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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赋予我们一切！
我们，终将致敬时代！
国际政治风云诡谲，国内经济波澜壮阔。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湖南省

融资担保行业铆足干劲，意气风发，奋勇向前。回望，身后是小微企业、
三农、战略性新兴产业企盼的目光，是三高四新战略实施的旷远与急切，
是建链延链补链强链的恢弘布局，是每一个融资担保人的赤子之心。所行
之事，皆至善，必泽被三湘；身肩之责，皆远大，必重于泰山。

历经思想之变、格局之变的湖南融资担保行业，目光如炬，信仰坚定；
生机盎然，不改初心。

一方面，行业的思想之变带来的飞速发展如期兑现，2020年的爆发式
增长让行业信心与压力并存，我们既要客观地对待过去的成绩，也要扎实
迈稳当下的每一步，忠实勤勉，兢兢业业，躬耕于实体经济领域，在严控
风险的前提下为全省支小支农支新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另一方面，金融
科技赋能给行业带来的冲击与挑战肉眼可见，未来如何乘势而起、迎风飞
扬，是行业需要慎重、认真思考的问题。

2020年于融资担保行业而言，淬炼与锋芒并存。突如其来的疫情是对
行业最大的淬炼，经此一疫，整个行业空前团结，表现出无比坚韧的一面，
激发出了行业到中流击水的磅礴勇气，进而展现出璀璨的锋芒。

2020年，全省124家融资担保机构为我省小微企业、三农、战略性新
兴产业解决了1139.34亿元的融资难题，为小微企业、三农、战略性新兴
产业新增销售收入5600亿元，新增税收280亿元。在疫情防控期间，全省
融资担保公司更是积极作为，严格贯彻落实政府各项政策指标，围绕支小
支农支新开展业务，出台各类支持政策，力挺湖南实体经济复苏。全省40
余家融资担保公司通过降费让利、减少抵押、提高容忍度、开通担保绿色
通道等方式，给予企业以极大的支持，充分展现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
用，全行业累计支持复工复产企业14867户，提供担保业务28203笔，担
保贷款金额398.3亿元，免收减收担保费用近1.79亿元，充分展现了行业
的社会担当。

!"#$ %&'(



带着使命而生的融资担保行业，用一笔笔高效的融资担保业务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
的答卷。2020年，蕴藏了我省融资担保行业诞生以来的一次重要转折，一次重要的自我
突破，一次具有建设性意义的飞跃。为了这一天，我们蛰伏多年，在中央层面各类政策
的指引下，我们围绕支持实体经济、回归行业本源做文章，我们理清了行业体系建设思
路，搭建了行业政策体系，构建了再担保体系，落实了4321政银担风险分担，扭转了行
业发展趋势，赋予行业以正确的价值观；我们立足长远、开拓创新，为行业发展谋求新
路径。

这一路走来，虽有迷茫，却也坚定；虽有分歧，却也求同存异。
2021年，33家融资担保机构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这是基于行业信念的共同选择。33

家融资担保机构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披露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和社会责任的
履行等情况，隐隐已有峥嵘之气象。

2013年，我省融资担保行业开始走上集体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道路，我们持之以恒，
使之成为行业的标准动作和有效动作。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是对融资担保公司过去一
年成长轨迹、变化的回顾，通过三五年的社会责任报告，可以窥见融资担保公司自我成
长的空间与能力。我们欣喜地发现，那些持续不断的小进步、小改变，最终促成了一些
公司的繁荣与发展；一些看似再寻常不过的坚持，最终成就了一些融资担保公司的与众
不同。

一些公司在运营中守正出奇，一些公司在产品创新上独树一帜，一些公司在内部管
理方面建树颇丰，一些公司在贯彻落实政策上甘当先锋，一些公司在文化建设上独辟蹊
径，一些公司在金融科技赋能上蒸蒸日上，一些公司在地方金融体系建设中卓绝超然！

他们，懂大局，且服务大局！
他们，知困难，且克服困难！
他们，明当下，且超越当下！
他们，俯仰天地，坦荡而行！
他们，怀揣梦想，乘风破浪！
愿，不以事艰，不以任重，不以时易，时光往复，信念不改，始终以最好的姿态，致

敬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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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
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为“十四五”良好开局打
下坚实基础的关键之年。湖南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省融资再担保公司”）自2020年1月23日成立
以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强化党建引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省财政厅、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湖南省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省融资担保集团”）的决策部署，着力建设全省政府
性融资担保体系，积极为体系内各合作机构搭建“国家融
担基金-省级再担保机构-地方政府”政策扶持平台，
营造良好的政银担发展环境。在抗击疫情的大背景之下，
全省融资担保机构聚焦主业，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引导
金融资源投向小微、“三农”等普惠领域，各项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

———体系建设逐步完善。2020年，我省再担保体系内
机构成员共55家，覆盖全省14个市州，其中全资国有
37家，国有控股 12家，民营控股 4家，全资民营机构
2家。

———放大倍数持续攀升。2020年末，我省再担保业务
在保余额210.50亿元，在保户数9801户，放大倍数由年
初的7.13倍大幅跃升至21.13倍，年度新增规模在全国
再担保机构排名第八。

———产品创新成果喜人。聚焦“支农支小”主战场，创
新推出“银担E贷”、“湘担E贷”等批量化产品和“扶贫开
发贷”、“复工复产贷”等特色产品。

———银担合作持续深入。目前已与交通银行等16家
银行签订“总对总”银担战略合作协议；“银担E贷”批量
担保业务首批签约6家合作银行；再担保体系内“2：8”风
险分担业务占比由去年末的 29.2％跃升至今年末的
81.2%，增幅178%。

———风控管理更加规范。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全

年受理审核10家合作机构37笔风险分担项目，目前已
支付前三季度13笔风险分担款项2191.01万元，其中已
获得国家融资担保基金2笔代偿补偿款58万元，省财政
8笔代偿补偿款314.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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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末，体系内合作担保机构由2019年46
家增加至55家，覆盖全省14个市州，其中全资国有37
家，国有控股 12家，民营控股 4家，全资民营机构 2
家，提前一年完成《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政府性
融资担保体系支持小微企业、“三农”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湘政办发〔2019〕64号）关于“争
取两年内实现市级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全覆盖”目标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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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引发了宏观经济
的重大变化，为深入把握当前经济形势，更好地解决中小
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在省委、省政府的安排部署和省融资
担保集团的坚强领导下，省融资再担保公司主动作为，携
手体系内合作担保机构，全力以赴帮助小微企业、“三农”
等实体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省经济发展提供高效的金融服
务。2020年，全省新增再担保业务备案规模 190.10亿
元、9467户；备案业务在保余额210.50亿元、在保户数
9801户，其中再担保业务备案规模排名靠前的有：省中
小担58.28亿元、常德财鑫（常德财科）20.72亿元、岳阳
担保（岳阳市中小）10.15亿元（详见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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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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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２０２０年合作担保机构新增再担保业务备案规模
单位：万元

序号 机构名称
新增再担保业务

备案规模
占　比

１ 湖南省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５８２７６４．２９ ３０．６６％

２
常德财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常德财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２０７１９３．００ １０．９０％

３
岳阳市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市小微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１５０６．００ ５．３４％

４
湘潭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湘潭中小微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８８１０９．７４ ４．６３％

５ 娄底市兴娄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６４１２４．９９ ３．３７％

６ 永州市潇湘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６３３４５．９０ ３．３３％

７ 邵阳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６１７５９．８２ ３．２５％

８ 益阳市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８５６．００ ３．２０％

９
张家界市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张家界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张家界经济发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４６２８７．００ ２．４３％

１０ 邵东县鼎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４４１３１．８０ ２．３２％

１１ 长沙市望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４３３９３．００ ２．２８％

１２ 株洲高科火炬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４１４１７．９９ ２．１８％

１３ 湖南大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４０９９３．４３ ２．１６％

１４ 湖南德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３７２８６．６１ １．９６％

１５ 浏阳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２８８８０．００ １．５２％

１６ 浏阳市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２６０５０．００ １．３７％

１７ 湖南金信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４２６．８０ １．２８％

１８ 衡阳市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２３８９０．００ １．２６％

１９ 祁阳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２３６８０．００ １．２５％

２０ 湖南省文化旅游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２２７２９．５０ １．２０％

２１ 常德市善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２２６０３．００ １．１９％

２２ 岳阳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８７２０．００ ０．９８％

２３ 株洲丰叶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４８４．００ ０．９２％

２４ 湖南金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７４０４．５６ ０．９２％

２５ 长沙星城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６４００．００ ０．８６％

２６ 耒阳市互惠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６３８０．００ ０．８６％

２７ 桃源县惠民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５８８７．００ ０．８４％

２８ 岳阳市融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５７１４．８１ 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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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新增再担保业务

备案规模
占　比

２９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５３８０．００ ０．８１％

３０ 湖南先导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１９０１．４４ ０．６３％

３１ 湘潭县莲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１８３０．００ ０．６２％

３２ 湖南联保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８１２．５９ ０．５７％

３３ 株洲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９９４６．００ ０．５２％

３４ 宁远县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９６３８．００ ０．５１％

３５ 湖南众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８５３０．００ ０．４５％

３６ 隆回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００．００ ０．４２％

３７ 长沙市中水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７８３５．００ ０．４１％

３８ 花垣县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６６７８．００ ０．３５％

３９ 湖南省国信财富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６５５５．００ ０．３４％

４０ 常德美源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５３８０．００ ０．２８％

４１ 郴州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４６７３．００ ０．２５％

４２ 怀化市财信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８０．００ ０．１７％

４３ 怀化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２４３０．００ ０．１３％

４４ 湖南省麓谷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７８０．００ ０．０９％

４５ 瀚华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１１８０．００ ０．０６％

４６ 湖南常宁裕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１００．００ ０．０６％

４７ 蓝山县财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０ ０．０２％

４８ 邵阳云山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３８０．００ ０．０２％

４９ 嘉禾嘉盛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０ 湘西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０．００ ０．００％

合　计 １９０１０２８．２８ １００．００％

*+,-./0/1

2020年全年完成支小支农再担保合作业务金额
189.30亿元、新增 9457户，占同期合作业务总规模的
99.41%。其中：单户500万元及以下再担保合作业务金额
118.63亿元、户数8738户，分别占同期合作业务总规模

和总户数的62.40%、92.40%；单户1000万元及以下再担保
业务金额168.46亿元，占同期合作业务总规模的88.62%。
全省上半年备案业务结构占比符合相关制度中对支小支
农担保金额占比不低于80%、其中单户担保金额500万元
及以下的占比不低于50%的要求（详见表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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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支小支农明细表

单位：亿元／户

月份
备案

规模
户数

支小

支农
金额占比 户数

户数

占比

单户５００万元
及以下

金额

占比

单户１０００万元
及以下

金额

占比

１－１２ １９０．１０ ９４６７ １８９．３０ ９９．５８％ ９４５７ ９９．８９％ １１８．６３ ６２．４０％ １６８．４６ ８８．６２％

!"#$%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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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２０２０年银担合作业务统计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银行名称 本年累计备案业务规模 累计业务占比 本年平均贷款利率

１ 长沙银行 ６２１３７７．７８ ３２．６９％ ６．３９％

２ 建设银行 ２１３７５６．５０ １１．２４％ ５．０１％

３ 农商银行 １９８６９９．５５ １０．４５％ ６．０９％

４ 中国银行 １７４０４４．３９ ９．１６％ ４．１９％

５ 华融湘江银行 １７１８４４．８１ ９．０４％ ５．４５％

６ 农业银行 １４４２５２．９０ ７．５９％ ４．４４％

７ 村镇银行 ７６５７９．６０ ４．０３％ ６．１５％

８ 交通银行 ６８１４０．１６ ３．５８％ ４．７３％

９ 邮政储蓄银行 ６３４６５．５０ ３．３４％ ５．０９％

１０ 工商银行 ５１８５６．００ ２．７３％ ４．４４％

１１ 兴业银行 ２８７９５．００ １．５１％ ４．８９％

１２ 光大银行 １７１９０．００ ０．９０％ ５．１５％

１３ 北京银行 １５１９６．００ ０．８０％ ４．８６％

１４ 华夏银行 １３１７０．００ ０．６９％ ４．９９％

１５ 广发银行 １１２２６．００ ０．５９％ ４．９３％

１６ 三湘银行 ９６９２．８３ ０．５１％ ６．１９％

１７ 浦东发展银行 ８３９０．００ ０．４４％ ５．４８％

１８ 农业发展银行 ６２３０．００ ０．３３％ ３．０７％

１９ 平安银行 ５７１２．００ ０．３０％ ８．３８％

２０ 恒丰银行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４．２８％

２１ 渤海银行 ４０９．２６ ０．０２％ ５．１２％

合　计 １９０１０２８．２８ １００．００％ ５．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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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10月以来，为推动全省再担保体系内合作
担保机构与合作银行“二八”风险分担、免收机构及客户保
证金等优惠政策落地，在省融资担保集团的工作部署下，
省融资再担保公司积极与各银行金融机构对接，已与工商
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
行、湖南省联社、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长沙银
行、华融湘江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渤海银行、三湘银
行16家银行建立“总对总”战略合作关系。2020年11月
10日，省融资担保担保公司举办了“2020年湖南省银担
‘总对总’批量担保业务”启动仪式，成功与工商银行、农业
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光大银行6家省级
银行和湖南省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湖南省文化旅

游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常德财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等11
家省市级融资担保机构签订《“银担E贷”批量担保业务合
同》。同年12月，随着永州潇湘担保和农业银行江永支行
的首笔批量化业务落地和再担保业务管理信息系统的逐
步完善，预计2021年将迎来该业务的批量上量。同时，我
司在“银担E贷”的基础上，结合省域农商行、村镇银行的
特点，开发了“湘担E贷”批量产品，目前正积极对接省农
信联社、各地市农商行，相信不久也能迅速推广。

*8,5&9:;&67<=

2020年全年，银担合作业务累计规模190.10亿元，
排名前三的银行为长沙银行、建设银行、农商银行，业务
规模分别为62.14亿元、21.38亿元、19.87亿元，分别占
本年累计备案业务规模的32.69%、11.24%、10.45%（详见
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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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２０２０年银行分险业务统计表
单位：万元

银行名称
本年累计分险

业务规模金额

本年累计占本单位

备案业务比例

本年累计分险

业务规模占比

１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５２７６５２．０９ ８４．９２％ ３９．７２％

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９６４７．５０ ６５．３３％ １０．５１％

３ 农商银行 １２８４９８．９９ ６４．６７％ ９．６７％

４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１２２７．３０ ６９．６５％ ９．１３％

５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８４６２．９０ ８２．１２％ ８．９２％

６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５９００．９９ ６１．６３％ ７．９７％

７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７１９５．００ ７４．３６％ ３．５５％

８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２０２１．７４ ６１．６７％ ３．１６％

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２１８．００ ５６．３４％ ２．２０％

１０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０９５．００ ５５．９０％ １．２１％

１１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４００．００ ８３．７７％ １．０８％

１２ 村镇银行 ９５３５．００ １２．４５％ ０．７２％

１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７６００．００ ９０．５８％ ０．５７％

１４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５７１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４３％

１５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５６２８．００ ３７．０４％ ０．４２％

１６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４２６０．００ ６８．３８％ ０．３２％

１７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６７６．００ ３２．７５％ ０．２８％

１８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０ ６．０７％ ０．０６％

１９ 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５０．００ ４．６４％ ０．０３％

２０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９．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３％

合　计 １３２８３８９．７６ ６９．９１％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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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制定《再担保风险分类操作指引》、《授信评级管
理办法》、《风险管理办法》、《再担保业务保后管理办法》、
《再担保业务档案管理实施细则》等制度，实现风控管理
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11月，省融资再担保公司认
真履行“规范、引领”功能职责，对全部合作担保机构的持

续经营、业务发展、资产指标、风险控制开展为期三周的
现场检查，按照再担保体系建设要求，对24家机构存在
的问题发出整改意见书，推动体系内担保机构由数量向质
量的转变。

*<,=>?2@A3BCDE@F%G

一是规范再担保业务评审流程，把好机构准入关和项
目分担关。二是在原再担保部依据国担基金制度出台的分

2020年全年，参与分险合作业务的银行共有20家，
分险业务总规模132.84亿元，占本年累计备案业务规模
的69.91%，较去年的42.30%提高了27.61%；其中银行承
担20%风险责任的合作业务为128.56亿元，占本年累计
备案业务规模的67.63%，较去年的40.17%提高了27.46%。

参与分险排名前三的银行为长沙银行、建设银行、农商银
行，分险业务规模分别占本年累计分险业务规模的39.72%、
10.51%、9.67%，合计达到累计分险业务规模的59.90%（详
见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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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标准基础上，出台《再担保业务合作指引》，进一步规范
分险流程、提高审核要求。三是密切关注、积极督办各机
构代偿项目追偿回款工作。其中湖南大农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已成功将一个项目的代偿款全部追回，并按照比例
返还给再担保，在全国尚属首例。截至2020年12月31
日，全年受理审核10家合作机构37笔风险分担项目，目
前已支付前三季度13笔风险分担款项2191.01万元，
其中已获得国担基金2笔代偿补偿款58万元，省财政8
笔代偿补偿款314.6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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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强化融资担保机构

增信风险作用着力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

通知》（湘财金〔2020〕13号）文件精神，在省融资担保集

团的指导下，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推出“湖南省再担保

支持复工复产贷款担保产品”实施方案。产品执行时间为

2020年4月1日（含）至2020年12月31日（含）。主要政

策措施有：单户担保责任余额500万元（含）及以下的融

资担保业务，免收再担保费；单户担保责任余额500万-

1500万元（含）的融资担保业务，全省再担保业务减半收

取再担保费。

2020年全年单户 500万元及以下新增业务规模

19.33亿元，预计可减免再担保费2015.81万元；单户担

保责任余额500万-1500万元（含）新增业务规模63.86

亿元，预计可减免再担保费926.10万元。合计1-12月

份预计共减免再担保费2941.91万元（详见表五）。

*E,FGHIJK2457LMK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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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融资再担保公司积极发挥在体系中的引领和枢纽
作用，用足用好各项支持普惠金融政策，加强专项产品研
发，努力形成可在体系内风险可控、快速推行的新模式，
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流向专属领域。根据国家融资担保
基金有关政策要求，实施“湖南省再担保扶贫开发贷款担
保支持计划”，制定《湖南省再担保扶贫开发贷款担保支
持计划实施规范》。截至12月底已为全省11个贫困县提

供31675.37万元再担保扶贫贷款支持。

*9,TUVW5XY?@$%RZ

为减轻企业负担，省融资再担保公司联合体系内合
作担保机构积极对接银行信贷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担
保费率，逐步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2020年备案业务
年平均担保费率为1.19%，较上年的1.54%下降0.35个百
分点（详见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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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１－１２月份预计减免再担保费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减免项目 １－１２月新增业务规模 １－１２月减免再担保费

１ 单户５００万元及以下的项目 １１９３３４１．６９ ２０１５．８１

２ 单户担保责任余额５００万－１５００万元（含）的项目 ６３８６１１．０９ ９２６．１０

合　计 １８３１９５２．７８ ２９４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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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２０２０年合作机构备案业务年平均费率表
单位：％

序号 机构名称
备案业务年平均

担保费率

备案业务年平均

贷款利率

备案业务

综合费率

１ 长沙星城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０．４４％ ４．８０％ ５．２４％

２ 常德市善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０．６３％ ５．７９％ ６．４３％

３ 岳阳市融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０．７０％ ５．０１％ ５．７１％

４ 岳阳市小微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０．７５％ ４．５６％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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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备案业务年平均

担保费率

备案业务年平均

贷款利率

备案业务

综合费率

５ 花垣县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０．８２％ ７．３８％ ８．１９％

６ 常德财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０．８５％ ４．８１％ ５．６６％

７ 衡阳市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０．８５％ ４．６０％ ５．４５％

８ 株洲高科火炬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０．８８％ ４．９３％ ５．８１％

９ 常德财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０．９０％ ５．０９％ ５．９９％

１０ 浏阳市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０．９２％ ５．６１％ ６．５３％

１１ 湘潭县莲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０．９３％ ５．８３％ ６．７６％

１２ 怀化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０．９６％ ４．１２％ ５．０９％

１３ 岳阳市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０．９７％ ４．５０％ ５．４７％

１４ 常德美源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０．９９％ ５．０２％ ６．０１％

１５ 株洲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４．６６％ ５．６６％

１６ 瀚华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１．００％ ６．５３％ ７．５３％

１７ 蓝山县财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５．７０％ ６．７０％

１８ 湖南金信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３％ ５．８１％ ６．８５％

１９ 隆回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３％ ６．３５％ ７．３８％

２０ 湖南省国信财富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４％ ４．７３％ ５．７７％

２１ 邵阳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８％ ５．３３％ ６．４１％

２２ 娄底市兴娄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０９％ ５．０２％ ６．１１％

２３ 宁远县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１０％ ７．０７％ ８．１７％

２４ 郴州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１１％ ５．６８％ ６．７８％

２５ 湖南省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１４％ ６．１８％ ７．３３％

２６ 桃源县惠民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１４％ ５．３０％ ６．４４％

２７ 岳阳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１７％ ６．４１％ ７．５８％

２８ 益阳市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５％ ４．８７％ ６．１３％

２９ 湖南德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２５％ ５．４１％ ６．６６％

３０ 湖南众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２７％ ３．１７％ ４．４４％

３１ 湖南省麓谷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２７％ ４．９３％ ６．２１％

３２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２７％ ４．６８％ ５．９５％

３３ 怀化市财信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７％ ５．１２％ ６．３９％

３４ 湖南省文化旅游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２９％ ５．０３％ ６．３２％

３５ 永州市潇湘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３０％ ５．５３％ ６．８３％

３６ 邵东县鼎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３３％ ５．６４％ ６．９７％

３７ 株洲丰叶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３％ ４．９１％ ６．２４％

３８ 湘潭中小微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３６％ ４．８９％ ６．２５％

３９ 湖南金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３７％ ５．８３％ ７．２０％

４０ 耒阳市互惠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４３％ ５．８９％ ７．３２％

４１ 湘潭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５１％ ４．７０％ 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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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站在“十四五”的起跑线上，再担保公司将
继续集中精力、增强定力、开足马力、形成合力抓好主业
主责，聚焦小微、“三农”等普惠金融领域，进一步发挥担
保体系分险作用，切实强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责任
意识和使命担当，助力全省担保业务实现规模跨越式发
展。一是稳步提升再担保业务规模。推动全省14个市级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注册资本金全部达到3亿元以上，
县市机构覆盖率不低于60%；立足我省“三高四新”发展
战略，通过全省担保机构标准化产品筛选、整合、复制、推
广，整体提升传统担保业务规模；大力推动“银担E贷”、
“湘担E贷”批量产品合作，进一步提升合作担保机构业
务规模，整体把控项目风险。二是大力推进配套政策落地
实施。力争与全省14个市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完成
签约，落实“持续的资本金补充、风险补偿、保费补贴、业

务奖励”四项配套机制，加大对合作机构资本金规模、放
大倍数、业务结构、代偿率和政策支持等指标的实时监控
力度，通过与地方政府协调沟通，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通
过增资、兼并、重组等方式整合现有政府性融资担保资
源，进一步强化市级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资本实力与业
务拓展能力。三是加快数字化新担保转型升级，持续发挥
金融科技赋能作用。省融资再担保公司立足担保大数据
经营理念，实现机构准入、项目备案（含批量业务）、风险
分担、代偿补偿、保费补贴、数据统计全线上处理，大幅提
高部门工作效率及准确度，并积极引导体系内合作担保
机构建立直保业务系统，构建系统批量担保业务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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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备案业务年平均

担保费率

备案业务年平均

贷款利率

备案业务

综合费率

４２ 张家界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５２％ ５．７７％ ７．２９％

４３ 湖南先导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５２％ ４．０２％ ５．５４％

４４ 长沙市中水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５２％ ５．０８％ ６．６１％

４５ 张家界经济发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５７％ ５．８７％ ７．４３％

４６ 浏阳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７７％ ６．１４％ ７．９０％

４７ 张家界市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９％ ６．０６％ ７．８４％

４８ 湖南常宁裕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８０％ ５．０９％ ６．８９％

４９ 祁阳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８１％ ５．９３％ ７．７４％

５０ 邵阳云山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８％ ８．７５％ １０．６２％

５１ 湖南联保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５％ ５．０４％ ６．９９％

５２ 长沙市望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５．６６％ ７．６６％

５３ 湖南大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５．７８％ ７．７８％

５４ 嘉禾嘉盛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５ 湘西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合　计 １．１９％ ５．４４％ ６．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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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湖南省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坚持以服务中小微企业、“双创”和“三农”为
宗旨，以全省各级园区、优势产业链、先进制造业、科技型
创新创业企业为重点，为全省中小微企业、“双创”和“三
农”提供融资担保服务。以积极创新转型发展为重心，打
造成为全省担保机构的“样板田”、“试验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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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于2004年12月，注册资本10.023亿元，
是湖南省融资担保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公司成立以来，先
后推出了湘汇担、知识产权担、政银担等20多个特色担
保产品。先后荣获“全国担保机构三十强”、“最具品牌价
值的担保机构”、“最具影响力担保机构”等50多项荣誉，
成为湖南省融资担保行业的“金字招牌”。

公司坚守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定位，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和湖南省融资担保集团、再担保体系的要求，切实
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以全省各级园区、优势产业链、
先进制造业、科技型创新创业企业为重点，为全省中小微
企业、“双创”和“三农”等有市场、有前景、有竞争力的企
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按照政策性、普惠性、专业化、标准
化、科技化“两性三化”的原则，以创新发展为抓手，不断
创新担保产品，优化担保流程，深入银行、深入园区、深入
企业，更好地履行政府性担保机构的责任和使命，加大担
保扶持力度，在解决全省中小微企业、“双创”和“三农”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1,2345

公司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

企业使命：铁肩担责任，使命保初心；
企业精神：诚信展业，普惠共赢；
经营理念：求真务实，创造一流，精准服务，质优高效。

*6,789:;<

公司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相关组织结构，法
人治理结构健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党支部、经营层
设置完善，权责清晰，开创了党建引领的新局面。公司设
有担保业务部、创新发展部、风险管理部、资产保全部、财
务部、综合管理部6个部门。各部门各司其职、相互支持、
相互协作，积极发挥职能作用。

公司拥有一支专业能力强、高素质的担保人才队伍。
公司在岗职工64人，均具有扎实的业务知识和丰富的实
践经验，其中本科和研究生学历职工占比84.38%；注册
会计师13人，律师4人，注会和律师职工占比26.56%；
中高级专业技术职业资格职工占比39.06%。

'()*+,-./01234$

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图一：公司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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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公司合作金融机构情况

序号 金融机构 序号 金融机构

１ 长沙银行 １０ 渤海银行

２ 建设银行 １１ 平安银行

３ 农业银行 １２ 三湘银行

４ 华融湘江银行 １３ 光大银行

５ 交通银行 １４ 兴业银行

６ 浦发银行 １５ 沅江浦发村镇银行

７ 中国银行 １６ 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８ 北京银行 １７ 中信银行

９ 工商银行

书书书

表二：公司股东及出资情况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股东基本情况

湖南省融资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

９４２３０ ９４．０２％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８日，省融资担保集团正式注册成立，首期注册资本金４０亿元。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初，经省政府研究同意，省融资担保集团注册资本金增至６０亿元。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２日，省融资担保集团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ＡＡ＋升至ＡＡＡ，成为
湖南唯一一家拥有ＡＡＡ评级的专业融资担保机构，正式跻身全国担保行业第一
梯队。

益阳高新产业发展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２．９９％
益阳高新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益阳高新技术产业资产经营总公司改制
而成的国有独资企业，注册资金１０．８亿元。

湖南德诚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２．９９％
湖南德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系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全资控股的国有政策
性担保公司，注册资本２．３亿元。

*+,%-./01234567

公司注册资本10.023亿元，截至2020年12月末，
资产总额15.11亿元，其中：流动资产14.64亿元，固定
资产1734.08万元；负债总额 4.1亿元，其中：流动负债
2.59亿元；净资产11.12亿元，其中：实收资本10.023亿
元；全年累计实现收入5612万元，两金前利润总额2730
万元。公司自成立以来累计实现各类收入总额达12.24

亿元，上缴利税突破2.6亿元，积极践行社会服务效能。

*8,9:.$;/

2020年，公司与建设银行、长沙银行等17家银行签
订落实了2：8分担协议，授信总规模超150亿元，与合作
银行建立了长期有效的沟通机制。同时，公司累计纳入比
例再担保范围项目达72亿元。合作金融机构情况如下：

*<,=>?@

■公司荣获湖南省融资担保协会“优秀融资担保机
构”、“融资担保创新奖”；

■公司荣获红网“金融工匠”；
■公司荣获长沙高新区管委会“科技金融优秀服务

机构”；

■公司董事长李文武荣获“第一届湖湘最美丝路青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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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由5人组成，1名董事长，4名董事，其中
职工董事1名，监事1名。

*6,789:;2345

公司高级管理层成员4名，其中董事长1名，总经
理1名，副总经理2名，分别负责管理担保业务部、创新
发展部、风险管理部、资产保全部、财务部、综合管理部。

*<,=>9?45

公司已建立严格的担保事项事前评估、事中监控、事
后追偿与处置程序，项目从预审到受理、调查、评审、落实
反担保条件、签订各项法律合同、责任追究，流程控制全
备，风险防范制度健全，管理规范，专业性强。

!"#@ABCDEFGHI7=>9:JK

2020年，公司把整章建制作为重要抓手，坚持以制
度管人管事，通过对原有规章制度不断的修正、补充和完
善，相继出台制度近20个，涵盖了党建纪检、业务操作、
项目审批、风险控制、激励约束等方面，与集团的制度衔
接紧密，已形成一整套较为全面的担保业务管理、风险管
理、财务管理等内部管理制度，实行规范化运作与管理。
在业务运作中，坚持严格程序、严格流程、严格审批，不断
提高内部管理水平和质量，公司有章可循、令行禁止的良
好风尚逐步形成。

$"#LMNOPQRSTUVEWXYZ[

公司以省内的“中小微”、“双创”、“三农”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为担保服务对象。申请担保的企业必须产品有市
场，经营有效益，有履约还款能力；诚信守法，稳健经营，
资信良好，无信用劣迹；在担保客户选择上，注重成长性
能好，信用意识强，且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
方向的客户，并积极响应国家部委、省委省政府的经济发
展战略和行业指导政策，重点扶持国家及省委省政府支
持的产业。

%"#\]^_0?

一是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对于“三重一
大”事项支委会进行充分的事前研究，为公司经营层决策
提供参考依据。二是建立健全公司决策执行系统。按照
“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挥“担保业务审批委员会”集
体决策作用。实行层次管理、逐级指挥、逐级报告制度；建
立公司政令传递制度，确保经营层决策得到有效执行；三
是建立健全“项目经理负责制”与“担保业务审批委员会

评审制”相结合的业务决策运行系统。由部门团队负责人
和项目经理全程负责担保项目从客户申请担保至担保项
目解除的全过程管理，负责进行市场营销和客户关系管
理，向目标客户提供综合配套、优质高效的服务；同时，组
织担保业务审批委员会对担保项目进行集体评审、集体
决策；对担保项目从项目经理、部门团队负责人到参与项
目评审决策的其他人员实行“风险责任终身追究制”，分
别按相应责任承担项目风险；四是建立健全公司业务风
险管理系统。公司下设风险管理部、资产保全部，履行公
司业务风险的控制、预警、化解和债务追偿等管理职能；
同时，公司实行了户籍回避制度和零中介制度，并积极加
强风险管理部门力量，提高风险管理工作质量，公司的风
险管理能力已得到行业内同行及合作银行的一致认可；
五是批量业务执行总体风险控制，根据收费设置合理赔
付上限，确保公司保本微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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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和制度，不断提高经
营风险识别预警能力、决策风险防控能力和风险化解能
力，确保公司各项业务稳健发展、国有资产发挥效益，实
现公司功能价值和可持续经营为风险管理目标。

!"#deEWDf

严格执行项目尽调、项目评审、风险分类、保后监管、
动态预警、责任追究等一系列风险防控制度，结合企业经
营实际灵活运用多种反担保措施，划定客户融资红线，推
行风险共担，合理规避风险。2020年，公司陆续出台了《担
保业务保后管理办法》、《风险管理暂行办法》等风险管理
相关制度。

$"#deabg?hEDf

公司风险管理坚持管理全覆盖、独立开展、相互制衡
的原则。一是公司风险管理覆盖公司所有管理机构、部门
和人员；覆盖所有风险种类；覆盖调查、决策、执行、监督、
反馈等各项业务过程和业务环节。各个岗位职责明确风
险防控责任，各项业务明确主要风险点及对应的防控措
施。二是建立了担保业务审批委员会、总经理办公会、风
险管理部、其他职能部门联动的多层次、相互衔接、有效
制衡的风险管理审批流程。三是公司风险管理机构独立
开展风险识别、评估、报告和控制工作，对各项业务提出
风险防控意见和措施。四是完整的业务活动横向上分配

!"#ijkL$%&'lm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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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相互制约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门或岗位完成，纵向
上至少经过互不隶属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岗位或环节完
成，形成相互制衡的运行机制。以建立风险管理状况的分
析、评估、持续改进、风险提示与报告为抓手，加强内部横
向与纵向之间的协调配合。五是对项目严密跟踪监管。公
司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对存量客户实施跟踪
监管，重点掌握存量客户的组织架构、经营范围、法律诉
讼等情况，合理规避风险。基本实时对项目进行风险监
控，每月形成风险监测报告，每个季度对项目进行风险分
类，为公司开展新业务和存量项目风险化解提供参考。

!"#*+,-.&

公司先后与政府、银行、企业和园区就部分担保业务
加强合作，通过设立风险补偿资金，按照一定比例共担风
险。目前符合条件的担保项目基本分别按照财政、公司、
合作银行、园区或政府“4321”比例共担风险。

$"#/0,-12

公司线下业务全年受理项目608个，受理后排除122
个，评审过会项目90个，金额85342万元；审批标准化产
品及线上审批项目382个，审批金额119946万元。公司
全年存量项目压缩退出296户，金额95427万元。

%"#/03456

公司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企。对历史代偿项目存在
的违纪违规问题，严肃问责追责，树立“尽职免责、失职追
责”的鲜明导向。公司根据项目风险发生原因给予相关责
任人经济处罚、行政处分，如有违法行为坚决移交司法机
关进行处理。

&"#/0789:

公司对担保代偿项目，按照“一户一策”原则制定风
险化解方案，明确分工，责任到人，严格考核。通过法院诉
讼、追偿化解、已核销项目持续追偿、参与项目资产拍卖
分配、协调化解、重组解保、联合惩戒、上下联动等方式，
多措并举进行代偿追偿，2020年度积极追偿回款 8156
万元。

'"#;<=>?@,-ABCDEFGHIJKLM

公司接到各部门的重大突发风险报告后，立即评价
突发事件影响，提出风险应对建议方案，经公司研究讨论
决定后组织实施。

NOPQR,-SK

公司信用风险的管理采取建立风险的矩阵式防御体
系。横向建立前、中、后“三道防线”相互协调、有效制衡的
管理机制。其中，业务条线承担风险管理的直接责任；风

险管理条线承担制定政策和流程，监测和管理风险的责
任；评审条线承担项目及事项通过审批的责任。着重发挥
第一道防线中业务条线的风控作用，完善“三道防线”相
互依托、相互补充的运行机制。

NTPUVW,-SK

2020年，通过多种方式补充公司流动资金1.77亿
元，其中担保业务收入3666.82万元，利息收入1359万，
不良代偿回款8156万元，各级财政奖补资金3698万元，
公司积极与各级产业园区开展合作，由公司引导，园区主
管单位出资设立园区企业融资担保风险基金，园区风险
基金800万元等，进一步充实了公司的流动资金。

NXPYZ,-SK

公司为加强对市场风险的管理，定期收集风险相关
的内外部信息，包括历史数据和未来预测数据，并进行整
理和记录，密切关注宏观经济指标和趋势，评估企业现有
市场风险管理水平，帮助企业建立市场风险度量模型，设
置预警指标，并制定应对方针；定期分析所处的内外部风
险环境，并对整体所面临的重大风险进行评估。

N[P\],-SK

公司为加强操作风险管理，通过制定完善而严密的
业务规章制度，使担保业务流程、权限、审批有章可循。不
同部门之间按照“审保分离”原则，明确职责和分工，互相
制衡。建立前、后台制衡机制，明确和细化操作程序和控
制措施，实行违规操作报警和中止制度。同时升级担保业
务操作系统，将业务流程电子化，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
使业务环节有迹可循、业务流转有据可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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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公司坚持风控优先原则，聚焦转型创新，大
力发展担保业务，切实履行支小支微使命。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后，在整体经济环境较为艰难的形势下，公司主动作
为，积极推出紧贴市场的六项举措，多措并举提高融资担
保服务效率。通过不断创新担保产品，持续加大风险项目
处置力度，圆满完成各项经营任务指标。截至2020年12
月31日，公司在保户数4567户，在保金额490790万元。
全年累计担保额694014万元，户数5257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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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公司最大十家客户集中度明细表

序号 客户名称

１ 湖南众鑫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祥源梅溪湖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３ 湖南雅城新材料有限公司

４ 湖南南粤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５ 吉首市腾达经济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６ 湖南省沙坪建设有限公司

７ 湖南中电嘉旺智能车库有限责任公司

８ 湖南轩华锌业有限公司

９ 长沙中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１０ 洪江区创洪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书书书

表四：公司最大三家关联客户集中度明细表

序号 客户名称

１ 湖南豫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肖谦

２

湖南玉新药业有限公司

长沙德凯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中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３
湖南诺舟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湖南双鹏医药有限公司

*+,-./01

公司自成立以来，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提取担保赔偿准
备金、未到期责任准备金，2020年末累计未到期责任准备
金余额为1833万元，累计担保赔偿准备金余额为13283
万元，一般风险准备金余额为862万元，三项准备金达到
1.6亿元。

*2,34501

公司最大十家客户和最大三家关联客户具体明细
如下：

*6,789:01

公司担保业务放大倍数为4.37倍，融资性担保业务
放大倍数为4.45倍。

公司始终坚持依法合规经营，及时将经营数据和业
务情况上报至各主管部门。2020年通过了湖南省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的例行检查，并按照检查意见积极

进行了相关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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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公司坚持政策性引导，深化主动服务意识，
主动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产业、重点园区、重点项目的
金融服务支持，对20个产业链和园区的市场需求进行
调研，积极对接政府和银行，围绕客户需求的难点焦点
问题积极探索并提供新的服务方式，加大对中小微企业
和“三农”的支持力度，深入践行普惠金融战略。2020年
新增融资单户 1000万元（含）以下担保金额占比 96%，
新增融资单户500万元（含）以下担保金额占比89%。截
至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在全省各级园区内企业在
保户数221户，在保额10.65亿元；20个优势产业链企
业在保户数111户，在保额5.01亿元；各个县域企业在
保户数123户，在保额4.97亿元。同时公司还重点聚焦
支持“三农”，累计提供融资担保服务 243笔，金额 7.8
亿元。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扩大，质量提升，社会功能效益
发挥增强。

*+,JKLMNO@PQRST#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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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积极推动业务品种、
政银担合作模式，信息化创新建设发展。根据全省各级
园区、20个优势产业链企业的需求，积极推出5个创新
担保产品；与9个园区、政府签订风补合作协议，风补基
金总规模达到12056万元；在湖南省融资担保集团的指
导下与5家银行签订批量合作协议；新业务系统已正式
上线运行，并在全省担保体系首创推行业务系统电子
开票。公司在担保产品创新、政银担合作和信息化建设
方面走在全省前列。省内外多家担保机构及银行相继
到公司学习交流，公司多个创新担保产品已在地市担保
机构得以借鉴复制，间接地推进了担保体系建设和再
担保规模，公司已成为全省担保行业名副其实的“样板
田”。

*2,Z[\G@]^=_>?

