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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融基董事长年永安在鑫融基与平顶山银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上致词

扩容金融“朋友圈”
鑫融基将联手省担保集团
重建河南信用担保体系

谈及今年和明年的工作
重心，年永安将目光投向了全
省担保行业的整合和重建，鑫
融基将借助省担保集团的品
牌、资源、人才等各种优势，响
应国家号召，联手重建河南信
用担保体系。年永安透露，鑫
融基旗下安阳中小企业担保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亿元、河
南平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3亿元，计划分别增资
至30亿元~50亿元，均将主
体信用级别提升到 AA+以
上。

“地市不少担保公司存在
小、散、乱和评级低等问题，难
以发挥真正的担保作用。”年
永安告诉大河报·大河财立方
记者，只有提升担保公司信用
等级，才能够持续为中小企业
做好服务。

以一己之力击穿行业痛
点，鑫融基战略布局甚大。蓄
势与扩容金融“朋友圈”成为
鑫融基2019年的关键词。

3月26日，鑫融基和平顶
山银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平顶山银行将向鑫融基提供
50亿元意向性授信。

4月16日，鑫融基与河南
省中小企业担保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省担保集团将为鑫融基提
供再担保40亿元，增信7亿
元。

6月20日，鑫融基旗下河
南平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获
得农业银行新乡分行5亿元
综合授信、河南省担保集团
10亿元综合授信。

7月29日，焦作中旅银行
行长游翔亦带队做客鑫融
基。双方围绕供应链金融，构
建担保信用体系、产融结合等
方面进行了多领域的沟通和
交流。

有了诸多金融“朋友圈”
的支持，年永安希望在未来能
携手同行者，盘活国有担保公
司和担保体系，实现“地市全

布局，县区全覆盖”的目标。
“政府平台发债也需要担保，
但政府平台无法进行互保，将
来我们也可以给政府平台提
供担保服务。”说到未来计划，
年永安信心十足。

年永安说,担保行业要改
变过去撒胡椒面的业务模式，
以担保为平台，发现价值，通
过“债股结合、投贷联动+资产
管理”模式，精准扶优，即“围
绕一个产业，做强一家企业”
的战略方针，筛选一批具有优
秀企业家品质的领军人物和
优质产业，持续支持其成为中
国500强、世界500强企业，
同时，围绕其上下游展开供应
链金融服务，以产促融，以融
兴产，真正实现产业、金融和
资本“共建、共享、共生”的经
济生命共同体。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下，诸
多金融机构对鑫融基的看好，
显然是对鑫融基战略方向的
认可。

从创业者到赋能者
鑫融基折射行业发展路径

外界看来，鑫融基是一家
民间金融机构，年永安则将其
定义得更为精准：“鑫融基是
一家政府出资引导，民企投资
主导，市场化、公司化运作的
金融机构。”

2006年 9月 15日，在洛
阳市委、市政府1000万元资
金引导下，鑫融基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正式成立，以解决当地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彼时，年永安已将金鑫集
团经营得风生水起，忽然跨界
进入这个陌生领域，对他意味
着挑战、责任，但也彰显他对
服务中小企业的这份热情。

从2006年成立时的注册
资本4000万元起步，到2014
年鑫融基增资扩股至 10 亿
元，鑫融基已经成长为河南省
最大的政府出资引导、民企投
资主导的担保公司。

鑫融基的成功并非一蹴
而就，也经历了行业的野蛮生
长和跌宕起伏，在年永安的带

领下，鑫融基顺利地找到了属
于自己的生存逻辑：2015年4
月30日鑫融基挂牌新三板，
成为“河南金控第一股”。鑫
融基旗下的子公司业务范围
也扩展至股权投资、债权投
资、资产管理、项目投资、并购
重组、投资管理及咨询等，让
综合金融服务机构的定位更
加清晰。

彼时的“创业者”，已成为
帮助诸多创业者与中小企业
解决融资难的贴心“娘家”，在
得到社会效益的同时，鑫融基
也产生了极高的投资回报。
鑫融基的官方成绩单显示，截
至去年底，其先后为5000多
家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
500多亿元，推动其增加利税
217亿元、增加产值 1813 亿
元、间接提供就业岗位6万多
个。此外，鑫融基上缴税款达
3.75亿元，各项社会公益捐款
1亿多元。

在鑫融基的助推下，洛阳
市政府引导1000万股本金激
活的不仅仅是500亿的能量
场，其为中小企业活下去带来
的支持和信心无法用数字来
衡量。

创新与守信
是鑫融基“商业航母”的
底层基因

“进入一个行业，改变一
个行业”，成为年永安身上一
个耀眼的标签。

作为一家混合所有制的
担保机构，鑫融基承载的，不
仅是中小企业的一时之困，更
是整个营商信用网络的关键
一环。在年永安的价值观里，
没有什么比“信用”二字更重
要。他认为：人无信不立，业
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

