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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蝶变三年蝶变 再启征程再启征程
——中原再担保集团改革转型发展综述

三年，是时间的刻度，也是转型

的标尺。

2019 年 11 月 6日，中原再担保

集团重组揭牌，以全新身份加入“金

融豫军”方阵，成为河南首家省级政

府性再担保机构，并走上了重构重塑

的高质量转型征程。

破茧成蝶，呼之欲出。这是一场

脱胎换骨的金融改革。三年来，乘着

支持融资担保行业发展的政策东风，

中原再担保集团坚守准公共定位，聚

焦支小支农主业主责，踔厉奋发、大

胆创新，转观念、建机制、构体系、建

队伍、创模式、拓业务。

初心如磐，奋楫笃行。三年来，

中原再担保集团发挥在全省政府性

融资担保体系中的龙头引领和示范

带动作用，担起服务全省经济发展的

“稳定器”和“放大器”重任，交出了发

展史上相当不平凡的“3年答卷”。

开启新征程，扬帆再出发。当前，

中原再担保集团正以昂扬的精神状态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全体干

部员工继续奋斗，以企业转型发展新成

效为现代化河南建设作出新贡献。

树高千丈系于根深，潮头屹立系
于魂聚。

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
“魂”。中原再担保集团始终坚持党
的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有机统一，坚
持党建与企业文化建设、业务经营一
盘棋，坚持将党建与公司改革同步谋
划、党的组织与公司架构同步设置，
把党组织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公司高
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坚持“三重一
大”决策制度，坚持违法不决策、决策
必问法，确保依法合规稳健经营；坚
持全面从严治党，层层压实管党治党
责任，灵活运用“四种形态”，将监督
内嵌于业务开展全过程，为公司持续
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党建引领企业文化建设。经过
多年的沉淀积累，中原再担保集团形
成了“鼎信之道”为主题的企业文化
体系，并将“红心永续，利民利他”的
党建理念贯彻于企业文化体系中，以

“鼎天利地、信美中原”为企业使命，
以“大成者鼎立中原”为企业愿景，凝
心聚力，激发党员干部员工躬身入局
的行为自觉，更好地履行职责、担当

社会责任，作为实现持续发展的精神
动力。

党建引领队伍建设。坚持新时
期好干部标准，中原再担保集团更名
重组以来，通过内部竞聘、外部选聘、

“双向选择”、“揭榜挂帅”、任期考核
等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实现“管理人
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
增能减”，切实形成“能者上、优者奖、
庸者下、劣者汰”的工作机制。这三
年，集团管理人员队伍实现了结构性
调整，员工队伍年轻化、专业化程度
得到有力提升，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得到有效带动，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党建引领功能作用发挥。2020
年以来，面对特大暴雨袭击和多轮疫
情的冲击，中原再担保集团立足功能
定位，践行使命担当，发挥在全省政
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龙头作用，先后
多次出台减免保费、绿色审批、续贷
续保等措施，引导全省各级融资担保
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

“三农”主体的支持力度，全力以赴帮
助企业克服汛情疫情影响。今年以
来，中原再担保集团累计向体系内担

保机构拨付代偿补偿资金 6897 万
元，引导担保机构减免担保费 40.2
亿元，省级融资担保代偿补偿资金池
杠杆放大效应近 30倍，在助力稳定
全省经济大盘中展现了国企作为。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
展望未来，中原再担保集团将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一以贯之把改革
发展融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目 标 彰 显 发 展 信 心 ：力 争 到
2025 年末，注册资本金规模达到
150 亿元，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保持
AAA，融资担保规模 1000 亿元以
上，支小支农业务占比保持在 90%
以上，成为我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发展的主力军，建成一流的再担保
集团，为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河南、
高水平实现现代化河南作出担保
贡献。

改革行至三载，成就非凡。踔厉
奋发，勇毅前行。乘着新时代浩荡春
风，阔步迈上新征程，在中原大地“落
笔起势”，中原再担保集团更加广阔
的蓝图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019年 11月 6日，中原再担保
集团更名重组揭牌，其改革转型的
大幕由此拉开。