借助大数据和金融科技的力量，与长沙银行研发并
推出“长湘担－长湘贷”、“长湘担－税e贷”批量化线上
产品，支持中小微和“三农”发展。通过线上智能决策办理

!"#4>`a$%&'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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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批量获客，真正实现了“见贷即保”，做到“省时、省
力、又省钱”，达到了“提质”、“增效”、“扩面”、“降费”的目
的，切实为企业节省成本，提高了服务效率，拓宽了中小
微企业融资渠道，有效缓解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窘境。
2020年“长湘担－税e贷”线上产品推出仅半年多时间，
公司累计为全省近4800家中小微企业提供了约50亿元
的担保服务，带动新增产值250亿元左右，新增税收超
10亿元。通过不断完善、畅通和创新融资渠道，加大政策
支持力度，稳定并拉动了劳动就业。

*+,-./0123456789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坚决贯彻省委省
政府、省财政厅和省融资担保集团的决策部署和要求，公
司制定了《关于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六项举措》，
积极采取多种措施支持全省中小微企业和“三农”应对疫
情，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坚决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一是续保续贷，共渡难关。疫情防控期间，对受疫情影响
较大的行业、企业和企业主，积极采取续保、续贷措施，不
抽贷、不断贷、不压贷，协同合作银行为企业共渡难关，帮
助顺利复工复产、战胜疫情。二是新增担保，抗击疫情。公
司为欧亚药业等13家抗疫重点企业提供总金额6550万
元的防疫应急担保贷款，硬核支援抗疫重点企业。三是减
费降本，共克时艰。公司在原有担保费率基础上进一步下
调，对相关企业的收费降至1%以下，对直接参与疫情防
控的企业和省市重点名单企业执行0.5%的担保费率，公
司切实履行降费让利的社会职责。四是助力捐赠，支援抗
疫。公司联合在保企业泰瑞医疗等40多家企业，共计捐
赠物资达1512万元。

*:,;<=>?)@AB73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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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一直坚持本色，不忘初心，积极支持社区经济发
展。公司多次参加街道和社区组织的企业融资交流座谈
会，现场为企业提供融资担保业务咨询，努力为社区建设
贡献力量。长期以来，公司积极引导全体员工参加社会公
益事业，多次组织关爱社会、奉献爱心活动，回赠社会。
如：开展“微光大义，致敬白衣天使”志愿服务、组织慰问
社区困难老党员、参加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垃圾分类
进楼栋，绿色环保入人心”志愿者活动、进行拾荒慢跑等
公益活动。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奉献爱心，努力为构建和
谐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

乘风破浪，砥砺前行。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
局之年，也是省中小担保公司迈上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
起步之年。公司将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登高望远，坚持服
务中小微企业、“双创”和“三农”的定位，拓展各方合作的
深度和广度，把金融活水更精准地引向有市场、有前景的
企业，服务全省“三高四新”发展战略，为湖南的经济发展
作出积极的贡献，以优异的发展成绩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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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经济建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湖南交通建设
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建担保”）于2013年
12月成立，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系湖南省融资担保
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自成立以来，秉承“支持企业发展，促进地方经
济建设”的发展思路，为省内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上
市公司、拟上市公司及大中型民营企业等提供融资担保；
兼营投标担保、工程履约担保、诉讼保全担保等非融资担
保业务以及与担保业务有关的咨询服务；依规以自有资
金对外投资等。未来，公司将重点服务于“三高四新”战略，
努力将自身打造成独具经营特色的一流金融服务企业。

截至2020年末，公司已累计为省内140多个项目融
资担保逾75亿元（不含债券担保项目），有力支持了园区
建设、水利工程、综合管廊、产业项目发展等，推动了20
个新兴产业链上优秀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逐步发展成为省内融资担保行业
资本实力雄厚、资产质量优良、服务水平较高、盈利能力
较强的优质企业之一。

*1,2345

经建担保按照集团“铁肩担责任，使命保初心”的经
营宗旨，按照市场化运营原则，本着“服务优良、管理精
细、作风严谨、业绩突出”的经营理念，公司担保规模稳步
增长，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6,789:

目前公司高管4人（其中董事长1名，总经理1名，

副总经理2名），内设担保业务一部、担保业务二部、风险
管理部、综合管理部4个部门。公司正式员工25人，其中
全日制本科学历10人，占比40%；研究生学历9人，占比
36%。公司架构为：

*;,<=>$?:

2020年，公司持续加强与银行机构的业务交流、信
息沟通，推进银担合作纵深发展。截至2020年末，公司已
与建设银行、长沙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
华融湘江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渤海银行等17家
银行建立合作关系，授信额度172亿元，公司担保能力
得到各家银行的高度认可。

*@,ABCDEF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11.91亿元，
其中货币资金11.41亿元；公司负债总额1.63亿元，其
中未到期责任准备1976万元，担保赔偿准备金1.09亿
元；公司所有者权益10.28亿元，其中实收资本10亿元，
盈余公积1056万元，一般风险准备1056万元；资产负
债率13.69%；全年营业总收入4737万元，全年利润总额
961万元，上缴企业所得税843万元。

'()*+,-./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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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公司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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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经建担保融资担保业务在保前十大客户基本情况表

序号 担保客户 项目简称 所属行业 业务类型
担保责任

余额（万元）

担保责任余额／
净资产（％）

１ 浏阳现代制造产业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１７产建绿色０２ 基础设施建设行业 债券分保 ２４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２

２ 临武县舜发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１７临武舜发债 基础设施建设行业 债券分保 ２４０００．００ ２３．３７

３ 湘乡市东山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１７湘乡０２ 基础设施建设行业 债券分保 １８７５０．００ １０．９５

４ 桃江县城市建设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 基础设施建设行业 银担业务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９．７４

５ 湖南平江常胜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 基础设施建设行业 银担业务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９．７４

６ 汨罗市湘汨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 砂石开采建筑业　 银担业务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９．７４

７ 益阳市龙桥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 基础设施建设行业 银担业务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９．７４

８ 益阳大通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基础设施建设行业 银担业务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９．７４

９ 湖南沅江桔城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 基础设施建设行业 银担业务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９．７４

１０ 桃江县竹乡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 基础设施建设行业 银担业务 ９９５０．００ ８．００

!"#$%&'()*+,-

*+,-./012

作为国有企业，公司始终将党建工作放在重要位置，
永葆正确方向，着力提高全员政治素质。公司党支部全面
履行党建工作主体责任，政治保障与组织保证作用明显
增强。一是及时组织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习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定初心使命；
二是持续提高支部“五化”建设水平，充分发挥班子表率
作用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促进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三
是把准意识形态，全面提升政治“三力”，提高全体党员政
治修养，坚定党性，对党忠诚；四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做
到清正廉洁。

*3,-.4567

一是严格项目准入。严格政策合规性审查，确保融
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保每笔业务资金投向符合国家
产业、信贷等政策，规范贷款用途。严格融资主体财务
及偿债能力审查，始终将第一还款来源保障放在首位，对
融资主体各项财务指标进行认真测算和分析，对其是否
处于正常水平予以客观评价，审查其还款来源是否充分。

二是完善风险管理体系。2020年，在公司现有风险管

理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工作与业务需要，增补了7项制度，
共制定了业务操作、风险管理、法律性文件审查、保后管
理、档案管理、资产保全、外聘律所管理等31项内控制
度，搭建起较为完善的风控体系。

三是切实加强全流程风控。加强项目风险事前、事中
和事后的识别和防范。近三年未出现一笔风险代偿项目。
对在保项目，做好风险管理统计分析和数据报送工作，按
季进行保后管理，每半年至少1次现场检查，及时了解
项目现状，及时发现与整改风险隐患。

四是严格内部管理，提升队伍素质。作为金融企业，
最宝贵的资源就是人才，而公司整体队伍较为年轻，人
员素质不一，我们既坚持制度考核，严格管理，又坚持
传导压力，加强培训，不断提高员工队伍素质，提升工作
质量。

."/01234

截至2020年末，公司自营项目在保余额26.95亿元，
承办集团发债担保业务余额110.65亿元。全年新增担保
95.87亿元（含承办集团发债项目81.6亿元），年末代偿
余额1641.52万元。2020年公司直保业务担保费收入为
3952.14万元，较2019年增长37.10%。

5"6789:;34

*+,89:;<=#>?@A0BCD

一是助力实施“135”工程。公司促成集团与湖南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2020年公司提供贷款
担保1亿元，加快推进湖南二建在怀化靖州县承接产业
转移标厂项目落地。二是助力省内园区建设。近三年公司
累计为园区标厂及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贷款担保 7.6亿
元，包括平江高新技术产业园、桃源县经开区、新邵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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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区、益阳龙岭工业园、沅江高新区等9家园区。同时，公
司还为园区产业升级提供支持，累计承办集团债券担保
54亿元，有力推进常德高新区机械产业园、长沙雨花经
开区雨花智能制造中心、宁乡高新技术产业园等9个重
点项目。三是促推民生项目落地。近三年公司累计为民生
项目提供贷款担保6.6亿元，包括临武县和益阳市大通湖
区殡仪馆建设、安化县农贸市场建设、岳阳县污水厂建设、
湘阴县自来水厂建设、攸县建材市场建设等。同时，公司
承办株洲市攸县阳光养老产业债、常德石门县产业扶贫
债、岳阳临湘市棚改PPN、衡阳高新投棚改企业债、邵东
市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企业债等项目34.45亿元，有效提
升当地民生福祉。

*+,-./01203456789:

;<=>

近三年通过“自接自盘”、“替换他盘”等方式为衡东
县、中方县、麻阳县、新晃县、双牌县提供贷款担保逾8亿
元，通过“发新还旧”方式为湘乡市、湘阴县和永州市提供
债券担保15亿元，以市场化方式依法依规参与化解存量
隐性债务。

*?,-.@ABCDEFGHI

公司充分发挥担保杠杆作用，积极服务长江大保护、
湖南“一带一部”、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等国家重大战
略项目，包括为湘西高新区、郴州桂阳县工业园等提供增
信，近三年贷款担保金额逾3.7亿元，债券担保金额逾46
亿元，助力推进当地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

*J,AK9LM:NOP5QRSTU

VW

2020年公司承办发行集团担保债券14只，金额81.6
亿元，其中多支债券创下了2020年湖南省内同品种、同级
别、同期限最低利率等多项记录。雨花经开9亿元7年期
债券发行利率4.95%；永州经开9亿元5年期债券发行利
率5.27%，其同时发行的无担保6亿元债券利率7.39%，而
正因为此前9亿元担保才能促进后续 6亿元的成功发
行。通过集团担保，平均每支债券综合成本至少降低1个
百分点，增信降费效果明显。

*X,YZ[NEM:\]^_

在传统业务基础上，公司不断探索和积极寻求新的
业务渠道及模式，拟借助集团、政府部门、银行等相关资
源，建立批量式业务开发通道，推进投担联动等等。

!"#$%&

展望未来，公司将在集团统一领导下，不断提升政治
“三力”，发扬“三牛”精神，创新业务模式，主动深入市县
园区服务，加强与同行合作联动，充分发挥担保增信功
能，为我省先进装备制造企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
新企业等实体经济提供优质担保服务，为我省“三高四新”
战略实施和全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abcd)efgcd'h`ijklmn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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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属国有全资政策
性担保机构，由省财政厅出资和管理，公司业务接受省财
政厅、农业农村厅共同管理和指导。公司于2017年3月
改组成立。坚持政策性、专注性和独立性，主要为全省“三
农”融资提供担保服务，包括农业生产及与农业生产直接
相关的产业融合项目，重点对粮食、生猪等重要农产品生
产提供支持。公司是全省最大的农业担保机构，注册资本
金21亿元，在全省14个市州均设有分支机构，基层和
乡村服务能力突出。公司始终遵照省委省政府要求，以全
省最优费率收取担保费用，通过低收费政策让利“三农”，
通过担保融资扶持“三农”发展，在缓解农业产业发展融
资难、融资贵、融资慢，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
农村发展新动能，助力脱贫攻坚，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23456789:;<=>

公司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塑造湖南农担企业文化和
品牌形象。我们始终将“以文化人、以人兴业”作为队伍建
设的着力点，注重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努力铸造农担品牌
形象。一是建设农担精神文化。我们凝聚全司员工的智
慧，提炼出了“服务三农，惠泽三湘”的企业使命，明确了
“专业、专注、创新、担当”的企业文化内核，确立了“青春
农担，快乐工作”的工作理念，给公司员工点亮了一盏盏
指路的“明灯”。二是建设廉洁从业文化。始终把确保农担
项目资金和农担员工职业生涯“两个安全”作为廉洁从业
文化建设之根本，组织开展了“廉洁从业、情怀农担”主题
演讲比赛，参观监狱进行警示教育，举办廉洁从业专题讲
座，观看警示教育片，使廉洁从业意识深入人心。三是建

设农担行为文化。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2020年
2月6日，组织开展“同舟共济、共抗疫情”募捐活动，募
集近10万元资金，捐赠至“湖南省财信公益基金”，用于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ABC5DEFCGHIJKLM

2020年内，公司总部设置经营管理部门9个，分公
司分支机构15个，办事处分支机构101个。为进一步服
务公司业务高质量发展，2020年底，公司按照深化改革
要求，全面启动机构精简工作，压缩管理层级，减少总部
部门设置。将“总－分－办”三级管理架构改为“总－分”
两级，实现管理扁平化、便利化。精简总部机构，对职责
重叠部门合并、集中部门拆分，形成定位准确、职责合
理、边界清晰，既衔接协调，又互相制衡的管控体系；2020
年内，公司共有专职员工158人，其中总部68人，分公
司61人，办事处29人。公司一方面加强员工能力素质建
设，重点对员工进行农业产业、金融政策、法律法规、审计
会计、业务操作等领域的学习培训，提升员工专业素质。
一方面加大员工的合理流动，使人力资源向基层、向一线
倾斜。

*N,OPQR$FC

湖南农担与合作金融机构各自秉承金融服务乡村振
兴的职责，拥有广阔合作前景，在当前良好合作基础上，
向着业务体量更大、合作范围更广、审批效率更快、受益
主体更多的方向发展，向更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
进。公司按照政策性要求并依据国家农担银担合作“三原
则”（免缴保证金，风险分担2：8，实行优惠利率）展开合
作。目前，合作金融机构有18家，包括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商业银行等，获得授信额度209.45
亿元。经过多年持续沟通磨合，与金融机构合作不断深入，

'()*+,-./0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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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阶段性突破，建立了“共同制定准入标准、共同开
展项目尽调、共同做好贷后管理、共同化解项目风险”的
风险管理机制，全方位、全流程防控风险。

*+,%-./01%.234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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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为30.65亿
元，负债总额7.44亿元，资产负债率为24.27%。所有者权
益23.21亿元，较年初增长1.22%，实收资本21.04亿元，
资本金放大倍数为3.43倍。2020年公司总收入17，874.92
万元，总成本16，031.88万元，利润总额1，843.04万元，
净利润898.43万元。

截至2020年末，公司资本金共计21.04亿元，其中
省财政厅出资19.52亿元，占比92.79%，其余17家均为
国有企业或国家资本出资，占比7.21%。

改组以来，公司严格按照《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
办法》、《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及主管部门有关资

本金的使用要求，依法依规使用资金，确保资金的安全
性、流动性。资金的主要使用情况如下：

1.公司用于确保业务发展而存放在各合作银行的资
金13亿元。截至2020年末，公司共与18家银行签订合作
协议，授信总金额为209.45亿元。

2.用于对外投资6.8亿元，其中对外股权投资6.3亿
元；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0.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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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原股东临武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将所持我司股
权转让给临武县舜发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二是原股
东资兴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将所持我司股权转让给
资兴市投融资服务中心；三是南县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名称变更为南县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书书书

表一：公司股东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应缴出资金额

（万元）

实缴出资金额

（万元）
占股比例 出资方式 出资时间

１ 湖南省财政厅 １９５２２８ １９５２２８ ９２．８６％ 现金 ２０１８．１２．１１

２ 中部林业产权交易服务中心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４３％ 现金 ２０１５．１０．３１

３ 湖南省益阳市财源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０．９５％ 现金 ２００９．３．９

４ 郴州市国有资产经营中心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０．７１％ 现金 ２００９．３．９

５ 株洲市行政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４８％ 现金 ２００９．３．９

６ 常德财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４８％ 现金 ２００９．３．９

７ 长沙县星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４８％ 现金 ２００９．３．９

８ 益阳市资阳区国有资产管理局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４８％ 现金 ２００９．３．９

９ 沅江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 ５００ ０．２４％ 现金 ２００９．３．９

１０ 南县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５００ ０．２４％ 现金 ２００９．３．９

１１ 郴州市北湖区国有资产经营中心 ５００ ５００ ０．２４％ 现金 ２００９．３．９

１２ 资兴市投融资服务中心 ５００ ５００ ０．２４％ 现金 ２００９．３．９

１３ 永兴县国有资产经营中心 ５００ ５００ ０．２４％ 现金 ２００９．３．９

１４ 宜章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５００ ０．２４％ 现金 ２００９．３．９

１５ 临武县舜发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５００ ０．２４％ 现金 ２００９．３．９

１６ 石门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 ５００ ０．２４％ 现金 ２００９．３．９

１７ 安仁工业集中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５００ ０．２４％ 现金 ２０１５．１０．３１

２１０２２８ ２１０２２８ １００％

!"#QRST$%&'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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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会于2020年9月22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股东代表17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17
名，代表表决权100%。经各位股东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
过《湖南省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年
度董事会及监事会（筹）工作报告、年度财务决算及预算
报告、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股
东单位变更、不良资产处置等议案，并形成决议。

*:,;<)3=>?@ABCD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由董事长1人、副董事长1人、
董事3人、职工董事1人组成，唐政任董事长。2020年度
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行
使职权，公司治理体系已较为完善，各项治理制度得到了
切实执行。各董事勤勉尽责、诚实守信，较好地履行了法
定职责，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审计委员会、项目评审委员
会、薪酬管理委员会3个专业委员会，权责清晰，运作规
范，提高了董事会的议事质量和工作效率，为公司改革发
展发挥了有效作用。

*E,F<)3=>?@ABCD

2020年，公司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1名，职工监事2
名。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监事会工作管理暂行
办法》赋予的监督职责，按照省农业信贷担保工作指导委
员会、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对监事工作要求，借力审
计监察部，紧紧围绕公司业务高质量发展，主动质询建
言，深入调研督查，加强内部审计，着力纪检监督，不断提
高工作水平和实效，取得了一定成效，较好地发挥监事会
的监督保障作用。

*G,HIJKL3=>?@M-CD

董事长唐政同志负责公司全面工作，主持董事会，履
行法定代表人职责；

总经理吕辉红同志负责公司全面经营管理工作，主
持总经理办公会，分管资产保全部；

监事会主席涂建明同志主持监事会工作，分管审计
监察部、党群品宣部；

董事、副总经理谭智斌同志分管战略发展部、担保业
务部；

董事、副总经理李扬同志分管综合管理部、信息技
术部；

董事、副总经理张芸同志分管计划财务部；
职工董事、副总经理曹长阳同志分管风险管理部。

*N,0OPQCD

坚持用制度管事管人，公司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制度
体系，涵盖业务办理、风险防控、审计监督、廉政建设、行
政后勤、人力资源等各个方面。当前公司制度体系运行高
效，衔接有序。

!"#$%&

2020年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公司面临前所未有的
风控压力。一是年度解保再创历史新高；二是新冠疫情导
致农业项目生产经营压力陡增；三是野生动物禁养政策使
部分特种养殖项目难以为继；四是非洲猪瘟疫情波及的生
猪项目风险时有发生。
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多措并举、沉着应

对，坚决执行并逐步优化“六位一体”全流程风险防控体
系。一是持续优化产品标准。2020年，公司根据国家宏
观经济形势及农业产业发展状况调整“惠农担”系列产
品授信标准，同时增加或调减项目正负面清单，确保精
准授信，严把入口关。二是全面落实分险机制。加强推进
与地方政府、合作银行、龙头机构、行业协会等单位权责
明晰的分险机制。2020年度，公司落实政府及机构分险
项目共41个、分险金额331万元。三是风控触角继续下
沉。完成全省百家分支机构风控网络布局，着重强化各
区域下派风控经理履职责任，确保风控抓手随业务发展
同步下沉，实现迅速反馈，提高处理效率。四是加强风控
统筹调度。2020年初，基于对新冠疫情影响的预判，公
司全面部署“保二”攻坚战。首先在全省范围拉网排查，
对风险苗头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理，积极帮助客户复工
复产化解风险；同时实时监测风控总体指标，按时间进
度逐月、逐周、逐日调度各区域风控工作，一户一策，对
症下药。2020年，公司排查发现有风险征兆项目451个，
化解成功率超 90%，年度担保净代偿率为 1.91%，圆满
完成“保二”工作目标。五是持续压实内审监督。公司
在保业务常规审计与专项审计轮动，廉洁从业常抓不
懈。2020年，公司常规审计覆盖所有分公司并延伸到31
家办事处，抽查项目1215个，并坚决落实责任追究，发
现问题严厉处罚问责。六是加强风险追偿力度。公司创
新开展“春雷行动”，借助政府、银行、村组、律所等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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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对已代偿项目逐户上门催收，通过约谈债务人及
反担保人、张贴失信公告、函告政府部门等方式，有效震
慑违约客户。同时，公司将部分代偿项目转至归属地诉
讼，发挥地方政府及财政优势，提高处置效率，加快出清
不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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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在保余额：654，719万元，累计担保余额：
1，111，020万元。

*0,12./

当年新增代偿额：8，065.43万元，累计代偿：14，980.45
万元。

*3,42567./

当年代偿回收额：2，276.70万元，累计代偿回收额：
3633.42万元，累计损失核销额：0万元。

*8,9:;./

根据国家七部委联合下发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
暂行办法》相关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按照当年担保费收
入的50%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并按不超过当年年末
担保责任余额1%的比例提取担保赔偿准备金。担保赔偿
准备金累计达到当年担保责任余额10%的，实行差额提
取。湖南农担严格按照此办法，及时足额提取未到期责任
准备金和担保赔偿准备金。

2020年，公司共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1，068.18
万元，担保赔偿准备金7，223.66万元。截至2020年12
月31日，公司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余额2，567.41万元，担
保赔偿准备金余额29，074.44万元，一般风险准备金余
额13，366.74万元，各项准备金余额合计45，008.59万
元。各项准备金的足额提取，能有效覆盖公司代偿风险，
以此确保公司平稳健康发展。

*<,=>?./

湖南农担专注农业，政策性业务范围为单户担保金
额在10万－300万，2020年末在保规模中政策性业务占
比93.52%。

*@,ABCD

根据财政部《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与《中小
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风险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担保机构担
保责任余额最高一般不超过担保机构实收资本的10倍，
并将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融资担保公司放大倍数上
限调整至15倍。”截至2020年年末，公司实收资本21.04
亿元，农业项目在保余额65.47亿元，担保业务放大倍数
为3.11倍。公司担保放大倍数既符合财政部对融资担保
机构的规定，同时也体现了公司的风险控制及信用能力，
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助力脱贫攻坚，助力推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FGHI

2020年受多重不利因素叠加影响，公司面临前所未
有的风控压力。一是年度解保 33.61亿元，再创历史新
高。二是受新冠疫情影响，在保项目生产和销售受阻，上
半年展期（贷款到期后延）项目数量已远超2019年全年。
三是受政策调整影响，野生动物禁养、禁售导致大量特种
养殖项目难以为继，项目转型、解保退出带来风险。四是
非洲猪瘟余震未消，生猪养殖项目风险时有发生。面对前
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公司始终绷紧风险管控这根弦，多管
齐下，打出组合拳。一是开展目标责任管理，加强风险管
控力度；二是对症下药，一户一策；三是全面排查风险，实
施预警管理；四是盯紧代偿率指标，加强对代偿项目追
偿；五是推进呆账核销，增强抗风险能力；六是压实审计
监督，形成高压态势。

2020年，公司农业项目担保净代偿率为1.87%，比年
度控制目标2.6%优0.73个百分点，并低于融资担保行业
平均水平。全年担保损失率0%，拨备覆盖率336.34%。

+,-./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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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担引导和培育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的金融
意识和风险意识，分担银行业风险并加强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守法意识、诚信意识和合规意识。截至2020
年末，公司在农业银行在保余额239，711.86万元、2935
户；在邮储银行在保余额134，539.44万元、1974户；在
省农村信用联社在保余额108，729.35万元、1116户；在
中国银行在保余额66641.56、708户。

!"#]F^_$%&'`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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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担坚持以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
第一要务，坚持服务乡村振兴为首要任务。突出支持粮食
生产，并围绕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支持高标准农田
改造和农田水利建设；加强与隆平种业等龙头种业公司
的合作，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与此同时稳定生猪生
产恢复势头，稳健推进油茶、茶叶产业发展，夯实“菜篮
子”、“果盘子”。公司在风险防控的基础上通过担保信贷
产品，金融支持县域范围内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发
展。在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优
化资源配置提供帮助，缓解资金短缺等问题。

*J,67DKL/012GMNO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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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担省公司及下属分支机构，联手合作政府、行
业协会、产业龙头企业、合作银行，每年召开多场联合业
务宣讲会，向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联合宣讲优惠政策
及担保产品，双方在不断发展业务的同时，充分利用各自
优势调动各方资源，加强合作宣传，共同营销拓展客户渠
道，促进银行业与中小企业的协调与合作，共同加强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守法意识、诚信意识和合规意识；同
时，严厉打击逃废银行债务以及弄虚作假的违法行为，保

障服务对象全覆盖的同时为构建我省“三农”良好信用环
境提供有力支持。

*Z, [\]4^_`abcdef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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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末，湖南农担累计撬动140余亿元真金
白银投入省内农业产业发展，公司业务全面覆盖51个重
点贫困县市，创新构建以“农担+市县政府+建档立卡
贫困户”、“农担+农业产业园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农
担+农业产业园区+建档立卡贫困户”三种扶贫新模式，
助力精准扶贫成效明显。全年向贫困地区新增投放“惠农
担”低息贷款17.33亿元，累计带动2，304户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约3.5万人稳定就业。

*v,[\wx@)yz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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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公司组织开展“同舟共济、共抗疫情”募捐
活动，募集近10万元资金，捐赠至“湖南省财信公益基
金”，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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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担保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三
会一层”法人治理结构，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
制。坚持“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并依照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建立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在制度框架下依法依规经营。

*1,2034

文旅担保遵循“简洁、便捷、高效”的原则设置内部职

能机构，设有综合财务部、担保业务部、风险管理部3个
部门。

*5,6789

文旅担保共有正式员工13人。其中，董事长为省融
资担保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兼任；总经理1人、副总经理2
人均为省融资担保集团公司委任。董事会、监事会人员均
为股东单位委派。

书书书

表一：公司股东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出资金额 出资形式 出资比例

１ 湖南省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８０００ 货币资金 ８０％

２ 湖南省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国有 １０００ 货币资金 １０％

３ 湖南文化旅游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国有 １０００ 货币资金 １０％

合计 － － １００００ － １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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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文化旅游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
旅担保”）成立于 2013年 10月，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1亿元整，是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文化强省战略、
缓解文化与旅游企业融资难问题、扶持我省文化与旅
游产业发展，由省委宣传部和省财政厅主导设立的全
资国有融资担保机构，是我省唯一一家专业服务于文化
旅游产业的融资担保公司。2018年，由省委省政府统筹
安排，划转成为湖南省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

*?,@ABC

文旅担保实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管理”的运
营模式，主要为省内注册登记的文化、旅游企业依规提供
融资担保等金融服务。公司经营范围是：贷款担保、发行债
券担保、票据承兑担保、信用证担保、项目融资担保等融
资担保业务；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
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
及财政信用业务；按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核定的期
限和范围从事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D,EF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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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２０２０年文旅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总资产 负债
所有者

权益

营业

收入

利润

合计
净利润

１６０９０．２４１７８０．１４ １４３１０．１０ １１８０．８１４５５．５２ ３４１．６２

书书书

表二：公司合作银行授信及风险分担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主要合作银行 担保授信额 风险分担比例 在保额

１ 建设银行 ３００００ ２∶８ １２０８４．５

２ 农业银行 ５００００ ２∶８ ５７９８

３ 华融湘江银行 ２００００ ２∶８ １２００

４ 北京银行 １００００ ２∶８ １７３０

５ 交通银行 ３００００ ２∶８ １６００

６ 长沙银行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８ ２１２０

７ 中国银行 ２００００ ２∶８ ２０００

８ 浦发银行 ５０００ ２∶８ ４００

９ 工商银行 １００００ ２∶８ ０

１０ 农商行 ５００００ ２∶８ ０

１１ 兴业银行 ３００００ ２∶８ ０

１２ 合计 ４５．５ ２６９３２．５

*+,-$./0123

文旅担保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
行、华融湘江银行、长沙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北京
银行、兴业银行、工商银行、农商行12家银行建立了银担
合作关系，共获得融资担保授信42.5亿元，并实现银行风
险分担。同时，与湖南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建立了再担
保合作关系，系再担保体系成员单位。主要合作银行情况
如下：

*4,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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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省委省政府统筹安排，文旅担保控股股东
由湖南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变更为湖南省融资担保
集团有限公司，成为省担保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二）为落实省委“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的战略部署，

支持文化与科技、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新模式，构建
新型政银合作新模式，切实缓解文创企业融资难点，文旅
担保已进驻马栏山视频文创园，为该园区企业提供优质、

高效的融资担保服务，促进园区产业发展。办公地址变更
为长沙市开福区鸭子铺路1号马栏山创智园4栋4楼。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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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12月31日，在保余额26932.5万元（93
户），当年担保发生额23729.5万元，本年担保解除额为
8387万元，成立至今累计担保额95449.5万元。年末担保
放大倍数1.89倍。

*9,:;23

2020年度代偿476.78万元、代偿率5.19%。

*<,=;>?@23

年初代偿余额4721.03万元，当年代偿回收额1209.8
万元，当年累计代偿回收率49.83%，担保损失率0%。

*A,BC-23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余额138.36万元、担保赔偿准备
金余额1051.55万元、一般风险准备金余额442.32万元，
拨备覆盖率33.05%。

*D,EFGHI23

公司前十大客户在保额合计6750万元，占总在保额
的25%。

23456789:;<

为强化科学治理和规范经营，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
系，落实风险防范在先的要求，文旅担保相继出台了《湖
南省文化旅游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担保业务操作规程（试
行）》、《风险管理暂行办法》、《担保业务风险分类实施细
则》、《保后管理办法》、《反担保管理办法》、《审批委员会
暂行管理办法》、《资产保全管理暂行办法》、《外聘律所管
理办法》、《问责暂行办法》和《问责工作规则》等一系列内
控制度，业务操作、风险控制做到标准化、规范化，并在经
营过程中不断提高识别风险、防控风险和化解风险的能
力，力争稳中求进，在发挥国有政策性担保公司职能的同
时，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公司可持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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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一直重视创新产品的研发，为助力旅游行业中小
微企业发展，解决其轻资产、无抵押的实际融资难题，在
2019年“湘旅担”、“民宿酒店担保”的基础上，2020年相
继开发了“马栏山文创贷”、“建设银行建担贷批量产品”、
“外贸担”，并大力推广，目前批量产品已占到本年新增担
保金额59%以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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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酒店担保贷款是为了解决湖南（目前主要为张
家界地区）住宿行业中小微企业（酒店、客栈、民宿等）资
金不足，满足住宿行业或行业经营者用于开设新店、提质
改造、收购同业等资金需求，由文旅担保为其量身定制
并推出的融资担保金融产品。该产品单笔担保贷款规模
50-500万元；银行借款利率 5.6%/年、担保费率 2%/年
（2020年按1%收取）；对贷款300万元以下的企业基本采
用信用反担保方式；根据贷款企业实际情况，采用分期或
一次性放款的方式，严密监控资金用途；担保贷款期限1-
3年，根据贷款期限及资金用途制定科学的还本付息计
划，并录入金融机构划扣系统，按期扣款。

文旅担保于2019年6月开始推广该项产品，以标准
化审批流程开展业务，截至 2020年12月31日，已完成
27户民宿酒店放款，金额合计5723万元，平均担保余额

211万元/户。
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文旅担保为降低中

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对住宿、餐饮行业采取减半收取担保
费的方式，将担保费率降至1%。同时，对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民宿酒店客户采取全续保、不抽贷、不压贷、协调银行
对其展期和开辟绿色通道等方式，多措并举支持文化、旅
游行业的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目前看来，民宿酒店客户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风险尚在可控范围内。

$"#789:/;&'56-.

公司于2019年4月整体迁入马栏山创智园，并于同
年9月与马栏山园区管委会签订《马栏山文创金融信贷
风险补偿资金合作协议》，协议明确园区管委会设立初始
规模为2000万元的风险补偿资金专户，且每年财政预算
安排确保资金规模。风险补偿资金对实际代偿本金部分
按照3∶7的比例予以分担，即当符合条件的园区企业担
保贷款（单户不超过500万元，期限2年以内）发生代偿
风险后，风险补偿资金对实际逾期贷款本金的30%向文
旅担保进行代偿补偿。同时，园区管委会对纳入风险补偿
资金范围的融资担保项目按担保额的1%给予担保费补
贴，并根据园区企业信用等级给予30%-70%的贷款贴息支
持，以降低其融资成本。

文旅担保于2019年10月正式向园区企业提供融资
担保服务，截至2020年12月31日，已对15家园区企业
出具担保意向函，金额合计为3460万元，目前已放款2989.5
万元。

书书书

表四：在保前十大客户明细

单位：万元

前十大客户 金额 放款日期 反担保措施

通道丹霞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２０２０．９．１０ 房产抵押＋个人保证

美丽湘龙发制品 １０００ ２０２０．８．１０

新邵县风景名胜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２０２０．３．９ 房产抵押＋个人保证

湖南省湘绣研究所 ８００ ２０２０．８．２３ 房产抵押＋个人保证

湖南奔腾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６５０ ２０２０．８．１３ 房产抵押＋个人保证

邵阳市创盛实业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２０２０．９．３０ 房产抵押＋个人保证

长沙妙趣新媒体技术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２０２０．１１．２０ 房产抵押＋个人保证

湘潭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２０２０．１２．１５ 房产抵押＋个人保证

邵阳市元通工艺品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２０２０．１２．１６ 房产抵押＋个人保证

湖南省粟锦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房产抵押＋个人保证

合　计 ６７５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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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建行“建担贷”批量业务已放款6笔，金额合计
1510万元。

$"#*+EFGHIJCDKLM

为助力旅游行业中小微企业发展，解决其轻资产、无
抵押的实际融资难题，在2019年“湘旅担”、“民宿酒店担
保”的基础上，2020年相继开发了“马栏山文创贷”、“建
设银行建担贷批量产品”、“外贸担”并大力推广，目前，批
量产品已占到本年新增担保金额59%以上。

NOPQ)RS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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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文旅担保新增担保额23729.5万元。根据
工信部和中国融资担保业协会的统一计算方式，新增产
值53375万元，新增财政税收2669万元，新增就业4110
人次。

疫情发生后，文旅行业受疫情影响最大，公司启动风
险排查，及时了解客户的经营情况和具体困难，指导其制
定疫情防控和风险应对措施；第一时间与合作银行沟通，
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在保企业采取延期还款、调整还款方
式等措施进行支持，有效缓解了企业的还款压力；对受疫
情影响较大但前景较好的文化旅游企业新增融资需求，
主动开辟绿色通道，减半收取担保费，有力地支持一批企
业复工复产，促进六保、六稳，社会效益良好。

&"#VWQ)RS

截至2020年末，文旅担保已累计为中小微企业提供
了95449.5万元融资担保服务。据测算，累计增加产值
358600万元，累计增加财政税收17930万元，累计增加

就业27612人次。

!"#$%&'(

公司将以盯重点地区、盯重点项目、盯“见贷即保”批
量担保方案、盯团队建设等措施促使业务规模在2020年
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争取2021年实现在保余额50000万
元，较2020年翻一番，2021年，公司以马栏山园区业务
为重点，着重推动批量担保业务在张家界、邵阳、怀化、郴
州、湘西等地区的拓展。目前，公司已与马栏山管委会、各
银行机构进行 2021年金融服务的座谈，对拓展服务主
体、放宽准入条件、修改风补政策提出了建议，力争2021
年在服务效率、服务规模上突破。计划2021年通过联合
长沙农商行、长沙银行等银行为园区企业和实际控制人或
法定代表人提供200万元以下批量担保服务，服务企业50
家以上，新增担保金额5000万元，实现在保金额10000
万元。

为切实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文旅担保
将依托母公司省融资担保集团的优势，与银行共同推进
“见贷即保”的批量化业务模式，充分发挥银行网络、金
融科技、大数据优势，简化担保流程，提高贷款、担保
服务效率，为文化、旅游行业的小微企业提供更为优质、
快捷的融资担保服务，有效扩大银担业务合作规模。同
时，与银行实现风险共担，明确担保责任限额，做到风险
可控。

X*+YZ)[\]YZ'^X_`abc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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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长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前身为“湖南先导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财融担”）于2019年2月
21日正式成立，注册资本5亿元。根据长沙市人民政府
〔2019〕10号市长办公会议纪要明确在湖南先导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的基础上组建长沙市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
的要求，按照长沙市财政局长财经函〔2020〕4号文件明
确将先导担保转型成长沙市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股
东由长沙先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变更为长沙市财政局的
指示，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完成工商变更，4月30日
完成揭牌仪式，正式转型为政府性融担公司。

公司主营业务为：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
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投标担保；诉讼保全
担保；工程履约担保；与担保业务有关的咨询、财务顾问
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自成立以来，公司已
成为国家融担体系成员机构、省建设工程担保示范机构、
省出口便利融资服务机构、省融资担保协会副会长单位，
并荣获2019年度湖南省融资担保创新机构奖、2020年
度湖南省完善金融体系奖。

*1,2345

公司在坚持可持续发展前提下，依规经营，始终把“追
求社会价值，承担社会责任”放在重要的位置，坚持“支
小支农支新”主业，缓解小微和“三农”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

一是坚持主业主责。聚焦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
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以及符
合条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二是聚焦重点对象。重点支持单户担保金额500万元
及以下的小微企业、“三农”主体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优先为贷款信用记录和有效抵质押品不足但产品有市
场、项目有前景、技术有竞争力的小微企业、“三农”主体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融资提供担保服务。

三是为我市22条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提
供融资担保服务，促进产业发展。

四是为企业提供投标保函、履约保函、支付保函等保
函服务，减少企业资金占用。

*6,789:

公司以“服务三高四新、支小支农支新”为宗旨，按照
“主动合规、制度先行、风控优先、审慎经营”的原则，与合
作机构实行风险共担共管、平行作业的高效合作机制。以
专业人员、专业经营、专注实体经济、专解融资难题，为中
小微企业和三农创新主体提供高效便捷、普惠的融资担
保服务。

*;,<=>?

公司设立党支部、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支部书
记1人；董事会设董事3人，其中董事长1人；监事会5

'()'*+,-./0#$

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图一：长沙市长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组织架构示意图

@A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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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银行合作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授信银行 授信额度 风险分担及保证金条件

１ 交通银行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单户１０００万以下（含）的小微、“三农”担保贷款业务，银担２：８责任分担；１０００万以上银
担１：９分担；免保证金。

２ 建设银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单户１０００万元以下（含）的小微、“三农”担保贷款业务银担２∶８责任分担、免保证金；１０００万
元以上３０００万元以下（含）的担保业务，银担１∶９责任分担、５％保证金；３０００万以上无分担。

３ 长沙农商行 ２０，０００．００
对于单户金额在１０００万元以下（含）的小微担保贷款业务、“三农”担保贷款业务，由甲方
承担２０％，乙方承担８０％；前述业务之外的其它担保业务甲方承担１０％，乙方承担９０％。
免保证金。

４ 华融湘江银行 ５０，０００．００

对于单户金额在１０００万元以下（含）的小微企业、“三农”、创业创新市场主体以及战略性
新兴产业等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由甲方承担２０％，乙方承担８０％（指主债权本金、利息以
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主合同项下被担保人的全部债务，下同）；前述业务之外的其它担保业
务甲方承担１０％，乙方承担９０％。

５ 农业银行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单户金额不超过５０００万元、小微、“三农”担保贷款业务，银担２∶８责任分担；其他贷款担保
风险银担１∶９分担；普惠业务免保证金。

６ 中国银行 ５０，０００．００
单户金额不超过５０００万元、小微、“三农”担保贷款业务，银担２∶８责任分担；其他贷款担保
风险银担１∶９分担；免保证金。

７ 长沙银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单户金额不超过５０００万元、小微、“三农”担保贷款业务，银担２∶８责任分担；其他贷款担保
风险银担１∶９分担；普惠业务免保证金。

８ 浦发银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
对于小微担保贷款业务、“三农”担保贷款业务、单户金额在１０００万元以下（含）的担保贷
款业务，由甲方承担２０％，乙方承担８０％；前述客户之外的其它担保业务甲方承担１０％，乙
方承担９０％。

９ 兴业银行 ３０，０００．００

对于符合《关于印发外贸企业出口便利优惠融资办法》（湘财外〔２０１８〕９号）使用范围、并
在动态管理的湖南省中小微外贸企业出口无资产抵押担保融资白名单内的中小微外贸企
业出口无资产抵押担保融资业务、“三农”担保贷款业务、单户金额在１０００万元以下（含）
的小微企业担保贷款业务，由甲方承担２０％，乙方承担８０％；前述业务之外的其它担保业
务甲方承担１０％，乙方承担９０％。

１０ 邮储银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
对于单户金额在１０００万元以下（含）的小微企业、“三农”、创业创新市场主体以及战略性
新兴产业等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由甲方承担２０％，乙方承担８０％；前述业务之外的其它
担保业务甲方承担风险责任比例的１０％，乙方承担风险责任比例的９０％。

合计 ８７００００．００

人，其中监事会主席1人；经理层3人。内设担保业务部、
风控合规部、综合管理部、财务部。设评审委员会，评审委
员会由公司高管、部门负责人组成，主要对担保项目的业
务评审，风控项目的处置等事项评审。

*+,-./$01

目前，公司共与10家银行签订合作协议，授信金额
87亿元。在全省市州银担合作中率先实现了免银行保证
金和“28”风险比例分担。具体情况见下表：

*2,%3/1456789:;

!"#%3/14

公司实收资本5亿元整，由长沙市财政局全额出资，
占比100%。

$"#6789:;

2020年公司资产总额 52731.03万元，净资产
51790.51万元，全年共实现收入 2103.73万元，利润总
额 1558.76万元，负债总额 940.52万元，资产负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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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无带息负债。公司整体财务状况稳健，流动性强，财
务风险低。

!"#$%&'()*+',

公司按照“主动合规、制度先行、风控优先、审慎经
营”的原则，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明确管理权限与人员责
任，根据担保业务特征，公司把党风廉政建设和风险管控
同时嵌入业务流程制度，实现全流程风险管理。

*+,-./012

!"#345-./612

从项目受理、调查、审批、承保、保后监管、代偿和追
偿等所有业务流程，进行全过程风险管理。

$"#37-./612

将风险管理责任分解到部门和每一位员工，建立风险
责任追究制度，增强全体员工的风险管理意识。

%"#389-./612

从担保客户、反担保、公司内部管理、合作机构及外
部经营环境等各个层面的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进行风险
防范和控制。

&"#-.:&;<12

公司自成立以来就非常注重项目风险分担建设，与
银行坚持按照8：2比例分担责任，同时加入省再担保体
系，由国家省分担40%的风险责任，积极响应4321风险
分担原则。

*=,-0>?@ABCDE;

公司设“三会一层”组织架构设立了董事会、监事及
经理层，成立项目评审委员会，项目评审委员会负责1000
万元以下（含）担保项目的审议，公司董事会负责金额
1000万元以上担保项目的审议决策。公司内设担保业务
部、风控合规部、财务部、综合管理部等部门，权、责、利关
系较为明确，具体项目经办设置AB角制度，A角由担保业
务部指派，B角由风控合规部指派，业务办理采取互相协
作、相互制衡、监督的机制。

*F,GHI@

项目办理实行项目经理A、B角双人负责制、审办分
离制、会议评审投票决策制，同时结合党风廉政和项目安
全生产相关规定，要求项目经理与客户首次见面先签《廉

政告知函》，再递名片。制定并修订完善了各项配套制度
规范，包括《担保业务操作规程》、《项目评审委员会工作
规则》、《保函业务管理办法》、《担保业务保后管理实施细
则》、《担保项目尽职调查指引》、《权责手册》、《“三重—
大”制度实施细则》、《董事会议事规则》、《项目评审报告
模板》、《委托担保协议》、《保证反担保合同》、《最高额抵
押反担保合同》、《最高额质押反担保合同》等20多项制
度文件和担保业务的格式合同文本。确保公司各项工作
有章可循，有规可依，落到实处。

*J,K7L?

目前，公司正式在编员工合计21人。董事长、总经理
1人、副总经理1人、总经理助理1人；担保业务部7人；
风控合规部5人；综合管理部4人；财务管理部2人。团
队人员均为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硕士7人，占33%；注
册会计师、律师、管理会计师、经济师、基金经理等中高级
职称9人，占43%；骨干员工均有5-10年专业工作经验，
其中1人系中担协担保法务委员会委员。

-"./012345

*+,&'MNOP

公司2020年共担保49户，担保金额69，480.98万
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在保项目50户，金额
68，777.13万元，其中融资担保业务34户，金额26，930.04
万元。融资担保业务中政策性业务20户，占比58.8%，金
额13，863.04万元，占比51.5%；其中支农支小20户，占
比100%；金额13，863.04万元，占比100%。担保业务放
大倍数1.38、融资性担保业务放大倍数0.54。担保代偿
率为0、担保损失率为0。

*=,QRSTRUVWOP

当年新增代偿额0、累计代偿额0、当年代偿回收额
0、累计代偿回收额0和累计损失核销额0。

*F,XYHOP

2020年全年累计出保49户共69，480.98万元。从业
务类别来看，融资担保32户，非融资担保业务17户。从
金额来看，1000万以上的融资担保业务2户，非融资担保
业务12户；500万以上至1000万的融资担保业务8户；
500万及以下的融资担保业务22户；从行业来看，占比

Z[\Z]$%&'^_`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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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２０２０年公司十大融资担保客户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担保额度

１ 湖南艾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４２００．００

２ 湖南尚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０

３ 新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

４ 湖南连年有鱼进出口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

５ 埃索凯生物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

６ 湖南明康中锦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

７ 湖南元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

８ 湖南科立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０

９ 长沙汇洋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０

１０ 长沙市芙蓉区蝴蝶树形象摄影店 ６００．００

较大的主要有产业制造、外经贸、批发零售等。最大十家客
户集中度明细如下：

*+,-./01

公司自成立以来，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提取担保赔偿
准备金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2020年提取未到期责任准
备金339.08万元；担保赔偿准备金269.30万元；一般风
险准备金179.05万元。

!"#$%&'()*

*2,3456789:;<=>6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企业原本有序的生产经营，
对专注小微三农等普惠金融服务的融资担保公司更是一
场服务能力与风控管理的大考。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公司
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公司领导带领中层干部、
党员主动担当，放弃春节休假，2月3日即返岗复工，快速
反应、多措并举，在做好自身防疫同时，全力支持国家省
市重点防疫物资企业和复工复产企业的融资担保需求。
以主动担当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国企的使命担当。

一是紧急出台《关于新冠疫情期间加强融资担保服
务支持企业渡过难关的六条举措》，即：“即贷即担、提高
效率、降低费率、续保续贷、简化手续、扩面扩贷”六条举
措，并将担保费率降低至1%。

二是响应市委政府和集团部署，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为提高服务效率，公司联手合作银行开发系列防疫标
准化融担产品，提高效率，扩大服务面。与长沙银行联合

推出“暖心快贷”，与交通银行推出“疫融担”。
疫情防控期间，公司重点支持了国家级重点呼吸机企

业明康中锦公司（1000万元）、省级重点84消毒液企业
长沙黑猫日化公司（300万元）、省级重点酒精企业宁乡欧
标公司（500万元）、长沙县重点教育装备企业豪铭文教公
司（600万元）等11户企业，金额达6900万元。保证了企
业生产资金，保障了抗疫物资的需要，促进了企业快速复
工复产，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湖南明康中锦医疗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得到担保支持后，48小时内拿到贷款1000
万元，迅速投入扩大生产，保障了抗疫临床治疗呼吸机的
供应，为国内和全世界抗疫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此中央
指导组、国务院防控办、国家卫健委、省委、省政府专向该
公司发来感谢信。长财融担公司疫情防控期间的工作得到
了人民银行、银监局、省市金融办、省市工信厅和各合作
银行的好评。《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担保杂志》、红
网、湖南经视、《长沙晚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公司知名度
快速提升，慕名联系合作的金融机构和企业越来越多。

*?,@AB&BC9DEFG&HIJK

率先在全省市州实现银担“2：8”分险、免保证金合作
的基础上，本年新增风险分担合作银行4家，新增授信额
度10亿元。持续与国家融担基金和省再担保公司开展再
担保业务合作。与岳麓高新区、金霞管委会等6家园区开
展园担分险合作洽谈。已与长沙市风补基金、马栏山、湾
田建材等产业园区签订了风险分担合作协议。持续深化
推动新型“政银担”合作，承接中央、省级的资本补充、风
险补偿、降费补贴，惠及长沙实体经济。

*L,MNDOPQFRS$%&'TU

VW

为建立健全省会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实现全市融
资担保业务全覆盖，促进全市融资担保机构持续健康经
营，着力缓解小微企业、“三农”等普惠领域融资难、融资
贵、融资慢，有力推动省会经济和社会发展。自成立以来，
公司积极争取政府重视支持，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
署和城发集团要求，积极谋划转型定位。公司多次向城发
集团、市财政汇报转型工作情况，并向市政府汇报转型方
案。公司协助市财政局、国资委、金融办、省再担保召开专
题协调会议5次，协助拟定《转型方案》，达成了转型共
识。2020年12月15日，转型方案获建新市长批复同意，
正式启动市级政府性融担公司的转型工作，20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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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资产评估、项目风险评估工作；2021年4月完成股
权转让、工商变更工作。

*+,-./0123456789&'

:;3<

公司党支部突出在公司治理中的政治引领作用，及
时传达贯彻党委的决策部署，确保公司聚焦“三支”主业
和降费让利政策的落实执行，平均费率已降至1.5%以下。
同时积极履行基层党建工作责任。持续开展“问需于企解
难题”特色主题党日活动，落实公司党员进企业戴党徽、
亮身份，打造担保特色党支部。

!"#$%&

2020年是公司转型调整的关键一年，展望未来，公司
将承担长沙市级政府性融担公司职能，专注于实体经济，
以“支小支农支新”为主业。立足于长沙，全力支持22条重
点产业链建设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强创新驱动，加
大品牌宣传，做优做强融担业务，确保融担功能持续发挥。

=>?@A)BCD@A'E=FGHIJKLM

NOPQRSTUVWXYZ[\]7^_`HIab9

VScdVefgVh&ijBklmMn

opqo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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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经开担保”）于 2009年 8月成立，注册资本
15000万元，由国家级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全资公司长
沙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和湖南同晖投资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设立。

十一年来，在各级政府领导的亲切关怀及各银行的
大力支持下，经开担保坚守“服务实体、扶持中小微”的初
心，秉承“铁肩担责任、使命保初心”的企业精神，栉风沐
雨，矢志不渝，在服务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领域精耕细作，
走出了一条鲜明的普惠金融发展之路，开启了新时代高质
量发展的新征程。公司自2012年起多年被评为“湖南省
优秀融资性担保机构”，目前公司系湖南省融资担保协会
的副会长单位，长沙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协会的常务理
事单位。

2020年，公司始终以服务企业发展为大局，坚持稳
中求进的总基调，积极应对经济形势和疫情影响，强化机
遇意识、持续真抓实干，公司发展稳健。

*1,2345

公司始终秉承“诚信、务实、创新、高效”的经营理念，
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为员工提供优越的工作条
件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强调团队精神，重视廉洁文化，不
断深入推动队伍建设，构建和谐、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

*6,789:

公司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设置了包括股东会、董
事会、监事（未设监事会）、经营管理层的法人治理结构，
坚持“三重一大”一律由董事会讨论决定，经营中的重要
事项由总经理办公会议集体讨论，日常工作由经营班子分
工负责。公司设置业务一部、业务二部、业务三部、保函
部、风险管理部、综合部、财务部七个部门，科学完善的组
织架构保证了公司健康、有序运作。2020年，公司均按照
章程规定召开了股东会和董事会，实现了所有权、经营权
和监督权三权分离。

*;,<=>$?:

随着公司在行业影响力的逐步提升，越来越多的金融

'()*+,-./012345#$

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图一：公司股权结构图

图二：公司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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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主动寻求与我们建立合作关系。截至2020年12月
末，公司与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
通银行、北京银行、长沙银行、广发银行、华夏银行、兴业
银行、光大银行、浦发银行、邮储银行、华融湘江银行、东
莞银行、恒丰银行、星沙农商行、三湘银行18家银行建
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授信总额超过30亿元。

*+,-./012

2020年公司实现收入总额达4046.68万元，净资产
为2.08亿元，较好地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

*3,456789

风险管理是担保公司生存与发展的基石。只有防控
好风险，企业才能持续健康发展，行稳致远。十一年来，经
过不断探索和总结，公司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控模式，将
风险控制深深植根于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人人时刻保
持对风险控制的一颗敬畏之心。在不断夯实风险管理制
度体系基础上，严把项目尽调、项目评审、落实反担保措
施、保后跟踪等各个环节，形成监督闭环，以全流程管理
防控风险。定期开展风险管理专项检查，持续优化风险防
控流程，及时排查风险隐患，从而为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45;<=>?@

公司严格按照《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关于
担保机构准备金计提的相关规定提取两项风险准备金。
截至2020年末公司累计提取担保赔偿准备金和未到期
责任准备金达9806.77万元，未计提一般风险准备金，拨
备覆盖率达2996%。

'"()*+,-./

*3,&'AB

截至2020年末，公司累计为1170余家企业提供了
1600余笔担保，担保总额达73亿元。2020年，面对新冠
疫情重大影响和巨大挑战，公司全体员工上下一心、攻坚
克难，当年公司担保业绩创历史新高，新增担保额突破12
亿元，较去年同比增幅达23%，2020年末在保额11亿元，
担保业务放大倍数7.3。

*:,A0CD

为更好地支持和服务企业，并与企业一同成长，必须
要坚持创新发展理念，不断开发市场、扩大合作范围，为
地方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品类的担保服务。2020年，在大
力发展传统融资担保业务的同时，公司竭尽全力拓展思
路，针对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情况，我们主动为长沙经
开园区工业及生产型企业提供免担保费服务；为高科技轻
资产的企业提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为非融资性履约
项目提供履约保函服务，积极谋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中
小微外贸无抵押、分离式保函等业务的多元化发展。一是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板块：2020年公司共计开展了8
笔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担保额3300万元（其中由公
司按比例分担责任担保额为955万元）。二是分离式保函
业务板块：2020年公司获得了光大银行、东莞银行、恒丰
银行的分离式保函额度授信；2020在光大银行成功开展
了20笔分离式保函业务，担保额2872.33万元，从而实现
了公司分离式保函业务领域较大的突破。未来，经开担保

书书书

表二：２０２０年最大三家关联客户明细表

序号 客户名称
担保额

（万元）

担保

期限

１
湖南联振供应链有限公司 １４００ １年

湖南联业商贸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１年

２
易永忠（湖南金易新能源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１年

湖南易丰物流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１年

３
长沙市晟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１年

湖南京龙投资有限公司 ６００ １年

书书书

表一：２０２０年前十家客户明细表

序号 客户名称
担保额

（万元）

担保

期限

１ 湖南星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１年

２ 长沙富景保鲜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１年

３ 长沙战龙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１８００ １年

４ 长沙威重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１８００ １年

５ 长沙索的味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１年

６ 长沙昊恒物流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１年

７ 湖南省京湘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１年

８ 长沙新芙蓉厨具设备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１年

９ 湖南日 混凝土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１年

１０ 张学荣（湖南大胜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１年

EFGHIJKLM$%&'NO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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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品种将持续推陈出新，最大程度满足各类企业的业务
需求。

*+,-./0.12

严格的风险控制是公司夯实发展的基石。十一年来，
公司一直把风险管控作为企业生命线，实现全面风险管
理。2020年公司仅发生1笔代偿，代偿额327万元，本年
代偿率0.3%；累计代偿额2997万元，累计代偿率0.48%；
2020年代偿回收额120万元，累计代偿回收额1792万
元，累计代偿回收率60%。

!"#$%&'()*

*3,4&5)67

作为国有控股担保机构，公司始终把“追求社会价值，
承担社会责任”放在首位，用实际行动为缓解中小微企业
融资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截至2020年末，公司累计为
1170余户中小微企业提供担保服务73亿元，为受保企
业实现销售收入365亿元，增加利税18.2亿元，提供就业
岗位5.6万余个。

*8,9:;<=>=?

