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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农险成立于 2015年 5月，为
国有控股公司。定位于服务中原经济
区和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开展农
业保险经营，增强农业和农户抵御自然
灾害能力，拓展财险市场渠道，创出特
色，提高市场份额。

2019年，中原农险实现保费收入
20.4 亿元、净利润 3591 万元，同比分
别增长 23.6%、21.6%。国有资产保值
增值率 112.03%，较上年末提高 10.49
个百分点。农险保费收入连续 3年居
全省第1，带动全省农险规模从全国第
8位上升到第2位。

强核心优主业。一是夯实核心主
营业务，确保农业平稳发展。中原农
险以保障粮食生产能力为根本，推进
承保 81个品种，2019年共为 567万户
（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 317 亿元，为
主粮提供的风险保障占全省总保额的
44.4%。二是提升特色农险业务，助推
乡村产业兴旺。围绕我省以“四优四

化”为重点的优势特色农业规划，初步
形成特色农险“一村一品、一县一业”
发展局面。开办的果菜茶菌、特色养
殖、林木花卉等特色险种产品达到 72
个，覆盖全省 64个县区，提供风险保
障 44.2 亿元，有力助推一大批地方名
优特色主导产业的蓬勃发展。

善创新勇开拓，培育企业发展新
动能。加强产品研发创新力度。全年
累计开发产品 186款，同比增长 66%，
其中落地 4个全国首单保险产品、7个
全省首单。价格指数、气象及天气指
数保险、红枣“保险+期货”、青贮玉米

倒伏等保险在全国农险领域都有重要
的创新示范意义。业务结构进一步优
化，非农业务首次突破5亿元大关。有
效发挥数字技术支撑作用，自主开发

“I农险”平台，加大3S、牛脸识别、无人
机等技术投入，显著提高了承保精准
度和理赔处理效率。

勇担当善作为，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围绕生活保障、产业发展、资金融
通、健康保障和劳务增收，中原农险积
极拓展保险扶贫“五大路径”，累计为
全省91个县区480万贫困人口提供脱
贫保障。实施劳务带贫项目，带动
3.64万名助理协保员人均年增加收入
2268元、3.44万名宣传员人均年增加
收入 736元，合计带动 7.08万人脱贫，
约占全省同期脱贫人口的6%。

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上图：中原农险在信阳、南阳等
地推广小龙虾天气指数保险，为养殖
户增收添保障

中原银行 2019年的表现，大约可
以用众多排名数据中的一个来说明：
中原银行成为2019年《财富》中国500
强，在入围的商业银行中排名第23位，
是河南本土唯一上榜的金融机构。

立足主责主业，服务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一是聚集服务重大项目建
设。积极对接国家及我省重大战略规
划，2019年实现重大项目投放292个、
投放金额 532.5 亿元。加大重点行业
服务力度，截至 2019 年年末，全行交
易银行业务融资量 1250 亿元。加大
对高端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行业支持
力度，2019年新增贷款32亿元。二是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在郑州设立
首家小微支行，截至 2019 年年末，全

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195亿元，服务
企业超过 3.8 万户。三是大力开展普
惠金融业务。持续推进“下乡”战略，
丰富农村金融生态。截至 2019 年年
末，在全省布设乡镇支行 50家，惠农
服务点及普惠金融服务站5362家。

数字化引领转型，持续提升产品
竞争力。一是实现敏捷转型。实现零
售条线全面转型落地，实现金融产品
和服务快速迭代更新，更好地匹配客
户需求变化和市场变化。二是发力场
景金融。搭建社区、校园、餐饮、小微
商户四个业务场景，打造以生态圈为
核心的新业务模式。三是推进大数据
规模化应用，在全行落地 5 大数据用
例，已累计追踪下发营销线索 128 万

条，辅助销售各类产品1534亿元。
强化全面风控，助力打赢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一是提升全面风
控管理能力。打造“制度+专家+科技”
的大数据智能风控体系，建立了全面
风险管理机制。发挥河南省城商行流
动性互助机制牵头行作用，其中，累计
向省内四家城商行提供流动性互助69
次，流动性互助金额 183亿元；向省内
其他 10 家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
29次，流动性支持金额37亿元。二是
加强内控合规管理。持续深化市场乱
象整治工作，持续健全内控管理。三
是创建智能型数字风控体系。初步建
立覆盖全行的压力测试管理体系，为
风险管理提供了更充足的决策依据。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立足主业服务实体经济
2019年，中原信托累计新增信托

规模 704 亿元，其中新增省内信托规
模353亿元，同比增长16％，有力支持
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积极开展基础设施信托，大力支
持民生项目建设。中原信托与郑州、
洛阳、开封、驻马店等地方政府融资平
台合作，支持郑州市奥林匹克中心等
一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升城市品
位、完善城市功能，促进地方经济发
展。对郑州、洛阳、开封、南阳等省辖
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棚户区改造等安
居工程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以及配
套金融服务，为加快老旧城区改造、提
升居民居住水平、改善城市环境提供
融资服务。