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为什么
出发。回望来时的路，中原再担保
集团重新明确了定位：坚守准公共
产品功能定位，聚焦支小支农主业，
助推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和配
套机制的重构与完善。

围绕发展定位，中原再担保集
团用一年多的时间制定了公司“十
四五”战略规划，明确了未来 5年乃
至更长远发展的路线图。

——明确公司使命。以再担保
为核心，以直保业务和附加服务为
补充，以股权投资和再担保为纽带，
以体系建设、机构合作和业务模式
创新为支撑，致力于发挥全省融资
担保业务经营的“放大器”和风险化
解的“稳定器”作用，通过增信、分
险、业务指导和代偿补偿机制建设
等途径，规范引导全省融资担保行
业发展，提高支小支农和服务战略
高新融资担保业务占比和规模，实
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确定公司目标。建设一流
再担保集团，打造高效服务体系，实
现“三个提升”，即员工获得感、幸福
感、荣誉感、归属感的提升，公司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

升，管党治党水平的提升。
三年来，围绕目标定位和战略

规划，中原再担保集团构体系、建机
制、创模式、拓业务，探索转型发展
之路。

构体系，以股权投资为基础，助
推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重构。

建机制，积极对接省市各级政府
和部门，推动代偿补偿、保费补贴、资
本金补充等长效保障机制的构建。

创模式，以政担、银担合作模式
创新为抓手，推动新型“政银担”合
作持续开展。

拓业务，以产品创新和再担保
业务为纽带，促进业务规模不断攀
升，带动合作担保机构、合作银行降
费让利、聚焦支小支农主业。

中原再担保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陈金玉表示：“经过这三年全面
深入的改革转型，我们的思想观念、
发展战略、企业文化、组织架构、人
才队伍、业务方向都发生了重大而
深刻的变化，真正实现了蝶变，站上
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

数据是最好的佐证。截至今年
9 月末，中原再担保集团在保余额
489.3亿元，是三年前的 3.3倍；支小
支农业务占比从不到 50%提升至
92%；三年累计支持 30余万户市场
主体融资1007亿元。

制度适配是推进改革发展的动
力源泉。完善的制度体系，是政府
性融资担保行业健康发展的根基。

政府性融资担保由财政出资、政
府主导、市场化运作，当市场自发调
节失灵时，就成为政府扶持企业发展
的重要抓手，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杠
杆作用，来打通资金流入中小微企
业、“三农”的“最后一公里”。同样，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其自身的可持
续经营，也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

近年来，国家和我省密集出台政
策支持融资担保行业发展。为贯彻
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在省财政
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的大力支持
下，中原再担保集团积极推动全省担
保配套保障机制的构建，协助政府部
门提高担保制度的适配性。

三年来，我省持续发力，从完善
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建立资
本金补充、代偿补偿、保费补贴、绩
效考核等多方面，全力支持各级担
保机构提质增效，陆续出台了《进一
步加强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支
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的实施意
见》《代偿补偿资金池管理办法及实
施方案》《尽职免责工作指引》《担

保、再担保机构绩效评价暂行办法》
等文件和制度机制，并实现了政府
性融资担保公司名单化管理机制。
进一步明确了市县政府性担保机构
注册资本金目标，认定了首批 55家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建立了规模2
亿元的省级代偿补偿资金池，提出
了尽职免责的政策方
向，弱化了政府性融资
担保机构绩效考核的
盈利指标。

省财政建立了省级
再担保机构的资本金持
续补充机制，连续三年
累计为中原再担保集团
补充资本金30亿元，目
前已增资至120亿元。

各地政府也积极响
应，郑州、开封、商丘、濮
阳等地区先后出台了关
于加强政府性融资担保
体系支持小微、“三农”
发展的实施意见。郑
州、商丘等地区同时配
套出台奖补资金管理办法、尽职免责
工作指引等制度，保障政策进一步落
实落细。