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经开担保主动
贯彻落实各级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及服务实体企业复工复
产相关决策部署，助力“六稳”、“六保”工作，第一时间出

台了疫情防控专项融资担保服务措施、如续保续贷、减免
收费、降低担保门槛等多个方面帮助企业抗击疫情、复工
复产。

*+,@ABCD<

多年来，公司力求发展的同时不忘回馈社会，长期致
力于社会公益事业。2020年3月，为支持奋战在抗击新
冠疫情第一线的工作者，公司党支部特组织全体党员自发
捐款为他们提供后备物资支援。2020年8月，公司积极
参加湘西龙山县召市镇爱心助学“一对一”帮扶活动，为
山区孩子捐赠爱心助学款。小善大爱，未来我们将继续以
开展公益活动为己任，一直走在公益路上。

+,-./0

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的起点上，
经开担保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政策措施，牢记为中小微
企业和“三农”主体服务的初心，努力在促进金融发展，推
动行业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发挥更
大的作用，用实际行动奋力谱写担保人追赶超越新篇章！

EBFGD)/HIGD'JEKLMNOPQ7

RSTUVWXYZ[\]^_`abcdeMNfgh

ZWijZklmZn&op/qr67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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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浏阳
担保或公司”，曾用名：浏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
司）于2003年1月3日由浏阳市政府发起组建成立，注
册资本金5000万元，是一家专门为地方中小微企业提供
融资担保服务，帮其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的专业
融资性担保机构。同时，公司是湖南省成立最早的县市级
担保机构，也是湖南省最早一批取得融资担保经营许可
证的担保机构。

浏阳担保成立十八年来，通过不断挖潜，提升业务开
拓与创新能力、完善服务水平、严谨细化风险管理，为解
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助推地方社会经济、促进融资担保
行业又好又快地发展贡献了自身的力量，得到了各级政
府和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赞誉，现为湖南省融资担保协会
副会长单位、长沙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协会会长单位、湖
南省再担保合作入围担保机构。曾荣获全国担保机构“最
佳风险控制奖”、“湖南省优秀融资担保机构”、“浏阳市企
业核心服务机构”等多项荣誉称号，现任董事长周绍益荣
获长沙市金融领域“十年十人”荣誉称号，湖南省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评定浏阳担保为A类融资担保机构。

*1,23456789:;<=>

浏阳担保以“担社会责任、保经济发展”为己任，秉承
“规范运营、精细管理、开拓创新、严控风险”的原则，坚持
以小微企业、“三农”主体和个体工商户为主要客户群体，
立足浏阳，服务浏阳。目前开展的融资担保业务包括流动
资金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等。

浏阳担保的经营注重以客户为中心，根据客户的需

求，结合自身的优势，不断地探索、创新为客户提供精准
的融资服务。

公司注重与客户和合作伙伴建立长期友好的合作关
系的同时，也努力营造事业留人、情感留人、待遇留人的
人文氛围，为员工提供一流的工作条件和发展空间。公司
的经营理念、企业文化主要包括：

经营方针：治理完善、资本充足；管理精细、风险可
控；稳健经营、利益共享；服务中小微实体经济；社会效益
优于经济效益。

经营理念：以人为本、信用至上、服务企业、和谐发展。
企业精神：诚信、专注、创新、简单、高效、快乐的企业

精神。

'()*+,-./01234$

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图一：公司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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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全称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

方式

出资

占比

１ 浏阳市圣海医用器材科技有限公司 ４８００ 货币 ９６％

２ 浏阳市财政局 ２００ 货币 ４％

合　计 ５０００ １００％

*+,-./0

浏阳担保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相关组织机
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股东会、董事会、经营层设置完
善，权责清晰。公司下设担保业务部、风险控制部、财务
部、行政事务部，制定了《管理制度汇编》，明确各部门管
理职责。

*1,234567

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能者生存、智者发展”的用
人原则指引下，浏阳担保打造出了一支责任感强、作风务
实、专业扎实、素质全面、人员稳定的事业型团队。现有员
工30人，本科及以上学历占73%，45%以上员工具有会计、
金融、法学、工商管理、财务等多专业的学习背景，有多名
双学士、双硕士。

浏阳担保老中青的年龄搭配结构合理，30岁至 50
岁的员工人数占总人数的80%，是公司的中流砥柱，同时
也建立了人才的梯队发展和传帮带的传统育人机制。

浏阳担保所有高管、绝大部分客户经理、财务负责人
等基本是从公司创业初期即加入担保公司，其中在公司任
职10年以上员工近三分之一；稳定性铸就了员工对公司
的忠诚度和使命感。

*8,9:;$<0

自成立以来，浏阳担保始终秉承与协作银行“信息共
享、风险共防、合作共赢”的理念，凭借稳中求进的经营和
高效严谨的风险防范体系，已形成了良好、稳健的合作关
系，共同致力服务中小微企业和“三农”，为浏阳市经济发
展奉献力量。目前，浏阳担保已与长沙银行、中国银行、湖
南浏阳农村商业银行、交通银行、湖南浏阳江淮村镇银行
签订了融资担保授信协议，得到了各家银行业金融机构
的高度认可。

*=,%>;0?

浏阳担保注册资金5000万元，全部为货币出资。具
体股权结构如下：

*@,ABCDEF

截至2020年末，公司资产总额14035.50万元，其中
流动资产12708.02万元；负债总额 3054.02万元，其中
流动负债3054.02万元；净资产10981.47万元。全年营
业收入1022.19万元，上缴税金16.63万元。公司经营稳
健，财务情况良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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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担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关于组织
机构设置的规定，设立了股东会、董事会、未设置监事会
而是由股东会选举一名人员担任监事，并明确规定公司
董事、经理或财务负责人不得兼任公司监事。股东会由全
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董事会由股东会选举产
生并对股东会负责，董事会成员3人，行使决定公司经营
计划和投资方案、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制定公
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等职权；设置的公司监
事岗位对股东会负责，行使检查公司财务、当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予以纠正等职权；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由4人组成，总
经理1人，副总经理2人，财务负责人1人，实行董事会领
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负责贯彻落实董事会决策
的各项经营事宜，对公司进行全面管理；两位副总经理分
别分管行政、财务以及担保业务。

*N,HIOMJKMP

浏阳担保始终以可持续发展基石为主线，通过不断
的探索与研究，制定了目前比较完善的具有指导性、约束
性、激励性、规范性的系列可操作性制度，以确保各项工
作正常运营。如：针对担保业务管理方面的《担保业务操
作管理制度》、《客户经理等级制度》、《担保业务责任追究
制度》等。在《担保业务操作管理制度》中明确规定了担保
业务从受理、调查、评审、签约承保、保后监管、代偿、追偿
等全部环节操作流程的要求和细则，同时对违规行为制
定了相应处罚措施。

针对业务风险控制方面的《评审管理制度》、《保后管
理制度》、《风险处置制度》，在《评审制度》中公司特建立
了“一票否决权”式的相互制约机制。对每一个担保项目，
银行和担保公司各自审查，银行不点保，担保公司不点贷，
对项目各自拥有一票否决权；总经理对公司集体做出的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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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担保决定有权否决，但对于公司集体否定的贷款担保无
权更改。同时，公司为保障运行层面的风险控制，重点制
定了风险责任分担制度，把风险责任量化到人。

针对公司财务的管理建立了完善的《财务管理基本
制度》、《员工绩效考核制度》等财务制度。

公司一直以来都是以制度管人，尽量做到量体裁衣，
制定了《人事基础管理制度》、《员工廉政制度》等一系列
的行政管理制度，以提高全员的责任意识、自律意识、红
线意识。

!"#$%&

浏阳担保一直坚持“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发展业务”，
通过多年的摸索，总结形成了以风险防范与风险处置措
施、风险防范团队为要素的风险防范核心体系。公司风险
防范核心体系的具体内容如下：

*+,-./01-.2345

浏阳担保一直非常注重风险防范，始终把风险控制
放在第一位，扎实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和风险处置措施
是浏阳担保公司的一大特色：

一是把严担保项目的准入关。除了常规的AB角机制
外，浏阳担保在确定项目的可行性时非常重视借款人借款
用途和还款来源，在贷款发放后的一个月就要完成借款
用途的保后检查，核实真实的借款用途，若发现不符合，
立即将该项目列为关注类客户。同时动态监测还款来源，
以约定客户的借款时间长短，并经常根据进度分步逐步
减少或增加贷款金额。

二是将保后检查落到实处。浏阳担保每年都会对项
目进行集中讨论确定四级分类标准，如优质、正常、关注、
风险类客户。对于不同类别的项目保后检查的频率以及
保后检查的人员也会不同，比如关注类客户的保后检查频
率为一个季度一次，保后检查人除了业务线员工外还会
增加风控部员工，每个季度会定期召开关注类项目的风
险分析会，业务线员工和风控部员工分别对逐个关注类
项目的目前风险因素情况进行介绍和分析，同时对关注
类项目的风险化解提出自己的方案，最后由总经理确定
该关注类项目的化解方案和后阶段该项目的跟进要求，
由风控部专人督促落实总经理布置的这些要求，待下季
度就该关注类项目的化解方案实施情况进行汇报，然后
进行调整修订，再落实，如此循环，动态管理和化解风险
因素。

三是风险处置措施前移。浏阳担保一直认为风险处置
的最高境界是风险防范，在将项目划为关注类项目的那
一刻，其实我们的风险处置工作就开始了，将风险扼杀在
摇篮里。在风险处置环节上，我们更多的是将风险处置环
节前移。同时公司严格要求工作上严谨、细致，也严格考
核操作性风险，尽量杜绝操作上的风险发生。

*6,789:;<-./0=>

培养高素质的业务及风控团队，是浏阳担保保持开
放活力的重要因素，重视学习，提倡学无止境、学有所用。
公司通过中高层外派培训、邀请客户授讲交流分享相关
从业经验与管理心得、业务一线人员之间定期内部授课
分享项目调查、业务实操经验和心得等活动来强化管理
层素质、拓宽员工专业知识面，从学习的氛围优化人力资
源管理，提升整体工作能力。注重绩效考核，能者多劳，对
业务部的客户经理每年根据业务营销指标和风控指标考
核体系来进行客户经理等级评定。

*?,@AB&'CD

浏阳担保已于2019年4月加入了再担保体系，由湖
南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承担40%的损失，大大提高了浏
阳担保的抗风险能力，同时湖南省再担保集团2020年依
据评级授信结果，评定我司等级为A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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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担保经过多年的运营，具备了相当成熟和稳定
的团队、业务开发能力、风控机制、内部管理体系，通过与
多家银行机构的友好、深入合作，十八年来，累计为3100
多家企业提供担保金额近80亿元，2020年新增融资担
保业务65256.23万元，新增户数192户，截至2020年末，
在保余额53267.59万元，在保户数199户。

*6,HIFG

2020年新增代偿715.23万元，累计代偿余额825.04
万元。

*?,JIFG

2020年代偿回收额 409.56万元，累计代偿回收额
2841.01万元。

KLMNOPQ$%&'R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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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担保成立以来，始终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
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担保赔偿准备金两项风险准备
金，2020年末公司担保赔偿准备金按当期在保余额的1%
提取532.68万元。2020年末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按当期担
保费收入的50%提取493.30万元。

*2,34501

浏阳担保专注于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担保贷款服务，
公司85%以上的担保客户都是小微企业和“三农”，所担
保的客户具有金额小、行业和区域分布广泛等特点。2020
年年末在保客户中，65%以上为单户担保额度在500万元
（含）以下，其中300万元（含）以下的占了38%左右。所担
保的客户行业分布也非常广泛，其中主要的加工制造业
分布在烟花、绿色食品、环保建材、机械制造、家具制造等
不同领域，其次是农、林、牧、渔业、批发与零售业、交通运
输业等。担保区域覆盖浏阳市的东、南、西、北四乡，其中
为生物医药园区、高新产业园区、镇头环保科技园区、两
型产业园等浏阳重点关注和支持的几大园区的大批客户
提供了高效、低成本的融资服务。

浏阳担保2020年年末在保的担保项目中，最大十家
客户的担保在保金额合计6300万元，占2020年年末在
保余额的11.83%。明细如下：

*6,789:

根据2020年末的担保责任余额与2020年末的净资
产测算，2020年公司担保业务放大倍数为4.85倍，符合
行业要求。

*;,<=>?

2020年担保代偿率为1.28%；代偿回收率22.81%；拨
备覆盖率398.17%。

*@,ABCDEFGHIJK01

浏阳担保自成立以来严格按照金融监管要求，积极
配合上级主管部门各项例行检查，并按要求及时报送公
司的经营、资金运用情况，同时及时将公司重大变更事项
向各级监管部门上交纸质备案资料。针对检查过程中监
管部门提出的问题，公司迅速整改，并及时反馈至监管部
门。始终坚持守法、合规经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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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持自身的生命力，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公司不
断创新融资产品，从银行、政府、客户需求、自身优势等多
角度出发，不断创新符合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产品，在
过去两年不到的时间内，浏阳担保至少进行了如下十余
种产品创新：针对个体工商户的“新车抵押产品”；针对浏
阳市花炮内销企业的“花炮信贷通”产品；针对园区新入
园企业的厂房建设等固定资产建设资金需求的“园区企
业办证过渡贷”产品；针对企业贷款到期短期资金需求的
“见保即贷”产品；针对个人经营小额资金需求的“易贷
卡”产品；针对结合法院房产拍卖过程中的资金需求的
“法拍房”业务产品等十余个符合企业需求的创新型融资
产品，该类产品大受融资需求者的欢迎，因颇为受益，目
前成效渐佳。

*Z,T[\]&^_S`a/$bcde

在与银行的合作中，浏阳担保的代偿意识非常强，当
出现风险代偿时，都是及时、主动、足额连本带息地代偿
风险担保贷款，认真履行代偿责任，从未出现应代偿未代
偿情况，有效地分担了银行风险，在与银行金融机构的合
作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由于大部分银行对企业的授信看中流水、抵押物，
放贷紧缩，信用贷款基本难以发放，担保公司的介入增
加了企业的融资渠道，为资质较好、极具潜力的中小微
企业和“三农”获得银行贷款提供了最快速、高效、低成
本的服务，有效地减少了企业转向高额利息的民间资本

书书书

序号 企业名称
担保额度

（万元）

１ 长沙伟嘉饲料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２ 湖南奇壮科技饲料有限公司 ９００

３ 湖南嘉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４ 长沙爱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６００

５ 湖南汇湘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６ 湖南轩辕春秋工程机械再制造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７ 浏阳市中南烟花燃放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８ 长沙恒佳铝业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９ 长沙今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０ 浏阳市艳阳天烟花制造有限公司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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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维护了地方金融环境的稳定和安全。

*+,-./0123456789:;

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浏阳担保始终坚持责任担当，
深知保企业就是保就业，保就业就是保住了最大的民生，
为全力支持和推动浏阳市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公司采
取多项措施助力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如：降低企业融资担保成本，对疫情防控期间遭受重大损
失、正常经营的企业，担保费下调1个百分点；到期贷款
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积极协调、配合银行开展续保续
贷；对受疫情影响本息支付有困难的企业，积极与银行联
系，一同制定疫情防控期间的本息延期支付措施，延期还
款落实率达100%；为满足企业快速复工恢复正常生产对
流动资金的需求，特开发了快捷助保贷和原料备库贷两
个担保业务品种，进一步满足企业资金需要，为企业提供
精准服务。

*<,=>?@)AB7CDEFGHIJ

浏阳担保通过十八年的努力，累计服务3100多家企
业，带动新增产值500亿元左右，新增税收超过25亿元，
新增就业岗位数十万余个。浏阳担保在增加企业产值、培
植政府税源、增加就业岗位、促进社会和谐、助力政府宏
观调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助力了我市经济的
发展。

*K,LMNO@)PBQR

浏阳担保致力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同时，也积极
投身社会公益事业，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形式奉献爱心。
2020年7月，随浏阳市淮川街道一同参加走访、帮扶邵
阳县小溪市乡河沿村“携手奔小康”活动，共计捐赠10000
元爱心帮扶款。小善大爱，公益暖人心，此类公益活动有
力地提升了公司健康、积极向上的社会形象。

!"#$%&

愿浏阳担保能始终坚守为浏阳市的中小微企业提供
专业、专注的服务，一心扎根本土，不忘初心。

公司团队人员不断传承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企业
文化精神，以务实、高效的服务意识和工作作风，真抓实
干、稳步前进。

公司不断地以灵活创新的机制吸引人才、技术，持续
提升自身的服务品质，同时加强与银行机构、政府的合作，
不断地创新精准的融资服务产品，有效地解决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的问题，切实承担起对政府、对客户、对社会、
对员工的责任，为促进浏阳市经济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SPTUV)WXYUV'ZS[\]^_`ab

cdefghijklmnopqr7stu]^?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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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湖南金信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金信担保）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坚持“中
小微企业综合金融服务商”的市场定位，立足区域经济发
展、促进信用体系建设、着眼实体制造业，为中小微企业
提供综合金融服务，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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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信担保成立于2005年6月15日，注册资金1亿
元，是浏阳市人民政府和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为解
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扶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而设立的一
家开发性专业担保机构；其创造性地开创了“抱团增信、
互助发展”的融资服务模式，搭建企业互助融资服务平
台，是为实体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坚实基础。

*+,-./0

金信担保一直努力践行开发性金融的理念，采取“集
群式”开发模式，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的方式搭建企
业互助融资平台，体现了金融服务实体的本质。

金信担保坚持“共同创造、共同成长、共同分享”的文
化理念，按照“规划先行、平台建设”的工作思路，先后搭
建了5个企业互助发展平台。

2008年11月，组建浏阳市花炮企业互助发展协会。
2009年4月，组建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互助协

会。
2012年5月，组建长沙领航投资合伙企业。
2012年6月，组建长沙高新开发区合作成长投资企业。
2012年10月，组建长沙环科互助投资合伙企业。
互助融资平台的搭建，创新了区域经济、行业经济的

金融服务模式，形成了独特的金信模式，树立了金信担保
良好的社会品牌。

*1,-.23

金信担保注重以客户为中心，重视中小微企业客户
的需求，让中小微企业客户可以便利、及时地获得他们所
需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公司与中小微企业建立长期合作
伙伴关系的同时，也尊重人才，爱惜人才，为员工实现其
理想提供优良平台。公司的企业文化主要包括：

企业愿景：打造中小微企业综合金融服务商。
企业价值：共同创造、共同成长、共同分享。
经营理念：开拓创新、诚实守信、客户至上。
人才理念：德才兼备、互信共赢、有为有位。

*4,-.56

金信担保是湖南省融资担保协会和长沙市中小企业
融资担保协会的副会长单位，多次获得“优秀融资担保机
构”、“金融生态建设先进单位”、“两型社会建设贡献奖”和
“金融服务奖”、“浏阳市企业核心服务机构”等光荣称号。

4"56789:)*+,%&-

./01;<

金信担保作为金融服务企业，诚信经营、规范发展，
坚持中小微企业综合金融服务商的市场定位，是服务实
体经济的保障。

*+,-.78

法人治理是公司规范管理的基础，公司设置了较为
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会完备、

=>+?,@A;BCDE78

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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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责清晰；公司业务开发层面以事业部为基础，有效地照
顾了地域和行业特征，评审机制上设置了保审会，保证了
项目的独立评审；公司编制的《制度汇编手册》和《工作手
册》，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与工作边界，对各主体之间相
互制衡的责、权、利关系作出了制度安排。

*+,-./0

金信担保打造了一个专业、敬业的团队，凝聚了一批
素质高、团结协作、积极向上、富有蓬勃朝气活力的专业
技术人才，学历结构：博士后1人、博士生2人、硕士5人、
本科23人，其他1人；资格结构：注册会计师3人、律师3
人、注册评估师1人、注册税务师1人；职称结构：高级职
称3人、中级职称5人。他们在金融服务和企业经营管理、
股份制运作、市场营销、公关宣传、项目投资和资本运作
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1,-.%2-

!"#345678

截至 2020年末，金信担保的资产总额为 15407万
元，负债总额为2242万元，净资产13165万元。流动资
产12329万元，流动负债2242万元，流动比率5.5，资产
流动性强。

$"#9:;%2-<=

*>,-.?@

!"#A'<=

截至2020年12月末，金信担保以“烟花产业、经开
区、现代制造园、环科园、高新区”五个平台为基础，累计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2583笔贷款担保，累计贷款担保金额
为67.12亿元，其中2020年，为中小微企业提供121笔
新增贷款担保，担保总额为3.71亿元，年末在保余额为
3.08亿元。

$"#BC-<=

金信担保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文件的规定计提风险准
备金。截至 2020年底，公司两项准备金余额合计为
1743.54万元，具体如下表：

%"#DEF<=

2020年的担保项目中，最大十家客户的担保金额合
计为 6750万元，占担保总额的21.91%。明细如下：

&"#GHI7

2020年末，融资担保责任余额为30804.6万元，净资
产为13165万元，融资担保责任余额为净资产的2.34倍。

书书书

表三：公司业务集中度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受保企业名称 在保余额

１ 东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２ 湖南丰日电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３ 湖南福方富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４ 浏阳市创美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７５０

５ 浏阳市杨家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０

６ 长沙恒佳铝业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７ 湖南汇川制造安装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８ 湖南信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９ 长沙市惠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０ 湖南诚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

合　计 ６７５０

书书书

表二：公司准备金提取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本期计提 本年期末余额

１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１７２．３４ ８７８．１４

２ 担保赔偿准备金 ３０８．０５ ８６５．４

合　计 １７４３．５４

书书书

表一：股东及资本金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持股

比例

１ 浏阳市财政局 ２０００ ２０％

２ 浏阳市花炮企业互助发展协会 ２２００ ２２％

３ 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互助协会 １５００ １５％

４ 湖南润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４３００ ４３％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图一：公司架构图

!"-.$%&'JKLM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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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金信担保风险控制良好，未发生代偿。
$"#./0123456

2020年，公司积极配合上级主管部门的例行检查，并
按要求报送材料和文件。针对检查过程中监管部门提出的
问题，公司迅速整改，并及时反馈给监管部门。

789:;<=

金信担保在推进“市场建设、规划先行、社会共建”的
开发性金融实践中，推动社会各方建立共识、互信，形成
合力，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网络。公司合作的金融
机构：长沙银行、北京银行、中国银行、浏阳江淮村镇银
行、浦发银行和农业银行，授信总额为5.6亿元。

!"#$%&'()*+,-./

012345

金信担保始终把风险控制作为生存与发展的生命
线，树立“全面的风险意识、全过程的风险控制、全员参与
的风险管理”理念。防范和识别项目风险是金融能够持续
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

7>9?@ABCDEF

金信担保率先设立发展策划部，对公司涉足区域、行
业进行调查研究，确立了“先研究区域经济、其次评行业、
再评项目”的评审机制；公司将担保业务定位于国家鼓励、
地方政府重点支持的产业集群，客户群定位按二八原则，
定位于行业中综合排名前20%的企业，对没有纳入研发
部论证审核的行业与项目，不予受理。

7G9?@HICDEF

一是公司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九九归一调
查法》，并对客户经理进行集中培训，确定了现场调查的
硬性要求；二是赋予保审会严格的风控把关权利，对有疑
问的可以要求再次调查；三是制定了严苛的薪酬考核机
制，实行个人责任追究和评审责任追究。目前公司项目审
议流程有六级，分别为：A、B角审议，客户部、风控部部门
审议，大区经理审议，独委审议，保审会审议。

7J9K*LMNOPCDEF

金信担保采用“集群式、平台化”风险管控模式，采用

“1+N”的风险管控思路，联合政府和产业龙头，分产业集
群分别发起设立“企业互助增信、抱团发展”的企业互助
发展平台。

互助平台建立了上限控制机制和平台风险自治决策
机制两项风险控制措施，有效建立了融资企业的信息举
报和排斥机制，将信息不对称的决策风险降至最低。

互助平台还建立了风险分担机制，在担保项目出现风
险时，按下列顺序依次承担风险：第一层，违约企业的信
用保证金；第二层，增信企业的信用保证金；第三层，平台
风险准备金；第四层，其他会员企业的信用保证金；第五
层，金信风险准备金，多重风险分担机制，使金信担保处在
多层壁垒的风险释放体系保护下，担保风险被有效隔离。

7Q9?@RSTCDEF

公司针对业务流程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手册》。对项目
入库、受理、评审、审议、保后管理、解保和归档都做了明
确的要求，有效地防范了操作风险。

6789:;<=)*+,-./

0123>?

金信担保作为由政府出资引导成立的开发性担保机
构，专注于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严格按照
《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开展业务，通过金融服务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了企业的本
位回归。

7>9U+VWXYZ[\$%]^

金信担保是浏阳市政府和国家开发银行为解决烟花
企业融资难题而设立的担保公司，从成立之初即确立了
服务实体经济战略方针，2008年，公司搭建了第一个互助
平台，为烟花行业制造企业和区域经济内的其他制造企
业提供融资服务，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方针从未改变。

金信担保在与各园区管委会、行业主管部门达成战
略性服务中小微企业的合作协议中，积极响应园区管委
会、行业主管部门降低融资成本的号召，针对“企业信用
互助平台”企业的担保收费为1%，是普惠金融理念的先
行者和实践者。

7G9_`;a$%Zbc;ade

金信担保互助融资平台的运营过程中，强调会员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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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信用建设，放大会员企业信用融资空间，实现了企业
信用融资的梦想；创造性地采用“抱团增信、互助发展”融
资模式，解决了企业融资难题，推动了区域信用体系建设
和发展。

金信担保对平台会员的信用意识培育，卓有成效地
推动了平台信用建设，平台的名片效应也逐步凸显。由金
信担保牵头承办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长沙经开区试点
的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得到了园区管委会和上级领导的
一致肯定，为区域信用体系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01234

金信担保积极参与担保行业研究，与湖南商学院、湖
南大学等合作研究，发表了《国家开发银行合作机构中小
企业集群融资规划》、《开发性金融指导下的政策性担保
理论与实务》、《中小企业立体式融资模式创新研究》、《模
型不确定性下的最优货币政策研究》、《湘粤两省货币政
策效应的差异性研究》、《生产函数方法的我国潜在产出
估计》等专题研究报告，为担保行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
贡献。

*5,647)89:;

金信担保致力于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同时，热心
慈善捐赠，积极参与各类社会公益活动。公司被浏阳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评选为“浏阳市企业核心服务机构”。2020
年8月，公司参加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互助协组织
的“爱心助学”公益活动，为长郡浏阳实验学校的贫困学
生踊跃捐款，贡献一份绵薄之力。这些活动有力地提升了
公司健康、阳光、积极向上的社会形象，得到了社会公众
的高度认可。

2020年，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
担保作用为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融资增信的通知》（财
金〔2020〕19号），2021年，金信担保将一如既往地立足
服务县域经济，助推产业升级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努力
创新融资担保服务产品，不断提升作为中小微企业综合
金融服务商的品位和质量。

<8=>?)@AB>?'C<DEFGHIJK

LMNOPQRSTUVWXYZ[\]^_FG`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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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华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华融资担
保”或“公司”），截至2020年12月，注册资本35亿元，净
资产41亿元。公司获评资本市场AA+、信贷市场AAA-信
用评级。瀚华融资担保在重庆、上海、广东、辽宁、四川、天
津、湖北、江苏、湖南等全国26个省市设立了分子机构，
专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是国内覆盖范围最
广泛的融资担保公司、全国最大的商业担保机构之一，现
为中国融资担保业协会副会长单位。

瀚华融资担保母公司———瀚华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为“瀚华金控”）于2004年创立于重庆，2014
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HKSE：3903）。目前，公司注册资本
46亿元，总资产规模175亿元，净资产规模近80亿元，
累计业务发生额突破3000亿元，年交易额1000亿元。在
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设立分子机构88家，服务中小微
企业客户累计超过20万家、个人客户超过200万，主体
评级AA+。瀚华金控已成为国内最大的综合性普惠金融
集团，旗下拥有民营银行、AMC、融资担保、小额信贷、金融
保理、融资租赁及金融资产交易等9大类专业金融牌照，
搭建了集股权、债权、交易为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一站式、全周期、综合化的普惠金融
服务。

瀚华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以下简称
为“瀚华湖南公司”）经湖南省金融办重点引进，于2014
年6月份落户湖南长沙。自设立以来，在政府监管部门和
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蓬勃健康发展。依托瀚华金控综合金
融平台，瀚华湖南公司在湖南省内为政府平台、上市公
司、中小微企业和个人提供银行融资担保、非银行融资担

保、发债增信、资产证券化、互联网金融、金融保理、资本
管理、融资租赁等多元化金融服务。

*1,2345

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信用、简单、共享。“信用”是瀚华
立业的基石，是企业文化的灵魂，是每一位员工安身立命
的归宿，是瀚华与政府、银行、客户、伙伴乃至社会之间共
同的价值纽带。“简单”是智慧的工作方式，工作简单即聚
焦，生活简单即享受，做人简单即真诚。“共享”：瀚华致力
于与所有合作方结成伙伴，建立长期共生的合作关系和
利益共同体，共担发展风险，分享发展收益，打造互联网
化、三平台化、综合化的伙伴金融生态体系。

*6,789:

瀚华湖南公司组织架构按照规范运作原则和经营管
理之需设计，与独立运营的法人机构类似，组织机构体系
健全、完整、独立。根据总公司“三会分设、三权分立、有效
制衡”的治理架构，营销、审批、放款、财务等业务开展都
由总公司条线垂直考核管理，各部门的控制目标、职责和
权限明确，并建立了相应的授权、检查和逐级问责制度，
确保了各层级能够在授权范围内履行职能。保证了高级管
理人员重大决策和日常指令的实施。具体组织架构如下：

'()*+,-./01$2341$

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图一：公司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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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华湖南公司高管团队采用瀚华金控成熟运营的团
队组合模式，公司骨干队伍是一支素质过硬、专业精良的
高素质专业化员工队伍，目前在职员工30余名，知识结
构涵盖会计、金融、法律、技术等多个领域，形成了公司多
种行业背景的人力资源，先后从银行、评估、财务等业务
相关或相近行业选聘了有志于普惠金融事业的人才，随
着业务的推进，人员结构将进一步优化。

*+,-./0

!"#1234$/0

瀚华融资担保股份公司已获多家银行总行授信，瀚
华湖南公司共享集团授信额度，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
国建设银行、华融湘江银行、长沙银行、三湘银行、富民银
行等银行已签订融资担保授信协议，得到了各家银行机
构的高度认可。

$"#5124$/0

地方金交所：山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湖南省股权交
易所、湖南省金融资产交易所等；证券公司：财富证券、恒
泰长财证券、广州证券等；财务公司：海尔财务公司；保理
公司：重庆长江金融保理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如通
（天津）租赁有限公司等。

!"#$%&

*6,789:

坚持以信用为主导，以风险为核心，共创价值链财富；
坚持小额分散，信用有价、信用有度的理念。经过16年的
经验积累和不断调整与改进，强调合规文化，坚持合规经
营，防范合规风险，打造项目、操作、合规三位一体的风险
质量控制体系，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控体系和成熟
的业务模式，建立了独立、完善的风控团队和运作流程，
实现营销、尽调、初审、复审、上会、放款、保后稽核、回检
处置系统化的事前、事中和事后风险管理的可控化。目前，
公司担保项目，原则上都需要提供确实、合法、有效、组
织、变现能力强的反担保措施。反担保措施主要有保证、抵
押和质押。对于信用较好的客户，可以提供信用担保，但
需通过评审会批准。

*;,<=>?@ABCDE

瀚华融资担保集团风险管理委员会，是公司风险管理
和业务决策的最高权力机构，风险管理委员会下设的授信

审批部负责项目审批决策；公司不但发布了一系列管理制
度、内控制度，还制定了详细的操作指引，规范业务开展
中各个环节，还逐渐形成了风险识别、风险评价、风险控
制和风险处置等内容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F,<=GHIJKLJ

风险管理的本质是事前管理，公司受理担保业务的
原则是“优选客户，审慎决策，管理风险，恪守信用”，坚持
第一还款来源原则。按照集团公司每季度发布的“瀚华融
资担保集团授信管理政策指引”要求，结合湖南本地产
业特色，细分开拓目标市场，将个性化的产品和批量化产
品相结合，严格筛选客户，注重源头防控，在保前对项目
开展细致缜密的风险评价，全面了解项目来源和可行
性，切实将风险防范的关口前移，堵住风险入口，提升项
目质量。

*+,78BC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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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大项目或业务中的重点、疑难问题则由总经办
领导亲临现场，对人调查，给“企业画像”，通过穿透调查
来分析推断，通过方案设计达到过程控制，完成动态分析
和风险提示。

$"#PQ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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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三湘市场的不断沉淀，瀚华湖南公司已经培养
出一支市场化、专业化、团队化、职业化的高素质风险管
控队伍，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风险控制机制和规范的运作
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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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12月31日，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2020
年全年新增融资担保业务 80152万元，期末在保余额
482206万元。业务类型涵盖银行融资担保、非银行融资担
保等。

*5,678%9:;34

“风险第一”，是金融机构发展的永恒主题，系统性风
险的防范不仅依赖于总部授信政策对市场的适应性，更

取决于我们分公司对市场变化信息的反馈速度。识别是
核心，管理是必备手段，坚守风险底线，提高风险敏感度，
全面推行全过程风险管理来适应经济新常态的挑战。

2020年，公司资产质量较好，全年不良率为0。在服
务于中小微企业的同时，公司将继续保持稳健、审慎的心
态，未雨绸缪，把严控资产质量作为发展的核心目标。

*<,=>?34

公司坚持“分散”的风险理念。主要体现在：金额小额
分散、客户所处行业分散、业务区域分散。从金额看，户均
余额500万元；从行业来看，公司担保的客户已涵盖了制
造业、建筑业、批发与零售业、金融业、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等；从客户分布来看，公司担保的客户已经涵
盖长株潭、岳阳、益阳、常德、衡阳、邵阳、张家界、郴州、永
州、怀化、娄底、湘西等市县，业务遍布全省。

*@,ABCDE34

公司成立以来，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提取担保赔偿准
备金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余额为175万元，担保赔偿准备金余
额为631万元，经营指标良好。

*+,&'FGHI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瀚华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
司担保放大倍数为4.75倍，符合行业要求。

*J,KLMN.OPQ34

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管理和运营更加透明，毕马威会
计师事务所负责公司经营审计，集团审计部负责内控审
计，并接受政府各部门对公司的监督和检查，2020年各
项审计和检查情况良好，公司管理和运营规范。未来，公
司将继续严格依法合规经营、秉承集团战略目标，创新发
展，增强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012)*

公司坚持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效益、为员工
创造幸福。通过不断增强服务品质，支持实体经济，增进
社会福祉；通过不断增长的企业资本和价值，让股东收获
满意的回报；通过不断提高保障和发展空间，让员工在与
企业共同成长过程中感受幸福。

R S

!风险管理人才培养
人岗匹配、权责匹配
收入与责任、绩效匹配
绩效考核、晋升机制、奖惩机制公平、公正、公开

!强化全员风险意识
风险控制贯穿每一工作环节
设置“道德红线”，道德风险一票否决

T U

!公司治理架构
·产权明晰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立
·各结构间相互独立、相互制衡、相互协调

!风险管理架构
·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
·风险管理委员会
·分层合理授权

V W

!完善体系
·风险授权管理体系
·风险控制责任追究体系
·风险分析、识别、评估、报告、预警、应急处理机制

!制度管理、环节控制
·业务环节就是风险环节
·细分环节，环节匹配相应操作管理制度

!“三坚持、一加强”
·坚持双人调查
·坚持面谈制度
·坚持集体决策
·加强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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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华湖南分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在普惠金融
领域深耕发展。小微企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石，公司以追求
社会效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坚守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本
源，充分发挥作为全国性商业担保公司的资源、业务产品、
平台优势，紧紧围绕破解小微企业融资瓶颈问题、助力区
域产业升级、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支持中部地区崛起方面
下苦功，通过担保的杠杆、放大和服务功能直接服务企业，
紧靠地方政策、间接服务社会。

一方面致力于缓解湖南当地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的难题，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全周期呵
护中小企业发展，将企业债权和股权灵活转化，最大限度
地解决企业短期的流动性需求，真正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
的支持作用，为社会的稳定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另一方
面，贯彻落实国家各项政策引导，立足湖南本地，在业务
方面向园区企业倾斜、向科技型企业倾斜、向小微客户倾
斜。重点专注于服务小微、“三农”及双创等普惠金融主体，
通过降低担保费、增大授信额度等方式进行业务倾斜，使
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入小微及“三农”领域。

*3,-45012

公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通过提供结合区域特色，为
当地企业提供全面、多元、丰富以及高效的综合金融服务，
满足不同客户个性化的融资需求，为企业稳健发展增添
动力。

!"#6789:$;<

瀚华以伙伴金融、平台金融、生态金融为战略引领，
以不忘初心、模式创新、跨界融合、产融一体为战略理念，
探索通过价值共创共享、风险共防共担的创新开放合作
机制，推进产业集群和金融平台的立体化对接，打通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的各条血脉，共建“产融一体，产城共生”的
普惠生态体系。

瀚华湖南分公司通过全方位的“担保+”服务，满足
不同阶段企业的融资需求，通过平台优势，不断提升服务、
创新产品，积极打造当地一站式、综合性融资担保服务
平台。

$"#=>?@AB;<

瀚华目前拥有九大类牌照，通过打通股权、债权、交
易三大平台，实现企业股权与债权、直接融资与间接融
资、资金与资产的融会贯通。与此同时，积极拥抱科技，全
面开展数字化转型，与其他平台、产业链对接整合，以金
融为纽带打造立体生态系统。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业

务、产品和领域创新，不断开拓新的业务场景和更贴近客
户需求的融资产品。

瀚华湖南公司在当地做了很多探索，同时也取得了
一些成果。通过响应地方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提高公
共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降低中小企业成本以及向全
流程电子化、服务化平台转型的要求，瀚华湖南分公司聚
焦电子招投标的投标资金需求，率先在省内落地担保机
构的电子保函。

通过响应湖南创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通过省市
两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资金，推动政府、银行、
担保、评估多方共担融资风险，引导知识产权评估、交易、
代理、法律等服务机构进入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市场，提升
知识产权变现能力。瀚华关注和支持高成长性的高新技
术企业，积极加入该业务模式，将“沉默的专利”转变为
“流动的资本”。

为有效扶持湖南地区小微企业客群，通过与核心企业
开展业务合作，解决产业链条上企业资金少、融资难、融
资贵的问题，采用信贷工厂审批模式，客户来源标准，审
批流程精简，风险概率大幅降低，创新的保后管理模式，
实行动态保后，实时监控把握风险。瀚华坚持不断深入产
业，通过联合海尔、美的、华为等核心企业，为其产业链条
上的企业融资需求打造精准专项产品，解决企业在发展和
壮大中的融资难点。

%"#>CDE;<FG

业务的开展离不开服务体系的不断升级。瀚华坚持
持续优化服务体系，立足客户的需求，结合业务开展的逻
辑，在内部建立了完善的办公系统、业务系统、信息系统、
数据平台等，并打造移动端手机办公，便捷业务操作提高
服务效率。随着产品的逐步多元，加快产品流程内部梳理、
改造以及简化。

除了提供融资担保服务之外，公司还针对客户的需
求，提供政策宣导、管理咨询等多层次服务。

&"#HIJKLMNO

2020年初，面对突发疫情及国内外经济环境的迅速
变化，瀚华通过流程优化、效率提升、产品创新等，降低中
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提高信贷获得便捷性，并且对复工困
难企业提供适度降费、延期还款等减轻企业负担具体措
施，帮助客户渡过难关，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对
于涉及防疫工作的药品供应企业、器械生产企业、运输物
流公司的紧急融资需求，优先快速提供2000万元以内贷
款担保额度，并适度降低担保条件和收费标准，开通疫情
业务审批“绿色通道”，与社会共同应对疫情战。

PQ$%&'RSTUVW!"X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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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担保机构，不仅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了紧密
合作，还主动拓展其他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合作，为企业提
供增信服务，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通过跟资质较
好的地方政府，国家级、省级园区进行公募、私募债项增
信合作，构建金融生态圈，实现与政府、合作机构、客户和
与员工的多方共赢，增强了和银行、券商、区域交易所等
金融机构合作的粘度。

新的合作关系在不断地形成。一方面通过瀚华过硬
的风险控制技术和能力，在双方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切实
分散了合作机构的风险，有效补充和完善其风险控制体
系；另一方面，互相借力、互相融合、深度合作，共同营销
开发场景金融产品，逐渐为合作机构搭建新的业务合作
机会，实现新的共赢。

目前，瀚华融资担保股份公司已与多家银行及非银
行业金融机构进行合作，共获得逾400亿元的授信额度。
瀚华湖南分公司已与省内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建设
银行、华融湘江银行、长沙银行、三湘银行、富民银行等各
类金融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为公司的持续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5,-67234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员工权益，搭建员工发展
平台，凝聚员工向心力、以培养人才、用好人才、温暖人才
为目标，实现员工与企业的共同成长。倡导关爱文化，营
造安全、整洁、舒畅的工作环境。注重人才和团队的年龄
结构和层次梯队，力求打造一支具有创新精神的精英团
队，不仅给员工提供了专业的学习平台（瀚华E学堂），利
用外部优势课程资源及内部专业课程资源，提升员工业
务能力及综合素质。为员工提供广阔的职业平台与畅通
多元化的晋升通道，从而激发职业动力与潜能，在企业良

性发展的轨迹中实现员工个人的成长目标。

*8,9):;

公司成立以来，坚持本色、不忘初心，始终以百分百
的努力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引导全员投身公益事业，开展
抗疫捐款、关爱弱势群体、志愿者服务等活动，努力实现
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公司每年都会组织员工开展各
项公益活动，并提供资金支持。疫情防控期间公司号召全
员捐款，瀚华累计捐赠500万元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并获
得地方政府的表彰，部分党员还在社区充当一线志愿者；
全年公司持续向“重庆巫山教育扶持基金”捐款和暖冬物
资捐赠，定向支持重庆市巫山地区贫困儿童教育；关注信
贷“渐冻症”员工杨润东并组织捐款等。

!"#$%&

瀚华湖南公司将秉承中国民间金融1500年的余韵，
怀抱梦想，不断成长和蜕变，全力打造综合性经营、多元
化发展的金融服务平台；以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为基础，向
中小型各类经济主体提供全方位融资、增信服务；我们坚
信在各级政府的关怀下，瀚华湖南公司将不断增厚自身
信用，处理好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平衡关系。以灵活创
新的机制吸引人才、技术、资本，持续提升自身的服务品
质。同时加强和担保同仁的广泛合作，探索出一条普惠金
融商业可持续性的新路。我们将始终不忘初心，坚持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积极有效地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
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AB>?'C<DEFGHI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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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金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是经湖南省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2014年1月批准成立，由宁乡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管理委员会国有控股的具有独立担保资格的专业担保
公司（其中宁乡高新区占股62％、长沙金洲新城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占股22%，民营股东占股16％），注册资
本、实收资本1亿元人民币。公司以“诚信、创新、共赢”为
原则，以“经营信用、管理风险、服务社会、合作多赢”为理
念，建立市场化运作的可持续审慎的经营模式。公司以诚
信为核心，以搭建中小企业融资平台为导向，以解决中小
企业融资困难为目的，以树立行业标兵与品牌效应为目
标，坚持走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的道路，基本
实现了公司的稳步经营和持续发展，为宁乡高新区及县
域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

*1,2345

核心价值观：厚德雅行，融合致远。
企业精神：诚信、创新、共赢。
服务理念：高效、便捷、贴心。
经营理念：经营信用、管理风险、服务社会、合作多赢。
员工行为准则：信用、责任、专业、共享、简单、快乐。

*6,789:

公司实行董事长兼总经理负责制，董事长由控股股
东高新区管委会委派，主持全面工作，副总经理主管业务
部及风控法务部，严格按照现代企业管理模式进行运作，
设有业务部、综合部、风控法务部、财务部四个部门，各部

门职责权限明确清晰，运行顺畅。
公司根据行业特点和宁乡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建立

和健全了各类管理制度，诸如：业务经营管理规章制度、风
险控制制度、担保代偿制度、行政管理及财务管理制度、
绩效考核及责任追究制度等，推进公司规范经营。

组织架构如下：

*;,<=>$?:

公司本着“合作共赢”的理念，积极与各类金融机构
开展合作，先后与宁乡农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沪农商
村镇银行、华融湘江银行、长沙银行、广发银行、中国银
行、交通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等单位建立了合作关
系，共计获得银行授信额度25亿余元。目前公司已获得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北京银行、浦发银行、宁
乡农商银行、宁乡沪农商银行、长沙银行8家金融机构的
担保业务授信，已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北京
银行、浦发银行5家银行建立“二八分担、免保证金”的战
略合作关系。

*@,-.ABCDEF

截至2020年末，公司注册资本金1亿元，年末资产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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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公司组织架构图

!">G$%&'HI-.