对接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支持省
内企业转型发展。中原信托对具有可
行性、可批性的拟发债企业、IPO企业
以及成长性较好的项目，通过信托贷
款、应收账款质押、股权质押等多种方
式提供信托融资服务。2019年，分别
与郑州思念食品有限公司、郑州天伦
燃气有限公司、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
司等企业合作，累计新增工商企业信
托规模 216.76 亿元，为企业生产建设
提供金融支持，助力产业升级改造。
截至 2019年年末，存续工商企业信托
规模余额590.43亿元。

践行普惠金融要求，探索消费金
融业务模式。中原信托与实力较强、
从业经验丰富、管理规范且具有相应

从业资质的贷款服务商开展合作，由
公司募集资金向合格的借款人发放
贷款用于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或个人
日常消费。2019 年，与泛华集团、国
美金控、海尔小贷等合作，累计新增
消费信托规模 5.96 亿元。截至 2019
年年底，存续消费信托规模 16.27 亿
元，涉及数千客户，拓宽了个人的融
资渠道。

发挥慈善信托优势，支持和推动
慈善事业发展。中原信托于 2019 年
成立“恒大集团慈善信托”，信托规模
9900万元，信托期限永续，信托收益全
部用于信托合同约定的中小学及其教
师、学生和指定医院及其医护人员的
奖励基金。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发挥优势提升服务能力

2019年，中原证券进一步抢抓发
展机遇，深化内部改革，呈现良好发展
态势，支持实体经济能力显著增强。

发挥资本市场纽带作用，助力企
业上市和再融资。公司投资并参与承
销的洛阳建龙微纳公司成功挂牌上交
所科创板，是我省、也是中部六省科创
板上市第一股，对促进我省企业进军
科创板起到了良好示范带动作用。公
司投行的并购重组财务顾问等业务指
标进入行业前列，并获评“上交所地方
政府债券优秀承销商”。

以“投行+投资”为标准方式，支持
省内企业快速发展。中原证券作为科
创板上市保荐机构，积极领投我省高
新技术企业，并带动其他机构投资，助
力我省企业冲刺科创板。截至目前，
公司投资板块已对全省近 200家企业
进行投资，并吸引了大量银行贷款，形
成了良好的投贷联动效应。

依托中原股权交易中心，打造我
省中小微企业进军资本市场的“孵化
器”。去年公司控股的中原股权交易
中心累计挂牌企业已达 6800家，居中
部六省首位、全国第 6位；累计帮助企
业融资 60多亿元。上交所“资本市场
服务河南基地”也成功落户股权中心，
进一步实现与河南资本市场发展需求
的近距离对接。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全力支持我
省脱贫攻坚。去年公司向上蔡、固始等
地投入资金600万元，支持贫困县脱贫

攻坚工作。牵头设立的河南省扶贫基
金会，创设“恒大·中原信托·河南省扶
贫基金会慈善信托”。公司及主要领导
荣获年度“最具社会责任感上市公司”
和“卓越企业家”称号，有力提升了河南
企业在境内外资本市场的形象。

新的《证券法》已于 3月 1日开始
实施，国家对企业上市政策进行了重
大调整，新股发行从以前的核准制改
为注册制，取消了发审委，上市企业再
融资的政策也大大放宽。这为我省企
业上市融资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中
原证券将紧抓这些有利机遇，支持我
省更多企业上市，更多上市公司开展
并购重组和增发、发债等融资，全力助
推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次腾飞增动力

上图：中原证券与焦作市政府签
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助推焦作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9年，中原再担保集团以加强
党的建设为引领，聚焦“转型发展、防
控风险、深化改革”三项重点工作任
务，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开放合作，稳抓改革促转型。在
原省中小企业担保集团基础上，通过
优化职能、调整架构，顺利更名组建中
原再担保集团。于11月份举办揭牌暨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中部六省担保论
坛，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加
强与国家融担基金公司合作，推动构
建“国家融担基金—省级再担保—辖
内融资担保机构”三层次与银行共同
参与的业务联动和风险分担机制，调
动激发全省担保机构聚焦支小支农业
务的积极性。2019年年底，公司再担
保业务余额271.6亿元，合作担保机构
99家，再担保覆盖率超过70%。

统筹发展，聚焦主业保民生。累

计备案增信补偿再担保项目 1595笔，
融资担保金额 39.31 亿元，其中“三
农 ”、小 微 企 业 融 资 担 保 金 额 占 比
97.49%。联合省农信担保共同推进
小额信贷扶贫业务，累计为 51个贫困
县 51.13亿元扶贫业务提供再担保，带
动 10 余万建档立卡贫困户增加收
入。对中小微企业和担保机构实行优
惠担保费率，2019年，直接或间接扶持
中小微企业 1.1万余户，促进企业稳定
和新增就业 118万多人。支持伊川县