汇集全国三级担保体系合力支
小支农，最终需要依靠市县担保机
构来落地实施。市县担保机构基础
是否牢靠，是国家三级财政资源能
否精准滴灌中小微企业的关键。

目前，河南省有 270 余家担保
机构，市县担保机构平均注册资本
金不足2亿元，县级担保机构平均注
册资本金仅 1.1亿元，面临机构数量
多、担保能力不足、运营质量不高、
无法获得银行授信等现实困境。为
筑牢担保体系根基，中原再担保集
团提出“减量提质、一体多线”的整
体思路，重构河南省政府性融资担
保体系。

“我们优先选择担保功能丧失
严重的重点地区，与省辖市政府共
同组建新的市级担保机构，注册资
本一般不少于 5亿元。新设机构由
中原再担保集团控股运营，地方配
套资本金补充、代偿补偿、保费补贴
等机制，保障其持续发挥服务区域
经济发展的功能。”中原再担保集团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向东说。

三年来，围绕“一体多线”的思
路，中原再担保集团加速推进与地方
政府的合作，共同注资成立市级担保
机构，恢复市县区域担保活力；同时，
围绕重点行业成立业务覆盖全省的
专业担保机构。推动构建区域担保
省—市/县“一体”，专业担保服务全
省重点产业“多线”的担保体系。

2020 年 7月，中原再担保集团
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在郑州高新

区成立，是河南首家专门服务于全
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专业化政府
性融资担保机构。

2020年 11月，中原再担保集团
与安阳市政府共同出资，组建了中
原再担保集团安阳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这是中原再担保集团在全省
落地的第一家市级区域性政府
性融资担保机构。

2021年 12月，中原再担
保集团联合新乡市政府，注
册成立了新乡中新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鹤 壁 市
政府与中原再担保集团战
略携手，中原再担保集团鹤
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揭牌
成立……

三年来，随着专业性、区域性
融资担保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成立，
逐步形成区域性担保与专业性担保
互补的担保体系发展新格局。

截至 2022年 9月末，四家子公
司分别开发了“科技融保”“辣椒贷”

“民宿贷”等一批专项产品，在保余
额近 50亿元，稳步恢复了区域担保
的功能发挥，融资担保成了支持区
域实体经济发展的强大动能。

此外，在中原再担保集团的持续
引导推动下，南阳、洛阳、信阳、开封、
濮阳、漯河等地相继启动担保体系重
塑重构，一批全新的区域性担保机构
将陆续揭牌，一张覆盖全省的政府性
融资担保体系“网”加速织就。

深耕普惠金融，持续为小微企业
发展“增氧”、为“三农”事业“造血”，
是政府性融资担保行业发挥“稳定
器”作用的重要体现。为加大支小支
农力度，中原再担保集团进行了一系
列模式创新，形成了自己的产品谱
系，快速提高业务规模，扩大支小支
农业务覆盖面。

——大力开展“总对总”批量业
务。

去年 4 月 20 日，河南洛阳地区
某客户通过工商银行网上银行成功
获得“国担快贷”业务授信179万元，
并提款 30万元，标志着中原再担保
集团与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首笔“总
对总”批量担保业务落地，也是全国
落地的首单“国担快贷”业务。

为快速扩大支小支农业务覆盖
面，中原再担保集团以国家融资担保
基金“总对总”批量担保业务为抓手，
重点选取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
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新型“银担”
合作模式的突破口，陆续打开了河
南省各家银行推进银担分险、拓展
批量业务的新局面。目前，中原再

担保集团已与11家银行签署国担基
金“总对总”批量担保协议，累计备案
银担“总对总”批量担保业务 150余
亿元，与工商银行合作的“国担快贷”
业务一直处于领跑地位。

——全力拓展“地方版”批量业
务。

为促进“银担”合作产品更为贴
合区域特色、更加灵活多样，中原再
担保集团根据不同银行特点，与地方
法人银行、股份制银行开发了地方版

“总对总”批量业务模式——“再担增
信保”，推广“担保体系授信”“银担分
险”等理念，带动合作担保机构推广
批量业务，提升业务规模。

——探索区域“政担”合作模式。
今年 8 月 25 日，中原再担保集

团与新郑市人民政府签约，“政银担”
携手支持区域企业发展的“千企万
户”计划再落一子。

2021年 5月，中原再担保集团在
郑州市金水区首次落地了“千企万户”
专项支持计划，成为区域性“政担”合
作的创新之举。该计划的重点是政府
出台保障担保机构可持续发展的资本