01



!"#$%&'() ! !"#$% &'%$%('%) )"$*+#,-- $../('+,'/%

!"#$ !"!"

!"#$% &'()!*(#+#%#,-

总额11696万元；2020年度公司实现总收入1243.42万
元，其中：营业收入800万元，投资收益62.5万元，营业
外收入348.16万元，利润总额59.25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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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大股东宁乡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宁乡高新区管委会”）成立于2006年3月，系宁
乡市人民政府举办的事业单位。宁乡高新区是宁乡对接
长沙市区的关键通道、长沙市和宁乡发展工业经济和创
新创业的重要平台、湖南湘江新区内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的重要组团，先后获批了国家节能环保新材料高新技术
产业化基地、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湖南省省级
工业集中区、湖南省低碳园区、宁乡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宁乡高新区正发力打造储能材料之都，建设中国（金洲）
锂电谷，已被长沙市进一步明确为22个先进产业链中的
先进储能材料产业链建设的牵头园区，正逐步打造全省
乃至国内链条最为完备、实力雄厚的先进储能产业链。目
前，宁乡高新区已聚集湖南杉杉、中科星城、长园中锂、多
氟多、邦普循环、天麓新材等30余家链条企业。

长沙金洲新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
年3月，是为配合宁乡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开发建设而
成立的平台公司，为宁乡市四大国有平台公司之首。

*3,45)675)8912

公司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要求，设立了
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决
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董事会成员3人，其中宁
乡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委派2人，职工董事1
人，董事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董事会
负责执行股东会决议：制定公司年度财务预算、决算方案
和利润分配方案等。监事会成员5人，其中宁乡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委派1人，职工董事2人，民营股东
委派2人，监事会负责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
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公司财务进行检查。公司总经理为
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

*:,;<%=8912

公司现有员工10人，学历构成方面：本科学历8人，
硕士学历2人，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100%；行业从业经
验方面：50%的人员具有三年（含）至十年金融或担保行业
从业经验，员工整体行业经验丰富；专业人才配备方面：
员工大多为财会、经济、金融等相关专业，有助于公司担
保业务的开展和风险的防范。

+,-.*&

公司紧紧围绕诚信经营、严控风险、服务社会的战略
目标，构建简洁、高效、便于执行且符合公司实际需求的
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实现对公司风险全面、全过程覆盖，
促进公司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公司制定了较为完整
的担保业务风险管理制度，包括客户准入条件、担保风险
识别原则、担保组合风险控制原则及反担保措施设置等
相关制度。公司评审委员会为公司项目的决策评审机构，
对放款条件进行审核和控制，定期进行担保项目风险评
级。项目评审：项目标的根据担保金额大小划分，400万
元以下的项目由A、B角双人负责调查，400万元以上的
项目由A、B角及副总经理三人负责调查。评审委员会由
公司董事长（主任委员）、副总经理、担保业务部经理、风
控法务部经理、法律顾问及其他人员组成。

/,012345

2018年以来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担保行业情况空前
严峻，给我司经营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压力。面对代
偿风险加剧、信贷政策紧缩、代偿风潮频发等不利局面，
我司以“迎难而上，主动作为”为方针，采取各种措施，坚
决完成省委省政府扶持“三农”事业、促进小微企业发展
的任务目标。

2020年当年新增担保额17405万元、期末在保余额
16890万元、累计担保总额197996万元；当年新增代偿
额602.51万元、累计代偿额7307.82万元；当年代偿回
收额484.92元、累计代偿回收额2192.51万元。

书书书

表一：公司股东出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实际

出资额

出资

比例

１ 宁乡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６２００ ６２％

２ 长沙金洲新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２００ ２２％

３ 民营股东 １６００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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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末，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余额98.3万元、
担保赔偿准备金余额1020.62万元、一般风险准备金余
额2880.07万元；拨备覆盖率151%。公司始终坚持依法
合规经营，所有业务开展、风险管控等环节工作自觉接受
纪检、合规审计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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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有控股融资担保机构，公司坚定履行担保职
能，本着“立足地方经济、立足中小企业及三农”的市场定
位，全心全意服务于中小企业。公司一直致力于发展融资
担保业务，积极响应国家产业政策，充分发挥担保杠杆放
大功能，努力缓解小微企业、“三农”融资难题，使财政资
金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效应得到放大，推动我县地方经
济发展、营造良好的营收环境作出了贡献。

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政策方针，依法取得湖南省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融资担保
业务经营许可证》，严格执行《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683号）的规定，规范经营，公司规范化
的运作获得了监管部门、合作银行和客户的一致认可和
好评。

*2,-3401

公司以解决中小微企业、“三农”融资难为己任，主动
上门了解客户需求，根据客户资金需求规模大小，落实反

担保措施难的实际情况，积极引导和培育中小企业增强
金融意识和风险意识，帮助拟定融资方案，降低客户融资
成本。利用自身合作银行的优势，真正成为银行与企业的
联系纽带。

公司自成立以来，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减
税降费、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不断下调担保
费率，减少反担保措施，公司以实际行动让利企业发展，
充分激发了实体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

*5,-6701

公司致力于建立合规经营、合法经营的企业制度，民
营股东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而是通过公司最高权力机
构股东大会依法充分行使权利，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
会作为日常重大事项决策机构：确保运作的规范、稳健、
透明、严谨和高效。本着对股东负责，公司通过规范化治
理、专业化经营，在积极拓展担保业务的同时，严格风险
管理，实现资本和业务增值的“双轮驱动”。

*8,-9:01

以员工为根本，人企和谐，共同成长。我们坚持“以人
为本”的价值理念，积极构建员工和企业共同成长的和谐
道路，为员工实现职业发展与美好生活的最佳平衡。公司
视员工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努力营造充满活
力的人才培养环境，将人才队伍建设成公司核心竞争力
的重要组成和支撑力量。

+,-./0

展望未来，公司将不断彰显无穷的发展活力和无限
的发展前景，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控股优势，积极担当政府
性融资担保机构的功能性服务角色，为缓解小微企业及
“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作出积极贡献。科学管理，规范
经营，不断提高抗风险能力。以诚信为核心，以一流的服
务，一流的管理，一流的业绩，将社会责任理念全面融入
公司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中，切实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切实承担起对政府、对客户、对社会、对股东和对员工的
责任，推进覆盖全省的经济体系建设。

;<=>?)@AB>?'C;DEFGHI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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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２０２０年公司十大客户情况表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担保额度

湖南然润堂中药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湖南中邦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刘志强 １０００

湖南红门金属建材有限公司 ９９０

湖南三泓建材有限公司 ９００

湖南立达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８００

长沙天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７００

湖南中建建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７００

长沙中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６００

湖南湘都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６００

!"mn$%&'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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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市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浏阳恒信
担保”）成立于2000年8月，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贰仟万
元整，是浏阳市唯一一家国有资本并取得融资担保业务
经营许可证的担保公司。浏阳恒信担保按照市委、市政府
全面深化改革做大做活国有担保公司的要求，着力于缓
解我市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积极发挥
国有担保金融服务功能，担当企业与金融机构的桥梁，激
发金融机构内生动力，打消其不愿贷、不敢贷的顾虑，打
通企业融资“最后一公里”，进一步完善浏阳融资担保体
系，促进信用体系建设，优化我市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业
发展环境，激发创新活力，推进企业健康发展。浏阳恒信
担保是湖南省融资担保协会会员单位、长沙市中小企业
融资担保协会常务理事单位，以立足浏阳市经济建设，为
中小微企业、三农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创业创新主体
排忧解难为宗旨。

公司自成立以来，获得了长沙银行、建设银行、邮政
银行、交通银行、江淮村镇银行、兴业银行、广发银行等金
融机构共计约18亿元的授信额度，客户群体覆盖了长
沙、浏阳地区。

浏阳恒信担保以“打造一个共谋发展的金融服务平
台”为愿景，以“开拓创新，携手共进”为经营理念，以“严
谨、高效、优质、廉洁”为服务宗旨，以“不良代偿率容忍度
为0”为风控目标，建立了一套完整、规范的业务流程和
监管分离、各司其职的担保业务工作机制。

'"($)*+,-./

浏阳市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名浏阳市恒信房地

产置换担保有限公司，系浏阳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投资
成立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0年8月1日，
目前公司注册资本12000万元，由浏阳市财政局、浏阳市
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系浏阳市住房保障局变更）和浏阳市
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

公司设有“三会一层”议事制度，且公司内部管理严
格按照公司各项规章制度执行，内部管理严谨，并且有相
应的奖励及惩罚机制。

0123456*

严格的风险控制是公司稳步发展的基石。二十年来，
公司一直强化风险管理，围绕总体发展战略，将全面风险
管理作为风控工作的重心，严守合规防线和风险控制底
线，以制度完善、风险防控为依托，积极构建覆盖所有员
工及全业务流程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持续完善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的全面风险管理责任体系。

*+,-./01234

浏阳恒信担保按照全面覆盖、全程管理、全员参与的
原则，将风险偏好、管理制度、组织架构和风险文化等要
素有机结合，及时识别、控制、化解各类风险，打造专业
化、精细化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公司通过建立全员风险管
理理念及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做到了风险预警、风险把
控、风险化解，实现了业绩增长稳、资产质量稳、风险控
制稳。

!"#&'/0561267

浏阳恒信担保从事担保业务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
公司规章制度，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和风险可
控的原则。制定了主要以建立完善风险化解制度、严格反

7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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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措施及强化工作人员风险控制意识，严格执行错误
追究制度而展开的担保风险控制管理制度。

完善风险化解制度方面：严格担保前审查、担保审分
离制度，明确责任，从责任上堵塞风险漏洞。严格执行担
保前调查，担保中跟踪制度，担保后按风险五级分类管理
办法进行保后跟踪管理。杜绝人情担保和上级领导担保；
反担保措施方面：按照“四易”的原则（易于变现、易于评
估、易于操作、易于触动受保人利益）的原则确认反担保
物；强化风控意识方面：完善了以处分、罚款、辞退为主手
段的问责制度。这一制度不仅有效防范了信用风险、市场
风险、操作风险，还规范了公司担保行为，保证了担保业
务工作质量和效率。

!"#*+,-./

为规范浏阳市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信息披露行
为，保护公司投资人和相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融资
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和《湖南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
理暂行办法》等法律规定，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内部
管理的需要制定了包含总则、内容、管理等五大板块的披
露制度。

$"#0123./

为加强浏阳恒信担保的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规范
公司的财务行为，根据《企业会计制度》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会计法》，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包含总则、内
容、资金管理、财产物资管理等六大板块的财务管理制度。

%"#456789:./

浏阳恒信担保根据国家七部委2010年3月11日
联合下发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提取
各项准备金：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按担保收入的50%提取，
担保赔偿准备金按年末的担保责任余额的1%计提。

&"#;<=.

为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维护公司资产安全
和正常的经营秩序，提高公司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最大
限度地预防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降低其造成的损害，保
障公司合法权益，促进和谐建设，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法律法规，结
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主要运作原理是通过发现担保风险的早期预警信
号，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尽早识别风险的
类别、程度、原因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并按规定的权限和
程序对问题担保采取针对性处理措施以及时防范控制和
化解担保风险。

>?@ABCDEF

依法合规是浏阳恒信担保取得既往成就与实现未来
发展的基石。浏阳恒信担保始终坚持合规经营，加强内部
自律，通过优化合规组织体系、健全合规管理机制、强化
合规培训宣导等方式，不断加强合规建设，努力打造理念
先进、科学严谨、覆盖公司业务全流程的合规管理体系。

'"#GHIJ=.

浏阳恒信担保不断完善自上而下、独立有效、责任明
晰的内控管理机制，加强业务流程的标准化建设，提高全
体员工的责任意识、底线意识、红线意识。

!"#GH23./

浏阳恒信担保坚持以夯实公司可持续发展基石为主
线，不断探索建立具有指导性、约束性、激励性、规范性、
程序性的现代化管理制度。截至2020年底，浏阳恒信担保
已制定了百余项规章制度，为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
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8$=KCL

浏阳恒信担保始终将与金融机构建立良好的合作关
系作为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二十年来，浏阳恒信
担保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理念指引下，与银行
等合作伙伴充分沟通、凝聚共识、优势互补，在市场拓展、
风险控制、产品研发等方面实现了资源共享与有效联动。
截至2020年12月，浏阳恒信担保已与长沙银行、中国银
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
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总授信额度达18亿元；其中与中国
银行、交通银行、邮政银行、兴业银行全面落实了二八分
担政策。

!"#$%&'()*

>MNO1PQ

'"#RSOTUV*W&X

“产业发展”信用担保是浏阳恒信担保的主要业务品
种，以15个新兴及优势产业链为重点的目标客群建设思
路，助推我市“兴工强市”战略目标实现，为企业提供100
万元－1000万元的信用融资额度，解决企业抵押物不足、
快速发展受限的问题。

!"#RYZ[\V]^&X

“共克时艰”抵押担保是指企业和个人依据其所有的
土地、厂房、机器设备、存货等流动资产、专利权、商标权
等知识产权、股权、租赁收益权等各项优质资产提供抵押

_`ab*$%&Xcdef

01



!"#$%&'() ! !"#$% &'%$%('%) )"$*+#,-- $../('+,'/%

!"#$ !"!"

!"#$% &'()!*(#+#%#,-

书书书

表一：２０２０年公司十大客户集中度明细
单位：万元

序号 受保企业名称 担保金额

１ 湖南丰日电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２ 湖南奇壮科技饲料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３ 浏阳市天鹰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４ 长沙佳能通用泵业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５ 长沙鼎铭铝业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６ 长沙梅花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７ 浏阳市中奇烟花制造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８ 浏阳市德顺鞭炮烟花制作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９ 长沙康威日用品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０ 湖南金阳烯碳新材料有限公司 ５００

登记的借款，可以根据资产类别、评估价值实现 60%-
150%的融资担保，解决企业或个人短期流动资金问题。

!"#*+,-./012&'

“小微、三农”普惠担保是浏阳恒信担保为解决浏阳
市区域内的小微及农户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出现资金短
缺问题开发的业务品种。具有申报门槛低、放款速度快的
特点。

$"#*3456078&'

“工程履约”专项担保是浏阳恒信担保为支持浏阳重
点项目建设新开发的业务品种，以项目为基础，为中标企
业或施工企业专项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9:;<078&'

“票据承兑”专项担保是浏阳恒信担保对票据承兑客
户所发生的债务予以保证的业务品种，它能使客户的经
营资金部分免于占压，从而提高资金利用率。

=>?@ABC

浏阳恒信担保于2019年10月加入湖南省再担保
体系，并陆续与体系内的各合作银行签署“银担战略合作
协议”，在严格把控风险的同时，为中小微企业和三农服
务宗旨始终如一。截至 2020年底，累计融资担保金额
84.33亿元。

自2018年转型成为融资性担保公司以来，已累计为
中小微企业和三农担保4.4155亿元。2020年新冠疫情暴
发后，浏阳恒信担保励精图治、团结共进，为切实帮助企
业渡过难关，董事长长期亲自带领团队进园区、下车间、
送政策。疫情防控期间，浏阳恒信担保响应市委、市政府
关于扶持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积极复工稳产的相关要求，

将担保费降至1%以下，直接为客户节省融资成本近300
多万元。2020年全年，浏阳恒信担保新增担保额 3.084
亿元，充分发挥了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的责任与担当。截
至2020年12月，浏阳恒信担保保持着2.64倍的担保业
务放大倍数。

!"#$%&'()*

浏阳恒信担保坚守“搭建融资平台服务中小企业”的
使命，服务实体经济，提升服务品质，推进业务创新，严控
风险管理，强化人本理念，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了规模、质
量和效益的协调发展，市场竞争力和价值创造力得到持
续提升，兑现了为政府、客户、合作伙伴、员工、社会创造
价值的承诺，在促进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彰
显了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责任担当。

浏阳恒信担保坚持聚焦支小支农融资担保业务，勇
于担当，锐意进取，充分发挥了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金
融服务功能，主动架起了企业与金融机构的桥梁，为小微
和三农企业提供优质、便捷服务，不仅降低了企业的融
资成本，也卓有成效地解决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2020年，浏阳恒信担保累计为97户小微企业和三农发放
30840万元贷款，在保余额30610万元，担保业务的发展
为浏阳增加了就业岗位，带动了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当地
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D?EF12GHI+,./JK

浏阳恒信担保坚持聚焦普惠金融，以“支农支小”理
念引领各项业务开展，专注于服务小微企业、“三农”及双
创等普惠金融主体，通过降低担保费率、增加授信额度等
方式加大资源倾斜力度，着力解决服务短板和薄弱环节，
积极探索普惠金融新模式，使更多金融活水有效灌溉到
小微及“三农”领域。

浏阳恒信担保深入贯彻落实国家质量兴农战略，灵
活运用多种方式持续加大对浏阳地区优势农产品、特色
农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
力度；顺应农业功能多元化发展趋势，持续推动“三农”领
域服务创新，加大对农业产业链各环节的支持力度，推动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聚焦绿色食品、特色食品领域，建立
围绕园区经济、围绕15个新兴及优势产业链为重点的目
标客群建设思路，持续为我市中小微及三农企业提供融
资担保；客户主要集中在烟花行业、智能制造行业、建筑
建材行业、食品加工行业、文化旅游行业及“三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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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企业加快研发成果产业化、加工工艺现代化、企业品
牌国际化，推动产品向规模化、功能化、绿色化、国际化方
向发展。

*+,-./01234$5678

作为长沙市担保协会常务理事单位，浏阳恒信担保
成立以来，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自我教育、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的职能作用，多维度、全方位、深层次地服务
广大会员单位，积极组织会员机构开展信息咨询、业务培
训、权益保护和对外宣传交流，为切实推进担保机构加强
自身建设、规范行业行为、实现行业自律、加强业务联动、
提升行业形象、增强行业凝聚力作出了积极贡献。

*9,:;<=1>?@)<A

浏阳恒信担保始终坚持公益理念、倡导责任文化，引
导全体员工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浏阳恒信担保通过
设立党支部、结对帮扶等活动开展了为贫困家庭送温暖、
关爱农村儿童等多种形式的公益活动，积极奉献爱心、回
赠社会。

*B,:CDE1FGHIJK

浏阳恒信担保始终倡导“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视
员工为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及价值成长的基石。
浏阳恒信担保已初步建立了良好的引才、育才、用才、留
才机制，不断完善多层次员工培训体系，为员工提供多通
道的职业发展路径，营造出充满活力的人才培养环境，力
求为每一位员工提供展现自我、实现价值的平台，并将人

才队伍建设凝聚成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力量。
为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浏阳恒信担保通过多

种渠道补充人员，不断强化考核机制，充分尊重和发挥每
个员工的价值，以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以公平、竞争、
择优为原则不断强化领导干部队伍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不断提升员工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

展望未来，浏阳恒信担保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守“搭建融资平台服务
中小企业”的使命，着力服务好实体经济，做好普惠金融
工作。

我们将持续优化公司治理水平，实现精细化管理、努
力成为卓越的综合金融服务商；我们将坚持政府性融资
担保机构的准公共定位，坚持保本微利原则，助力浏阳
地区实体经济发展；我们将继续强化业务创新，以客户
需求为中心，满足客户需求，关注客户体验，完善客户服
务，有效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水平；我们将加强担保信息
化建设，进一步增强全面风险管理能力，确保公司健康
可持续发展；我们将坚持奉献社会，继续在扶弱济困、志
愿者服务及其它社会公益方面积极投入，推动社会和谐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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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公司股东构成及占股比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

金额

出资

方式

持股

比例

湖南中水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民营股东）

４９００ 货币 ４９

长沙高新区创业服务公司（隶属高
新区管委会）

４６００ 货币 ４６

长沙市农业发展投资公司（隶属长
沙市国资委）

５００ 货币 ５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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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中水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水担保”）
成立于2013年5月，湖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编号：湘A000076，注册资本1
亿元，是长沙市国有控股的融资担保机构。公司是湖南省
融资担保集团再担保合作机构、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委会科技金融信贷风险补偿合作的融资担保机构；
公司系湖南省融资担保协会理事单位和长沙市中小企业
融资担保协会副会长单位、湖南省优秀融资担保机构、长
沙高新区科技金融优秀服务机构。

*1,2345

创新精神：诚信为本，合作共赢。
经营理念：公司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社会化服务。
核心价值观：严谨规范，诚信务实，开拓创新，合作

共赢。
企业愿景：打造不断进取的一流金融服务企业。

*6,789:;<

公司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系湖南省融资再担保
有限公司比例再担保合作机构。公司由湖南中水金控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出资4900万元，长沙高新区创业服务公
司出资4600万元，长沙市农业发展投资公司出资500万
元构成。

'"($)*+,-.*

*+,=>?9

公司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设立组织架构，法人治
理结构健全，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公司设有
业务部、风控部、资产管理部、行政部和财务部五个部门，
五部门各司其职、相互支持、相互协作。

公司组织架构图

*1,@ABC;<

公司实施人才竞争战略，推行员工自我提升激励机
制。现有员工27名，是一支专业能力强、团结合作、积极
向上的员工队伍，员工大都有银行、担保、小贷、会计师事
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行业从业经历，均具有扎实的业务

/0123456789($

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图一：公司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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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本科及以上学历占90%，经济师
3人，律师1人，会计师及注册会计师中级职称6人。

*+,-./$0123456

公司以“担社会责任，保经济发展”为己任，秉承“诚
信为本，合作共赢”的理念，以园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为主要客户群体，凭借稳健的经营与良好的信誉，公
司与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北京银行、浦发银
行、光大银行、华融湘江银行、长沙银行、长沙农商银行等
多家金融机构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授信总额超
10亿元。

*7,89%:2;<

公司以“专业化服务为起点，规范化流程为准则，控
风险寻创新为根本，高效率可持续”为目的，支持服务中
小微及“三农”企业。公司系湖南省融资担保协会理事单
位、长沙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协会副会长单位、高新区金
融投资协会理事单位，2015年 -2019年连续四年荣获
“湖南省优秀融资担保机构”称号，2019年-2020年连续
两年荣获长沙高新区“科技金融优秀服务机构”称号。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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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将人才队伍建设凝聚成公司核心竞争力为目
标，十分注重对每位员工专业技能、综合素质的培养，为
每一名员工提供了展现自我、实现价值的平台。公司通过
完善的员工管理制度，建立了良好的引才、育才、用才、留
才机制，为公司稳步向前打下基础。

一是按照“双向选择，优胜劣汰”的原则，实行以“效
益目标、管理目标、质量目标”为内容的员工聘任制，对每
个员工的目标责任、管理责任、薪酬待遇进行量化，确保
公开透明、公平竞争，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二是严格执行激励约束机制，实行以目标管理责任
制为基础的员工绩效考核制度。以总经理为组长的绩效
考核领导小组，根据全年的工作目标任务和权、责、利明
晰的《绩效考核办法》，分季度、年度对员工的岗位职责、
工作完成情况、劳动纪律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全方面的考
核。根据考核结果，确定员工绩效工资、奖惩等兑现方案。
严格遵循“多劳多得，奖勤罚懒”的原则，按月考核兑现。

三是根据担保行业风险大的特点，实行了规范员工
业务操作和日常行为为目的的员工管理制度，制定了《员
工守则》，要求员工严格按照业务操作流程办事，廉洁自

律，在做业务时必须依法合规，客观真实，秉公办事，有效
防范业务操作风险和员工的道德风险。

$"#D6@A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制度建设促进规范管
理，以规范管理加强制度建设，注重规范管理长效机制的
建立，在强化管理的同时，狠抓制度落实。一是公司管理
层对公司制度和合同进行专题讨论，2020年在薪酬制
度、评审会议事规则、设备管理等方面都进一步完善与修
订。二是规范会议管理，充分发挥会议在领导决策、传递
信息等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提高会议质量和工作效率，对
相关重要内容，及时签署下发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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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业务面临着“三新二旧”，三新是疫情带来的
新业态、复工复产各项政策的新动向、新颁布的法律法规，
二旧是市场依旧巨大和市场竞争依旧惨烈，这些新旧问
题和情况对业务人员个人目标责任的完成形成了非常大
的压力，但公司管理班子深知“适者生存”是市场永恒不
变的法则，为“适新求存”，公司反复开会讨论研究制定方
案，做到了思想统一，全方位地支持业务部，明确了全年
业务重点放在宁乡高新区、长沙高新区两个园区的战略
部署，鼓励业务重点向园区客户倾斜，通过担保降费，提
高担保公司的竞争优势，出台简易审批流程，提高业务审
批效率等一系列措施助力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T,UJVWXYMZ[\]VW

风控工作说到底就是“欲思其利，必虑其害”，2020年
是业务部门“加大油门”往前冲的一年，如何做到既要速
度又要安全地“踩好刹车”是风控部门的工作重点。

一是项目调查精细化。以财务数据为依据，从财务因
素和非财务因素、企业内部和外部等各个方面对客户过
去的经营情况、公司实力、技术水平、所处行业中的地位
以及企业所处生命周期进行详细核实，获取客户最真实、
全方位情况，还原真实经营业绩和前景，做好企业画像。

二是保后检查严谨化。根据放款尽调情况，列出各项
目风险点及关注点，在放款后进行重点关注。风控部门将
保后检查细化成每周的工作任务，按周督导、季度汇总评
价打分。

三是面签程序严格化。根据公司实际情况，专门重新
制定了《客户面签操作要求》，从细节方面对面签各环节

^_`Ra$%&'b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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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为业务、风控人员办理面签工作提供
了指南。四是合同版本标准化。公司管理层、律师以及风
控部多次对合同和协议进行专题讨论，并作了进一步的
修订和完善，从法律层面堵塞风险漏洞。

!"#$%&'(

2020年，公司全年新增担保42笔，担保发生额20095
万元，年末在保业务38笔，在保余额18024.9万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发生担保业务484
笔，担保发生额21.2亿元。

)"*+,-./

*+,-./01

在当前担保行业比较低迷的情况下，公司按照“调结
构、防风险、拓市场、稳增长”的发展目标来拓展业务。本
着对股东负责的承诺，公司通过规范化管理、专业化运作，
在积极拓展业务的同时，严格风险管理，实现资本和业务
增值的双赢，确保股东投资保值增值。

*2,-3401

公司严格按照《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规定，
规范经营，严格按照规定的业务范围开展业务，没有从事
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受托投资等活动，也没有从事高风
险等国家政策不允许经营的业务。

*5,-6)01

2020年，公司坚持国家政策导向，以长沙高新区为

重点精准发力，为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受新
冠疫情影响，众多中小微企业面临资金困难，公司积极响
应各部门出台的各项复工复产政策，第一时间走访园区内
企业200多家，为50多家园区企业免费提供融资服务。公
司多措并举为企业送“金融活水”，通过降低融资担保费
率、出台简易审批流程、提高业务审批的效率、存量项目
续保续贷等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再一次体现出公司
“国资铁肩担道义，主动作为助中小”的社会责任感与政
策性担保机构的使命感。

*7,-89:;01

公司坚持“精诚合作，互惠共赢”的原则，以完善的法
人治理结构、专业的从业人员、强劲的业务拓展能力、完
备的风险控制体系和专业专注与银行构建良好的互信合
作关系，砥砺前行，积极承担合同责任，与时俱进探索共
同成长之路。

0"1234

公司将继续谨遵《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以及
《四项配套制度》的政策规定，依法合规经营，高效务实服
务于中小微企业和“三农”企业，积极为企业增信赋能，着
力缓解融资难融资贵，为中小微企业和“三农”可持续发
展保驾护航，为长沙高新区实现成为湖南“三高四新”战
略主阵地的目标增劲助力。

<=>?@)ABC?@'D<EFGHIJ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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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乡市和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经湖南省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批准于2012年元月成立，是国有独资
的专业融资担保公司。公司原主管单位为宁乡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原注册资本1亿元。2018年底，根据宁乡市
人民政府关于国有公司整合要求，公司划转整合至宁乡
市国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属于集团的一级子公
司。2020年上半年，公司完成全面整合。公司在开始至全
面完成整合的一段时间，由于一系列内外部因素，业务
基本停滞。整合后，组建了新的管理团队，完善了内部管
理机制，创新了运营模式，并于6月底新增注册资本至
2亿元。公司重新启航，开始重新办理新的融资担保业
务。

公司主要以支持中小微企业、“三农”主体和个体工
商户发展为服务方向，目前开展的融资担保业务包括流
动资金贷款担保、应收账款质押担保、贸易融资担保等，
同时依托集团业务开展投标担保、工程履约担保等非融
资担保业务。

*1,23456789:

公司的经营理念是坚守融资担保主业，以支持中小
微企业和“三农”发展为服务方向，以普惠金融为服务目
标，着力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立足宁乡本
地，助力宁乡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公司的经营原则：稳健经营、风险可控；管理精细，治
理完善；服务中小微实体经济；诚信为本，和谐发展，社会
效益优先。

公司的企业精神：诚信、务实、创新、高效、和谐。

*;,<=>?

公司为国有独资，股东为宁乡市国有资产处置服务
中心，持股比例100%。实控人为宁乡市国资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宁乡市国资投资控股集团是经宁乡市人民政府批
准，于2002年6月注册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
20亿元，公司主要代表宁乡市人民政府组织国有资本运
营，行使国有资产经营主体职能，并逐步形成以国有资产
经营为龙头，项目建设、公共服务、地产开发、文化旅游、
农业开发、金融担保齐头并进的多个产业链发展格局。

*@,ABCD

公司拥有规范的管理结构和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建
立科学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公司实行董事长
负责制，董事长由国资集团委派、由集团一名副总经理兼
任，主持全面工作；副董事长兼经理一名，协助董事长主
持全面工作；副董事长一名，主管业务拓展部及法务风控
部；副经理两名，分别主管财务管理部和综合服务部。公
司按照现代企业管理模式进行运作，内设综合服务部、财

'()*+,-./01234$

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图一：公司组织架构

EFG6H$%&'IJ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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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部、业务拓展部、法务风控部，各部门职责明确，协
调配合，运行顺畅。

*+,-./$01

公司在2020年6月重新进入市场后，本着合作共赢
的原则，积极与各类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先后与宁乡农商
银行、沪农商银行、浦发银行、华融湘江银行、广发银行、
长沙银行6家银行签订了授信合作协议，获得授信额度
3.3亿元。

*2,3456789:

经过近半年的努力，公司逐步形成良好发展态势。截
至2020年末，公司注册资本2亿元，资产总额2.043亿
元，其中流动资产2.042亿元，负债1633万元，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461万元。

!"#$%&'(

公司在整合前历史代偿数据高，代偿款回笼不到位，
风险管控情况不容乐观。公司整合后，将风险视为公司的
生命线，特别重视业务风险防控，提高全员风险意识，逐
步建立和健全公司风险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制度，不断
强化风险管理，确保公司稳健经营，努力实现国有资产的
保值增值。

*;,<=>?@ABC

公司首先从制度入手，完善了业务、风险管理方面的
操作规程及其配套制度，并严格按制度执行，切实提高风
险管理水平。以法务风控部为主，组建了风控法务团队，
负责担保项目的审核、法务审查；以公司董事会为核心，
组建项目评审会，在项目审批上严格实行项目集体评审
决策制度。在财务管理上，根据政策文件要求提取未到期
责任准备金和担保赔偿准备金。加强保后管理，对在保项
目建立健全了风险检查、预警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

*D,EF>?@A

在公司建立的风险管理体系和业务风险管理制度基
础上，公司实行全过程风险管理原则。在项目受理方面，
首先要满足公司制定的项目受理标准和准入政策。在项
目尽职调查方面，采用 A、B角共同参与的方式，A角为
主，B角协助配合和监督，进行项目风险评估分析和意见

的提出。在项目审批方面，项目评审会对公司项目的决策
和放款条件、反担保措施进行集体研究、评审、审核，董
事会成员都有一票否决权，但无一票通过权。保后管理
方面，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抽查、风险评估等措施
及时了解客户的偿债风险，确保及时采取措施规避代偿
风险。

)"*+,-./

2018年前后由于宏观经济形势等原因，公司出现了
大量的代偿情况，加之接下来公司划转整合，导致2018
年前后连续3年多时间公司停止了办理新增业务。2020
年，公司组建了新的团队后，克服困难，创新工作，下半年
重新进入市场。2020年当年新增担保额12764万元，其
中融资担保金额7925万元，履约担保等非融资担保金额
4839万元；期末在保余额 11793万元，累计担保总额
127267万元；当年新增代偿额1705万元，当年代偿回收
额734万元。

截至2020年末，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余额40.14
万元，担保赔偿准备金余额1179.3万元。

01234567

承担社会责任是担保公司存在的重要意义，也是公
司在运营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初心和使命，公司坚持
社会效益优先。

*;,GHIJKLMNOPQ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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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三农”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公司优化服务，积
极上门对接，量身定制融资方案，同时协调银行提高贷款
效率、争取最优利率。公司再入市场后即重点对“湘都农
业”、“五指湖农庄”等农业项目给予了融资贷款担保支
持。针对宁乡本地特色珠宝产业在后疫情时期出现流动
资金困难的较小珠宝商户，协同沪农商村镇银行和商业
协会，到湘西、常德、益阳等多个城市的20余家珠宝店实
地走访，帮助商户实现流动资金贷款。公司切实做到了全
心全意为小微企业和“三农”服务。

*D,VWXYZ[\]^]_

公司从成立之初，一直服务于中小微企业，助力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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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停办新增业务期间，对于有续贷
需求的担保客户，公司坚持履责，提供续贷担保服务，确
保客户的经营持续稳定。在项目出现风险时，都能积极主
动履行代偿义务。2020年，在公司划转整合、团队人员变
更的情况下，更是坚持履约履责，在第一时间对出现风险
的以前续贷项目及时履行代偿，为客户代偿金额1705万
元。赢得了客户、合作金融机构的充分认可，彰显了国有
企业品牌。

*+,-./)0123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社会责任，每年都组织员
工开展各项公益活动，并提供资金支持。2020年，公司组
织职工前往沩山同庆村、流沙河罘 村、黄材沙坪村、道
林社区贫困户家中走访慰问；到宁乡十中看望贫困学生
并送温暖。通过公司员工发力，为贫困户销售茶叶、家禽、

特色小吃等农副产品。

!"#$%&

融资担保行业瞬息万变，百舸争流，为满足日益增长
的融资担保需求和在行业竞争中凸显优势、赢得市场，公
司将时刻摆正心态，创造“新”态，积极拓展新业务，整合
资源优势，增强担保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努力将公司业务
做实、做优、做强，立足宁乡本地，打造“资本充足、运营安
全、服务优质”的国有融资担保公司品牌。

40567)89:67';4<=>?@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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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２０２０年变动情况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８３．３３％

长沙临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１６．６７％
２０２０年８月，原股东长沙县鑫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将持有的
１６．６７％股份全部无偿划转至长沙临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0

长沙星城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系长沙经济技
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与长沙临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出资设立的国有融资担保公司，注册资本1.2亿元。

公司成立以来，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本，秉承“立
足园区、服务企业、助力发展”的经营宗旨，帮助中小微企

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免费为经开区符合产业导向
的园区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目前公司业务范围以长
沙经开区和长沙县域为核心，辐射长沙市。

*1,234562789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
是长沙经开区管委会出资设立的唯一国有独资企业，注

'()*+,-./01234#$

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册资本10亿元。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储备土地前期开发
及配套建设；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
屋租赁；场地租赁；创业投资、股权投资、项目投资、产业
投资；资产管理等。二十多年来，集团公司始终立足园区、
服务园区、挖掘资源、发挥优势，深度参与全区经济社会
建设发展，为园区企业提供自来水、污水处理、燃气供应
等要素保障；开拓工业地产、文体场馆、人才公寓、城市综
合体等开发和运营；开展产业投资、担保和小额贷款、金
融服务等渠道金融服务，分享股权、利息、租金、服务收费
等多方面的资金回报，实现多赢互利，共享园区经济快速
发展的成果。

长沙临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
前身为长沙县县属国有独资公司长沙县空港城建设投资
公司，2018年重组整合为临空集团。临空集团定位为长

沙临空经济示范区（黄花综保区）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主
体。依托国家级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黄花综保区）的空
港枢纽、空铁一体、产业新城的区位优势及航空物流、临
空制造、综合保税的产业优势，构建“产城融合+商业开
发+产业孵化+运营服务”的四位一体的商业模式，引
导长沙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着力把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
打造成产业融合、产城融合、城乡融合发展的先行示范区。

*:,;<=5

公司设股东会，股东由全体法人股东构成；公司不设
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兼任公司总经理，对股东负责；
公司设监事一名；设业务部、风险管理部、综合部3个职
能部门，财务工作由股东经开集团集中核算；设决策委员
会、风险评审委员会等议事决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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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公司最大十家客户明细表

序号 客户名称

１ 湖南柯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２ 湖南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 湖南亘晟门窗幕墙有限公司

４ 长沙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５ 湖南明和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６ 湖南金帛泰幕墙装饰工程

７ 湖南东一运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８ 湖南星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９ 湖南南远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０ 长沙长龙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0$12

2020年，公司积极拓宽银行业务渠道，构建银行授
信合作，与交通银行、农业银行、长沙银行、光大银行、兴
业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华融湘江银行、东莞银行、
星沙沪农商村镇银行等十余家银行建立了授信合作，授
信额度超过10亿元。

*3,456789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13290.04
万元，负债863.16万元，所有者权益12426.88万元；2020
年公司营业收入462.33万元，净利润136.78万元，资产
保值增值率10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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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强化了制度执行
落实；实行民主审议、集体决策制，内设决策委员会和风
险评审委员会两个集体决策机构，决策委员会负责公司
“三重一大”事项审核审批，风险评审委员会负责担保项
目的评审和决策；另外，公司高度重视廉政建设，强化员
工廉洁自律行为，加强了合规经营，严格按照公司章程、
监管办法开展经营管理工作。

*G,H;IJKL?@A;<IMNO

风险管理是公司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公司自成立以
来，在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高度重视风险管理工
作。一是狠抓制度执行。2020年，公司在原有一系列业务
制度和风控制度的基础上，尤其是重点研判疫情之后的
经济走势，居安思危，出台了《2020年担保业务风控策

略》，为全年业务工作开展指明方向。二是狠抓流程建设。
公司严格按照制度进行操作，加强贷后管理，实时了解企
业情况，关注企业动态，实现了贷前调查、贷中核实、贷后
监管的流程化操作。三是加强在保项目风险管控。一方
面，新增自主经营项目均合理设置了反担保措施，强化
了赋强公证；另一方面，加强贷后监管，进一步调整客户
贷款结构，优化了客户质量和担保结构。四是针对受疫情
影响的企业，高度关注其经营变化和偿债能力，对于需要
延期还款的，提前与银行沟通协调。五是强化风控意识，
突出合规经营，由风险管理部对公司内控管理进行稽查，
聘请芙蓉律所和评估机构参与到风险管理实务中。

)"*+,-./'(

*:,&'P7QR

公司作为长沙县唯一一家名单制的政府性融资担保
公司，始终牢记服务园区小微企业的初衷，提高站位，聚
焦主业，勇于担当，深耕园区，累计免费为园区企业提供
担保服务2.1亿元。

2020年，面对较为复杂的经济形势，公司迎难而上，
主动作为，全年提供担保服务金额2.36亿元，年末在保
余额1.88亿元，其中：为长沙经开园区及长沙县域企业
提供担保金额 2.1亿元；为小微型企业提供担保金额
2.08亿元，占总担保金额的88.33%；2020年年末在保余
额较上年度净增0.86亿元，其中融资性担保在保余额较
上年度净增0.97亿元。公司自2018年成立以来累计提供
各类担保服务4.1亿元。

*G,STUV>WXYSTQR

图一：公司组织架构图

Z[\]V^_P$%&'`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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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公司关联客户明细表

序号 客户名称

１ 长沙长龙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0.12345

当年新增代偿额0，历史累计代偿额260.8万元，应
收代偿款192.71万元，累计损失额0。

*6,78945

公司自成立以来严格按照监管要求计提准备金，
2020年末累计计提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担保赔偿准备
金共计249万元，未计提一般风险准备金。

*:,;<=>45

公司担保业务净资产放大倍数为1.51倍，融资性担
保业务净资产放大倍数为1.41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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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疫情复工以来，为助力园区企业复工复
产，我司积极响应各级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采取了系列
帮扶举措：（1）进一步降低企业担保费率，经开区园区符
合帮扶政策的企业继续免收担保费，2020年减免担保费
近300万元，园区外企业担保费最低降至1%；（2）积极落

实湘政发〔2020〕3号文件精神，帮助3家在保客户获得
银行贷款延期还款批复；（3）携手长沙银行共同推出暖心
贷产品，简化相关手续，提高尽调效率。

*H,IJKLDMNOP

一方面，公司围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的经济形态，把握成立自贸区的新机遇，深耕实体经济，
紧扣“两主一特”产业布局，创新业务品种，制定了“强园”
小微担保贷，优化了初创型、科技型小微企业的扶持标准
和准入门槛，放宽了反担保条件。另一方面，为进一步优
化经开区营商环境，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公司还推出了
“园区顺位贷”、“气球贷”、“订单贷”、“商票质押贷”等信
贷产品。

+,-./

星城担保将继续立足园区，服务实体经济，切实帮助
小微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进一步提升服务
质量，公司将继续保持专注、专一的工作态度，树立精准、
精细的工作意识，聚焦主业，开拓创新，更有效地促进区
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QRSTUVW'XQYZ[\]^_`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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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丰叶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8年11
月，系株洲市委市政府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担保难而
主导发起的一家融资性担保公司，由株洲市国有资产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民营企业共同出资组建。成立
之初注册资本1亿元，国投集团占比40%、其他民营股份
占比60%，为民营控制企业，后历经三次增资实现国有控

股。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9.5亿元，金控集团占比75.24%、
其他民营股份占比24.76%。

*/,0123456%7

根据公司章程及监管要求，公司设置了三会一层法人
治理结构，设立了党群工作部、综合管理部、计划财务部、
风险管理部、法律合规部、担保业务部共6个职能部门。

目前公司在册员工16人，其中经营管理层4名（董
事长1人，总经理1人、副总经理 2人）、其他员工 8名
（其中含业务人员2人，风控人员2人，法务人员4人，财
务、综合及党务工作人员4人）。90%员工具有本科以上学
历（研究生2人、海外留学背景2人），多数员工拥有会计
从业、证券从业、银行从业资格证书、法律执业资格证，其
中风险管理师1人、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1人。

*8,9:;3

按照信息共享、风险共担、共同进退的原则，目前已
与中国银行等13家金融机构建立了密切的业务关系，
综合授信额度达42亿元。

*<,!"!"=>?@ABC

2020年，公司重点以“稳健经营、维护国有权益”为
主。坚持业务发展与清收处置两手抓、两手硬，有效抵御
了行业经营压力，确保了公司的稳健运行。2020年实现收
入3772.78万元，实现利润640.17万元，清收回款2625.07
万元。

作为株洲市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龙头企业，丰叶担保
累计为950户中小微企业（或个人）提供融资和非融性担
保1280笔，累计担保金额近100亿元。据不完全统计，公
司成立至今，因丰叶担保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直接或间接
地促进中小微企业新增销售收入400亿元，新增税收近

'()*+,-./0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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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历次增资及股权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本变动情况