2007年，他推动设立洛
阳市城乡信用协会，通过企业
入会前公示、发放贷款前公
示、发放贷款后监管等，为信
用担保业健康发展指明方向；
在担保业务基础上提供小额
贷款、融资租赁、资产管理、股
权投资等业务，通过大数据技
术手段进行企业信用分析，筛
选优秀企业和优质资产，进而
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全生命
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为中小
企业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同年的11月22日，鑫融
基与政府部门发起举办洛阳
市第一个“11·22诚信日”活
动，通过谐音“一是一，二是
二”，蕴含倡导诚信之意。

此后，每年的11月22日
被确定为洛阳市的“诚信
日”。该活动通过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为全国人民所熟
知。紧随其后，鑫融基通过多
种方式，让诚信观念不断深入
人心，进而走向全国。

此外，鑫融基的“战略智
库”——鑫融基金融研究院，
两年来在“沙里淘金财经观
察”微信公众号推出聚焦热点
的财经领域分析文章，众多文

章获得新浪财经、中国经济新
闻网、中国财经新闻网等国内
20余家主流媒体全文转载。
研究院的8名研究人员为鑫
融基集聚“思想的力量”，成为
全国财经领域研究的佼佼者。

金鑫珠宝也同样遵循了
“进入一个行业，改变一个行
业”的商业逻辑。在创业之
初，年永安带领金鑫珠宝，为
顾客提供首饰清洗、维修、以
旧换新等新服务，以及承诺

“所购的商品10日内随意退
换，百日内免费调换新款”等
方式，为行业带来颠覆性创
新，让其一战成名。“没有顾
客，企业就不可能生存，谁能
最大限度地引导消费者，创造
并满足顾客的需求，谁就拥有
了市场。”年永安说。

年永安透露，未来金鑫珠
宝与鑫融基两大板块将实现
板块联动：即鑫融基通过供应
链金融，为购买珠宝的消费者
提供分期等业务，同时还将在
分期内提供回收增值、会员服
务等附加值服务，通过珠宝分
期这一“强链接”，增加珠宝
商、消费者以及会员商家间的
黏性。

助学捐款单项累计超千万
鑫融基助寒门学子圆梦

“我是名副其实的草根出
身。”每每说到事业发展史，年
永安毫不避讳自己草根出身，
总会用这句话开场。也许正
是青年时期的迷茫、创业期间
的困顿，让年永安对创业者和
寒门学子感同身受，并将强烈
的社会责任担当意识灌注于
其企业经营理念之中。

2019年 8月 23日，洛报
爱心帮扶中心·金鑫·2019阳
光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鑫
融基与河南省金鑫爱心教育
基金会一起拿出51万元资助
贫困学子。这只是年永安针
对寒门学子帮扶行动的一个
缩影。

2009年，年永安自筹资
金500万元成立全省首家非
公募基金会。截至目前，年永
安已累计捐款超1000万元，
共资助贫困学子超 5000 名
……而这个爱心队伍，也从一
个人变成了一群人。

据了解，从 2017 年起，
鑫融基除了一次性捐助，还
增加了全程资助模式，分 4
年全程资助寒门学子每人1
万元爱心助学金。2018年8
月22日，2017年首批签订全
程资助协议的 30 名贫困学
子和今年新签订全程资助协
议的 20 名贫困学子同时拿
到了爱心助学金。

秋天的稻田中，饱满的谷
穗总深情地凝望着哺育它的
大地。对于年永安和即将迎
来13岁生日的鑫融基来说，
既是收获的季节，也是筑梦

“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为己
任，打造中国金融服务行业伟
大企业”愿景的新起点。

鑫融基的守望与梦想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陈沛

“很多人认为今年是最
难的一年，但我认为今年是
蓄势待发的一年。”年永安
对当前经济形势给出这样
的看法。

连续3年，金鑫珠宝、
河南鑫融基金控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鑫融基）董
事长年永安都会在这个收
获的季节，与大河报·大河
财立方记者畅谈他对公司
未来战略的最新布局。

对年永安来说，20年
的商海搏击，左手实业、右
手金融，对经济进入新常
态、金融改革不断深化的大
势更为敏感。他的商业逻
辑与布局，也带来了超出行
业的商业样本与借鉴。

经历了国家经济转型
升级的阵痛，很多人对担保
行业避之唯恐不及，但“在
别人恐惧时我贪婪，在别人
贪婪时我恐惧”，年永安认
为，鑫融基布局担保行业正
当其时。

历经 13年发展，鑫融
基总结出，担保公司若具备
五个要素，将会成为最有价
值的金融机构之一。而这，
经过努力后大概率可实现。

这五个方面，包括打造
AA+以上的信用等级，以
“市长引导、市场主导”的国
有民营模式实现公司化、市
场化运营，入围国家融资担
保基金和河南省再担保集团
合作担保机构名录，以四级
架构风险共担，以担保为平
台，发现企业价值，通过配套
基金、资产管理，实现对目标
企业“债股结合、投贷联动+
资产管理”等多维度支持的
盈利模式等。

扩容金融“朋友圈”，蓄势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