金补充、保费补贴、代偿补偿、降费奖
补等机制，中原再担保集团带领体系
内担保机构共同分险、设计产品模式、
落实批量担保，实现对银行的分险和
对承办担保机构的补偿，引导银行支
持辖内市场主体融资发展。

截至目前，“千企万户”计划已先
后在漯河经开区、新密市、荥阳市、濮
阳县、新郑市等县（市、区）成功复制
推广，累计为 2万余户小微、“三农”
主体提供融资担保支持40.7亿元。

——积极开拓专业类“政担”合
作。

今年以来，中原再担保集团分别
与省工信厅、省交通运输厅合作推出

“专精特新贷”、交通物流“运通贷”等
专项产品，引领全省担保机构发挥功
能作用，引导银行资金支持“专精特
新”企业、交通物流运输行业主体。目
前，相关专项业务均已顺利开展。

下一步，中原再担保集团将持续
探索与省商务厅、省文旅厅等政府部
门的合作，不断丰富专业条线类的

“政银担”合作机制，精准支持各类行
业发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自更名重组以来，中原再担保

集团就将探索数字化担保模式作
为重要课题。经过三年来的发展，
金融科技已成为提升决策能力、完
善风控治理、赋能业务开拓的“新
引擎”与“助推器”，为全省政府性
融资担保体系数字化转型夯实了
根基。

——完善数字设施新基建，打
造中部特色“数字担保”新模式。

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新兴技术，中原再担保集团持
续构建“中原数智再担”数字
化平台，打造从国家到我省
的“4+1”中部特色“数字担
保”模式，全力提高信息化数
字化水平。

目前“中原数智再担”平台
加速打通与国融担系统、金融监

管部门系统、融资担保机构系统、参
控股机构系统、合作银行信贷系统
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业务数据实
时在线传输，融资担保贷款全流程
线上办理，解决业务信息重复录入
及跨机构、跨部门、跨系统间的信息
共享效率低下等问题，提升银担业
务协作能力。

代偿补偿也可实现全流程线上
经办，线上合同同步数字孪生、云上
存储、远程调用，实现政府性担保机
构业务流程全生命周期、全域化、全
数字化，为打造河南全省担保体系元
宇宙管理中心奠定基石。

——为管理决策装上“智慧大
脑”，实现全省担保数据一屏展现。

利用数字化优势，中原再担保集
团逐步优化传统工作方法，实现全省
担保数据统一集中、统一治理、一屏
展现，形成了集团智慧数字化指挥中

心基础阶段。
下一步，将根据业务模式的变

化，对集团数字化指挥中心进行全面
优化，以建设成为全省担保行业智慧
数字化指挥大平台，提供集中监控的
能力、手段和工具，实现全省政府性
融资担保业务信息“一屏掌控”、科学
决策。

——初步搭建全省统一大数据
智能风控平台，让风控变得智能化。

为提高风控管理水平，保障业
务高质量运转，中原再担保集团积
极引入大数据智能风控理念，通过
接入第三方大数据，初步搭建全省
统一的大数据智能风控平台，利用
大数据分析模型，提高集团公司及
相关合作机构的风险防控与风险预
警能力，为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
构提供风险防控与风险预警服务打
下基础。

厘清改革转型之路战略先行

助推保障机制建设制度适配

筑牢担保服务根基重构体系

丰富支小支农产品创新模式

构建数智担保新能力科技赋能

凝聚持续发展动力党建引领

①中原再担保集团领导班子成员
深入企业调研。

②中原再担保集团组织召开全省
融资担保机构助企纾困稳增长工作推
进会。

③中原再担保集团联合郑州市金
水区政府启动“千企万户”专项计划。

2019年11月6日中原再担保集团揭牌仪式。

□曾鸣

③③

②②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