增资后

注册

资本

国投

占股

民营

占股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 注册成立 １００００ ４０％ ６０％

２０１４年６月
增资２亿元

（１．１４元／注册资本）
２７５４２４６．３７％ ５３．６３％

２０１５年６月
增资２亿元

（１．１４元／注册资本）
４５０８４４７．７８％ ５２．２２％

２０１７年６月
增资５亿元

（１元／注册资本）
９５０８４７５．２６％ ２４．７４％

书书书

表二：公司目前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１ 株洲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７１５４２ ７５．２４

２ 株洲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１３４２ ２２．４５

３ 湖南钧皇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１８００ １．８９

４ 深圳市雄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０．４２

合　计 ９５０８４ １００．００

DEFG$%&'HIJK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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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公司２０２０年主要经营指标
单位：万元

序号 指标名称 完成数

１ 收入总额 ３７７２．７８

２ 利润总额 ６４０．１７

３ 风险控制 ２６２５．０７

20亿元，新增就业岗位30.8万人以上，有效帮助各中小
微企业解决了生产、经营过程中资金短缺的难题，实现了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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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经济持续下行，加之全球疫情影响，经济形
势低迷复杂，公司作为地方龙头企业，勇于担当，精准施
力，从暖企战“疫”、聚焦小微、体系协同三方面着手，深耕
主业，业务发展平稳。
（1）暖企战“疫”
2020年1月，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控新

冠疫情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工作部署，在集团的坚强领导下，迅速出台应对疫
情融资担保“七项措施”，内容包括不抽贷断贷压贷、无还
本续贷、定点企业重点加速贷、创新担保品种、下调融资
担保费、开辟绿色审批通道、线上云办公等，帮扶在保客
户、防疫重点企业、金融机构推介企业百余户。截至目前，
丰叶担保为94家企业提供了9.77亿元的担保贷款，为
56家企业累计减免担保费296.5万元，同时，通过与银行
合作联动帮助5家企业实现无还本续贷，1户企业调整
分期还款时间，1户企业实现延期还款。
（2）聚焦小微
自2019年末，丰叶公司积极顺应国家政策导向，以

市金融办牵头、国资委推进的“政银担”信贷风险补偿基
金为契机，加大小微企业扶持力度，深化服务，自“政银
担”信贷风险补偿基金项目启动以来，公司累计扶持项目
98户，放款金额3.3亿元。在赋能小微的同时，树立了丰
叶普惠金融品牌。

$"#BCDE9FG4H9IJKLMN1OPQ

公司认真贯彻集团“业务发展”与“清收处置”两手
抓、两手硬的发展思路，深入推进集团“全员清收、集体攻
坚、确保双降”的攻坚行动。一是提高认识，董事长带头深
入一线，坚持前中后台步调一致，全员参与，凝心聚力；二
是科学部署，制定了丰叶公司《不良债权清收攻坚战实施

方案》，案件分类实施，责任分解到人，按“一户一策一人”
推进管理；三是督办考核，将清收工作摆在业绩考核的
首位，每日日志记录、每周碰头总结，确保高效处置，执行
到位。

2020年不良处置工作，不管是从回收金额、处置手
段还是案件进程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全年不良清收现
金回款2625.07万元，完成预期目标262.51%，并实现以
物抵债5070.12万元。处置手段上看，除了常规诉讼手段，
还通过拍卖房产、设备，债务人协商签约，债权转让，摸
排、执行相关责任人收入来源等，多点开花实现回款。案
件进程上，澳华重工处置设备实现回款107.41万元；宏发、
鸿利等烟花项目，执行退出补偿款，实现回款117.15万
元；优购项目处置抵押土地，实现回款430万元；火车头
物流，与抵押人达成和解协议，实现回款143万元；瑞威
贸易系列项目，与债务人达成民事调解，实现回款249万
元；已处于停滞状态三年多的松西子案件，通过不懈努
力，近期顺利召开债权人会议，批准了2019年1月确定的
第一次破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并于12月收到第一笔分配
资金516万元；其他20笔案件累计回款1060.75万元。

%"#RS:T6SUVW9XYZ[;\]^_`

公司以各级监管部门检查为契机，多次开展内部自
查，逐一排查流程节点，查漏补缺。一是修订、完善了业务
尽调报告模板，明确了关键尽调要素，进一步加强尽调流
程的实效性，强化风险意识；二是补充了《公车管理制度》、
《假勤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了日常考勤、假勤审批、私
车公用审批流程，明确相关要求，强化纪律意识；三是利
用办公软件组织线上学习，围绕《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
融资担保公司非现场监管规程的通知》等文件，明晰风
险监测关键信息，初步构建严管善待、稳健规范的内控
体系。

&"#ab@A6=Cc09XYdefghi?j

一是银行授信方面，为做好重组过渡工作，打消银行
方合作顾虑，公司对主要的合作机构进行了集中走访，以
维护银行授信。

二是授信评级方面，5月11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
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发布株洲丰叶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信用评级结果通知书》，确定丰叶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级，评级展望为稳定，肯定了丰叶公司在维护区域金
融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是
连续三年获此信用等级。

'"#klmn9opqr9s8tuvwxyzq{|1

2020年，丰叶担保支部严格按照集团党委工作部署，

00



!"#$%&'() ! !"#$% &'%$%('%) )"$*+#,-- $../('+,'/%

扎实推进支部党建工作，以党建促业务，以支部建设带动
团队建设，以支部活动锻造团队精神。深入开展“三亮三
比促两创两推”业绩竞赛活动，结合“党建引领，转型改
革”围绕公司业务重点发展，设置党员先锋榜，推动业务
发展及清收工作，营造浓厚的业绩竞赛氛围，形成敢为先
锋的团队文化。

一是做好支部规范管理，建强党员队伍，丰叶担保支
部现有正式党员12人，预备党员1人，入党积极分子7
人，其中2020年发展了1名预备党员，另1名预备党员
按期转正，确定了7名入党积极分子，严格考核党员积分
管理，改进党员教育、管理和监督。

二是抓好阵地建设，对宣传背景墙、文化展板等进行
更新，完善活动阵地的硬件设施，注重“建管用”相结合，
打造文化输出窗口。

三是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谈话谈心等制
度，通过光影铸魂、参观学习等形式，让精神入脑入心，全
年召开党员大会、支委会、党课、主题党日活动共计 46
次，使组织生活成为政治学习的阵地、思想交流的平台、
党性锻炼的熔炉、团队建设的土壤。

四是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疫情防控期间，
支部联合国投国盛党支部前往天元区群丰镇竹溪社区疫
情防控点，第一时间向社区捐赠84消毒液500斤、一次
性医用口罩500个、酒精20瓶等急需防控物资并派出党
员代表加入集团公司的防疫小组，进驻天元区群丰镇竹
溪社区，坚守一线。

五是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一方面坚决落实“一岗
双责”，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列入年度计划，所有班子成
员进行任务分解，明确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一方面强
学习、明规矩，组织全员参加丰叶公司党风廉政建设谈
话，参加丰叶支部连点领导国投集团纪委书记主讲的《浅
谈青年干部员工的日常操守和修养》党课，参加金控集团
纪委书记主讲的《心存敬畏行为尺规》党课。

!"#$%&'()*+

公司将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坚持党建引
领，认真贯彻集团“业务发展”与“清收处置”两手抓、两手
硬的发展思路，一方面，深入推进“全员清收、集体攻坚、
确保双降”的攻坚行动，压实责任落实，狠抓业绩考核；另
一方面，围绕集团各参控股公司、区县国有公司，做好业
务协同发展，发掘风险补偿范围内的白名单中小微企业，
充分发挥增信、降费、分险功能，打造普惠金融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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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政府主导产业为先，响应集团内循环发展为主、
整合资源、金融服务与产业投资协同的号召，充分挖掘市
场资源，严把客户选择关口，持续调整业务结构，进一步
优化服务质量，依托平台、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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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全员清收、集体攻坚、确保双降”的攻坚行
动，从方案角度出发，因时制宜，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正
清收方案，确保方针政策切实得力；从组织角度出发，坚
持前中后台步调一致，凝心聚力，确保清收处置高效运转；
将清收业绩与绩效考核挂钩，与评优评先挂钩，确保执行
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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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先后与教投集团、湘渌集团、新芦淞集团、荷
塘区金科建设、攸县产投等国有平台公司建立了业务合
作，金融服务品牌影响力得到提升，在缓解中小微企业融
资压力、协助区县一级平台公司缓解担保压力，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

下阶段，在业务整合、获取增信额度的基础上，积极
开拓资本市场业务、中小微白名单风险分担业务，逐步建
立以资本市场担保业务新增盈利、区县平台公司担保业
务做强规模，中小微企业担保业务树立品牌的发展路径。

*R,-S1TU2VW5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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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方面：一是参照集团制度要求，修订、完善
公司制度，实现管理全面接轨；二是进一步规范公司各项
议事规则、管理流程和业务制度；三是对公司违规行为
问责办法和处罚措施等进行细化，奖惩分明，指导流程
工作。

流程管控方面：一是严格执行制度要求，严肃管理，
杜绝超权限、漏环节、逆流程办事行为；二是各管口部门
要坚持定期将流程执行情况公布在群内，加强提醒、警示
作用；三是落实惩处，树立典型，予以警示，将漏洞风险控
制在公司内部范围。

风险预警方面：一是按照“谁发现，谁预警”的原则严

^_`a$%&'bcde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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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把控预警信息的时效性；二是相关责任部门要迅速反
应，积极采取措施，通过群策群力、周密部署、多方谈判等
方式，把握风险处置的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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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加强理论武装，厚耕核心价值观，为公司发展提供强
大的价值引领。党员同志在工作生活中应当对自己提出
更高的要求，不仅仅要学习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将学
习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向群众传播先进理论，在工作
中发挥党员的先进性。

$"#>?@KLMN)?OP5QRSTFUV

面对当前党建工作的形势和任务，丰叶支部要结合
工作实际情况，始终坚持抓好“三会一课”制度的落实，要
制定具体措施，确保所有党员按时参加“三会一课”。针对
“三会一课”的主要内容，支部要事先有准备、有安排，要
做到重点突出，确保活动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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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叶担保支部在集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打造了以
“党情传递、服务多赢”为支部品牌建设活动，已初步建成
了“靠业务吃饭，靠党建强身体”，具有自己特色的品牌支
部。积极响应集团公司党委“党建促发展，奉献在岗位”活
动号召，要切实推进党建与业务开展相融共生，牢牢抓住
业务主线，强力防控业务风险，提升管控水平，保障稳健
运营，促使党建与业务工作同提升、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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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做好党员的发展工作，力争预备党员按期转正、
发动更多的青年员工及中层干部积极加入党组织，做好
培养考察工作，做到符合程序，手续完备，材料规范，质量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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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丰叶担保支部将保持严格按制度召开“三
会一课”的优良作风，在此基础上，采取多样的形式，丰富
的内涵，将理论学习开展成有趣、深入人心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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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党纪党规宣传教育，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宗旨意
识和廉洁从业教育，继续加强《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的宣传力度，深
入学习《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组

织观看廉政教育专题片，组织参观廉政教育基地。落实日
常廉政教育，开展员工任前廉政谈话、支部书记讲廉政党
课，通过正面示范教育和反面警示教育等方式引导各位员
工崇廉拒腐、认真做事、干净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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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持续释放，公司代偿压力
大，并伴随一定的经营风险，公司的应对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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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优化业务结构，密切关注政策导向，因势而谋、
应势而为，减少关注类、落后产能行业项目比重，有的放
矢调结构；二是差异化管理，根据业务实际情况进行分
类，对于关注类项目实施专业化、差异化管理原则，加大
保后频率、实时信息交互，坚持全过程、全面主动的风险
管理；三是转变观念，将风险防范向经营和管理风险转
变，对于可预判风险，要提前采取压降措施，在压降过程
中把控项目走向及处置节点。

*�,WF~���5�Ar���

一是建立健全担保业务相关制度，加强对担保业务
的内部控制，针对关键管控节点，制定规定动作、责任人
员和具体职责，使管理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二是完善
《担保业务违规行为问责办法》，明确界定业务操作环节
的违规行为，防范履职风险，保障业务质量，树立全员尽
职履责的意识。

*N,BF~���5o�UV��

在保客户要实行在保流程全面管理，风险管理部要
认真履行“站岗、放哨、拉警报”的职责，落实《风险预警实
施细则》，加大保后走访力度，定期公布保后管理情况，实
行责任追究；二是定期开展自查梳理，对在保项目反担保
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抵质押物的抵押状态进行全面清查；
三是多方了解项目放款资金、实际控制人的动态情况，对
盲目扩张、信贷诉讼记录激增的，及时进行风险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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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国信财富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国信担保”）成立于2014年10月，经株洲市政府主导，
由湖南省国信财富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株洲市金融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注册资本20亿元，主
体资信等级为“AA”。公司经湖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批准，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主要经营贷款
担保、发行债券担保、票据承兑担保、信用证担保、项目融
资担保；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
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
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房屋租赁；场地租赁。

*1,-.23456789:;<=>

国信担保以打造省内最具竞争力的信用融资金融服
务公司为目标，以“稳健高效服务客户企业，诚信创新打
造核心品牌”为使命，以“诚信、创新”为经营理念。以“敬
业、专业、实干、实效”的服务理念、“审慎经营，严密内控”
的风控理念、用“知人善任、尽显其才”的人才理念组成公
司的核心文化，竭诚为“中小微企业”和“三农”提供优质
的金融服务。

*?,-.@ABC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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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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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公司设有业务部、综合管理部、财务部和风
险管理部四个职能部门，共有员工18名，均为本科及以
上学历，具备高级经济师、中级经济师等职称和基金、证

券、银行等从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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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12月，公司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长沙银行、浦发银行等
20余家金融机构建立了授信、合作关系。

2020年3月，公司与省担保集团继续签订《比例再
担保合作协议》，实现项目的风险分担，将符合政策要求
的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全部纳入比例再担保合作范
围。截至2020年12月，累计上报项目金额13400万元。

*M,-.%NKAO:%KPQE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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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册资本20亿元人民币，其中湖南省国信财富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占股76.64%，株洲市金融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占股23.36%。

$"#%KPQEFBRSTUVW

截至2020年12月，公司资产总额221993万元，负

'()*+,-./0123456$

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图一：公司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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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总额12364万元，净资产209628万元。公司经营正常，
财务情况良好。

截至2020年12月，公司实现收入4000余万元，净
利润10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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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8日，湖南省国信财富融资担保有限责
任公司出资人由湖南省国信财富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株洲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株洲市金融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湖南省国信财富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和株洲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比例分别为
76.64%、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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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共计召开股东会7次，主要为股权转让、增资
扩股、对外投资、银行授信等事宜。

*F,9GHIJK

发挥党建引领，凝聚奋进力量。公司始终坚持“党建
促发展”的理念，切实强化自身政治担当，严格贯彻落实
党中央及上级党委各项决策部署。2020年，在上级党委
“三亮三比促两创两推”活动中，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充分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通过全员努力，公司每季度业绩竞
赛均名列前茅，获金控集团“2020年度优秀子公司”荣誉
称号。

打造廉洁文化，筑牢思想防线。公司在廉政建设方
面，注重“教育在先，预防在前”，引导全体员工廉洁从业，
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工作氛围。并以金控集团《2020年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分解》、《2020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度考核细则》文件为指引，对公司2020年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进行分解和部署，要求全员签署廉洁从业承诺书，
并集中学习党纪党规相关内容。同时以支部主题党日活
动为抓手，积极开展各项活动，进行廉洁宣传。

加强制度建设，提高管理水平。为进一步提升规范化
管理水平，加快标准化建设，公司结合实际，全年修订、完
善内部行政、风控、业务、财务等制度40余项，切实做到
制度清晰、流程规范，有效提高了内控管理水平。

创新业务竞赛，助推竞争活力。根据集团公司下达的
2020年经营指标任务，公司推出“春雨计划”业务竞赛，
完成了内部经营目标分解，切实做到指标到人、责任到人。
同时根据收入指标、风控指标、立项指标、投放指标等主
要指标，每月进行业绩排名、名次上墙，并将竞赛结果纳
入考核，确保了年度经营指标超额完成。

重视人才培养，打造高效团队。不拘一格地识人、用
人，多渠道培养人才、维护人才，公司坚持执行有效的市
场化人才激励机制，依靠考核机制激发员工积极性，让人
才成为公司发展的核心动力。充分发挥工会桥梁纽带作
用，开展读书分享会、红色之旅等形式多样的工会活动，
有效增强了组织凝聚力。

谋求资质提升，推进高质发展。自2018年以来，公司
已连续三年主体资信等级获评AA级，力争3年内注册资
本达到30亿元以上，资信评级达到AA+，进入资本市场
开展业务，为省内大中型企业、平台公司提供增信服务。

,-./*+01

*+,L;MNOPQRSRT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省、市、区有关支持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的相关文件精神，及时开辟绿色通道，全力加快项
目审查速度，快速办理担保业务，在把控风险合规底线的
基础上，做到了尽调和审查同步，缩短审查、审议、审批半
径，全员加班加点，有力地保障了疫情期间企业的融资担
保需求。公司全年评审项目金额10亿余元，实现出账项
目金额90000余万元。

*<,UVWXOYZ[\]H

公司坚持严控风险，不断夯实风险管理制度体系，严
格把好项目尽调、项目审查、项目评审关，全流程管理防
控风险。同时，加强落实现场保后检查工作，定期及不定
期开展专项风险管理检查，全年完成在保项目现场检查

书书书

表一：２０２０年股权结构情况表

序号 股东姓名
实缴出资

额（万元）

占注册

资本比例

出资

方式

１
湖南省国信财富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３２７１．０３ ７６．６４％ 货币

２
株洲市金融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４６７２８．９７ ２３．３６％ 货币

合　计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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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200多次，对在保项目进行有效监控，一旦发现苗头
立即作出风险预案，及时排查风险隐患，制定解决方案，
为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0123.456

公司持续加大对重点客户、重点业务品种、重点领域
的风险监测。针对客户正常生产和阶段性发展的不同需
求，做好企业、金融机构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主动服务化
解潜在风险。针对受疫情影响出现困难的企业，公司领导
和业务经理主动提前对贷款即将到期的企业进行走访，
通过降费让利、优化服务，协调银行采取借新还旧、延期
还本付息等措施，切实帮助企业克服疫情影响。

!"#$%&'()*

*7,8'9:

当年新增担保额71272万元、期末在保余额105896
万元、累计担保总额403875万元。

*;,<=>?@9:

当年代偿回收额为1675万元、累计代偿回收1844
万元、累计损失核销额为0万元。

*+,ABC9: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余额4647万元、担保赔偿准备金
余额3460万元、一般风险准备金余额808万元，可全额
覆盖风险。

+,-./012

*7,DEFGHI1JKLMNOLM'O

公司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坚决贯彻中央、省、市、
区各级政府应对疫情的决策部署，积极发挥国有担保公
司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多措并举落实“六稳”“六保”工作
要求。

一是积极学习各项政策，统一认识，提高国企担当意

识；结合公司实际制订相应措施，并及时通过微信、电话
等方式将扶持政策传达给客户。二是积极推出五大举措，
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存量项目确保续保续贷、新增
项目一户一策助力企业纾困、调低费率降低融资成本、
主动上门为企业定制融资筹划、特事特办提供高效服务。
三是清理往年收取客户的附加费用、保证金情况，对能享
受政策优惠的收费进行清退，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全年成功为受疫情影响的31户（38笔）中小微企业
办理担保贷款、续保、展期等业务金额共计75251万元，
免收或减收担保费用共计710.2万元（不含税），不打折
扣地落实“六稳”“六保”政策，帮扶企业发展。

*;,PQR)ST1UEVWXY

2020年3月6日，公司主动慰问株洲市抗击新冠肺
炎定点医院———渌口人民医院抗疫一线工作者，并送上
慰问物资。

2020年3月13日，公司参加株洲市温暖企业领导
小组、株洲市工信局联合主办的温暖企业行动之“新政速
递大讲堂”金融专场活动，针对《株洲市金融支持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白名单”企业制度》相关文件内容，与省、
市内百余家企业联系洽谈，了解企业资金需求，积极投身
企业帮扶行动。

3,456789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
济强，金融强。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
作、专业管理”的原则，秉承“敬业专业，合作共赢，创新发
展，聚势赋能”的经营思路，切实强化政治担当，通过架设
融资桥梁、搭建合作平台，以更优质、更高效的金融服务，
竭诚为区域内企业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在贯彻落实“三
高四新”战略中奋力当好排头兵，在建设现代化新湖南、
新株洲的生动实践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ZV[\])>^_\]'`ZabcdefgI

hijklmnopqrstuvw1xyzc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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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于2013年7月30日，首期注册资本5亿
元，是经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批准，在湘潭市委、市政
府的主导下，由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八家
市属国有企业共同出资组建的湘潭市第一家全资国有
融资担保机构。公司于 2017年 10月 18日增资至 25
亿元，2020年5月13日，注册资本增加至30亿元，其中
湘潭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资16.385
亿元，占比54.62%；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3.615亿元，占比45.38%。由产业集团代为管理。

*1,-.23456789:;<=>

自成立以来，公司始终坚持以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助力市属国企转型升级，促进地方经济
发展为经营宗旨，主要从事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
易融资担保、项目担保、出口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担保业
务；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
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非融资担保业务及与担保业
务相关的其他服务。

公司成立之初，树立了“责任、创新、高效、卓越”的经
营理念，以及拼搏奉献、有为有位、团结协作、务实创新的
团队文化，将人才建设战略纳入未来战略发展规划，激发
全体员工投身公司发展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造就一支政
治合格、作风过硬、团结向上、积极进取的员工队伍，加快
公司发展步伐，树立国有担保公司良好形象。

*?,@ABC5DEFCGHIJKLM

公司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组织架构，健全法

人治理结构，组建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团队，
公司按照董事会授权日常经营管理运作。现有员工57人
（含劳务派遣员工8人），中层干部以上管理人员17人，
基层员工40人，其中硕士15人，本科32人，绝大多数具
有经济、金融及相关行业6年以上工作经验，90%以上员
工具有担保业务、风险控制、财务管理、法律或企业管理
等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公司下设担保业务部、创新业务
部、风险管理部、合作发展部、资保法务部、财务部、综合
部7个部门。

公司于2014年3月6日注册成立了湘潭潭信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主营股权投资业务；2014年10月30日
注册成立了湘潭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湘乡分公司，主
要负责湘乡、韶山的担保业务；2019年，公司出资2亿元
成立了湖南潭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下称“潭隆小贷”），
主营小贷业务；2019年11月14日，出资1亿元成立湘
潭中小微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湘潭中小微担
保”），重点对接国、省担保基金，专业扶持中小微和“三
农”；2019年11月21日，完成了长沙分公司工商注册，
主营湘潭地区以外的担保业务。公司具备为企业提供担
保、信贷、股权投资、资产管理等综合性金融服务的能力。

*N,OPQR$FC

公司准入合作银行24家，累计授信总额154亿元。
目前公司已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等11家银
行实现了风险分担（其中9家银行2：8风险分担），有9
家银行免缴保证金，风险分担一定程度上降低担保风险
敞口，公司风控能力得到了提升。

再担保合作方面成效明显，全年累计274户8.81亿
元项目纳入国、省再担保体系备案，对出现风险代偿的备
案项目，国、省再担保按照40%风险分担计算，预计全年
公司可实现风险分担回款886万元。

'()*+,-./01$

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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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构 姓　名 职　务

董事会

武　强 董事长

陈正阳 董　事

王　维 董　事

李建光 董　事

潘志梅 董　事

监事会

谢国宏 监事长

张集慧 监　事

刘　恋 监　事

*+,%-./01%.2345167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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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资
16.385亿元，占比54.62%；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出资13.615亿元，占比45.38%。

$"#%.2345

存出保证金2.539亿元，长期股权投资3.56亿元，固
定资产156.06万元，应收账款2.128亿元。整体经营情况
良好。

%"#6789:;

根据2020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2020年12月末，
担保公司资产总额32.2亿元，所有者权益30.04亿元，按
规定提取了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担保赔偿准备金。

!"#$%&'()*+

*<,=>45

!"#?@ABCDEFG%HIJKLMN)

湘潭市人民政府所设职能部门，代表市政府履行国有
企业出资人义务和监督管理职责。报告期内无情况变动。

$"#?@HOP%QRST

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产业集团）于
2012年6月正式挂牌成立，注册资本20亿元。集团定位
为“金融服务与产业投资运营发展商”，主要有金融服务、
股权投资、资产资本运营三大业务板块，聚焦发展实体经
济、服务产业振兴，着力打造现代化、规范化、市场化、区
域领先、引领产业发展的金融控股集团。目前，产业集团
内设9个职能部室，下辖9家一级子公司。产业集团拥有
丰富的金融牌照资源，先后获得AA+主体评级、私募基金
管理人、小额贷公司等牌照，参股了湘潭农商行、天易农
商行、韶山农商行、华融湘江银行，与省财信金控合作成
立了湘潭资产管理公司。

产业集团坚持引资引智，积极与社会资本合作，积极
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携手长沙九鼎集团组建了湘
潭新湘农公司，培育沙子岭猪产业；与华阳集团合作组建
了湘潭华阳构树公司，共同推进华阳构树项目等；引进了
57℃湘成功完成龙牌食品股改。产业集团拥有海泡
石、“智慧湘潭”、莲城生鲜和中南地区首个全地埋式污
水处理厂———湘潭市河东第二污水处理厂等一批具有稳
定现金流的项目。同时，产业集团致力于开发建设公共事
业板块，已获得了湘潭市自来水供应、污水处理、管道燃

气、集中供能、加气站建设等特许经营权。在环保领域进
一步拓展市场化检测和监理业务，打造市场化的运营团
队，成立了湖南至正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湘潭环科环境
监理有限公司。报告期内无情况变动。

*U,-VWXYZ=>)[7\]

本年度召开了一次股东会、一次董事会和一次监事
会，审议通过或签批了《总经理工作报告》、《年度风险管
理工作报告》、《年度财务预决算报告》、《利润分配方案》
以及《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办
公会议事规则》和《经营实施细则》等议案。

*̂ ,_I`Z/0ab45

!"#_c)dIc)Z/0aef45

公司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组织架构，健全法
人治理结构，组建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团队。
融资担保的日常经营管理按照董事会的授权进行运作。

$"#`gKLhi-45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武强，1978年2月出生，湖南大
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2000年2月参加工作；
历任湘潭城市建设投资开发公司财务部科员、融资部部
长、副总经理及湘潭户外广告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7年3月担任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2019年10月担任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2019年11月担任湘潭企业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潘志梅，女，1981年8月出生，湖南大学企业
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先后在深圳富士康、湖南友谊
咨询、湖南湘商资本、产业集团就职，历任项目管理工程
师、高级项目经理、风险管理部部长、资本运营部部长、投
资管理部部长，2018年5月，调任湘潭企业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总经理，从事金融行业12年，在企业战略研究、融

?@jO$%&'Gk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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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担保、资本运作、产业投资、风险管理等方面具有丰富
经验。

副总经理吴娟，大学本科学历，2001年参加工作，先
后在湘潭江麓集团、湘潭文化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湘
潭产权交易中心、湘潭振湘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湘潭
市重点骨干企业监事会、产业集团任职，历任会计、主办
会计、纪检监察部专员、人事监察部副部长、财务管理部
副部长，在财务会计领域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自2019
年10月起担任湘潭担保副总经理，分管风控和财务。

副总经理周晓希，大学本科学历，1983年参加工作，
先后在湘潭风动机械厂、湘潭建设城市信用社、湘潭市城
市商业银行、华融湘江银行常德分行、华融湘江银行湘潭
分行、湖南金果园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任职，历任电测技
术、办公室主任、信贷部主任、信贷科长、信贷部副经理、
资产保全部总经理、内控中心（含风险控制、法律事务等
职能）主任、信贷审查部总经理、风险控制部总经理、副总
裁等职，在金融行业有丰富工作经验，2015年1月入职
湘潭担保，历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分管长沙分公司、
潭隆小贷、资保法务。

副总经理何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本科毕业，
2005年任职湖南隆平高科隆平种业有限公司；2009年任
株洲高科奶业经营有限公司法务部部长；2010年任株洲
兆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风控主管；2011年担任长沙经济
技术开发区投资办有限公司业务部部长；2013年9月入
职湘潭担保，任副总经理至今，分管担保业务、创新业务、
合作发展、湘乡分公司。

*+,-./012

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合规管理的第一步，工作
中使合规管理成为规范员工行为的有效手段，保障企业
稳健运营，防范违规风险，一是2020年，公司完善了“三
重一大”制度体系，制定和完善了36项制度，从制度上规
范操作；二是严格审批项目，2020年公司共计召开大小
风审会84次，共计审查项目307个，其中过会项目280
个，过会金额约259亿元。三是加强对担保项目的跟踪管
理，完善事先评估、事中监控、事后追偿与处置机制；四是
为强化内部管理，公司设置了专职纪检员岗位，并积极配
合集团公司内部审计与监督，充分暴露可能存在的风险
并予以防范。与客户签订《廉洁伙伴协议》，纪检部门进
行廉洁电话回访；定期举行廉政座谈会，组织违规违纪条
例学习，警醒员工不踩红线、不碰高压线，确保员工廉洁
自律。

!"#$%&

*3,456782

公司对业务实行全流程风险管理，建立健全各种规
章制度，组织、协调、监督各部门、各项目人员严格按照公
司业务规程进行业务操作和风险管理，实行业务与评审
分离、相互制衡的风险管控体系。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决策
机制，成立以公司领导、部门负责人、外聘专家等共同组
成的集体决策机构，具体包括风险审查委员会及下辖的
小微评审小组，以保障项目保前调查、审批决策、保后监
管、代偿追偿等程序的制定和落实。同时公司制订业务实
施细则，实行业务限额审批制度，明确各层级审批权限，
对于金额较大的项目和重大事项实行集团总经理办公
会、集团党委会前置研究，公司董事会审批的决策机制，
以促进公司经营健康发展，切实防范可能发生的业务管
理风险。

*9,:;4567

公司参考金融、保险行业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结合
自身实际管理需求，建立了自身的风险评价体系。一是公
司制定担保业务负面清单制度。二是公司每年修订完善
担保授信行业指引，以指导担保业务工作的顺利开展。同
时公司制订担保业务管理规程、担保业务操作细则等业
务制度，通过对申请担保客户的信用风险进行准确量化
的综合评价。

*<,=>?4567

公司坚持审慎性原则，充分识别、有效计量、持续监
测和适当控制在各产品、各业务条线、各业务环节、各层机
构中的流动性风险，确保准备金提取到位，流动资金充足。

*+,@A4567

公司对每项业务和产品中的市场风险因素进行分解
和分析，及时、准确地识别所有业务中市场风险的类别和
性质。

*B,CD4567

公司建立了担保业务保前调查、保中审查、保后检查
等各个环节的工作标准和操作流程。项目保前阶段，项目
经理与风险经理平行调查，独立发表意见，全面披露项目
潜在风险，法务经理负责项目涉诉查询，规避项目法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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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最大十家客户集中度明细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担保金额

１ 地通工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

２ 湘潭市万楼新城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２２０００

３ 湘潭振湘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２４８００

４ 湘乡市交通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７０８

５ 湘乡市鑫锦实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２３０００

６ 湘潭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０

７ 湘乡市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

８ 湘潭城乡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８００

９ 湘潭城乡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６００

１０ 韶山经济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０４０

险；项目评审，公司定期召开项目风审会，各评委独立发
表评审意见并投票，由风险审查委员会秘书全程参与并
记录；项目签约核保阶段，担保合同法审先行，签约实行
AC角双人面签制，项目核保实行资保法务部、风险管理
部双重审核制，以此规避项目操作风险。公司根据风险管
理各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建立了完善的内控组织机构，设
置担保业务部门、风险管理部、资保法务部等部门，分别
负责公司业务拓展、风险评估、业务审查、责任追究、法律
事务、资产保全、诉讼追偿等不同工作。各部门明确分工，
互相监督制衡，将担保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最大
程度地分解消化到具体的部门职能中。

*+,-./012

公司为控制担保风险，分散和转移已担保风险，根据
中小微企业和项目的实际情况，采用一种或几种反担保
（保证）方式相结合的风险防范措施。在具体操作中，一是
在《担保业务管理规程》中明确所有抵质押物须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物权法》、《贷款通则》等法律文
件的规定执行，办理有关手续；反担保措施风险敞口不得
超过公司年度制定的《担保业务风险指引》，不同类型的
抵质押物设置不同的抵质押率；保证反担保单位的条件
限制等。同时公司制定《押品评估管理办法》，实行内部评
估和外聘评估相结合的评估制度，对不动产规定要求聘
请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以保证价值评估工作的客观公
正和押品评估价值的合理有效。再者，公司加入省再担保
体系，对符合条件的已备案担保业务可获得40%的风险
责任补偿，且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邮政银
行、广发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上海农商行等多家银
行建立了2：8或1：9的风险分担机制，以降低担保风险
敞口。

!"#$%&'()*

*3,4'56

2020年度，为228户企业提供担保贷款157.34亿元；
在保余额为147.05亿元（289户）。自成立以来，累计提供
担保贷款266.95亿元。

*7,89:;9<=>56

2020年度，新增代偿额为 2670万元，代偿率为
0.94%；截至2020年底，累计代偿5.71亿元；为盘活不良
资产，公司多措并举，当年完成清收405万元，代偿回收

率为1%。截至2020年底，累计代偿回收1.93亿元。

*?,@AB56

我司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足额提取未到期责任
准备金和担保赔偿准备金。截至2020年底，共计提取准
备金16729.93万元，其中，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余额为3488
万元，担保赔偿准备金余额为13241.57万元，拨备覆盖
率42.32%。

*C,DEF56

*G,HIJK

担保业务放大倍数为5.24倍，融资担保业务放大倍
数为5.21倍。

*+,LMNO

2020年度，我司担保代偿率为0.94%；通过达成还款
计划、诉讼等途径收回部分代偿款项，代偿回收率为1%。

*P,QRS1TUVWXYZ[56

公司积极主动接受省、市、区三级监管机构的行业监
督，积极防范风险，及时向监管系统报送数据。2020年，
市、区金融监管机构先后多次到我公司指导、检查工作，
我司按监管要求持续规范经营，控制风险。

+,-./0123)*

2020年，受疫情影响，中小微企业遭受严重损失，我
公司聚焦担保主业，加大走访和帮扶力度，为广大中小微

\]^L$%&'_`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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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三农”做好融资服务，认真履行了社会责任。

*+,-./0123456789:;<

2020年2月，湘潭担保迅速反应，研究出了湘潭担
保支持实体经济有关举措，并在湘潭各大媒体刊登，广
而告之。4月，湘潭担保通过对接走访受疫情影响的企
业，结合本地及公司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制定出台《复
工复产实施细则》，做好融资配套服务，引导实体企业实
现融资。为保障民生作出了贡献。我公司与旗下小贷公
司同全市金融机构一起，不断扩大普惠金融的比重，加
大支农支小的力度，小微企业、涉农贷款分别增长18.8%、
17.5%。

*=,>?@A1BC67DE$%FG

公司及时出台简化担保流程、降担保费等措施，为中
小微企业发“减负红包”。一是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
和疫情防控、保障民生相关企业担保费降至1%；二是对
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在保客户经内部研究可适当降低担保
费率；三是对纳入国、省、市复工复产等白名单（以具体公
布的为准）保障企业新增融资业务，担保费率按1%收取；
四是对生产口罩、防护服、中药材三类与疫情直接相关的
物资保障企业，担保费率按0.5%收取；五是保障企业名单
内涉农企业新增融资担保费率按0.5%收取。六是我司通
过与市知识产权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为在我司使用专
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担保的客户提供担保
费减免的优惠。七是对贸易进出口融资担保企业实施担
保费优惠。全年共计为308家复工复产有关企业提供担
保授信76.23亿元，全年共计为218家企业节约融资成本
达651.17万元；为科创型企业减免担保费约100万元；
为贸易进出口企业降费88.44万元；为落实潭政发〔2020〕
2号《湘潭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精
神，针对承租该公司仓库的小微企业减免租金5.5万元，
合计845.11万元。

*H,IJ451KLDEMN

一是保存量，扩增量。2020年存量到期项目按时审
批，不压贷、不抽贷、不断贷。2020年小微企业和“三农”
融资担保较去年同期增长78.9%，其中新增单户500万元
以下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担保较去年同期增长21.8%，
为广大实体企业攻坚克难、实现更大发展注入“强心剂”，
有效对冲了疫情对企业的冲击，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活水。

二是不断守正推新，扩大担保服务范围。2020年，创新的
标准化产品在保达3.5亿。为了将服务延伸得更远，更广，
我公司分别与市知识产权局和市发改委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为本地重点龙头企业、战略新兴企业发展引入更多的
金融活水。三是深化银担合作，推广科技金融产品。为充
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功能作用和银行体系服务网络、
科技金融、风险控制优势，加快小微企业信贷审批效率，
扩大企业融资获得覆盖面，同时还能降低融资成本，在
省再担保的引领下，公司完善了“银担E贷”方案，并已与
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签订总对总协议。四是进一步提高
金融服务精准性，让资金“直达”实体经济。公司从各实体
企业的痛点、难点出发，研究归类、总结一系列产品及服
务方面的优惠便利措施，并将最新政策、公司举措、新产
品宣贯至实体企业。

*O,PQR.SE1TUV)WXYZ

在就业方面，公司一方面积极开拓新的就业空间，拓
展就业岗位，吸纳应届学生及社会人才，本年度公司共开
展4场公开招聘会，成功招聘应届毕业生2名，社会人才
1名。另一方面，通过融资服务解决企业就业问题，如乐
怡玩具，因受疫情影响散了20多名员工，在获得了公司
的担保贷款后又重新将员工召回。2020年，公司通过担
保及小贷共计帮助300余人重新返回企业。

公司通过担保贷款及小额贷款帮助中小微企业和
“三农”发展，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小微企
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按照对企业和社会经济的
促进作用计算，累计使受保企业新增产值118亿元，新
增就业岗位近9万个，间接解决了企业员工的就业问题。

*[,\]^_V)1PU`abc

党员干部带头开展“疫情防控阻击战、复工复产我先
上”行动，到农贸市场、社区街道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为有
效控制疫情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公司支部对点帮扶湘乡
白田镇大冲村，年度内开展扶贫走访11次，为贫困户宣
讲政策、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等，并积极开展购买、
代购农副产品，为贫困户增加家庭收入合计12360元，获
得贫困户100%满意度，2020年，实现所负责贫困户全部
脱贫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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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衡阳市融资担保公司在市委市政府关心指
导下、在市财政局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主
动适应经济金融形势新变化，顺应企业融资担保需求，
聚焦主业，以激活银企关系、破解企业融资难题为重点，
以创新担保运作机制、完善担保服务功能为核心，发挥
融资担保“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开展政策性融资
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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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9年7月正式揭牌运营并开展业务，由衡
阳市财政局出资3亿元，为国有独资的政府性融资担保
机构，公司信用等级AA。

*3,4567

企业融资难、担保来帮助。从公司成立之日起，公司
确立自身的使命为：支农支小，兴企兴业，利国利民。为达
成公司的使命和“发挥融资担保政策功能，助力企业平稳
健康发展”的公司愿景，公司倡导“以人为本，追求卓越；
稳健经营，创造价值”的核心价值观。

*8,-.9:;<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设立董事会和监事
会。董事3人，监事会5人，其中职工监事2人。公司内设
综合管理部、财务管理部、融资担保部和风险管理部四个
职能部门。设立融资担保项目评审委员会和风险管理委
员会两个议事决策机构。

*=,>?12

截至2020年末，公司员工25人。从管理层级来看，
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占职工总人数12%，中层管理人员占
职工总人数16%，基层员工占职工总人数72%，公司整体
上采取扁平化管理模式。全公司平均年龄35岁，本科及
以上学历人员占职工总人数76%，具有中级及以上经济
或管理相关职称人员占职工总人数16%，公司拥有一支
高学历、高素质、年轻化的专业团队。

*@,ABCDEFG

截至2020年末，公司总资产32422.91万元，所有者
权益31101.56万元，实现了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2020
年全年缴纳各项税费46.75万元。

'"($)*+,-./

*+,-.HI

公司是经衡阳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市人民政府授权衡阳市财政局履行国有出资人职责。由出
资人批准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确定公司的主业及
调整方案，审核公司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按市人民政府
有关规定，委派和更换非职工董事、非职工监事，任命董事
长、副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对公司董事会、董事、监事会、
监事进行考核评价；决定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发行公司债券、改制、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
形式等；审查批准公司重大投资、融资、担保、捐赠、资产处
置等事项；依法行使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

*3,JK)

公司董事会成员3人，对市财政局负责。董事由出资

0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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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市财政局任命，董事长、总经理由衡阳市人民政府任
命。董事会对市财政局负责，执行市财政局的决定，向市
财政局报告工作；制订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决定公
司的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
算及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制订公司
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决定投融资方案以及发
行公司债券的方案；制订公司改制、合并、分立、解散或者
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决定公司职工的工资、福利、奖惩政策。

*+,-.)

