进会之走进欧洲

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累计支
持宇通客车出口达55.2亿美元

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联合多家银行启动
全省金融保险服务平台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以色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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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举办海外国别
市场开发及项目投融资风险管理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