7亿元企业债、宝丰县 4.5亿元棚改专
项债顺利投放，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优化创新，提升动能补短板。与
国开行等多家银行机构共同探索风险
化解新模式，推行业务合作 2∶8风险
比例分担，试行 3∶7风险比例分担；通
过供应链合作模式与光大银行建立了
7∶3 风险分担共识，银担风险分担合
作模式取得重大突破。借鉴新技术支
持下的担保业务模式，与蚂蚁金服合
作，以“区块链”技术开启担保数字
化。针对全省担保机构弱、小、散等
困难，一方面全力争取政策支持，一
方面积极对接市县政府，创新合作形
式贴近基层服务中小微企业，促进市
县经济发展。

中原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转型发展重创新

省农信担保公司以解决农业发展
“融资难、融资贵”为己任，以坚持“政
策性、专业性、独立性”为经营原则，
创新财政和金融协同支农机制，专注
服务农业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
专注于支持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做大做
强，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转变农
业发展方式，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

截至 2019年年末，省农信担保公

司累计实现担保规模 167.07 亿元，当
年新增担保额 75.94 亿元、在保余额
81.01亿元，分别位居全国农担体系第
二、第三名，在金融服务我省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创新财政金融联动支农机制，切
实解决农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推进与政府和金融机构同业合作，在

“政银担保投”联动支农机制框架内，
通过完善“银担”“政银担”等合作模
式，创新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机制，构
建以邮储和农行为主，以农商行和村
镇银行为辅，以其他国有商业银行和
金融机构优势互补的合作格局，形成
支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合力。截至
2019年末，与 110个县级政府签订合
作协议，业务覆盖全省所有产粮大县
和畜牧大县。与省内 8家政府性融资
担保机构开展涉农业务合作。

提升金融助推乡村振兴战略能
力，助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

绕我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优
四化”、乡村振兴战略、高效种养业和
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等重点领域融
资需求，通过降低门槛、优化流程等，
变“抵押为王”为“信用为王”，开发了
丰收担、畜牧担、果蔬担、乡旅担等接
地气系列担保产品，打造了“豫农担”
品牌。截至 2019 年年末，累计支持
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 2.5 万家，辐射带动 14.6 万农
户增收。

开展扶贫小额信贷业务，金融助
推脱贫攻坚。截至 2019 年年末，公
司在 49 个贫困县开展扶贫小额信贷
业务累计担保规模 51.51 亿元，实现
在保余额 30.22 亿元，累计担保规模
对县级风险金放大 7.82倍，带动 12万
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增加收入。针
对如何防止贫困户返贫问题，试点探
索针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融资担
保扶持方式，实现贫困户有长期稳定
收入。

中原资产始终牢记定位，开展不
良资产与特殊机遇投资，维护区域金
融稳定，促进产业优化整合，服务河南
实体经济发展。培育综合金融服务板
块，通过控股（参股）持牌金融机构，与
不良资产和特殊机遇投资、股权投资
形成协同效应，服务省委省政府关于
金融业发展战略。

2019年，中原资产紧紧围绕化解
区域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助
推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实施三大功能
定位，在化解省内金融机构不良资产、
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发展等方面取得积
极成效。

聚焦主业主责，积极化解金融风
险。针对省内金融不良规模和比重

“双升”、处置难度加大、行业竞争加
剧的复杂形势，公司通过“不良资产+

投行”的运作模式，多策并举为金融
机构解难。2019 年新增金融不良资
产业务投资 14.5 亿元，收购不良资产
包 17 个，债权笔数 969 笔，涉及企业
1108 户，为工商银行、交通银行等 18
家金融机构化解了风险。全年收购金
融不良资产规模本息合计 77.25 亿
元。搭建不良资产处置“互联网+”平
台，建立全省第一家综合性金融资产
交易平台，全年备案不良资产 7050
户，备案资产规模 1032 亿元，成交金
额 65.1亿元。

服务实体经济，支持转型发展。
发挥公司资管平台和二级子公司牌照
优势，用好用活产业基金、股权投资、
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金融工具，全年
支持实体经济投资146.01亿元。联合
环保类上市公司设立绿色产业基金，

联合兰考县政府平台设立高质量产业
投资基金，主动对接服务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及县域
经济振兴。落地实施河南民营企业市
场化纾困基金 2支，规模 7亿元，用于
纾困黄河旋风、森源电气等省内民营
上市公司，其中支持黄河旋风发展的1
号基金为省内首单纾困基金。积极推
动我省第一单国际双保理业务落地，
为服务我省实体企业“走出去”开拓了
新途径。

落实“引资入豫”战略，吸引国内
外资金投资我省。发行境内债券82亿
元人民币和境外债券4亿美元，平均利
率 4.72%，其中 10亿元纾困专项债属
省内首单，27亿元债务重组资产支持
票据（ABN）及 4 亿美元债均为地方
AMC行业首单。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化解不良资产维护金融稳定

河南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创新机制助力现代农业发展

上图：集团全体党员干部参观河
南省廉政文化教育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