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其中监事会设主席1人，职
工监事2名。监事会主席由出资人市财政局任命。职工监
事由职工大会选举产生。

监事会依照公司章程和相关规定检查公司贯彻执行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情况；检查公司财务状
况；对公司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重要人事任免及大
额度资金运作事项等实行监督；监督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列席董事会会议、党委会会议、总
经理办公会会议及公司其他重要会议。

*/,012345

公司按照“恪守诚信、稳健经营”的经营理念，强化内
部管理，制定了《综合内务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
度》、《公车管理制度》、《业务操作管理制度》、《风险管理
制度》、《评审委员会评审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和《公司
担保责任追究办法》等一系列管理制度。

为切实防范担保项目风险，规范业务审查、审议、审
批、决策的工作程序和行为，提高公司科学决策水平，根
据相关政策法规以及公司制度要求，公司董事会授权成
立“衡阳市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评审委员会”，在董事
会授权的范围内，负责担保项目、投资业务的研究、审议、
审批等工作。

评审委员会根据法律政策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进
行业务审批并承担相应责任，按照“专业审核、集体审议、
独立表决、集体决策”的原则对项目进行决策。

评审委员会正式委员由董事长、总经理、风险管理部
分管领导、融资担保部分管领导、综合管理部负责人、风
险管理部负责人、财务管理部负责人7人组成，其中下设
主任委员一名、副主任委员一名、秘书一名，主任委员由
董事长担任，副主任委员由总经理担任。

公司建立标准的担保业务流程，从项目接触开始，按
标准来判断是否符合担保准入的要求，按标准设定担保
的额度、期限和反担保措施办法，按标准进行项目评审，
按标准进行担保放款的操作，按标准进行保后检查。做到
事事有标准，环环有指引。

!"#$%&'(

公司建立完善了操作性强、全程预防、多方监管的风
险管理机制，构建了科学规范的“四位一体”风险防控体
系。一是设立专门的风险管理部，与融资担保部同步开展
尽职调查工作，业务开展到哪里，风险防范就跟进到哪
里，确保风险防范贯穿到业务开展的始终。二是公司成立
业务评审委员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制定《公司风险管理
制度》、《评审委员会制度》、《违规行为追究办法》三项风
险管理相关制度体系。三是公司设立内审法务专职人员，
专门对业务开展程序是否规范、风险防范是否到位进行审
查，并与专业的律师事务所达成了合作协议，为公司的风
险防范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四是依法维权，一旦出现
风险预警，及时防范和化解。

公司从风险预防、风险识别、风险分担、风险转移、
风险处理、风险补偿、风险绩效评价等方面建立全面的
风险管理机制。从项目接待、受理、调查、审批、承保、保
后监管、代偿和追偿等所有业务流程，进行全流程风险
管理。

各部门均有风险管理职责，所有员工均有义务主动
管控和报告风险事件。公司建立了风险责任追究制度，增
强全体员工的风险管理意识。从担保客户、反担保、公司
内部管理、合作机构及外部经营环境等各个层面的宏观
因素和微观因素进行风险防范和控制。

公司实行项目业务经理第一责任人制，保、审、偿分
离。公司始终秉持“信用至上、风控优先”的经营理念，稳
健、诚信经营，有效地预防经营风险；加强员工综合素质
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树立员工的社会责任感，有效地预
防员工职务操作风险和道德行为风险。

)"*+,-./'(

成立以来，公司获得12家银行授信，授信总额度24.1
亿元。2020年衡阳市融资担保公司实现政策性业务全年
占比100%，支小支农业务规模占备案业务总规模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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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业务覆盖率100%，银行分担20%风险责任业务规模
占备案业务总规模100%。

公司不断创新融资担保服务方式，为企业提供灵活
多样的组合融资担保服务，开展股权质押、知识产权质
押、应收账款质押、抵质押等灵活的反担保措施，创新推
出了“上市后备企业担”、“设备担”、“知识产权担”等特色
专项产品，创新性打出融资担保组合拳，服务实体经济，
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012

2020年，公司携手合作银行，给予贷款企业最优惠
信贷政策，并进一步降低企业担保费率，为评审过会通过
的数十家企业减免担保费，公司综合融资担保费率低于
1%，全年累计发放担保意向函70笔，金额3.505亿元，累
计担保放款57笔，融资担保金额3.018亿元。

*3,4567812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七部委联合下发的《融资性担
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按当年担保费收入的 50%提取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在税前按照担保责任余额的 1%提
取担保赔偿准备金，截至2020年12月底，公司担保赔
偿准备金余额为 674.40万元，未到期责任准备余额为
390.71万元。

*9,:;12

从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公司未发生代偿事项，代
偿率为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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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企业上市工作
要求，按照市政府上市后备企业座谈会和市财政局局务
会议精神，公司组建专业团队，成立市融资担保集团有限
公司跟踪服务工作小组，小组下设跟踪服务工作一组、二
组，明确责任区域和服务企业，积极深入企业调研走访，
了解企业经营情况和融资需求。

针对上市后备企业与上市培育企业这一特殊企业主
体，创新推出“上市快担”产品。公司创新风险评价模式，
开辟担保贷款快审通道，三个工作日完成尽职调查报告

和风险评估报告，七个工作日内向银行发出《担保意向
函》，切实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并实施融资费用的减免
优惠。2020年公司支持上市后备企业和上市培育企业
18户，提供融资担保1.295亿元。

*3,<=J?K1LMNO

2020年，为帮助防疫物资生产企业解决原材料及设
备采购、资金、用工、运输等问题，支持定点生产企业购置
新增设备，扩大生产能力，促进防疫物资生产企业满负荷
生产，衡阳市融资担保公司携手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
行、建设银行等合作伙伴，减免融资担保费，简化业务流
程，开辟绿色通道，2个工作日完成防疫物资生产企业融
资落地。

为推动全市各类生产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引导重大
项目、重大工程尽早复工，为企业解决员工返企、防控物
资保障、原材料供应、物资运输等难题，衡阳市融资担保
公司“一企一策、对口帮扶”，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重点企
业和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困难企业降低或免除担保费，有
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复苏。

*9,PQRSTGUQV

为提高全体员工政治觉悟、业务水平，在建党99周
年之际，公司举行了“立足岗位作贡献，我为担保增光彩”
七一主题演讲比赛，邀请市财政局党、政、工、团科室负责
人指导、评比，全体员工积极参加比赛，唱红歌，重温入党
誓言。组织全体员工深入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
近平同志湖南考察的讲话精神，拓宽工作思路和方法，面
向全体员工开展学全会、学讲话的党建征文比赛，评选出
数十篇优秀的文稿，号召全体员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以实干精神助力衡阳市经济发展。

公司组织业务骨干到岳阳担保公司等兄弟单位对标
学习，积极参加省融资担保协会组织的各项业务培训，邀
请会计师事务所专家讲课，组织各项职工技能竞赛，提高
了公司全体员工的业务水平。在工作之余，公司组织了羽
毛球、篮球、乒乓球、气排球、登山比赛等丰富多彩的工会
活动，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2020年，公司输送4名优秀
的人才到衡阳市各级机关单位，实现了国企为社会培养
人才的责任担当。

*W,XYZ)I0T<=[\Z)]^

为支持乡村振兴，公司积极参与衡山龙凤村沃柑扶
贫基地、常宁塔山瑶乡茶叶扶贫基地等脱贫攻坚项目的

@AB$%&'_`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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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支持“三农”企业、经营户开拓线上线下多种营销渠
道，推动农副产品销售，为各类“三农”企业提供融资担保
服务，促进乡村发展。为支持抗疫防控，公司组织员工积
极踊跃通过衡阳市慈善总会捐款，奉献拳拳爱心，弘扬家
国情怀。

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打造“衡阳群
众”品牌，为建设名副其实的省域副中心城市和最美地级
市注入新活力、营造好环境，公司员工争当青年志愿者，
到市交通拥堵路段进行“交通疏导”；积极开展“包路段”、
“联社区”活动，到承包的路段进行文明督导和卫生清扫，
走进街道、社区，服务社区居民。

!"#$%&

2021年公司将牢记“支小支农，兴企兴业，利国利
民”的使命，发挥融资担保政策功能，助力企业平稳健康
发展，把握担保发展机遇，创新担保思路，拓宽担保视野，
主动融入“三高四新”发展战略和“一体两翼”建设，奋力
建设现代化新衡阳！

*+,-.)/0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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耒阳市互惠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耒阳担
保”）成立于2007年12月，是由耒阳市政府出资引导、民
营经济参与、衡阳市首家获得《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
证》的县级担保公司。14年来，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和
关怀下，公司努力架设融资桥梁，积极发挥担保平台作
用，为我市广大小微及“三农”企业营造了安全、有序的融
资服务环境，积极推动了地方实体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公司从2000万元起步，逐步发展到注册资本1亿元（其
中国有资产占股99%）、资产总额2.62亿元、银行授信额
达到12亿元的规模。

*1,-.2345

公司实行“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
亏”的市场化运作模式，以提高小微企业和“三农”信用、
帮助解决或缓解其融资难为目标，以坚持合法性、安全性
和效益性为基本准则，以谋求与中小企业共同发展为目
的，以坚持市场化运作、法人化管理、专业化操作为经营
原则，坚持防范风险、化解风险、诚实守信经营理念，立志
成为“企业融资的盟友、银行化险的伙伴、员工发展的平
台、金融创新的基地。”

*6,-.7489

公司依照《公司法》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
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的
运作，管理层由“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三会构
成，领导“经营层”进行日常经营活动，经营层设“四部门
两公司”：担保业务部、风险控制部、综合财务部、农业担

保部和耒阳海通物流有限公司、耒阳资产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四部门两公司配合协调，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优质
服务。

耒阳担保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责任制，总经
理下设副总经理2人，财务总监1人，分管各部门工作，
公司组织结构设置齐全。公司现有员工36人，全部具有
大专以上学历，其中研究生学历2人，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80%；具备高级职称的3人，具备中级职称的10人。公司
员工大多数来自大型金融机构及专业投资公司，在金融
投资领域具有扎实的业务知识及丰富的实践经验。

*:,;<=>

耒阳担保与五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良好的合作
关系。

'()*+,-./0123$

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图一：公司管理结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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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公司合作银行表

序号 合作银行名称

１ 中国建设银行耒阳支行

２ 中国银行耒阳支行

３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耒阳支行

４ 湖南耒阳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５ 耒阳融兴村镇银行

!"!"!"#$%&'()*+,

*+,-'./

2020年末在保余额 23359.48万元、新增担保额
15880万元、累计担保额 41099.22万元、累计担保额
299985万元。

*0,12./

2020年新增代偿额400万元、累计代偿额4523.94万
元。

*3,42567./

2020年代偿回收额 778.06万元、累计代偿回收额
3353.23万元、累计损失核销额576.72万元。

*8,9:;./

2020年末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余额380.05万元、担保
赔偿准备金余额454.67万元。

*<,=>?@

担保业务放大倍数1.35倍、融资性担保业务放大倍
数1.35倍。

*A,BCDE

2020年度担保代偿率2.25%、代偿回收率56.7%、担
保损失率0、拨备覆盖率140.53%。

-"./0123

耒阳担保坚持依法依规经营，积极履行担保职能，发
挥平台作用。耒阳担保始终以《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
办法》作为行为准则，依法依规经营。公司成立十年来，一

直积极开展融资担保业务，致力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截
至2020年12月，耒阳担保在保余额23359万元，公司成
立十多年来，通过担保，为我市增加产值约230亿元，增
加税收约15亿元，增加就业约58000人，在经济发展、增
加税源、缓解就业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45.67123

*+,FGHIJKLMNOPQRS

强化制度建设，加强风险管控是兑现承诺的保障，全
体员工严格落实《担保项目考核管理办法》，通过明确责
任、落实责任，将工作纳入到绩效考核，直接与个人荣誉、
经济待遇挂钩，实行责任连带追究制。十多年来，耒阳担
保根据工作实际需要，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从制度上把
好承诺兑现关。

*0,TNUVJNW'XYZUV

受全球经济下行影响，我市的经济也正处于“寒冬
期”，企业面临的困难形势依然没有好转，为此，我们不
仅加大了与银行信贷人员的沟通频率，也加强了对受保
企业的监管力度，争取“早发现、早治疗”，一旦发现风险，
充分发挥全资子公司———耒阳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的优势，受托管理财务，帮助企业稳健经营，最大限度降
低风险。

*3,[\12J]^&'_`

依据协议讲信誉，履行代偿责任是兑现承诺的根本，
也是保障银担合作顺畅的根本。

85.9'123

*+,abcdef$%ghi

中小企业融资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信用度
不够，二是抵押物不足。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
保同样面临这一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要有不同
于银行的解决方案和思路。耒阳担保通过组合抵押方案，
广开融资新渠道，为企业融资提供便利。十多年来，耒阳
担保率先在耒阳市实现多项第一：第一个以股权质押融
资，第一个以林权质押融资，第一个以企业债权融资，第
一个以不完备产权抵押融资。

耒阳担保从2014年9月开始，率先在全省开展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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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三农”试点工作，为扶持农业产业发展，耒阳担保又
率先探索“土地流转经营权、农房、宅基地、山塘水库、农
机局”五权抵押融资担保的新模式，切实打通了农村资产
融资的“最后一公里”。

*+,-./0123456789:;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经营管理水平，在融资方
面，银行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面
对外部经济环境较差的现状，企业只有苦练“内功”才能
生存，为帮助企业提高内部管理水平，耒阳担保开展了
“担保企业企业服务年”活动，先后成功指导和帮助“焱鑫
金属”、“丰盛农业”等多家企业建章建制，提升了企业运
营能力，降低了担保风险。

*<,-=>?1@A67BCDEFG

HIJ

为提高服务质量，耒阳担保不断完善自身的服务制
度并进行改进：一是加强业务登记制度，企业上门做到随
时登记，随时答复，随时联系，加强咨询服务；二是更加明
确项目责任人制度，严格落实《担保责任管理办法》，更加
明确项目有关人员职责，做到专人调查、专人管理、专人
跟踪、负责到底；三是确立急事急办制度，通过集体决策、
办公会决议的方式解决系列问题；四是建立项目推介制
度，不定期地邀请银行与企业面对面沟通，开展小范围的
“银企对接”活动，发挥好平台的桥梁作用。

!"#$%&'(

人为企业之本，为提高职工的业务素质，广借“他山

之石”。近年来，耒阳担保积极响应协会号召，多次安排员
工参加学习，回到公司后，又组织学员进行课件分享。公
司多次组织员工赴省市主管部门和兄弟担保公司交流学
习，为提高学习效果，要求参与学习人员“带着问题去，带
着答案回”，要求学员回来后汇报学习体会和学习成果，
并接受大家的咨询，做到学以致用，促其快速成才。
“实践出真知”，耒阳担保为适应业务发展需要，加大

新员工培训力度，为确保新员工尽快熟悉业务，尽快上手
工作，改变了以往循序渐进的培训方法，制定了以老带
新，安排项目实际操作，边干边学的培训模式，以期在实
践中迅速成为行家里手。对于公司新进员工，为帮助他们
尽快上手，由业务部部门经理负责，每月还会组织一次系
统培训并进行培训考核，新员工的迅速成长，能够帮助公
司顺利完成各项业务指标。

)*+,-.

展望未来，耒阳担保将继续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守“做好融资平台，服务中小企
业”的公司使命，着力服务好实体经济，做好普惠金融服
务工作。

我们将持续优化公司治理水平，实现精细化管理、努
力为普惠金融服务；我们将坚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
准公共定位，坚守保本微利原则，助力耒阳实体经济发
展！

KLMNC)OPQNC'RKSTUV@WXY

Z[\]^_`abcdefghi1jklUVmno

b_pqbFrsbt&uvOwxyYz

{|}~��$%&'��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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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是市级国有全资的融资性担保机构，成立于
2009年9月，注册资金从成立初期的9200万元增加到现
在的 3.028亿元。公司多次被评为湖南中小企业服务
先进单位、湖南省优秀融资担保机构、湖南省A级信用纳
税单位，是湖南省融资担保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0

公司始终秉承“搭建融资平台，支持中小微企业发
展”的宗旨，肩负“担社会责任，保企业发展”、“支小支农，
服务实体经济”的社会职责，坚持“高效、廉洁、稳健、发
展”的经营理念，朝着“打造精品担保公司”的目标不断迈
进，最大限度地履行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准公共信用资源
的社会责任。

*1,2345

*6,789:

公司秉承以诚取信，合作共赢的原则，目前已与华融
湘江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交

通银行、光大银行、邮储银行、广发银行、长沙银行和邵阳
农商银行11家金融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授信额度20
亿元。

'"()*+,-./0

公司作为一家政府绝对控股的政策性担保公司，对
国家和股东的责任就是积极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创
造良好的经营业绩，形成科学的公司治理模式和行之有
效的风险防控措施，保证担保公司良性可持续发展。

*+,;<=>%?'@A@

公司成立十年来，坚持稳健经营，公司所有者权益
3.66亿元，历年分配股利2666万元，为股东原始投入3.028
亿元的129.68%，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1,BCDEFGHIJ

公司积极发挥银企中介服务的职能，贯彻市政府“兴
工强市”、“二中心一枢纽”的发展战略，积极支农支小支
微，建立绿色通道，提高效率，加大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担
保力度。一是重点支持有影响的重点工业企业做大做强
和产业链建设；二是积极推进园区建设，有效地助推了我
市工业园区小微实体企业发展；三是支持“三农企业”，有
效搞活农村经济；四是支持商品流通发展，活跃市场、保
障供应。2020年度新增担保 7.85亿元（均为融资性担
保），年末在保余额7.52亿元，担保业务放大倍数为2.5
倍。

*6,KLMNO/

公司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设立股东会、执

书书书

表一：股东出资及占比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１ 市财政局 ２１１８０ 货币 ６９．９５％

２ 经开区 ７０００ 货币 ２３．１２％

３ 担保中心（政府） ２１００ 货币 ６．９３％

合　计 ３０２８０ １００％

123456789:;<=/0>$

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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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层“三会一层”的组织架构。

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由股东单位派出专
业能力强、有担当的代表组成，现有股东代表7人；股东
会下设专家评审委员会；管理层下设担保业务审查委员
会、财务审查委员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公司现有员工
22人，设有担保业务部、资信评估部、风险管理部和综合
管理部等四个部门。

*+,-./012

公司把“全面的风险意识、全过程的风险控制、全员
参与的风险管理、全新的风险管理手段与方法”贯穿于担
保业务的始终，按照“理性、稳健、审慎”的原则处理风险
和收益的关系。

一是建立行之有效的风险管理制度。包括项目经理
A、B角互补制度、项目评审制度、保后跟踪制度、廉洁运
作制度、文档管理制度和风险追究制度等30多个规章制
度，并加强制度执行的检查力度，并对代偿项目进行责任
认定，进行相关处罚。

二是建立科学合理的业务流程和组织架构。以担保
业务为核心，以风险控制为目标，设定咨询、申请、初审、
调查、评审、放款、保后跟踪、还款等业务流程，以审、保、
偿分离为原则设置组织架构，明确岗位职责，形成权责
分明，审、保、偿互相关联、互相制衡的风险预防和监督
体系。

三是建立监督约束与激励机制，加强员工的风险教
育，加大风险与员工绩效考评挂钩力度。

四是严禁进入高风险行业和对外投资业务。公司自
成立以来，对风险较高的房地产、娱乐等行业明令禁止不
予担保。同时公司专注于融资性担保业务，一直未开展其
他投资业务和委托贷款业务，从而规避了政策风险和行
业风险。

五是控制系统性风险。严控行业集中度和客户集中
度，分散经营，对单一客户的担保金额严格控制在净资产
的10%以内，对集团公司客户的担保金额控制在净资产
的15%内。

六是全力遏制突发性担保风险。公司集中力量进行
风险排查，严格风险分类，对“关注类”企业加大保后检查
力度。公司通过严防紧盯、责任到人、科学监管，遏制突发
性代偿风险；2020年代偿发生额937.91万元，担保代偿
率为2.54%，风险可控。

七是全力清收代偿资金。公司成立专门的风险管理
部，配备专业人员，负责代偿项目清收和风险处置工作，
实行一户一策，采取协议收贷、以物抵债、诉讼追偿等方
式，全年共收回719.7万元，代偿回收率76.73%。2020年
末短期责任准备余额397.14万元、担保赔偿准备余额
752.01万元、一般风险准备金余额438.06万元，年末风
险准备余额合计1587.48万元，拨备覆盖率为68.32%，具
备较强的风险防范能力。

八是加入省再担保集团。作为第一批加入省再担保
集团的市级担保公司，严格落实国家和省市相关规定，根
据行业协会和再担保体系的要求，坚持全省担保行业抱
团发展、在国家政策红利的良好形势下，做大做强做实担
保业务。

2020年，公司先后接受省、市、区相关部门的检查，
由于工作规范到位，风险防控效果明显，得到检查部门的
认可和好评，无实质性整改要求。

!"#$%&'(

本公司始终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助力
“抗击疫情、复工复产”，对抗疫企业特事特办、走绿色通
道；持续降费、努力降低客户融资成本，建立廉洁高效的
服务体系，持续改善客户关系管理，全力为客户提供全方
位、高品质的担保服务。

*3,456789:$%;<

疫情就是命令，抗疫就是责任：一是积极走访，摸排

图一：公司组织架构图

=>?@A89$%&'BCDE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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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企业，了解融资需求，确定支持对象。二是衔接银行、
走绿色通道，快速精准予以担保贷款支持。三是及时续保
续贷，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帮助在保企业渡过难关。

*+,-./01234567

公司全力打造廉洁高效的服务体系，加强员工职业
道德教育和行为规范教育，公司制定了“五不准”、“五严
禁”等廉洁自律的规定，实行限时服务，提高效率，并建立
客户投诉机制，客户满意度不断上升。

*8,9:;<=73>?

公司从客户需求出发，建立健全面向客户的营销服
务体系，加快客户经理队伍建设，强化客户经理优质服务
的意识，大力倡导“急客户所急，想客户所想”的服务理
念，倾听客户的呼声，把“客户满意”作为最终服务目标。

*@,AB;<3$%CD

公司为解决客户“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千方百计
降低客户的担保成本。积极落实减费让利政策：500万
元以上担保业务担保费率降至1.2%，500万元以下业务
费率降至1%；除担保费外，未收取客户任何费用，有效地
降低了客户的融资成本，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资金的使用
效益。

!"#$%&'(

*E,>?FGHIJKLFGMN

公司对员工实行“以人为本”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坚
持“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与时俱进”的人才观，致力于
完善市场化用人机制；发挥公司工会的作用，积极开展技
术比武和业务竞赛活动，丰富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帮扶
困难员工；大力倡导民主管理，切实保障员工的知情权、
参与权和监督权；不断强化员工培训力度，采取“外派学
习”和“内部培训”相结合，鼓励自学，不断提升员工业务
素质。

*+,O-PQ3RSTU

公司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积极营造以“共
创、共享、共成长”为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氛围，将“诚信、廉
洁、高效、稳健”的理念转化为全体员工的共同价值标准
和行为规范，打造出一支思想统一、步调一致、行为规范

的高素质的企业员工团队。

)*#+,&'(

公司积极开展与政府、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方合作，
向全社会推广诚信宣传教育，增强纳税意识，分担银行风
险，支持社区工作，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E,V&WXYZ[>?\$]^

公司坚持“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与银行开展广
泛而深入的合作。2020年，公司继续与华融湘江银行、中
国银行等11家金融机构进行合作，及时、主动、足额地代
偿风险担保贷款，有效地分担了银行风险，维护了金融安
全。

*+,_`abcd[KLe)ab-f

公司作为经营“守信”的政府担保公司，理应履行全
社会的诚信体系的建设的责任，公司积极开展质量意识、
合同意识、风险意识和还贷意识的宣传教育，督促企业诚
信守信，全方位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8,g:hicd[jke)lm

公司创建十余年来，依法缴纳各项税金，同时督促企
业提高纳税意识。对担保客户，均要查阅其纳税记录，特
别是对500万担保额以上的企业，将企业近三年的纳税
作为衡量是否担保的标准之一。公司为培植税源、增加税
收做了扎实有效的工作。

*@,noepGq[9r>stu

参与配合社区的疫情防控，并积极支持所在居委会
和社区的工作，每年均给予居委会和社区一定数额的经
费支持，用于维护社区治安和稳定。

-*#./0'(

加强环境保护、发展绿色经济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公司大力倡导绿
色环保理念，积极扶持绿色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督促企
业履行环保义务，杜绝“两高一资一剩”行业的担保业务，
助力环保达标企业发展，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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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作出贡献。

!"#$%&

公司将不忘初心继续坚持“高效、廉洁、稳健、发展”
的经营理念，切实增强综合实力，做实做细担保业务，提
升品牌影响力，专注融资担保业务，努力成为政府资金的
“放大器”、银行信贷风险的“减压器”、培育中小企业的

“孵化器”和支持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为推进邵阳“二中
心一枢纽”建设、助力“邵阳制造”和实体经济建设服务，
为我省“三高四新”发展战略、实现“十四五”规划履行责
任、贡献力量。

*+,-.)/01-.'23456789:;

<=>?@ABCDEFGHIJKLMNO67PQR

DSTUDVWXDY&Z[/\]^;_

`abcdef$%&'gh^;+,

01



!"#$%&'() ! !"#$% &'%$%('%) )"$*+#,-- $../('+,'/%

!"#$ !"!"

!"#$% &'()!*(#+#%#,-

!"#$%&

*+,-./0

邵东县鼎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成担
保”）成立于2017年8月18日，是一家由政府引导、市
场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的全资国有县级专业性担保机构。
2018年1月22日，经湖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同意，
鼎成担保的注册资本由1亿元增至10亿元，增资部分
全部由邵东县鼎成国投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出资。变更后
公司的股权结构为：邵东县鼎成国投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公司99.99%股权，计注册资本9.999亿元，邵东县智
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0.01%股权，计注册资
本10万元。

*1,-.23456789:;<

鼎成担保股东会由全部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
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三人，不设监事会，设执行
监事一名，设总经理一名，副总经理两名。公司下设担保
评审委员会及决策委员会，对股东会负责。委员会成员由
股东会聘请的董事、专业人士组成，委员会主任由股东会
指定董事或专业人员担任，委员会遵循科学、严谨、实事
求是的原则，对所有依照决策制度的审批权限上报的担
保项目进行评审以做出决策，在具体工作中，根据业务
需要，临时聘请有关专家协助委员会工作。

鼎成担保实行董事长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设有
担保业务部、风险控制部、财务资产部、综合管理部。

*=,3>?@

鼎成担保现有员工18人，其中本科生15人，专科
生3人；具有专业技术职称人员2人；年龄结构30-50岁

14人，30岁以下4人；具备财会、金融、法律、担保等专
业人员11人，其中6人具有5年以上金融、担保行业从
业经验。主要领导从事财政、银行、担保等工作多年，具有
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A,BCD$E7

截至2020年末，鼎成担保已与当地10家银行建立
合作关系，授信总额33.55亿元，建立“二八”风险分担的
金融机构8家，与农商银行、湘淮村镇银行的“二八”风险
分担事宜正在推进，其中农商银行合作协议双方已达成
一致，即将签约。

*F,GHIJKL

鼎成担保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293.37万元，其中
担 保 费 收 入 1217.26万 元 ；2020年 末 资 产 总 额
108268.95万元，净资产总额为 99693.65万元；计提担
保赔偿准备金 2238.23万元，计提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1175.76万元。鼎成担保Ⅰ级、Ⅱ级、Ⅲ级资产均符合监
管要求，各项经营指标良好。

'"()*+,-.&

鼎成担保运营三年多来，严格执行省市县相关文件精
神，积极拓展业务，截至2020年12月31日，鼎成担保累
计为397家县域实体企业、2156户农户提供了融资担保，
累计担保金额24.61亿元。目前在保业务10.97亿元，业务
量稳居邵阳市第一；再担保累计备案业务8.2亿元，是全
省再担保备案量唯一进入全省十强的县级担保公司。同
时，鼎成担保在全省县级担保公司中业务量排名全省第
一，是湖南省财政厅公布的第一批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

/0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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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成担保按照《邵东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8
号令》文件精神，全力支持县域规模工业企业复工复产达
产，坚持“从快从简、量身定制、特事特办”，发挥了“白+
黑”、“五+二”的精神，在连续30天以上无休工作状态
下，2020年3月受理企业299户，实现融资担保放款101
户、金额2.81亿元。鼎成担保全年为企业累计减免担保
费用305.83万元，作为准公益性金融机构的政府性融资
担保公司在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达产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
视的积极作用。

*7,809:;<=>?@A

一是主动按照湘政发〔2019〕64号及财金〔2020〕19
号文件精神，降低担保费率，平均年费率低至1.11%/年；
二是加强与银行合作，2020年大部分合作银行年利率降
低至6%以内，部分银行年利率不到5%。

*B,CD&'EF=GH&'IJ

根据县域实体经济实际，创新担保产品，简化担保手

续，减少反担保措施，先后推出“园区担”、“资金池”、“设
备担”、“信用担”、“农户担”等产品，提升了担保服务能
力。新产品推出稳定地撬动银行信贷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K,8L&'MN=O&P2QR

鼎成担保始终按照政府引导、专业管理、市场运作原
则，聚焦支小支农支新，突出保本微利，解企业之难，为政
府担责，为银行分险，努力承担行业和社会责任，发挥良
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0

鼎成担保将围绕省市政府经济重点、坚持政策导向，
以支小支农支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目标，着力打造一
家具有地方县域特色的担保机构，为企业金融服务提供
强有力的后盾支持，为助力建设“三个邵东”发挥更大的
作用。

STUVW)X-YVW'ZS[\]^_`aR

bcdefgh;ijklmnop=qrs]^tuv

igwxiyz{iO&|}X~�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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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
官之年。这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了全世界。我国成为
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增长率唯一没有呈现负增长的国家。
这样的成就，离不开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各级政府和全国
人民的共同努力。

2020年2月，我县获省人民政府批准，脱贫摘帽。隆
回县人民政府为进一步促进我县经济发展，解决我县中
小微企业、“三农”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促进百
姓“家门口就业”，帮助企业渡过新冠肺炎疫情，隆回县人
民政府于4月批准筹建隆回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隆回县中小担”）。

!"#$%&

隆回县中小担成立于2020年7月1日，注册资本金
1亿元，是隆回县域范围内唯一一家国有融资担保公司。
在过去的半年里，公司坚守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定位，
贯彻落实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要求，以我县高新产业
园区为重点，为我县广大中小微企业、“双创”及“三农”
等有前景、有市场、有竞争力的企业及个人提供融资担保
服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我公司已与隆回农村商业
银行、长沙银行、华融湘江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四家银行
签订银担合作协议，并落实2：8风险分担，授信总规模达
4个亿，累计纳入比例再担保范围的担保项目规模达
7000万元。

'"($)*+,-./

隆回县中小担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公司设有董事会，

董事会成员五名：监事一名；高级管理层三名，其中：总经
理一名，副总经理两名。公司“三会一层”组织架构合理；
责、权、利关系明确。由于公司股东仅2位，股权结构简
单，没有成立股东大会。

公司按照审慎经营规则，建立了严格的事前防范、事
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的风险管控机制；担保费收取合
法合规，符合要求；建立并逐步完善了担保评估制度、内
部审批流程、事后追偿和处置制度、风险预警机制和突发
事件预警机制；资金运营合法合规；财务会计报表规范、
准确、真实。

01($234&

公司业务由于以下因素影响受到一定局限：一是银担
合作机构目前仅4家，合作企业选择贷款银行受到较大
限制；二是公司第一笔银行授信于2020年9月15日落
地，公司全年实际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的时间不足4个月。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有68家企业（个人）向我
公司提出了融资申请，公司对50家企业进行了实地考察，
撰写企业调查报告50份。公司累计过会项目40个，通过
评审项目34个，过会金额12890万元，银行累计放款项
目24个，贷款资金8000万元，在保余额7500万元。保后
跟踪检查6家。目前，我公司位列全省再担保体系第53
家，业务考评工作排名第37名，工作得到了湖南省融资
再担保有限公司的肯定。

51678*

隆回县中小担以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为风险管理目
标，建立了健全的风险管理制度和体系，不断提高经营风

9:;<=>2?@ABC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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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识别预警能力、决策风险防控能力和风险化解能力，确
保公司融资服务业务稳健发展、充分发挥国有资产的最
大效益。

公司出台了《担保业务风险评估及操作流程》、《担保
业务风险分类实施细则》、《担保业务风险预警实施细则》
等风险管理相关制度，并建立了担保业务评审委员会、风
控法务委员会，形成了相关职能部门相互沟通、有效制衡
的风险审批流程。

公司风险管理严格执行《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
例》等政策，坚持管理全覆盖、独立开展、相互制衡的原
则；按要求计提了担保赔偿准备金、短期责任准备金、长
期责任准备金、员工风险准备金。

!"#$%&

根据国务院《关于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
用切实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6号）文件精神，公司坚持政策性引导，聚焦中小
微、“三农”及战略新兴产业等主体。

全年新增融资 1000万元（含）以下担保金额占比
100%；新增融资500万元（含）以下担保金额占比87%；绿
色金融担保占比30%；中小微企业担保占比93.75%；惠及
三农担保占比15%。

隆回县中小担始终肩负为中小微企业和“三农”企业
服务的使命，以服务中小企业的大局为重，为政府分忧、
为企业增信、为银行分险。

2021年，公司将坚守“解企业之困，促多方合作共
赢”的经营宗旨，坚守“坚守正道，虔诚勤勉，严谨高效，追
求卓越”的企业精神，努力打造湖南中西部地区融资担保
品牌企业。

*+,-.)/0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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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与各金融机构合作情况一览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作银行
授信

额度

２０２０年末
在保余额

风险分担比例

（银行：宁远担保）

１ 宁远农商银行 ２００００ ５２１５ ２∶８

２ 长沙银行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９０ ２∶８

３ 建设银行 ４０００ １９４３ ２∶８

４ 宁远村镇银行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１０ ２∶８

５ 邮政储蓄银行 ６０００ ０ ２∶８

５００００ ９６５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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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远县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
远担保”或“公司”）是宁远县委、县政府根据中央、国务院
有关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决策部署于
2020年3月18日设立的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公司注
册资本金1.2亿元，由宁远县财政局全额出资，属县政府
直管的国有全资企业。公司实行“政府主导、市场运作、自
主经营、自负盈亏”。

*1,-.23456789:

宁远担保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董事
会成员由县委、县政府考察任命，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
进行运作，内设综合管理部、担保业务部、风险控制部三
个部门。公司现有员工8人，其中党员4人，成立了公司
党支部。目前，公司管理层由政府机关、国企曾担任部门

负责人以上职务的投融资、财会、综合管理专业人员组
成，结构合理，专业素质及综合素质较高，工作作风严谨、
高效、务实，具有非常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营管理经验。

*;,<=>$?5@A9:

宁远担保自成立以来，本着合作共赢的理念，与多家
银行开展紧密合作，目前与宁远村镇银行、宁远农商银
行、长沙银行、建设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建立了合作关系，
授信总额度为5亿元，均落实了2∶8比例分担。

*B,CDEFGH

公司自3月成立以来，业务呈规模性上升，截至2020
年 12月末，资产总额 12106.99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12097.04万元，非流动资产9.95万元；负债总额159.14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123.25万元。全年累计实现收入
125.6万元，其中：担保业务收入114.44万元，利息收入
11.16万元；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担保赔偿准备金
共159.14万元，全年净利润-52.15万元。作为一家政府
性国有独资担保机构，公司经营正常，财务情况良好，公
司各项经营指标良好。

'()*+,-./0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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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公司担保业务行业分布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行业 上年末余额 在保余额 占比

１ 第一产业 ０ ３７８８ ３９．３０％

２ 第二产业 ０ ４３８０ ４５．４５％

３ 第三产业 ０ １４７０ １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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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远担保的唯一股东为宁远县财政局，属国有全资
融资担保公司。股东履行出资人职责对公司进行监管。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3名。不设监事会，设监
事1名。

*3,456789

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董事会下
设担保业务部、风险控制部、综合管理部和财务部，另设
担保业务评审委员会，成员由董事会成员和风险控制部
负责人组成，负责公司担保业务评审。公司无论担保业务
金额大小，均需经担保业务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后方可
进行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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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以来，把风险防控摆在首要位置，建立健全
了事前、事中、事后风险监管机制。

事前：客户选择经营正常、第一还款来源有保障的企
业，入企尽职调查，客户经理A、B角必须同时到场。

事中：公司所有融资担保业务，无论金额大小，必须
经担保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后方可担保；根据客户实际情
况设置有约束力的反担保措施，最大程度降低担保风险。

事后：做好保后跟踪管理，及时了解客户经营情况，
按照《担保风险预警机制》和《事后追偿和处置制度》，出
现风险及时预警、及时处置。

*3,BCDEFGHIJ

公司严格执行《融资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
定，按照担保费收入的50%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按在
保余额的1%提取担保赔偿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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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3月成立以来，为充分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
支持和保障作用，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积极应

对疫情影响，聚焦主业主责，坚持以中小微企业和“三农”
融资担保为工作重点，担保业务整体发展平稳，主要经营
指标正常。2020年，公司共走访企业62家，完成尽职调
查50家，评审会过审45家，发放担保意向函 10658万
元。其中在保44家、在保余额为9658万元。2020年政策
性融资担保业务全部加入省再担保体系，实现业务再担保
全覆盖。

*3,MNOPNBQR89

公司属政府全资的政策性担保机构，认真贯彻中央、
省委、市委、县委和县政府的“六稳、六保”政策措施，努力
缓解小微企业、“三农”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充分发挥
了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逆周期调节作用”，积极帮助
中小微企业渡过疫情经济的影响，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贡献政府担保力量。
2020年公司代偿率为0。

公司制定了一系列有效措施进行风险化解和追偿，
如《担保风险预警机制》、《事后追偿和处置制度》等制度，
梳理了44个在保客户风险来源关键点，建立保后检查机
制，加强对被担保企业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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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成立以来，严格按照国家政策规定提取担
保赔偿准备金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2020年末提取未
到期责任准备金57.79万元，提取担保赔偿准备金97.15
万元；提取两项准备金达到154.94万元，代偿余额为0。

*T,UVWX

公司担保业务净资产放大倍数为0.8倍，融资性担
保业务放大倍数为0.8倍。

*Y,Z[\89

公司担保客户遍布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其中主要
服务于第一、第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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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担保业务总体情况汇总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指标名称 金额

１ 新增担保额 １０６５８

２ 年末在保余额 ９６５８

３ 累计担保额 １０６５８

４ 新增代偿额 ０

５ 累计代偿额 ０

６ 新增代偿率 ０

７ 累计代偿率 ０

８ 追回代偿额 ０

９ 担保业务放大倍数 ０．８

１０ 融资性担保业务放大倍数 ０．８

１１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余额 ５７．７９

１２ 担保赔偿准备金余额 ９７．１５

１３ 一般风险准备金余额 ０

１４ 拨备覆盖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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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最大五家客户集中度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２０２０年末
担保余额

占总担保余

额的比例

１ 湖南丰阳药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１０．３５％

２ 永州聚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６００ ６．２１％

３ 湖南裕宁电子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１０．３５％

４ 湖南湘迪科技有限公司 ４５０ ４．６６％

５ 宁远舜恒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７００ ７．２６％

总　计 ３７５０ ３８．８３％

2020年末，前五家最大客户的担保余额为 3750万
元，占总担保余额的比例为38.83%。总体看来，业务质量
较高，未发生代偿。在2020年11月18日省再担保公司
对我公司业务开展现场检查中，对我公司的业务开展和
内控制度执行情况给予了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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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后，主动深入当地工业园区企业及“三农”

主体，推介融资担保业务。为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
构“逆周期调节”作用，后疫情防控期间，认真贯彻落实
“六稳”“六保”工作措施，公司出台了助推企业融资的三
条措施：一是“见贷即保”，即园区企业或“三农”主体向银
行申请贷款，如仅因抵押不足，向我公司申请担保，公司
即给予融资担保服务，降低企业融资门槛；二是“限时办
结”制，担保申请3个工作日内出具“担保意向函”，银行
审批通过后，即时出具“贷款发放通知书”，快速有效解决
企业融资燃眉之急。

*9,:;<=>?2-.'@A?BC

公司严格按照《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政府性
融资担保体系支持小微企业、“三农”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的实施意见》（湘政办发〔2019〕64号）文件要求，担
保金额500万元以下的业务按年化担保费率不超过1%
收取担保费，500万元以上的业务按年化担保费率不超
过1.5%收取担保费，除此之外，不再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企业融资贵的问题，留住青
山，赢得未来。

*D,EFGHIJ2KL1M&N

2019年，“非洲猪瘟”在全国肆虐，猪肉价格大幅上
涨，对人们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各级政府提出生猪生产
要稳产保供。公司与宁远农商银行、宁远温氏畜牧有限公
司三方经多次协商，达成合作支持养猪户融资的协议，推
出流程短、审批快、期限长、费率低的标准化产品“生猪
担”，即凡与温氏合作的标准化养猪场贷款，只要银行审
核通过的，公司免外调、免上会直接出具放款通知书，按
每栋标准化猪舍最高贷款60万元提供担保，且担保费率
优惠三年共2%标准收取。推出这一产品后，仅仅3个多
月共为14家企业提供融资担保2070万元，极大地支持
了我县标准化养猪场建设，为生猪稳产保供作出了积极
贡献。

@OPQR)STUQR'V@WXY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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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岳阳市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岳阳市融资担保公司”、“公司”和“我公司”）“提速提质
年”、“市县共建年”。在岳阳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岳阳市融资担保公司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社会责任
作为首责，坚守“国有担保、发展担当”的企业精神，践行
“店小二”服务理念，以积极的担保政策支持疫情防控和
企业复工复产达产，在推动融资担保事业提速提质发展
的基础上，为促进我市“六稳”“六保”发挥了积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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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融资担保公司成立于2019年1月，初始注册
资金5亿元，现有注册资金7.1亿元，是岳阳市委、市政
府为解决企业融资难题、促进我市中小微企业和“三农”
健康发展而设立的国有全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公司始终从岳阳市融担行业发展大局出发，关注融
担机构持续健康发展，用心助实体，用心谋发展。制定了
“一主三化”发展战略规划：以融资担保为主业，迈开政策
和市场相结合的步子，走担保全域化、经营多元化、公司
集团化之路。2020年开创了“全市一盘棋、市县一体化”
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模式，拓展了多元化综合金融，
充分发挥多层次金融支持服务体系作用，助力岳阳市实
体企业发展。

*+,-./+012/3+456789

$%&'4:;<

公司坚持以市县两级联动，构建市级政府性融资担
保体系，创新提出并推动了“全市一盘棋、市县一体化”的
岳阳模式。岳阳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政府性融资担保

体系建设切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通知》（岳政办发
〔2020〕2号），明确以岳阳市融资担保公司为龙头推进市
县共建，并建立资本金补充、风险分担、代偿补偿和降费
补贴“四大机制”。12个县市区注资入股，公司注册资本
金增加到7.1亿元，设立了5家分公司，政府性融资担保
覆盖全县域。

*=,>?@AB$CD4:

2020年以来，公司深耕岳阳金融发展沃土，紧紧围
绕岳阳“三区一中心”建设，布局综合金融，强化为企业担
保助力的能力，不断延伸服务企业的触角，初步构建了多
层次、广覆盖、多渠道、多元化的服务体系。

2019年7月，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正式成立，
现有基金规模5380万元，覆盖9个县市区。

2019年8月，市小微融资担保公司注册成立，初始
注册资金1亿元，2020年7月增至2亿元，2021年2月
增至3亿元。逐步实现政策性和市场化担保分离。

2020年6月，进驻市中小企业信贷服务中心。
2020年6月，非融资担保－农民工工资担保业务正

式落地。
2020年9月，非融资担保－电子投标担保在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金融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2020年10月，市财金普惠服务有限公司注册成立，

专营应急转贷业务。2021年1月，市财金中小企业应急转
贷中心注册成立，已归集资金1亿元，3月，正式落地运营。

*E,FGH5

公司始终以服务中小微企业和“三农”为中心，创新
开展“我当店小二”主题实践活动。以“站位提高、业务提
速、能力提升、服务提效”为总要求，全面落实“八个一”主

,-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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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将公司企业文化充分落实到具体行动中。编发专
刊6期。《把真正当好企业发展的“店小二”理念践行到底》
在湖南省融资担保协会《湖南融资担保》专刊上全文刊发。

*+,-./0

2021年全国财政支持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申报工作阶段性告捷，已通过省财政
厅等六部门综合评审和公示，上报财政部待审批。

争创市级文明单位，已通过市文明办验收。
荣获市财政局2020年度“先进集体”称号。
就业担及产业链担产品荣获市金融办2020年“金融

产品推进奖”。
汨罗分公司荣获汨罗市“金融机构支持民营经济信

贷投放先进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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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岳阳市委、市政府部署，岳阳市财政局收购岳阳
市国资公司、岳阳市城投共计 3.5亿股权，完成股权变
更，归口岳阳市财政管理，由岳阳市财政局履行出资人管
理职责。

*>,?@)ABC)ADC)EF

公司于2020年3月、5月、6月、7月、9月、12月分
别召开了第一次监事会、三次临时股东会、两次股东会、
第一届两次临时董事会、第一届第四次董事会，会议分别
审议了《总经理提名公司合规总监、风控总监并聘任的议
案》、《降低担保费率的议案》、《薪酬制度》、《修改公司章
程简化议事流程的议案》、《公司2019年度决算报告》、
《公司2020年度预算》、《董事会委派规则的议案》、《县市
区财政局以增资入股形式加入岳阳市融资担保有限责任
公司的议案》、《审议增资扩股后公司股权结构的议案》、
《追加岳阳市小微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议
案》、《设立岳阳市中小企业应急转贷基金的议案》、《成立
全资子公司岳阳市财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议案》等，进
一步完善了公司治理，推进了业务快速发展。

*G,HIJKLM

推进公司现代企业法人治理，建立健全股东会、董事

会，改革监事会，新增9个股东，选举职工董事、监事、职
工监事。新增一部门（党群工作部）、四分公司（平江、华
容、湘阴、汨罗，城陵矶新港区营业部变更为城陵矶新港
区分公司）、一子公司（市财金普惠公司），形成“八部五分
公司两子公司”设置。

*+,NOPQRS

岳阳市融资担保公司人才建设重点是把好入口关，
选聘员工的基本标准是：全日制一本研究生或者985/211
双一流高校毕业生，而且专业限于会计、金融、法律，或者
是注册会计师、律师、会计师。

岳阳市融资担保公司拥有一支高素质、高凝聚力的
管理团队和专业高效的业务团队。截至年底，在岗员工46
人，具有硕士研究生和985/211双一流学历的22人，占
近50%；具有注会、高会、律师、税务师、风控师等资质的
32人，占近70%。

*T,UVWXYZ

通过对行业、金融机构、市属国企薪酬调研，按程序
报市政府、市财政和股东会批准，制定出台了《薪酬制
度》。新的《薪酬制度》是立足我公司岳阳地域公益性金融
国企定位，由市财政局实施工资总额管理，把绩效评价贯
穿薪酬管理全过程，形成公司审慎性经营和内部竞争性
激励相结合的机制。进一步细化了薪酬分类及构成，建立

图一：公司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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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公司股权结构图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形式 实缴出资 持股比例

１ 岳阳市财政局 人民币 ３５０００ ４９．２９５８％

２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人民币 ５０００ ７．０４２３％

３ 岳阳市云河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５０００ ７．０４２３％

４ 岳阳临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５０００ ７．０４２３％

５ 平江县财政局 人民币 ３０００ ４．２２５４％

６ 岳阳县财政局 人民币 ２０００ ２．８１６９％

７ 华容县财政局 人民币 ３０００ ４．２２５４％

８ 湘阴县财政局 人民币 ３０００ ４．２２５４％

９ 汨罗市财政局 人民币 ３０００ ４．２２５４％

１０ 岳阳市岳阳楼区财政局 人民币 ３０００ ４．２２５４％

１１ 岳阳市君山区财政局 人民币 ２０００ ２．８１６９％

１２ 岳阳市南湖新区财政局 人民币 １０００ １．４０８５％

１３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财政局 人民币 １０００ １．４０８５％

*+,-./012

经过一年的发展，公司规模呈现扩大趋势，截至
2020年末，资产总额8.13亿元，同比增加2.98亿元、增
长57.9%；负债总额0.85亿元；净资产7.28亿元，同比增
加2.78亿元、增长54.8%；全年累计实现收入4732万元，
同比增加2632万元、增长125.3%（担保业务收入 1674
万元，同比增加957.01万元、增长133.5%），全年实现拨
备前利润总额3825万元，提取两项准备金2260万元及
企业所得税423万元后，1-12月累计实现净利润1142
万元，同比增加477.4万元、增长71.8%，公司经营正常，
财务情况良好。作为一家政策性担保机构，公司各项经营
指标良好，实现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率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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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底，公司累计发生业务总量416户、20.63
亿元。其中，融资担保238户295笔、17.77亿元；非融资

担保95户、1.2亿元；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83户、
1.66亿元。2020年新增融资担保业务总量225户、14.1
亿元，同比户数增加164户、增长268.8%，同比金额增加
10.2亿元、增长272.3%。在保余额226户、13.6亿元，同
比户数增加165户、增长270.5%，同比金额增加10亿元，
增长277.8%。完成省再担授信任务102%。我们虽然起步
较晚，但后发追赶，通过两年努力，政策性融资担保规模
在全省55家纳入再担保机构中跃升至第3、市州第2，跻
身“第一方阵”。

*9,:;<=;>?@78

2020年公司解保69户、4.13亿元，没有出现一笔担
保代偿。

*A,BCD78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提取担保赔偿准备金和未到
期责任准备金，2020年末累计到期责任准备金余额为
837万元，累计担保赔偿准备金余额为1798万元，两项
准备金达到2635万元，拨备覆盖率为100%。

了职务职级体系，新增了岗位条线划分。适当考虑金融企
业性质、适当考虑待遇留人、适当考虑激励业务，向学历
高、资质强、业务好、在一线的人员倾斜。

*E,%FDGH

为加快全市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实现2020年

底政府性融资担保县域全覆盖，有效解决小微企业、“三
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根据市政府第36次常务会议精
神，以自愿原则，平江县、岳阳县、华容县、湘阴县、汨罗
市、岳阳楼区、君山区、南湖新区、屈原管理区等九个县市
区财政局注资入股市融资担保公司。截至2020年5月，
资本金增至7.1亿元，股权结构如下：

IJK$%&'LMNO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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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公司担保业务各县市区分布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县市区 年末在保额

１ 汨罗市 ２５２３０

２ 经开区 ２２４２９

３ 平江县 ２０３７０

４ 岳阳楼区 １２４５３

５ 临港新区 １２９６７

６ 湘阴县 １１２８９

７ 华容县 ８５０７

８ 云溪区 ６９７４

９ 君山区 ５７８０

１０ 临湘市 ４４１０

１１ 南湖新区 ２８００

１２ 岳阳县 ２８８０

１３ 屈原区 ５００

公司业务实现了县市区全覆盖，排名前三的是汨罗
市、经开区、平江县，具体情况见下表：

*+,-./0

在担保结构上，公司担保业务净资产放大倍数为
2.08倍，融资性担保业务放大倍数为1.99倍。

*1,234567

2020年，累计纳入再担保体系213户、10.1亿元，其
中单户500万元及以下4.75亿元、占比47.24%。新增小
微、“三农”218户、占比 96.89%，金额 12.1亿元、占比
86.52%，其中，单户1000万元以内小微和“三农”项目205
户、占比91.11%，金额13.42亿元、占比95.85%；单户500
万元及以下小微和“三农”项目157户、占比69.78%，金额
4.75亿元、占比33.92%。平均融资担保综合费率为1.15%，
其中，纳入再担保体系的平均融资担保综合费率为0.9%。

*8,9:;<$=>

获得全市19家银行授信65亿元，其中小微子公司
获得14家银行授信22亿元，银行授信放大倍数为9.2
倍，落实了“二八”风险分担、免收保证金、银行放贷执行

书书书

表二：公司担保客户行业分布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行　业 上年余额 在保额 占比 比年初

１ 制造业 ２８２４５ ８０６１４ ５９．１５％ ５２３６９

２ 建筑业 ４２００ ２１５６０ １５．８２％ １７３６０

３ 批发业 ２２７８ １４１９４ １０．４１％ １１９１６

４ 零售业 ８０ ５６３０ ４．１３％ ５５５０

５ 农、林、牧、渔业 － ５５０６ ４．０４％ ５５０６

６ 事业单位 － ２０００ １．４７％ ２０００

７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２０００ １．４７％ ２０００

８ 交通运输业 ７００ １２７５ ０．９４％ ５７５

９ 餐饮业 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７３％ ９００

１０ 民办非企业单位 ９８０ ９８０ ０．７２％ ０

１１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９００ ７００ ０．５１％ －２００

１２ 文化、体育、娱乐业 － ４００ ０．２９％ ４００

１３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２８０ ０．２１％ ２８０

１４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１５０ ０．１１％ １５０

*?,@AB67

公司担保客户遍布制造业、建筑业、批发业、零售业、
农林牧渔业等行业，2020年在保客户及增长客户都主要

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业，新拓展了6个行业。具体
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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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原则上LPR上浮不超过100个BP。全年放贷14.1
亿元，占全市新增放贷总额的3%。累计发放担保贷款过4
亿元的有：华湘行；过2亿元的有：建行；过1亿元的有：岳
阳农商行、邮储、交行、农行、工行、长沙银行、汨罗农商行。

*+,-./0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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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支持全市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出台了《关
于加强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切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的通知》。二是实施降费补贴政策及业务奖补政策，市级
安排225万元实施中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担保业务降
费补贴政策及业务奖补政策。另外，公司共获得中央、省
576万元融资担保业务降费补贴。三是支持转贷基金，出
台了《关于印发〈岳阳市财金中小企业应急转贷基金设立
方案〉的通知》（岳财发〔2020〕17号），同意设立岳阳市中
小企业应急转贷中心，基金总规模3亿元，首期规模1.3
亿元。

*;,<=>?@ABCDE4<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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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积极主动接受各级监管部门的行业监督，防范
经营风险，及时向各业务系统规范报送业务数据。省财政
厅、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省工信局、省再担公司、岳阳
市金融办等先后多次到我公司调研工作，充分肯定我公
司在体系建设、业务开展等方面的工作表现，工作中不存
在任何违法违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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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融资担保公司树立“从一起步就建好，从一开
始就做好”的风控理念，真正做到“坚守好主业、经营好信
用、管理好风险、承担好责任”。

*H,IJGKLM

建立了以内审、纪检为中心的内部监督机制，定期展
开合规性检查，确保各项制度措施落地落细落实，实现
“制”与“治”的统一。

*N,OPQRMS

制定了业务操作从担保申请到档案管理9个闭环式

标准流程，完善项目评议、合同、权证、反担保、预评估等
风控制度，对已制定的制度定期梳理、及时更新汇编。建
立了“流程管理、双人调查、审保分离、集体决策”机制。项
目评审委员会由6名成员组成，5人具有投票权，董事长
不参与投票，仅拥有“一票否决权”。

*T,UVWXY45Z[\

市场化项目由董事长确认准入，未准入项目不安排
尽调。属市场化项目，总经理和风险管理分管负责人须到
现场尽调。

*],̂ _`abcMS

对代偿率达到3%的县市区进行风险预警，对超过5%
的暂停发展新的融资担保业务，待整改到位后再恢复。

*d,ef'gFh

梳理在保客户风险点，加强对被担保企业的跟踪
管理。

*i,jklmno

对业务风控员工制定了业务“六条禁令”（严禁受贿
索贿，接受客户请吃请喝等任何消费活动；严禁违规进行
尽职调查和风险评议，提供虚假客户信息；严禁业务前台
和风控后台串通；严禁在客户处兼职取薪或要求客户提
供不正当便利；严禁向客户泄露公司秘密或商业机密；严
禁代替客户办理业务或代客户签名，对于违反禁令者，一
经发现，一律开除）。

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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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公司面对大战大考，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彰
显国企担当，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融资担保在保项
目户均额度 603万元，纳入再担保体系户均额度472.3
万元，支小支农担保业务占比明显。从四个方面发力，不
断优化业务机制，不断提升企业“获得感”，不断将金融
“活水”引向小微企业和“三农”。一是业务方向调“准”。公
司紧扣市委、市政府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战略部署和
市场定位，突出“六围绕六促扶”：围绕“12+1”新兴优势
产业链促扶龙头企业、重点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围绕园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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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发展促扶制造业实体企业，围绕创新创业创造促扶科
技型成长企业，围绕港口、自贸区、保税区建设促扶出口
和商贸物流企业，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促扶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围绕金融新业态促扶新兴产业、优势企业和
长江经济带重大项目绿色发展。二是担保费率降“低”。对
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单户500万元以下的年担保费降
至0.5%，500万－1000万元（含）的年担保费降至1%。全
年政策性融资担保平均综合费率为0.9%，处于全省最低
水平区间，为企业降费让利1322万元。三是信用产品增
“多”。不断弱化反担保物，一次性新推出“产业链担”、“扶
贫开发担”、“就业担”和“科创担”等8个专项信用担保产
品，降低了“八个门槛”。初步统计反担保措施，机器设备
约占50%、应收账款20%、纯信用20%、不动产强抵押10%。
四是服务速度提“效”。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制定《五项措
施》，针对17家口罩生产企业制定《暂行办法》，创新设立
“疫情应急专项担保产品”。两天时间办好3笔口罩企业
担保贷款，刷新了“岳阳融担”速度。从结构看，支持小微
企业和“三农”217户、11.97亿元，占比84.9%；支持疫情
防控医药企业9户、8708万元；支持“12+1”新兴产业链
龙头企业和重点企业74户、6.72亿元；支持上市后备企
业16户、1.88亿元。

*+,-./0123456789:;

融资担保行业通过担保贷款帮助中小微企业和“三
农”发展，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支持劳动密集
型企业，推出了纯信用担保产品“就业担”。累计支持10
户。根据统计部门显示，中小微企业每增加100万元产
值，带动劳动就业约7.7个/年。2020年，公司担保贷款
放贷 14.1亿元，其中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11.97亿
元，加入再担保体系约占71.6%、10.1亿元，我公司通过
融资担保撬动，累计为我市增加劳动就业约 4.6万个，
有效稳定了劳动就业，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此外，根据
工信部和全国融资担保协会的统一计算方式：生产型小
微企业每新增100万元资金投入，可新增产值400-600
万元；贸易型小微企业每新增100万元资金投入，可新
增销售额800-1000万元。即资金投入对新增产值（销
售）的劳动倍数为 4-10倍，测算时，按中间值 5倍计
算。将促进新增产值（销售收入）60亿元，激活和拉动的
上下游产业链新增产值（销售收入）更加可观。以中小
微企业和“三农”对社会平均税收贡献率5%计算，2020
年，岳阳市通过融资担保新增财政税收3亿元。

*<,=>?@A$3BC?@:;DE

公司严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守护好一江碧水”的嘱
托，严格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精神，全
面推进岳阳市建设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在
为企业提供担保服务中，否决了3家环评不到位的企业，
倒逼被担保企业遵守和履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累计
支持绿色产业72户、5.86亿元。

*F,=0G6HI3JKC2:;

公司深入谋划推进市级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
创新实施“全市一盘棋、市县一体化”模式，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反响，获得了同行的高度认可，省内5家担保公司和
省外1家担保公司来公司调研，公司在落实中央、省担
保体系建设要求、做大做强直保机构、实现担保业务市县
全覆盖、推动担保行业健康发展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L,MNO)PQ345RSRT

公司不断深化关注民生、回报社会的责任意识，弘扬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热心参与公益事业，以爱心和行动回
报社会。支持全市疫情防控工作，向市慈善协会和县市区
捐助31万元，按市委、市政府要求派驻3名党员同志入
驻企业联点，协助复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组织10多位
员工无偿献血，弘扬无私奉献精神。支持全市防汛工作，
向钱粮湖镇政府捐助了2万余元的防汛物资，得到了社
会的高度认可。

!"#$%&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也是岳阳市委、市政府“三区一中心”战略实施
的起步之年，公司将开启转型升级综合金融新航程。公司
必须紧跟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以“一主三化”为指引，
拿出“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劲头，扛硬主责、
规范管理、拥抱科技、多元发展，在服务岳阳“三区一中
心”建设上跑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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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ghijklmnopqrst3uvw_`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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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市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12
月14日，首期注册资本6.5亿元，张家界市融资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是经省金融办批准，在张家界市委、市政府的
主导下，由张家界市国资委出资组建的张家界市全资国
有融资担保机构。公司全资控股张家界市中小企业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张家界经济发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两家
子公司。主营贷款担保、保函担保等担保业务。

*1,-.2345

集团公司以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门槛高
问题，助力市属国企转型升级，增强地区金融活力，促进
地方经济发展为经营宗旨。

公司提出“一流企业、一流团队、一流作风、一流业
绩、一流管理”五个一流的经营理念，秉承诚信、责任、担
当、务实的企业文化，注重培养锻炼中层骨干干部力量，
以骨干干部带动、传承企业文化，打造了一支政治合格、
务实担当、团结进取的担保队伍，树立国有担保公司高效
率、高服务质量、专业技术精湛的良好形象。

*6,789:;<=%>

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组织架构和法人
治理结构，设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团队，
公司按照董事会授权日常经营管理运作。集团现有员工
57人，其中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21人；硕士研究生5
人，本科 40人；经济、金融相关专业 23人，法律专业 6
人，土木工程、工程造价等专业 3人；拥有十年以上财
政、银行系统工作经验的4人。集团公司下设业务部、风

险部、党政办、财务部、综合部、创新发展部、监察室7个
部室。

*?,@ABC$D:

截至2020年底，公司与农业银行、长沙银行等10家
银行确定了新型合作关系，签订落实了分担协议。合作金
融机构情况如下：

再担保合作方面成效明显，全年累计131笔5.27亿
元项目纳入国、省再担保体系备案，对出现风险代偿的备
案项目，国、省再担保按照40%风险分担计算。

*E,%FC:GH%CIJKLHMN

OPQR

!"#%FC:G

注册资本金人民币6.5亿元，由张家界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资。

'()*+,-./0123$

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书书书

表一：合作金融机构情况

序号 金融机构

１ 长沙银行

２ 建设银行

３ 农业银行

４ 华融湘江银行

５ 交通银行

６ 张家界农商银行

７ 中国银行

８ 邮储银行

９ 工商银行

１０ 慈利沪农商银行

STUV$%&'W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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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

机构 姓名 职务

董事会

张坚持 董事长

王朝群 董　事

杨力辉 董　事

晏建军 董　事

赵　辉 董　事

吕贤将 董　事

谭建国 董　事

监事会

李雄彬 监事长

李光德 监　事

张擘帝 监　事

刘　敏 监　事

魏　娜 监　事

!"#%*+,-.

存出保证金3.19亿元，固定资产274万元，整体经
营情况良好。

$"#/01234

根据2020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2020年12月末，
担保公司资产总额8.12亿元，所有者权益6.96亿元，按
规定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担保赔偿准备金共计
5670万元。

!"#$%&'()*+

56789-.

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市
政府履行国有企业出资人义务和监督管理职责，持股比
例100%，报告期内无情况变动。

5:7;<=>?@AB)CD0EF

本年度召开了一次董事会和一次监事会，审议通过
或签批了《总经理工作报告》、《年度财务预决算报告》、
《2021年经营工作方案》等议案。

5G7AHI@JKLM-.

%"#AB)NHB)@JKLOP-.

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组织架构和法人治
理结构，设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团队。融资
担保的日常经营管理按照董事会的授权进行运作。

!"#IQRSTUV-.

法定代表人、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坚持，主持党委和
董事会的全面工作；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超群主持经营
全面工作；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力辉分管业务部、财务
部、创新发展部；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晏建军分管风控部、
综合部。

5W7XYZ[-.

集团公司成立后提出了“建设年、发展年、质量提升
年”的三年规划，通过“建设年”的运营，2020年度与时俱
进地对制度体系调整完善，保障企业健康稳健运营，防范
违规风险。一是公司完善了“三重一大”制度体系，制定、
完善、建立了共计40项制度，从制度上规范操作；二是严
格按照项目审查制度审批项目，2020年公司共计召开项
目审保会37次，共计审议项目213个，通过项目176个，
金额18.42亿元。三是强化在保项目的风险管理，建立常
规管理加专项活动的机制，提升担保业务质量，督促项目
经办人员严格、规范、有效落实全过程风险管控工作；四
是强化干部员工作风管理，公司监察室实施监督职责，开
展担保项目回访工作，进行廉洁现场或电话回访；集团公
司“先锋论坛”组织干部员工学党纪国法、担保法律规章
制度、担保业务知识等内容，从思想上、行动指引上规范
确保干部员工廉洁、高效、务实地开展工作。四是在现有
制度体系框架下，着力开展集团公司ISO9000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工作，进一步提升了集团综合管理水平。五是联
合湖南农大经济学院，开展集团担保业务及地方金融服
务体系建设的战略研究，形成了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并
着力应用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0&

567\]RS^.

以担保业务风险评估管理办法、担保风险监管员监
督管理办法等14项业务风险规章制度规范指引风险管
理工作。将风险防控工作贯穿于担保业务全过程，引入风
险审查官制度，做实做严担保项目源头把控工作。制定严
厉的不良担保责任追究制度，压实担保项目经办人员、审
查人员及相关人员工作责任。成立以公司领导、法律顾
问、部室负责人、外聘专家等共同组成的项目决策机构，
集思广益、全面审视，切实落实担保业务源头风险控制工
作。公司与政府、银行就担保业务加强合作，通过设立风
险补偿资金，按照一定比例共担风险，积极推动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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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公司２０２０年最大十家客户集中度明细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担保金额

１ 市经投集团 ６４００

２ 高铁新区 ５０００

３ 桑植县交投建材供应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０

４ 康华实业 ４５００

５ 永定建安 ３５００

６ 乾坤生物 ３０００

７ 银州建材 ３０００

８ 宏生建筑装饰 ３０００

９ 宏生建筑 ３０００

１０ 和美酒店 ３０００

“4321”比例共担风险。公司对担保代偿项目，按照“一户
一策”原则制定风险化解方案，明确分工，责任到人，严格
考核。通过依法清收，2020年度追偿回款821万元。

*+,-./012

公司建立客户数据库，实行“信用白名单”机制，积极
探索引入银行对客户的评级体系，同时精细化、标准化担
保业务产品标准，通过对担保申请客户的信用评级、量化
值对比进行综合评价，切实落实担保业务的信用管理。

*3,456/012

2020年，通过多种方式补充公司流动资金5152万
元，其中担保业务收入3355万元，利息收入671万元，不
良代偿回款821万元，各级奖补资金305万元，进一步充
实了公司的流动资金。

*7,89/012

通过对经济大环境与地方经济特点结合分析，对担
保项目进行行业、产业总结解析，及时、准确地识别判断
风险的类型和级别。

*:,;</012

公司实行项目办理A、B角双人制度，项目审核实行
业务部、风险部、风险审查官多重审核制度，以此规避项
目操作风险。根据风险管理各个阶段的不同工作重点，建
立完善的内控组织机构，设置担保业务部、风控部、监察
室等部室，分别负责公司业务发展、风险控制、项目审查、
责任追究、代偿清收等工作，权责清晰，最大限度规避担
保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

*=,>?/012

一是设置组合反担保措施，在反担保措施设置过程
中秉承“穷尽原则”，并要求抵质押手续能够办理备案登
记的一律办理抵质押登记备案手续。二是与6家会计事
务所、4家资产评估公司和1家财务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协议，做到穿透式风险评估，有效降低项目实施风险。

!"#$%&'()*

*@,A'BC

2020年全年新增担保190笔，金额16.78亿元，同

比增长82.36%；2020年底在保244笔，金额19.98亿元，
同比增长65.79%。

*+,DEFGEBC

2020年度，新增代偿额为334.5万元，代偿率0.38%；
截至 2020年底，历史累计代偿 54笔，代偿金额本息
13854万元，已追偿收回4644万元，待清收金额9210万元。

*3,HIJBC

公司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足额提取未到期责任
准备金和担保赔偿准备金。截至2020年底，共计提取准
备金5678万元。

*7,KLMBC

*:,NOPQ

担保业务放大倍数为3.07倍，融资担保业务放大倍
数为3.03倍。

*=,RSTU

2020年底，公司担保代偿率为0.38%，代偿回收率为
8.9%，担保损失率为0，拨备覆盖率为61.6%。

*V,WXY1Z[\]^_`aBC

公司积极主动配合接受省、市监管机构的监管监督，
及时向监管系统报送数据。2020年，公司依照监管要求
持续健康规范经营，并接受市、区金融监管机构多次检查

bcd8$%&'Kefg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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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工作，未出现重大违规行为。

!"#$%&'()*+

2020年，新冠疫情和国际复杂形势的双重影响，对
中小微企业造成严重冲击，大部分中小微企业举步维艰、
流动资金严重不足。集团公司做出加大力度支持中小微
企业渡过难关的决定，展现政府性担保机构担当，勇担社
会责任。

*+,-./0123&4156789:

;<=>?

通过积极走访工业园区、旅游集中片区及时掌握第
一手信息，2020年3月，以科学系统的分析结果为依据，
公司与张家界农商银行制定出台针对性产品《复工复产
贷》，并于3-8月陆续发放7000多万元工业园区内企业
担保贷款，发放旅游行业及上下游担保贷款3500多万元。
2020年全年新增担保 190笔，金额16.78亿元，同比增
长82.36%，其中小微企业户数占比80%以上，为地区中小
微企业注入了大剂量的金融活水。

*@,ABCB1DE$%FG1HI%J

K3L

公司及时出台降低综合担保费、退还保证金等措施，
为中小微企业流动资金增活力。一是对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企业和担保额度500万元以下项目的综合担保费降至
1%；二是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外贸出口型、旅游上下游
在保客户退还部分保证金；三是对纳入国、省再担保体系
的融资担保项目免收保证金。全年共计为中小微和“三
农”市场主体减免担保费680多万元，减免保证金6000
多万元。

*M,NOPQRS1HI78TU1VW

XYZ[

一是强化“集中受理，限时办结”工作制度，大幅度缩

短了融资担保项目办理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高效、及
时地支持了企业复工复产复市、恢复生产发展。二是突出
“支小支农支新”主责主业，扎实做精做细做准担保产品。
重点围绕工业“三区一园”、农业“精准扶贫、乡村振兴”、
旅游服务业、商贸流通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开发担保
产品。加强了为市、区县国有公司上下游项目的融资服
务，支持了市、区县政府重点项目、重点工程建设。三是持
续推进担保产品标准化建设工作。完成了担保项目评审
报告的一般标准版本的制定和修订工作，基本完成了建
筑行业、商品混凝土行业、旅游酒店行业等五大类担保产
品的《行业操作指引》制定工作，提升了融资担保产品标
准化水平。四是持续推进和银行的新型合作关系，切实让
国家普惠金融政策落地见效，通过新型合作关系，在风险
分担、免收保证金、放大倍数、利率优惠等核心内容方面
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增强了中小微企业普惠金融
的可获得性。

*\,&'9]'9:1^_`YaU

充分发挥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准公共产
品功能。到2020年底，公司累计为全市365家中小微企
业提供了823笔融资担保服务，担保金额 52.31亿元，
培育了畅想农业、茅岩莓公司、金鲵生物、乾坤生物、康
华实业、绿航果业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疫情防控期间，
公司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逆势而上，重点支
持了康尔佳、瑞博医疗、大众医院等抗疫重点企业，同时
也及时为恒鑫饰品、光明国旅、庄主会馆等一批受疫情
影响较大的小微企业提供了融资服务，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助力精准扶贫，恢复地方经济发展。公司提供融资担
保帮助中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间接稳定就业，按照
对企业和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计算，累计使受保企业新
增产值超百亿元，稳定就业岗位近5万个，间接缓解就
业压力。

Gbcde)fg:de'hGijklmn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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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益阳市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情况表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金 占股比例（％）

益阳市城市建设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５０％

益阳市交通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２５％

益阳市财政局 ４０００ １０％

益阳高新区财政局 １０００ ２．５％

沅江市财政局 １０００ ２．５％

桃江县财政局 １０００ ２．５％

益阳市资阳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２．５％

益阳龙岭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 １０００ ２．５％

南县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２．５％

合　计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
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作为一家政府性融资
担保企业，公司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相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勇挑重担、负压前行，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凝心聚力、积极应变，用
实际行动诠释国企的责任与担当，为益阳市经济发展贡
献了融担力量。

!"#$%&'(

益阳市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是由市人民政府主导
成立的国有全资政府性融资担保企业，于2018年11月
挂牌成立，初始注册资本3亿元，其中益阳市城市建设投
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2亿元、益阳市交通投资
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出资1亿元。2020年12月，公司新增

注册资本1亿元，其中由益阳市财政局增资4000万元，
赫山区、资阳区、高新区、桃江县、沅江市、南县等六个区
县分别增资1000万元。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
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以自有资金对外投
资。公司成立以来，牢牢把握“准公益性定位”，坚持审慎
经营理念，按照政策扶持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秉承商业可
持续、风险可防控、法人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的原则运营，
树立“守正创新、行稳致远”的发展理念，持续深化民企情
怀，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实现了公司的高质量发展。

公司依照《公司法》组建，设立了党支部、股东会、董
事会和经理层，初步形成了定位清晰、权责对等、运行协
调、制衡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内设综合部、担保业务一
部、担保业务二部、风险控制部、资产管理部、纪检监察
室、内审合规部、法务部8个部室，并在董事会下设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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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益阳市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组织架构图

业务评审委员会，公司共有员工34人，其中高管人员5
人。下辖1个全资子公司———湖南省益阳市财源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全市住房公积金贷后管理服务工
作和过桥转贷服务，有员工24人。

2020年末，公司资产总额4.43亿元，负债总额0.36
亿元，净资产4.07亿元，营业收入0.26亿元，实现净利润
0.042亿元，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为134%；未到期责任准
备金余额1121.15万元，担保赔偿准备金余额1895.25
万元，一般风险准备金余额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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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公司发现部分申请担保贷款企
业隐含巨大风险隐患，稍不留神即有可能恶意被套，成为
其经营失败风险转嫁的替罪羊。为此，公司创新建立了企
业非财务风险因素外围尽职调查工作机制。通过聘请第
三方金融服务咨询公司，对申请担保贷款企业隐藏的重
大资产负债、民间借贷、非法集资、高息举债、对外担保、
涉诉事务、重大合作及涉黑涉恶、涉黄赌毒等情形进行调
查。通过外围尽调累计终止服务109户，其中业务调查前
终止服务52户，业务调查后终止服务57户，累计规避高
代偿风险担保贷款金额近3亿元。

*<,-.=>?@AB5CD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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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在保企业风险分级管理，从企业的经营能力、盈
利能力、偿债能力和反担保措施的保障能力等方面进行
综合评价，判断在保企业的风险状况。将在保企业风险等
级由低到高依次划分为正常类项目、关注类风险项目、重
点关注类风险项目、高度关注类风险项目四个风险等级。
按照风险等级实行专人管理，关注类、重点关注类、高度
关注类风险项目分别由分管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牵
头负责风险隐患的协调化解，确保了企业风险隐患的早
发现、早处置、早化解。

*H,-.I'JKLMN5OP8Q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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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在保企业开展“保姆式”服务，高度关注在保
企业的产业风险、政策风险、市场风险、涉诉经济纠纷和
其他风险，积极介入，主动协调化解，提供务实高效的专
业指导意见，对多家企业重大风险的最终化解起到了决
定性作用。二是建立“续贷过桥”预警机制，对所有有续贷
需求的在保企业提前2个月进行续保服务，对有“过桥”
资金需求的，通过子公司（益阳市财源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提前1个月进行资金安排。2020年共为35家企业提
供过桥周转资金2.65亿元，有效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
和断贷风险，防止征信不良。

通过建立全过程风险防控机制，既帮助企业解决了
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又防范了担保代偿风险的产生，
确保了国有资本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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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公司与12家银行签订合作协议，合计授信
额度34.3亿元，全面实现银担2：8风险分担，取消客户
保证金。

2020年，公司出具担保意向函313户22.3亿元，新
增担保贷款248户16.5亿元，其中小微企业和“三农”担
保贷款228户13.7亿元，金额占比达83.17%，年末在保
余额244户14.8亿元，担保放大倍数达4.9倍，担保代
偿率为0。同时，在市县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建立了
风险代偿补偿资金和降费补贴资金机制，成立了南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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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公司最大１０家客户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首次合作年份 地区 行业 政策扶持领域 在保余额

１ 湖南九富家居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桃江 工业 小微企业 ３０００

２ 湖南明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赫山区 建筑业 ３０００

３ 益阳市安兴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赫山区 工业 小微企业 ３０００

４ 湖南益阳朝阳城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高新区 建筑业 ２９８０

５ 湖南臻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高新区 建筑业 小微企业 ２９８０

６ 湖南沅江桔城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沅江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小微企业 ２９５０

７ 益阳市龙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赫山区 建筑业 ２９５０

８ 顺祥食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南县 工业 小微企业、三农 ２８００

９ 益阳湖乡情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９ 资阳区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小微企业 ２８００

１０ 湖南金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安化 工业 小微企业 ２７７０

事处，实现了担保体系全覆盖，打通了服务企业“最后一
公里”，提升了担保实力和抗风险能力。

*+,-.&'/012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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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行业融资需求，公司创新推出具有益阳特
色的“益粮贷”、“电容贷”、“助园贷”担保业务品种，更好
地满足不同行业企业的融资担保需求。与苏州国泰新点
软件有限公司合作，于去年7月份正式上线启动电子保

函业务，全年共提供投标担保 59笔，担保保证金金额
2255万元，实现收入18.05万元。加快推进银担“E”贷业
务投入运行，与全市6家银行签订批量化业务合作协议。
同时，公司积极落实全市营商环境大优化行动要求，进一
步优化办事流程，设立业务咨询受理电话，制定企业申请
资料清单，实行限时办结制度，并降低抵押物要求，除传
统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抵押物外，扩大车辆、设备、存货、
应收款、收费权、专利权、仓储质押等抵押物品种范围，扩
大风险敞口，提高抵押率。

书书书

表二：益阳市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合作银行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作银行 授信额度 代偿宽限期（天） 银担风险分担比例

１ 建设银行益阳分行 ８ １５ ２∶８

２ 工商银行益阳分行 ２ ３０ ２∶８

３ 光大银行益阳分行 ２ ３０ ２∶８

４ 长沙银行 ５ ３０ ２∶８

５ 沅江浦发村镇银行 ０．５ ３０ ２∶８

６ 中国银行益阳分行 ３ ３０ ２∶８

７ 交通银行益阳分行 ３ ３０ ２∶８

８ 农业银行益阳分行 ３ １０ ２∶８

９ 华融湘江银行 ２ ３０ ２∶８

１０ 邮储银行益阳分行 １．８ ３０ ２∶８

１１ 益阳农村商业银行 ２ １５ ２∶８

１２ 桃江农村商业银行 ２ １５ ２∶８

合　计 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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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多次组织召开支部会议，传
达各级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公司疫情
防控工作，成立了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工作方
案，明确了责任分工。同时，通过采取加强人员摸排检查；
办公场所消毒扫码；员工就餐分开错时；及时发放防疫物
资；签订疫情防控承诺书等措施，公司没有发生一起新冠
肺炎感染事件。

*<,=>?@ABCD5EFGH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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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国家、省、市关于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相关文件精
神，认真落实融资担保优惠政策，对支小支农支新业务，
单户担保金额500万元及以下的担保费率按1%收取，单
户担保金额500万元以上的担保费率按1.5%收取，此外
不收取任何费用。疫情防控期间，启动战“疫”快速应急服
务，对纳入省、市疫情防控重点保障名单的企业，取消实
物反担保要求，免收一个季度担保费，做到“见贷即担”，
共为15家防疫相关企业发放担保贷款5760万元，减收
担保费用17万元。

*L,MNO'PQRST5UVG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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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关注在保企业经营情况，开展全方位“保姆式”

服务，有效帮助企业降低了融资成本和断贷风险，提升了
融资担保行业公信力，助力了我市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一
方面，从产业风险、政策风险、市场风险、涉诉经济纠纷和
其他风险方面给在保企业做深入细致的风险分析，并主
动提供专业高效的建议，帮助协调各方化解风险。另一方
面，从是否需要续贷服务和“过桥”资金考虑，主动提前2
个月开展续保服务，提前1个月安排“过桥”资金。

*Z,[\])^_`a5bcbd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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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捐款公益活动，为湖北等重点疫区的援助和战
“疫”一线人员募集爱心捐款 2200元；实施民生服务项
目，投入资金4.5万元帮助老旧小区疏通维修下水道，
拆除非法搭建饲养房，改善居民居住环境；开展进社区
送温暖，给予桃花仑社区姚佳先等6户因重病、无收入
来源的特困家庭每户500元的慰问金，并鼓励他们战胜
困难，坚定生活信心；助力圆梦“微心愿”，组织党员干部
到社区“心愿墙”认领“微心愿”，帮助王觉群等10位老
人购买了所需的拐杖、坐便器等物资。同时，积极关注员
工的健康与生活，携手员工共同成长。多次组织开展领
导班子成员与员工谈心谈话，倾听基层员工心声；举办
多期政治理论、业务知识等专业培训，2020年4人考取
中级职业证书，营造了全员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学
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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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财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简称“财鑫担保”）成立
于2008年4月8日，由常德财鑫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全额出资，为市财政局监管的全资国有担保机构，现
注册资本70亿元，单笔融资能力7.2亿元，主体信用等
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经营业绩与资产规模位于湖
南省同行业前列。

公司主要业务为在全国范围内办理债权担保、贷款
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
证担保、经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诉讼保
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
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
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公司获得“重合同守信用企业”、“中国担保成长先
锋”、“全国优秀担保机构”、全国“最具影响力担保机构”、
湖南省“优秀融资担保机构”、湖南省“融资担保机构创新
奖”和常德市“十佳优秀企业”等荣誉称号。

*1,23456789:

公司坚持“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的
经营理念，紧紧围绕“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战略，坚定不
移地推行金融服务多元化，始终将发展多元人才、打造专
业团队作为企业发展的根本之源，秉承“温暖服务”理念，
将以人为本、贴近企业作为服务中小企业核心观点，始终
贯穿在金融业务服务过程中，以便捷高效的审批流程、温
暖舒心的微笑服务打造企业形象。

公司大力鼓励员工发展创新思维，激发员工主动、灵
活进行全新追求与创新的热情，创新思维已经根植于公

司每一个人，成为员工一直奉行的企业精神。公司积极推
动学习型企业建设，打造廉洁从业的风清气正工作环境。
重点打造了文化品牌工程“书香财鑫”，进行每月一次读
书分享活动，旨在通过学党史、读名家典籍、看金融专业
书籍，进一步提升公司人才队伍综合素质，促进员工爱读
书、勤读书、善交流、乐分享的习惯，让大家通过读书学习
来增长知识、增加智慧、增强本领。每季度举行一次业务
评审竞赛，评选表彰优秀尽调报告撰写人，激发青年员工
荣誉感与责任感，营造了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每年开展
“优质服务月”活动，评选表彰一批财鑫服务之星，让大家
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不断改进措施、优化服务，赢得了客
户的广泛好评。并将“廉洁从业”始终贯穿在公司日常工
作中，有力地打造了纪检廉洁品牌，强化员工工作作风，
在微信公众号上推送指尖上的廉洁小课堂、在官方群发
送党纪党规相关条例精神进行学习，并开展各项活动进
行廉洁宣传，营造廉洁从业工作环境。

*;,<=>?

公司目前内设业务部、办公室工会、党办人力资源
部、纪检监察室、内审法务部、财务部、信息技术部、风险
管理部、资产保全部、事业发展部、银行合作部等11个
职能部门，下设石门分公司、桃源分公司、汉寿分公司、津
市分公司、鼎城分公司、安乡分公司、澧县分公司等7家
分公司，控股、参股多家公司。

*@,AB?C

截至2021年4月，公司共有员工364人，其中：研究
生及以上学历24人，大学本科学历249人，大专及以下
学历91人；具有专业技术职称人员146人，占比40.11%，
其中：高级职称7人，中级职称73人，初级职称66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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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结构为：50岁以上34人，30～50岁264人；30岁以下
66人。

*+,-./$01

公司与多家银行积极构建合作关系，打造金融合作
信息平台，截至2021年4月末，与24家银行建立了合作
关系，担保授信总额突破400亿元，基本实现了“见保即
贷”。

*2,%3/14

公司由常德财鑫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额出
资设立，初始注册资本2.1亿元，先后经历七次增资，现
有注册资本70亿元，跻身担保行业第一阶梯，在全省同
行业处于领先地位，为全国地州市首家AAA信用等级的
担保机构，在全国排名居于前十。

*5,6789:;

截至2020年12月末，当年已实现业务量79.04亿
元，较上年增加32.72%，实现准备及利润总额1.7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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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常德财鑫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
控股，下设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董事会由8人组

图二：公司组织架构图

图一：公司子公司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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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1名董事长，7名董事；监事会由5人组成，1名监事
会主席，4名监事；经营管理层人员由9人组成，总经理1
名，副总经理6名，工会主席1名，总经理助理1名。董
事长负责主持公司全面工作，兼任评审委员会主任，行使
资金、合同最终审批权。总经理协助董事长主持公司全面
工作，负责日常行政、党务、人事工作及担保类业务。6名
副总经理分别负责财务管理、对外投资、园区开发运营及
产业转移与招商、各类基金的投资工作和风险控制与风
险项目催收、资产管理与保全、金融超市运营、银企对接
以及信用协会工作。纪委书记负责纪检、监察等工作，列
席评审委员会。工会主席负责工会，协助董事长管理集团
内审部。总经理助理负责资产保全、清收工作，协助总经
理管理资产保全部。

*+,-./0

公司从“人”上着手，大力倡导和培育优秀专业团队、
优化队伍结构，明确了人才引进与竞争机制，完全杜绝了
劳务派遣的进人机制，所有人员进入只能通过公开招考，
而且只能是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才具备报考条件；
所有中层干部实行两年任期制，期满后一律下岗，重新竞
聘后再次上岗，按员工总额5%的淘汰率进行员工的双向
选择，杜绝人浮于事，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陋习；把全体员
工按前、中、后台进行岗位划分，让三分之二以上的员工
向前、中台集中，充实一线业务人员，服务能力得到大幅
增强，实行“基本工资+绩效工资”两大部分组成的绩效
体系，绩效工资占比70%，并严格与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
挂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激励员工奋发向
上；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了“三会一层”，改革了评审会
制度，设立了评审专家库，评委由原内部人员变为班子成
员、业务骨干加技术专家和金融专家组成；对三家公司的
风险项目进行了集中清理，统一调度，彻底堵住了过去企
业多头借款、信息失真的风控漏洞。

公司业务受理过程短，对于担保同意受理立项的，15
个工作日内完成项目调查及评审；不同意受理立项的，3
个工作日内详细告知申请人；从源头上着力打造企业廉
洁文化，不断强化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业务办理前由
项目经理向企业发放《廉洁风险提示函》，纪检部门进行
廉洁电话回访，并引进第三方权威机构国家统计局，重点
对公司金融服务业务开展过程中业务员廉洁从业情况、
业务速度、业务服务质量、业务流程堵点等问题开展金融
服务业务满意度民意调查，捕获服务漏点、抓取服务亮
点、每月两次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指尖廉洁小课堂”、每

周五定时在官方工作群发放廉洁从业和违规违纪条例，
警醒员工不踩红线、不碰高压线，确保了员工廉洁从业纯
洁度。

!"#$%&

公司始终坚持风险防范为主线，提高风控能力，努力
确保国有资金和公司人员安全。

*1,234567

严格执行项目尽调、项目评审、风险等级分类、保后
监管、动态预警、责任追究等一系列风险防控制度，结合
企业经营实际灵活运用账户共管、财产权利抵质押、结户
联保、三方协议等多种反担保措施，划定客户融资红线，
推行风险共担，合理规避风险；并在公司内部管理制度通
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落实了项目评审、“三级
审核，一票否决”、风险等级分类、动态预警、责任追究等
一系列风控制度，形成了有效的制度保障。

*+,89:;</

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对存量客户实施
跟踪监管，重点掌握存量客户的组织架构是否变动、经营
范围是否有重大改变、是否有法律纠纷等方面的问题，合
理规避风险。

*=,>?'@AB

根据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总结和运用了财政信用、
账户共管、货单质押、项目回购、结户联保、三方协议等多
种反担保措施，最大程度保障了资金安全。

*C,?BDEF&

先后与政府、银行、企业和社会机构就部分担保业务
加强合作，通过建立风险补偿资金池、风险保证金资金池
等方式，按照一定比例共担风险；按照全省融资担保体系
建设部署会精神，积极推动常德市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成
功与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接轨，加入了湖南省再担保体系，
符合条件的担保项目可由省级及以上财政、公司、合作银
行、区县（园区）政府分别按照“4321”比例共担风险，推
动了湖南省“4321”新型政银担风险共担机制率先在常
德落地实施。2020年向省担保报送备案业务共641笔，
共18.62亿元，占全省业务总量的四分之一。

GHIJ$%&'KL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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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首次融资的新客户，实施总量控制，一般不超过
2000万元；对优质存量客户，划定融资红线，余额不超过
5000万元。

*3,456789

对担保代偿项目，按照“一案一策”的原则制定风险
化解与处置方案，明确分工，责任到人，严格考核。根据项
目风险发生原因给予相关责任人（包括评委）经济处罚、
行政处分或移交司法机关等严厉追责。依照全面规范、公
开透明原则执行项目接收、尽调、上会评审和保后监管等
程序，强化风险预警能力。

*:,;<89=>

通过强力推行风险清收、争取上级奖补资金、计提风
险拨备等措施对冲风险，确保风险动态平衡，促进公司稳
步发展。全年共争取各类奖补资金3000多万元，清收清
欠和执行回收及资产2.62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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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来，公司累计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支持8116
户次，支持金额527.22亿元，在保余额139.06亿元，为地
方实体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好的助力作用。

*D,@AEFBC

2020年新增代偿额6786.77万元，当年代偿回收额
3518.49万元，累计代偿回收额 52177.24万元，担保代
偿率1.25%，代偿回收率51.84%。

*G,HIJKLBC

公司自成立以来，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提取准备金，至
2021年3月末，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余额47168.65万元，
担保赔偿准备金余额31133.5万元，一般风险准备金余
额14277.65万元。

+,-./012)*

公司不忘初心，勇担使命，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
旨，着力优化服务、创新产品、改革机制，力争帮助企业在

融资难、融资贵的瓶颈上有所突破。公司联合银行、政府、
企业和社会机构建立了“五位一体”的担保运作机制，共
同搭建了畅通的金融信息平台。在经营发展中，大力推动
国家支持产业项目和地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MNOPQRS$%TU

以创新型产品精准对接企业融资需求，一案一策为
企业制定特色融资服务方案，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依据
广大中小微企业不同行业特质与产品特性，创新推出“集
合贷”、“政银担贷”、“科技贷”、“信用贷”、“湘汇贷”、“微
农贷”、“惠农冷链贷”、“暖心贷担”、“茶叶贷担”、“税联
担”等业务产品，共支持企业545户，累计业务总量20.63
亿元。公司联合银行对基金已投企业提供担保授信，配套
低利率、低费率及相应金融服务支持实施“投贷联动”，助
推企业成长壮大。

*D,V6WAQXY$%Z[

为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平稳发展，公司认真履行政策
性担保机构职责，大力推行普惠金融。一是公司实行业务
下沉，分别在石门，桃源，澧县，津市，临澧，鼎城高新区，
汉寿、西湖，武陵经开区，安乡、西洞庭等9大区域设立了
区县办事处，业务人员深驻一线，随时进园区、随地下乡
村，全面掌握了解企业情况。截至2020年12月末，各区
县办事处业务下沉后，累计完成融资担保1045笔，共51.6
亿元，业务量较上年同比增长35.6%，业务发生笔数较上
年同比增长38.22%，担保覆盖面越来越广；二是主动降费
减负，将为全市小微企业和“三农”提供的融资年担保费
率降至1%，并取消评审费、保证金，该收费标准已处于全
国最低水平。并协调合作银行，将“三农”、中小微企业贷
款利率控制在同期基准利率上浮比例不超过10%；三是
放宽准入条件，灵活设置反担保措施，加速业务办理时
限，对担保同意受理立项的，3个工作日内向银行出具
《担保意向书》，15个工作日内完成项目调查及评审；不
同意受理立项的，3个工作日内详细告知申请人。通过降
低准入门槛和时间成本为企业打造快速融资通道，获得
资金支持，解决燃眉之急；四是开展进园区活动，坚持携
手全市各家银行开展“金融服务进园区”活动，形成了财
鑫品牌效应。2020年3月8日，财鑫金控集团邀请了市、
县两级银行金融机构代表，先后深入经开区、武陵区、汉
寿、西湖、高新区、桃源、安乡、西洞庭、津市、澧县和石门
等9个园区，对接走访企业200多家，召开7场金融超市
推进会，通过实地深入考察和面对面交流，为园区企业提

001



!"#$%&'() ! !"#$% &'%$%('%) )"$*+#,-- $../('+,'/%

供专业金融服务指导和个性化融资方案，累计为78家企
业提供意向融资担保支持7.27亿元。

*+,-./01234567

公司利用旗下双鑫小贷、典当公司快速便捷的贷款
优势打造“小贷+担保”的联动模式，为企业提供与贷款
担保相匹配的短期融资服务，满足企业银行融资安排中
的周转资金需求、短期应急的生产经营性资金需求等，为
企业进行持续不断的融资服务提供支持。公司还先后筹
备设立了资本市场服务基地，上线了常德金融超市、开业
挂牌了常德财鑫供应链有限公司，三个平台在助力企业
上市、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更好地实现融资和企业发展上
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为。截至4月15日，金融超市平台
已注册用户38567户，关联企业26892家，上线金融产品
164个，企业申请贷款6849笔，累计授信总额达 68.13
亿元，放款41.92亿元，充分体现了平台价值。

公司长期以来致力于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多次组织
开展关爱社会、奉献爱心活动。如：开展“一对一”帮扶入
户走访活动，扶贫帮扶队在总经理的带领下前往石门迎
驾垭村开展走访贫困户活动，全年6次深入石门县所街
乡开展扶贫帮困，与30余户贫困家庭进行结对帮扶，助

力脱贫攻坚，为迎驾垭社区注入帮扶资金100万元整，帮
助村内新修机耕道11段6.6公里；整治堰塘1口及沟
渠1.16公里；安装太阳能节能灯125盏，实现了村组主
干道全覆盖亮化。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前往乡村振兴示范
片重点村太阳山村进行黄桃树苗栽种活动，传播绿色生
态理念，用实际行动为环境美好发一分热，为常德生态和
谐尽一份力；每月开展众创平安志愿者活动，确保周围治
安环境一切良好，无安全隐患；开展爱心扫雪活动，志愿
者们自带工具走上街头，积极投入到义务扫雪除冰行动
中。还开展了无偿献血、关爱留守儿童等社会公益活动。

未来，公司将立足常德、走出湖南，始终践行省委、省
政府“三高四新”战略，为常德市发展战略提供强力支撑，
聚焦地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小微企业和“三农”等领
域，继续优化现有经营模式和管理体系，按照做精做强做
细做实融资担保的经营思路，夯实资本实力，优化金融服
务、创新业务产品、完善风险防控、服务实体经济，打造全
国担保行业标杆企业的“常德样本”。

89:;<)=>?;<'@8ABCDEF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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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德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7月23
日，2016年10月被国有企业———湖南德源投资开发集
团全资收购后，2017年4月正式运营，2017年8月取得
了由湖南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换发的《融资性担
保机构经营许可证》，核定经营范围为办理贷款担保、票
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
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
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以及与担保业
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2019年11月，
公司股东变更为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现有注册
资本为23000万元，为湖南省首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目前外部信用评级为AA-。

*1,2345

公司坚持“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的
经营理念，以支持常德经开区产业发展为己任，重点为园
区内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并适当辐射周边区域。
公司按照“重质控险与业务发展并进”的工作要求，始终
坚持“小额分散、风控优先”的原则开展业务工作，确保公
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6,789:

公司目前设有业务部、风险控制部、财务部、综合部
和事业发展部5个职能部门，各部门职责权限明确清晰，
运行顺畅。同时，成立了项目审保委员会负责业务评审工
作。公司参股企业一家———湖南省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占股3%。

*;,<=>?$@:

随着公司与金融机构合作的不断推进，公司业务规
模得到有效提升。公司与农业银行、华融湘江银行、中国银
行、长沙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
常德农商行、兴业银行、广发银行、邮储银行等银行业金
融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共计获得银行授信额度15.23亿
元。目前公司已与农业银行、华融湘江银行、中国银行、长
沙银行、光大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广发银行、邮储
银行、华夏银行、工商银行对接，建立了“28风险比例分
担”的战略合作关系。

*A,BCDEFG

截至2020年末，公司的资产总额为30607.64万元，
负债总额为6183.79万元。全年共实现营业收入981.57
万元，净利润146.91万元，全年缴纳各项税金217.08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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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公司组织架构图

001



!"#$%&'() ! !"#$% &'%$%('%) )"$*+#,-- $../('+,'/%

书书书

表一：公司前十大客户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担保

余额

１ 湖南金康光电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２ 湖南桃花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７０

３ 常德天马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４ 湖南金富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５ 湖南祺林水暖建材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６ 常德力元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

７ 湖南咸嘉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安乡分公司 １０００

８ 湖南云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９ 常德市云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１０ 常德市金桥糖酒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合　计 １１７７０

元，各项风险准备金余额为2362.04万元。

!"#$%&'()*+

*+,-./0

公司由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全资控股，下设
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
设董事长1人；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设监事会主席1
人；经理层由4人组成，设总经理1人、副总经理 3人。
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由经理层按照股东授权进行，重大事
项报股东审批或备案。

*1,2345

一是公司成立以来，先后出台和汇编各项制度20多
项，为明确办公流程绘制各类流程图19项，每年根据实
际情况对各项制度进行梳理，适当修订，不断完善公司规
章制度体系。二是严格进行项目评审，并出台了《不良担
保贷款责任追究办法》，进一步强化评审人员风险意识，
力争从源头把控风险。三是严格推行项目保后跟踪，采取
定期或不定期方式，对所有担保项目进行保后跟踪并形
成保后回访报告，确保担保回访率100%。四是推进全面
预算管理，做好资金调度、合理控制费用，保障资金安全
和资金收益。

,-./0&

*+,67849:

为保障公司稳健持续发展，保持业务运作良性循环，
建立相对完善的风控体系，公司成立了风险控制部，全面
提升公司内部控制水平和风险管控能力。风险控制部参
与业务工作的各个环节，为风险点“把脉问诊”；定期出具
风险稽核报告，负责对公司风险管理工作进行有效评估；
研究制定风险管理策略，培育风险管理文化。

*1,;<845=

为有效防范和控制业务风险，规范公司业务流程，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风
险管理暂行办法》及与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公司制定了
《担保业务操作指引》、《风险管理控制程序》等一系列规
章制度，并根据业务实践的反馈情况不断修订完善业务
及风险管理制度，从制度层面加强管理，杜绝管理漏洞。

1-23456789

*+,>?@ABC

2020年，在整体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公司积极应
对，助力企业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2020年新增担保额
77699.68万元、期末在保余额75394.12万元、累计担保
总额247518万元；担保业务放大倍数2.73。当年新增代
偿783.53万元、累计代偿1802.38万元；担保代偿率为
1.33%。公司依法合规经营，所有业务开展、风险管控等环
节工作严格按照行业规定执行。

*1,>?DE

2020年，公司为有效加强风险管理及进一步落实担
保主责，积极研发新产品，通过对接政府、银行、科技公
司、协会等机构，多方面整合金融资源，开发了供应链类
“惠E贷”、“融链贷”产品，乡村振兴类“美丽乡村贷”产
品，销售链金融类“融易通”产品，专业市场类“信贷通”、
“助业贷”等多类创新担保产品，同时大力推进信息化建
设，通过科技赋能，完善了内部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启动
电子面签系统、0A管理系统、业务预警系统、业务管理系
统等多个子系统的信息化建设，后期通过多个子系统的
串联整合构建公司信息化建设体系，为提高工作效率、产
品研发、信息整合、业务拓展、风险防控等方面提供有效
支撑。

!"FG$%&'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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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我司始终坚定初心使命，
积极履行担保职能，服务中小微企业，响应国家号召，充
分发挥担保杠杆放大功能，支小支农支新，规范经营，运
营好国有资本，通过融资担保支持，园区企业更新了设
备、扩建了厂房、扩大了生产规模，提升了产品质量，增强
了企业市场竞争力，降低了融资成本，为园区企业持续经
营发展、转型升级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经统计，企业主营
业务收入平均递增43%，部分企业产值翻番、平均上缴税
收递增33%。公司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
时也得到了社会、金融机构及监管部门的一致好评，被评
为2020年常德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第一名及省优秀融
资担保机构称号。

*3,456789

2020年，在抗疫艰难时刻，为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
展，公司认真履行国有企业职责，大力推行普惠金融，并
主动降低担保费率至1%~1.5%，免收评审费、保证金，特
别是疫情防控期间推出了担保费按0.5%减半收取的普惠
政策，对直接为疫情服务的企业给予了免收担保费政策，
疫情防控期间累计为复工复产企业减免各类费用近100
万元。公司在与经开区重要防疫抗疫企业———嘉洁康洗
涤公司合作时，做到了24小时放款、零收费，切实保障了
常德市各医院疫情防控期间医用品的洗涤需求。

*:,;<=>?5

公司坚持以员工为根本，人企和谐，共同成长。2020

年，我们给予员工充分的保障，在稳岗上做到了人员基本
稳定。与此同时，公司努力营造好学上进、充满活力的人
才队伍，通过“内训+外训”的形式确保员工培训覆盖率
达100%，内容涵盖行业新政、业务实操分析、监管系统应
用、财务管理分析、风险项目管控等，多角度嵌入业务工
作之中，不断提升整体业务能力，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
充足的动力。另外，公司还通过开展内部竞聘、员工双向
选择、定岗定酬等系列改革工作，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干
事创业氛围。

*@,ABCD&E

作为国有企业，公司坚持党建引领促业务发展，新成
立党支部，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为载体，开展丰富多
样的党内组织生活，如重阳节为永丰敬老院老人赠送御
寒物资、春节为双岗社区贫困户赠送过年物资。公司新成
立工会联合会，积极参与众创平安志愿服务活动和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为平安建设工作及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贡献力量。公司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奉献爱
心扶贫助学”捐款活动，向湖南省常德市教育基金会常德
经开区募捐项目捐款15000元。通过“多元活动”彰显国
企担当，打造企业文化，进一步提高公司凝聚力、向心力。

2021年，公司将紧跟市委、市政府经济工作新步伐，
肩负起支持区域实体经济发展的使命和责任，助力普惠
金融发展，团结奋进、真抓实干，用优异的成绩献礼中国
共产党100周年华诞。

FGHIJ)KL0IJ'MFNOPQR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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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市兴娄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2015年由娄底市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八家国家机构或国有企业共
同出资，按照“政府出资、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的原
则组建的全资国有的专业担保机构，根据国家有关政策
规定，2021年1月1日起，划转至娄底市财政局，由娄底
市财政局履行出资人职责。公司于2016年元月正式展
业，实缴资本金3亿元。

*1,-.23456789:;<=>

公司经营范围目前以融资担保业务为主，兼顾非融
资担保；以为广大中小微企业提供担保增信服务为经营
宗旨，保本微利为基本特点；以“扶小微、广覆盖、低费率”
为发展目标；始终坚持“管理规范、风险可控、稳健可持
续”为基本原则，积极培育和践行“尚德、担当、诚信、共
赢”的企业文化价值观，打造国有融资担保公司业务管理
规范、风险防控严密、服务高质量、收费低水平、勇于担当
的全方位优势，积极为娄底市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ABC5DEFCGHIJKLM

公司成立后，在上级部门的大力关心和支持下，严格
按照《公司法》和行业管理的有关规定，设立了股东会、董
事会和监事会，并在此基础上选举产生了党支部、工会等
组织，形成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相互支持
协调、监督制约的运行机制。内部共设担保业务部、风险
控制部、综合财务部、资产保全部和监察审计部 5个职
能部室，在各县市区设立4个办事处。目前公司共有职工
40人，平均年龄36岁，本科及以上30人，占比75%，中级

职称以上的10人，持有律师执业资格证的2人。

*N,OPQR$FC

截至2020年底，我司共与16家银行建立了合作关
系，共获得授信27.5亿元，并与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
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华融湘江银行、
长沙银行和新化农商行等15家银行达成了2：8分险合
作协议，所有合作银行免收保证金。2020年公司全年项
目备案再担保163笔，金额64425万元，占全年担保发
生额的73%。

*S,%TRCU5%RVWLM:XY

Z[\]

资本金构成情况：我司目前资本金为3亿元，其中：
娄底市财政局出资1.4亿元，娄底市城乡建设投资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出资3000万元，湖南省娄底经济技术开发
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出资3000万元，娄底市万宝新区
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出资2000万元，娄底锑都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出资2000万元，涟源市城乡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出资2000万元，新化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出资2000万元，双峰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出资2000万元。

资金运用情况：公司资金运用严格遵照国家法律法
规执行，截至12月底，公司资产总额为40005万元。公司
资金量总额为34399万元，主要构成为银行保证金7927
万元（占比23.04%），保本型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19700
万元（占比57.27%），含定期存款在内的各类银行存款为
6772万元（占比19.69%）。

主要财务指标：2020年，公司累计实现各项收入3022
万元，费用支出1043万元，利润额530万元；截至12月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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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公司股东出资及占比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出资 占比

１ 娄底市财政局 １４０００ ４６．７％

２
娄底市城乡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

３０００ １０％

３
湖南省娄底经济技术开发投资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１０％

４ 娄底市万宝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６．７％

５ 娄底锑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６．７％

６
涟源市城乡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０ ６．７％

７
新化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２０００ ６．７％

８
双峰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２０００ ６．７％

合　计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

底，公司负债总额8192万元，主要构成为存入保证金3697
万元（占比 45.13%），提取两项准备金 3330万元（占比
40.65%）；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31813万元，保值增值
率为101.59%，国有资本略有增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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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由娄底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
八家政府机构、县市区国有企业共同出资组建，于2020
年12月26日，经娄底市人民政府审批同意，公司于2021
年元月起划转至娄底市财政局，由娄底市财政局履行出
资人职责。具体明细如下：

*H,>IJEKLM34)NOPQ

2020年7月13日，公司依规依程组织召开了股东
会、董事会、监事会，对公司2019年度经营工作、年度审
计报告、利润分配方案、2020年预算草案、退股娄底市百
通中小企业转贷资金服务有限公司等重要事项进行了研
究和决议，并全部审议通过。

*R,ST)MUVAWXY?@

根据公司《章程》，我司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其

中娄底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3名，
其余七个股东单位各派出1名，公司职工公开选举1名
职工董事，合计11名。2020年，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积极履行了法定职责，审
议了与公司经营相关的重大事项，及时向公司股东会汇
报了董事会年度工作情况，并就重大事项提交股东会审
议，确保了公司稳健经营。

*Z,[T)MUVAWXY?@

公司监事会由三人组成，其中1名由娄底市人民政
府委任，1名由娄底市城乡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委派，1名为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1名，由监事会选举产生，监事
会主席负责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2020年，监事会根
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依法依规对公司经营管理工作履
行了监督职责，并组织召开了监事会，就监事会工作情况
向股东大会进行了汇报和审议，有效保障了公司经营的
合法合规。

*\,]^_`aMUVAW=>?@

公司设董事长、总经理、监事会主席、副总、风控总监
等职务，目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共有6人，其中市管干部
2人，高级管理人员平均年龄为51岁，均有中级以上职称。

*b,Ec89?@dNefg-.Ec

89hijkl?@

建立一套严谨、科学、顺应时势、贴近实际的规章制
度是做好担保工作的基础，公司始终把完善内部规章制
度作为加强公司规范管理的头等大事来抓。截至目前，公
司在业务、财务、人力资源、综合管理等方面共出台49项
规章制度，其中业务类19项、综合类12项、党建类6项、
财务类5项、人事类7项，公司事务基本上做到了有章可
依、有制可循。2020年更是通过回头看，结合行业政策和
工作实际，进一步修订完善了8项规章制度，新拟定出台
了2项制度，有效优化了内部工作流程，提高了工作效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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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始终坚持“管理规范、风险可控”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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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小额多户”的风控理念，不断推进风险管理的科
学化和专业化。公司的风险管理基本流程为：项目经理A、
B角在项目受理及预审时关注项目的主要风险点；风险
控制部在项目上会前组织召开风险排查会议，杜绝“带病
上会”；项目评审时，评审委员会重点针对项目风险因
子进行提问、审查和把关；项目经理针对项目可能存在
的风险按照“必要、法定、灵活”的原则合理设置反担保
措施，D角根据评审会议纪要严格落实反担保措施；项
目担保后项目经理A角定期进行保后管理，时刻关注项
目风险情况变化，并及时报告公司领导；对于相对风险
较大的项目，由业务部门及时上报总经理，并经过担保
业务评审委员会界定风险级别后，移交风险控制部归口
共同跟踪管理。整体上，公司风险管理做到了严密有序。

!"#*+,-./

2020年，公司经营活动中面临的主要风险仍然为代
偿风险。从目前我市广大中小企业的现状来看，客户或多
或少存在基本面较差、经营状况堪忧、资产负债率高、产
品市场竞争力不强、管理不规范、财务账目混乱、信息不
透明和不对称、能够提供的反担保抵质押物严重不足
甚至没有和配合程度不高等一系列问题，面对如此状况，
金融机构介入存在很大的合规风险和终极的坏账信用
风险。

$"#0123456./

2020年，我司按规定足额提取了两项准备金1793万
元，截至2020年底，累计提取两项准备金3330万元，拨
备覆盖率为115%。

%"#789:;<./

目前，公司现有的代偿项目均在法律程序执行中，暂
未核销代偿损失。待追偿完成后，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政
策规定依规依程进行代偿损失的核销。

&"#=&>?@./

公司反担保措施的设置遵循“必要、法定、灵活”的原
则，同时在国家有关弱化反担保设置的政策引领下，对部
分良好项目特别是疫情期间重点支持项目进行了信用
担保。

'"#,-AB./

公司按照担保行业风险管理的有关规定，初步构建
了风险预警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通过出台《项目预
警及业绩公示办法》，对通过预审进入评审阶段的项目提
前5天预警，对在保项目保后检查提前10天预警，对到
期续保项目按项目到期时限提前60天预警，从而建立有

效的监督预警机制，做到项目办理信息公开、过程公开、
结果公开，及时掌握项目及业务完成进度，促进项目快速
高效推进。

CDEFG,-HI

公司坚持“小而分散”的基本原则，加强所有担保业
务的风险管控，对担保额度较小、行业发展前景较好、资
产负债率较低、第一还款来源充足的担保客户实行一定
的信用担保，但要求项目经理加强保后管理、强化风险分
析、密切关注企业第一还款来源，确保风险防控有序。截
至2020年底，尚无信用风险暴露。

CJKLMN,-HI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按月度依规依程进
行资金管理，确保流动资金充足，流动性风险较小。

OPKQR,-HI

2020年，公司市场风险主要来源于担保客户受市场
影响而发生代偿，而受市场利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受存
款利率的影响，理财及利息收益有所下降，影响公司的总
体收入和净利润。针对这两类情况，一方面，公司加强国
家相关行业政策的解读与学习，提高对担保项目所在行
业的熟悉和了解，提高市场风险敏感度。另一方面，根据
公司业务开展，加强与银行的沟通协调，优化理财结构，
尽量提高理财及利息收入。

CSKTU,-HI

一是建立A、B角混岗制。公司对担保业务操作管理
进行调整和完善，实行A、B角混岗制，业务的办理以项目
经理A角为主，负责担保业务的接洽受理、调查评审和保
后管理等全面相关工作，为项目实施的第一责任人（主
调），项目B角负责对项目资料进行审查，协助、监督项目
经理A角对项目进行调查，为项目实施的第二责任人（辅
调）。项目A、B角在办理担保业务时要互相配合，相互监督。

二是强化内部监督。公司监审部严格按照公司的有
关规定，定期开展企业回访，就公司业务开展的廉洁自律
情况、服务质量、服务水平等进行回访调查；就公司担保、
投资项目工作合规性的全程参与监督；就担保代偿、风险
管理等工作进行责任追究，确保公司内部管理和业务操
作合法合规。

三是优化审批决策程序。公司担保项目严格按照《担

VWQXV$%&'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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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业务评审委员会操作规程》进行审批，不断完善担保、
投资业务审查审批制度，规范公司担保、投资业务审查审
批程序，明确担保、投资业务审查、审批责任，其中主任委
员对于授权范围的项目拥有一票否决权，参加超过授权
范围项目时，表决权等同于其他与会委员；超过主任委员
授权范围内的项目，董事长拥有一票否决权。并实行分级
审批，500万及以下项目，由总经理审批，500万以上的项
目由董事长审批，从而提高担保、投资业务审查审批效率
和决策水平。

四是严格责任追究。公司制定了《工作责任追究制度》，
明确对公司经营运转中的不良担保、不良投资、资产清收
违规、工作行为不规范等，逐笔进行审查、责任界定和追
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如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相关责任追
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执行。具体由监审部牵头，其他
部门配合，对工作责任进行认定，认定完成后再进行经济
处罚或行政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
除等。

*+,-./012

公司暂未发现其他风险，2020年也暂未委托外部评
级机构进行主体信用评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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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2月，公司累计评审项目 185户，评审
金额10.59亿元，累计担保发生额9.5亿元，累计担保户
数178户，其中新增担保发生额3.99亿元，新增担保户
数71户。在所担保的客户中，小微企业户数占比93%，金
额占比88.8%，新增户数占比42%，新增额度占比43%。自
成立以来，公司累计为496户中小微企业提供了26.26亿
元的融资担保。2020年12月底在保余额8.84亿元，在保
户数164户。

*7,8956

2020年，公司累计代偿项目2个，代偿金额 806万
元，自成立以来累计代偿3178万元，代偿率1.84%。

*:,;9<=>56

2020年，公司代偿追回210.942万元，暂无代偿损失
核销。

*?,@AB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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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司担保业务放大倍数为2.95，其中融资
性担保业务放大倍数为2.73。

*+,HIJK

2020年，我司担保代偿率为1.21%，代偿回收率为6.9%，
担保损失率为0，拨备覆盖率为115%。

*L,MNO1PQRSTUVW56

2020年11月，我司接受了区、市、省三级金融监管
部门的检查，并就检查发现的相关问题及时整改到位，并
在规定时间内就相关整改情况向三级金融监管部门进行
报告。

+,-./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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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降费让利，共克时艰。根据省、市各级政府及市
财政局的有关政策，我司积极制定出台了《关于有效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举措》，明确规
定：对自2020年2月14日起至2020年8月13日前续
保或新增发放的担保贷款前两个季度担保费按 50%收
取；对承担国家、省、市疫情防控物资保障生产供应的重

书书书

表二：最大十家客户集中度明细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担保额度

１ 湖南利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２ 湖南三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３ 湖南湘中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４ 湖南娄底华星锑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５ 娄底市森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１９８０

６ 湖南科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１９５０

７ 湖南电将军新能源有限公司 １９５０

８ 湖南创一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９２

９ 湖南伍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１０ 湖南省美程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１４９０

合　计 １９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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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企业，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开辟绿色通道，全年担保费
按50%收取。截至2020年12月底，我司累计为我市中小
微企业减免担保费近700万元。

同时，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要求，自2020年4月1日
起，我司对新增或续保的小微企业、“三农”和战略新兴企
业及能纳入再担保体系的企业免收保证金；对4月1日
以后已收取保证金，但属于小微企业、“三农”和战略新兴
企业，或符合再担保条件的企业及时退还保证金，银行不
退还的，由公司垫付；4月1日以前的存量在保项目，解
保后再退还保证金。据统计，我司2020全年共免收保证
金7600万元，切实有效地为全市中小微企业有效降免近
亿元。

二是服务企业提档增速。一方面，精简流程，业务服
务提档。疫情期间，公司全体人员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
密切关注企业的防疫状态，为客户提供24小时在线服务；
给所有企业制作复工提示的小贴士，引导企业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及时向企业宣传在防控时期各级政府和部门
对于企业的扶持政策，确保信息沟通交流了解到位，通过
电子邮箱等方式受理。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存量担保企
业，协同合作银行续保续贷，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帮
助企业顺利复工复产、战胜疫情、共渡难关。对于疫情期
间暂时无力筹资还款的存量担保客户，积极协调银行等
金融机构采取展期、借新还旧、无还本续贷等方式渡过难
关。对于有市场、有发展前景的存量企业可在在保额度的
基础上适度增加担保授信额度。同时，简化业务流程，快
速审批，确保4个工作日内完成项目审批。

另一方面，优化流程，提升服务能力。通过明确对受
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
游、制造业等行业企业以及保障居民生活的企业，适当降
低担保准入门槛，适度提高风险容忍度，提升服务能力；
通过紧扣全年“提质增效”的发展目标，以规范管理为基
础、以优化流程为抓手、以改出实效为重点，出台了《关于
优化业务流程进一步加强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
的通知》，重点针对业务管理中项目审计、银行授信、保后
管理、风险评级、风险化解等14个工作环节和工作流程
进行了优化，进一步提高了业务管理的工作效率和工作
质量。

*+,-)./0123

一是财政效益逐步叠加。通过坚守为全市中小微企
业担保增信的服务宗旨，我司自成立以来，累计为 496
户中小微企业提供了26亿余元的融资担保，按行业口
径测算，累计拉动产值 130亿元，按平均税赋 5%计算，
已累计拉动全市新增税收约6.5亿元，通过担保培植或
扶持的中小微企业近500家，有效实现了财源税源稳步
培植和就业稳健保障的发展目标，且在时间的叠加下，
通过扶持中小微企业做大做强，扶持特色产业、龙头企
业做强做优，通过担保发挥财政资金的社会效益将不断
增加。

二是金融信用不断修复。根据我市实际情况，自我司
开业以来，通过对市场的调查、业务的开展及企业客户的
反馈，银行合作的沟通，我司在区域金融稳定功能的发挥
上效益彰显。如通过担保增信，直接为企业融资增加了有
效信用；通过代偿追偿案件的不断胜诉，有效震慑了各类
逃废债务的不良信用行为；通过加强与银行的沟通协同，
强化银行合作，设身处地的为中小微企业谋发展，有效规
避了银行盲目抽贷、断贷的行为；通过严格规范的项目调
查、项目办理及保后管理，有效倒逼中小微企业进一步规范
经营，诚信融资，不断强化了对全市社会信用的有效修复。

三是社会效益日益彰显。一方面，通过为496户中小
微企业提供超26亿元的融资担保，累计拉动社会就业约
13000人，新增就业岗位超5000个，有效彰显了担保的
社会效益。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全体员工积极参与抗疫捐
款、扶贫爱心捐款、公交车文明劝导等多类公益活动，有
效地展现了兴娄人热情、友爱、团结、担当的精神风貌，进
一步展现了国有企业的社会担当。2020年3月，公司党支
部组织全体员工及全体党员就疫情防控进行了爱心捐
款，共计捐款1万余元；2020年7月，通过走访扶贫对象，
组织开展了“爱心传递”的募捐活动，捐款8千余元，为一
位适龄学子解决了求学难的问题，为一位与病魔抗争十
年的女士提供了一份关心。

45678)9:;78'<4=>?@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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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公司组织架构图

2020年3月，郴州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顺利完成注册和开业工作，标志着已
中断多年的融资担保业务重新启航，是郴州担保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事、喜事。一年来，公司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牢记和坚守解决小微
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初心和使命，聚焦支农支小支新主业，
着力推进市级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构建，初步构建了新
型政银担4321风险分担机制，用全新的理念和切实的行
动助力本市实体经济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

公司是经郴州市人民政府批准于2020年2月27日
成立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注册资本10000万元，其
中，国有资本9000万元，由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并
负责管理，主要为本市两区两园和参股县市的小微企业、
“三农”和战略新兴产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公司建立了
较为完善的业务流程和有效的风险控制体系。拥有一支素
质过硬、专业精良的员工队伍。目前是中国融资担保业协
会会员单位，湖南省融资担保协会副会长单位。

'"()*+

公司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了股东会、董
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三会一层”的法人治理结构，坚持
“三重一大”一律由董事会讨论决定（含担保项目审批），
经营中重大事项由经理层集体讨论决定。经理层下设业
务部、风控部、法务部、综合部、党群部。

,-./01

如何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是担保行业永恒的话题，
更是担保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为实现公司健康发
展，行稳致远，公司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探索：

*+,-./01 !"#$234&56

公司于2020年2月成立，3月即加入省融资再担保

23456789:;<=>?$

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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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股东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股东名称

实际

出资

出资

比例

１ 郴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７７００ ７７％

２ 湖南省夏生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１０％

３ 郴州市百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５％

４ 资兴市投融资服务中心 ５００ ５％

５ 宜章县财政局 ２００ ２％

６ 桂东县财政局 １０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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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与农行、建行、华融湘江、邮储、交行、光大、资兴农
商行、广发、浦发等9家银行建立了合作关系，总授信额
度14.6亿元；与高新区、资兴市、苏仙区、宜章县、经开
区等地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省融资再担保公司分担40%
的风险责任，签约的合作银行分担 20%的风险责任，签
约县市区及园区分担10%的风险责任，并给予公司0.5%
和1%不等的保费补贴。通过分险，公司只需承担30%的风
险责任，基本上构建了新型政银担4：3：2：1的风险分担
机制。

*+,-./012345678

一是聚焦主责主业，科学设置融资担保项目准入门
槛。公司牢记和坚守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初心和
使命，聚焦小微企业、“三农”和战略新兴产业的企业，科
学制定《客户准入管理办法》，充分遵循小额分散的原则，
单户担保额以300万元以下为主，100万元以下的担保
业务不再对反担保物作硬性要求，使更多的小微企业通
过融资担保顺利融资。同时，签约县市区和园区要对项目
准入签署意见。二是实行双人尽调、双人核保，压实项目
经理责任。每个项目都安排了主调和陪调两名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负责项目尽调、核保、保后检查等工作直到担保
责任解除。赋予项目经理主调会前否决权。严防项目经理
道德风险和操作风险，实行《廉洁从业跟踪卡》制度。严格
对项目经理的考核奖惩，绩效工资与所负责项目直接挂
钩，如果项目发生代偿，奖一罚三。根据尽职免责的要求
划分项目经理责任，按规定处罚到位。三是评审会严格评
审，董事会、股东会分级审批。公司制定了《担保项目评审
条例》，明确规定由评审会通过并确定反担保措施才能进
入董事会审批流程。董事会对500万元以下的融资担保
业务审批，评审会通过的项目需所有董事会成员同意才
能提供融资担保。超过500万元的项目须报股东会审批
同意。2020年，从近100家有融资需求的企业中进行筛
选，最后落地的只有16家，16%的企业顺利融资，入口把
关严密。

*9,:;<=>?

公司按要求及时向国家融担基金、省再担保公司报
送业务及财务数据，主动接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市
金融办和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等部门的行业监督，积
极配合上级各项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进行整改，进一步
完善制度，确保各项工作合法合规。

!"#$%&'(

全年虽然业务运行时间只有半年，但我们仍走访和
接待申保中小微企业上百家，申请额度超3亿元。立项尽
调项目34个，申保金额1.35亿元。通过公司评审会的项
目有21个，合计金额7000万元。顺利为云巢信息、云雾
居、恒通模具、金宏光电等16家企业提供了5173万元
的融资担保。

)"*+,-./0'(

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和竞争激烈的金融环境，
公司时刻铭记服务中小企业发展的初心，积极为全市中
小微企业服务，努力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ABCDEFGDHIJKLM

公司始终聚焦担保主责主业，为“两区两园”和参股
县市小微企业、“三农”和战略新兴产业提供融资服务，积
极发挥政府融资服务平台作用。为提升服务品质，一是向
客户承诺，项目立项后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项目调查和
评审，协调合作银行并联工作，力争在1个月内能成功
融资。二是主动降费降门槛。按规定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担
保费率降至1%以下。逐步降低反担保要求，取消担保客
户的保证金反担保，100万元以下的担保业务不再对反
担保物作硬性要求，反担保主要以个人信用保证为主，让
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小微企业。三是协调合作银行降低
利率，并不再向客户另行要求物保，建议利率不超过5%。
通过上述举措，小微企业通过担保的融资综合成本由以
前的12%左右降至6.69%。2020年受保的16家企业实现
产值7.8亿元，上缴税收509.9万元，安排劳动就业1923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30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明显。

*+,NOPQDRSTU&V

全年多次组织开展志愿者活动。2020年7月，公司
组织在职党员进社区“双报到”的工作，组织党员参加涌
泉街道城南社区开展“党员干部示范引领，争做生活垃
圾分类先锋”活动，9月份组织党员开展“关注留守儿童、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活动，前往汝城县马桥镇金宝
村小看望留守儿童，并送去慰问物资和慰问金。公司时刻
关注民生，带领员工实际投身公益，弘扬中华民族优良

WXYZ[U\$%&']^P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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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美德。

*+,-./01234567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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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为员工创建了良好工作环境，为员工购买五险
一金，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并建立了一套具有激励性的员
工管理制度和薪酬制度，在工作上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程度地凝聚员工饱满的工作热情，
激发奋斗精神，畅通员工的发展道路，为企业注入精神力
量。二是注重整体素质的提升，全年多次组织员工参加协
会培训，鼓励员工利用业余时间通过自学等方式提高自
身素质和业务能力，明确如取得与工作相关学历提升及
职称，公司给予学费报销及提升工资待遇方面的政策，让
公司成为员工温暖的港湾，真正实现企业员工共同发展。

!"#$%&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新起点赋予新使命，新征
程呼唤新作为。未来，我们将切实增强综合实力，做实做
细担保业务，切实履行为中小微企业服务的承诺，落实普
惠金融政策，用“三牛”精神服务小微、“三农”企业，用“拼
命三郎”的干劲打造郴州担保品牌，助推郴州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

*B,CD&'EF7GHIJKL

在业务发展上，公司将努力实现业务模式上的转变，
将单一的传统担保模式向批量化担保转变。重点推进落
实“银担E贷”、“湘担E贷”批量业务品种，让银担“总对
总”批量融资担保业务在郴州落地，以解决更多中小微企
业融资问题。

*M,NO&'PQ789IJRQ

公司将积极推进政府组建市融资担保集团工作，以
期通过集团注资，2021年度注册资本能达到3亿元，担
保余额力争达到6亿元，让金融活水流向更多实体经济。
并积极争取政府建立资本金补充机制、代偿补偿机制、保
费补贴机制，切实解决公司自身可持续发展问题。

*+,89/0ST78UIJVW

公司将积极推出《员工三年素质提升行动方案》，认
真实施员工通过自学、传帮带、外出培训等方式，不断提
升个人综合素质，力争在短时间内，打造一支政治素质
高、业务水平强、作风正派的担保团队，为担保业务的快
速健康发展做好充分的人力准备。

XYZ[\)]^1[\'_X`abcde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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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永州市潇湘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不忘服务实
体经济初心，牢记促进企业发展使命，紧紧围绕“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发展战略，主动融入地方经济发展大局，勇
于拓宽担保业务领域，聚焦小微和“三农”企业，较好地发
挥了融资担保公司的“助推器”和“放大器”作用。

!"#$%&

*+,-./0

公司是永州市人民政府出资组建的中型国有全资公
司，成立于2008年10月，现有股东11个，注册资本、实
收资本为人民币55000万元，归口市财政局管理，是首批
加入湖南省再担保体系和列为全省首批“政府性融资担
保机构名单”管理的担保机构；多次被评为湖南省优秀融
资担保机构和永州市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先进单
位。公司按市场化运作，实行企业化管理，独立核算、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下设担保业务部、风险控制部、法务部、
财务部、综合部五个部门。

*1,-.23456789:;<=>

公司充分发挥融资担保平台作用，秉承“服务市内经
济，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经营理念，恪守“诚实守信、稳
健求实、开拓创新、优质高效”的企业价值观，不断拓宽担
保业务领域，走出了一条企业、公司、银行、政府和社会等
多方共赢的发展之路。

公司企业文化：
公司定位———当“三剂”。落实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

署的“推进剂”；促进银企合作，缓解融资难题的“润滑
剂”；加快小微企业转型升级的“催化剂”。

工作要求———守“三规”。严守政治规矩、遵守法制规
则、恪守经济规律。

方法措施———“两手抓”。一手抓服务实体经济，一手
抓防控金融风险。

廉政文化———“亲”与“清”。平等合作要亲切，遵纪守
法要清白。

服务主体———“四有”小微企业。主要支持全市有诚
信、有效益、有市场、有发展前景的小微实体经济企业发
展，聚焦服务中心城区、工业园区、主导产业、工业企业。

*?,@ABC

公司建立和完善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
理层“三会一层”，组织架构如下：

至2020年末，公司共有员工21人，其中经营管理层
2人（董事长、总经理各1人），部长3人，副部长3人。公
司员工中研究生学历1人，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18
人，公司员工均在金融服务、财务分析、市场营销等方面
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和较强的创新能力。公司坚持

'()*+,-./012$

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图一：公司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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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公司股东情况一览表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永州市县域经济与产业发展融资中心 １５０００ 货币 ２７．２７

永州市梅湾新区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０００ 货币 ２７．２７

永州市滨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 货币 ２７．２７

永州市长丰汽车配套工业开发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货币 ５．４５

湖南潇湘源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货币 ５．４５

永州市冷水滩区财政融资管理中心 １０００ 货币 １．８２

永州市冷水滩区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货币 １．８２

永州市冷水滩区高科技工业园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 货币 １．８２

宁远县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６００ 货币 １．１

湖南江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３００ 货币 ０．５５

江永县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１００ 货币 ０．１８

合　计 ５５０００ ／ １００

书书书

表一：永州市潇湘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

主要银行合作情况表　 　 单位：亿元

合作银行 授信额 保证金 风险分担

建设银行 １０ 免 ２∶８分担

工商银行 １ 不免 ２∶８分担

农业银行 ３ 免 ２∶８分担

中国银行 ３ 免 ２∶８分担

邮储银行 １ 免 ２∶８分担

交通银行 ３ 免 ２∶８分担

长沙银行 ５ 免 ２∶８分担

华融湘江银行 ４ 免 ２∶８分担

光大银行 １．５ 免 ２∶８分担

永州农商行 ３ 免 ２∶８分担

合计 ３４．５ ／ ／

书书书

表二：公司主要财务指标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资产 ５８７８９．０１ ５７６９６．８４ ５８１０９．８５

负债 ３６５７．５４ ２３２０．７８ ３０９９．８６

净资产 ５５１３１．４７ ５５３７６．０６ ５５００９．９９

营业收入 １５００．１３ ２６１３．１０ ２２７５．４１

净利润 ８４．０９ ２４４．５９ ５１．９３

“以人为本，人尽其才”的理念，通过完善员工成长机制，
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增强公司发展核心竞争力。

*+,-./0$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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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共有股东11个，注册资本55000万元，全部为
国有资本。其中市本级股东3个，入股金额45000万元
（永州市县域经济与产业发展融资中心、永州市冷水滩梅
湾新区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永州市滨江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冷水滩区、零陵区、永州经开区共9000万元；3
县共1000万元（宁远县、江华县、江永县）。2020年度股
东情况无变化。

*A,BC)DEC)DFGHIJ2KL

MN56

公司董事会由凡易龙（公司董事长）、刘小兵（公司总

经理）、张群（市财政局金融科科长）、王波（市城投公司投

融资部部长）、唐友德（市经投公司投融资部部长）5人组

成；公司监事为曾勇（市财政局监督科长）、欧雨祥（市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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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四级调研员）、陈文娟（公司员工）3人，曾勇为监事
会主席；2020年12月，公司召开第四届二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8项内部管理制度，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全体表
决通过聘任黄晓强、秦国胜2人为公司副总经理。

*+,-./012

公司致力于抓制度建设，实行规范化运作和管理，不
断提升内部管理水平。通过借鉴外地成功经验与先进做
法，结合自身实际，补充和完善修订了《担保业务保前尽
职调查制度（试行）》、《担保业务保后管理制度（试行）》、
《不良担保管理制度》、《担保业务风险管理制度》、《风险
管理实施细则》、《财务管理制度》、《费用管理制度》、《担
保业务档案管理制度》8项内部管理制度，形成了一整
套较为全面的担保业务管理、风险管理、财务管理等内部
管理制度，在业务运作中，坚持严格程序、严格流程、严格
审批，不断提高内部管理水平和质量。

!"#$%&

*3,456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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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和风险可控。公司担保业
务流程为：客户申请担保、项目初审、实地调查、会议评
审、担保审批、签订合同、跟踪监督、解除担保、代偿追偿
九个部分。

公司经营活动中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客户信誉度风险
和代偿风险。公司准备金的提取标准：按当年担保费收入
的50%计提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按不低于年末担保责任
余额1%的比例提取担保赔偿准备金。

$"#9:45=>?012

公司根据风险来源将风险分为系统风险和单体风
险。系统风险包括金融环境、行业风险等。单体风险包括
个人信用风险、经营风险、流动性风险、未来发展状况展
望等。对风险设置了相关预警敏感值，在达到风险敏感值
的情况时，公司将启动风险预警机制。当出现系统风险情
况时，公司将全面评估担保业务状况，对可能受影响较大
的客户重点关注。对发生单体风险情况的客户，公司进行
跟踪评估，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防范化解。

*@,AB4567

2020年，公司在以下方面加强了信用风险管理：

!"#&'CDE5

一是加入全省再担保体系，由省融资再担保公司按
比例分险，同时，“银担E贷”批量担保业务约定代偿率上
限，能有效控制风险总量；二是与合作银行实现风险共担
全覆盖；三是与5个县区签订了“政银担”融资担保合作
协议，政府（或园区）、担保机构、合作银行分别按4∶4∶2
比例分担项目风险。

$"#FGAB45670HIJ

制定了年度目标管理考核办法，逐人逐条考核，形成
了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内部管
理机制。

%"#K3LMNAB45OP67QRSTUVWX

45=>YZ

一是开展全面的信用风险限额管理工作，在担保总
量、行业、集中度等方面制定、实施并按月监测限额。二是
强化对信用风险状况的监测、报告与分析。三是对关注类
企业开展专项风险排查。

&"#K3LMN&'[\]^67_`

完善担保初审、项目调查和跟踪监督等业务重点流程。

'"#MN&'CD'abc67

要求500万元（含）以下项目，每年至少现场检查两
次；500-1000万元项目，每年至少现场检查3次；1000万
元以上项目，每年至少现场检查4次。

*+,def4567

公司重点在以下方面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

!"#MNdef45670HIJgh

公司制定的《担保业务风险管理制度》、《保后管理实
施细则》等制度对流动性管理均作了严格规定。

$"#MNdef45RSi=>QTU_`

主要对公司应收款项的管理，特别是代偿项目的监
测、预警和报告工作。

*j,kl4567

市场风险包括：因利率、汇率以及其他因素变动而产
生的总体市场风险水平及不同类别市场风险水平、市场
风险的管理方法。公司对市场风险管理主要采用了一套
对企业进行信用评估的考核办法确定相关风险情况。

*m,n`4567

公司围绕操作风险管理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

opkqr$%&'s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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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是进一步加强人员操作风险管理。经常性开展检查
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组织开展了各层次的专业培
训；二是进一步加强流程操作风险管理；三是进一步加强
外部事件操作风险管理，完善突发风险事件处置的原则、
程序、职责与要求；四是注重安全管理，包括公司资产及
资料的安全管理。

*+,-./012

公司聘请律师对公司相关业务活动及相关合同、文
件等各种文书进行法律及合规性审查，尽量规避合规等
风险。

!"#$%&'()*

*3,4'56

全年新增担保贷款82201万元，同比增加16613万
元，增长25.33%；新增小微及“三农”担保额78701万元，
占比95.74%；年末在保额110066万元，同比增加37858
万元，增长52.43%，累计担保额35.5亿元。

*7,89:56

年末未到期责任准备余额610.9万元，担保赔偿准备
余额1100.67万元。

*;,<=56

2020年新增代偿959万元，代偿率2.13%。

+,-./012)*

公司始终把服务社会作为工作重点，千方百计拓展
各项业务，通过开发客户、开发市场和开发品种的开发性
经营理念推动业务快速发展，大力拓展新业务、新品种、新
客户和新领域，先后推出“出口订单融”、“政银担”、“商会
贷”、“银担E贷”（发放全省首笔银担“总对总”担保贷款）
及线上“抵押快贷”、“税融贷”融资担保产品，重点服务中
心城区、工业园区、主导产业、工业企业，按照市委市政府
提出的“开放兴市 产业强市”发展战略，把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和银行信贷政策，有产品、有市场、有效益、有还款付
息能力、有发展前景、讲信用、管理规范、经营业绩好的企
业纳入担保支持范围。为企业提质增信，输血打气，使更多
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获得了生产经营所急需的资金。2020年
所担保的企业产值66.8亿元，实现税收1.18亿余元，带动
就业10730人，促进了企业增效、财政增收、经济增长。

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回馈社会，公司先后走访
慰问160余名企业困难员工，深入车间一线慰问劳动能
手，组织公司员工参加无偿献血、慈善一日捐、为抗疫一
线医务人员募捐等公益活动。

2020年5月25日，公司党支部举办了一次特殊主题
党日活动———向永州一中、京华中学、翠竹园小学3所学
校捐赠口罩，助力学校防控疫情。

>?@AB)CDEAB'F>GHIJKLMN

OPQRSTUVWXYZ[\]^_`a-IJbcd

WT8eWTfgW4&hiCjkl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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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融资担保行业高位承压的一年。多年经济
下行加上疫情冲击，大量实体经济出现流动性风险，从而
波及整个担保行业。面对纷繁复杂的经济形势，祁阳县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全体人员携手抗击疫情，积极面对风险，
践行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社会责任，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与企业一起共渡难关。

!"#$%&

*+,-./0

祁阳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称“祁阳担保”或“公
司”）成立于2009年7月24日，注册资本金1.1亿元，是
湖南省最早成立的县级担保机构之一，第一批获得省金
融办颁发的《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第一批由省
财政厅、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确认为政府性融资担保
机构。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面向小微，服务三农”的
经营宗旨，聚焦主业主责，服务实体经济，致力于化解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难题，助推地方社会经济，
为促进融资担保行业又好又快地发展贡献自身的力量。
公司获得过“湖南省优秀融资担保机构”、“永州市支持地
方经济发展先进单位”等荣誉，在全省融资担保公司分类
评级中被评为A类担保公司，省内多家担保机构曾来公
司交流、学习。

*1,-.2345

贴近政府经济政策，致力支小支农支新，以诚取信金
融机构，共同促进经济发展。

*6,-.2378

在确保担保资金安全运行的基础上，依照县域经济

发展规划和中小企业发展的要求，为符合担保条件的各
类经济实体提供信用担保和相关配套服务。坚持以安全
性、合法性、流动性、社会性、效益性为基本原则，坚持
市场化运作，诚实信用、控制风险，确保国有资本保值
增值。

*9,-.:;<=>?@AB

公司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运作，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要求设立了董事会、监事会，实行
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下设担保业务部、风险控
制部和综合管理部三个职能部门。公司员工15人，从业
经验丰富，有十年以上行业从业经验的占75%，公司员工
大多为财会、经济等相关专业，有助于担保业务的开展和
风险的防范。

公司自成立以来，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内部控制制度，
涵盖了行政管理、人事管理、业务风控、财务管理、债务追
偿等，在经营目标、部门职能、业务办理、风险评估、保后
管理、资产保全等各个环节上明确了职责和权限，环环相
扣，并遵照制度严格执行，逐步构建成内控严密、科学严
谨的内控体系。

*C,DE>%FGHI

'()*+,-./0$

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书书书

表一：公司股东出资情况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祁阳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８２％

祁阳县县域经济与产业发展融
资中心

９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８．１８％

合　计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JKL$%&'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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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着“以诚取信，合作共赢”的理念，与多家银行
展开紧密合作，截至2020年末，与祁阳农商银行、祁阳村
镇银行、华融湘江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建设银行、农业
银行、中国银行七家银行建立了合作关系，授信总额度达
7.63亿元。

*2,345678

公司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741.39万元，其中担保
费收入572.94万元；年末资产总额14362.02万元，净资
产总额为11819.98万元。

!"#$%&'(

公司全年共为各类小微企业、“三农”提供贷款担保
74笔（次），担保总额 3.08亿元，年末在保余额 3.14亿
元，其中工业制造占40.65%；商贸服务占19.61%；三农占
22.52%；其他占17.22%。截至2020年12月31日，县担
保公司累计为300多家小微企业、“三农”提供贷款担保
937笔，担保总额30.96亿元。

)"*+,-

*9,:;<=>?@AAB

公司始终把风险管理和风险防范作为生存与发展的
生命线，为有效防范风险，公司建立了一套科学完整的经
营管理体系：一是编制了《业务操作流程》、《业务审批制
度》等一系列制度，对项目资料的合法性、合规性进行严
格审查；二是成立项目评审委员会，实行审担分离制度，
确保各部门各环节相互独立、相互制约；三是出台了《绩
效工资考核方案》，实行员工绩效与风险挂钩的机制。

*C,DE&'FG:H

公司于 2019年 10月加入省再担保体系，2020年
末，已备案的再担保业务在保余额为2.37亿元，推动了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型政银担合作机制的实施，减少
了风险压力，逐步提升公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I,JK'LMN

公司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对存量客户实
施跟踪监管，通过实地调查、各类平台查询等重点掌握存

量客户的生产经营是否正常、股权是否发生变动、是否
存在法律纠纷等方面的问题，及时防范风险，合理规避
风险。

*O,PQRS>?

一是做好存量业务的降额或退出；二是采取续贷续
保的方式，以时间换空间，避免担保风险的集中爆发；三
是加大清收力度，利用司法手段打击恶意逃废债务行为，
为公司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01234'(

*9,TUVWXYZ5U[\

公司始终把“服务社会、服务企业”作为自己的经营
理念，自成立以来，一直聚焦主责主业，积极响应国家产
业政策，认真贯彻落实支小支农的政策方针，坚守政府性
融资担保机构的功能定位。截至2020年12月31日，累
计为小微、“三农”提供贷款担保30.96亿元，受保企业累
计新增销售产值约200亿元，新增利税约10亿元，新增
劳动就业3万余人，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
贡献。

*C,]^_`aYbcdef

一是对有发展潜力但抵押物不足或无抵押物的企业
降低准入门槛，采取灵活多样而又切实可行的反担保措
施，尽量站在企业的角度，为企业排忧解难；二是降低企
业融资成本：除收取担保费外，未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I,ghijkYSlmno

在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中，公司勇承使命，彰显国
企担当，积极对接企业，主动了解企业存在的困难，为受
疫情影响的企业开辟绿色通道，简化流程，提高审批效
率，对存量客户不抽贷、不断贷，协助客户战胜疫情，共渡
难关。疫情防控期间共为客户申请延期还款36笔，新增
融资担保3700万元，减收或免收担保费275.38万元。

*O,pqrstYbuq-.

公司始终坚持“以诚取信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与
银行合作的十余年时间里，在项目出现风险时，依照合
同，积极履行代偿义务，切实保证合作机构的债权安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代偿近5000万元，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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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足额代偿，在合作银行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01234567

公司一直秉承“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美德，积极回
馈社会，热心支持公益事业，每年捐赠3-5万元作为助学
基金，帮扶了一批贫困学生。公司党员干部还入村入户扶
贫，通过购买农副产品、介绍务工等方式为贫困户增加收
入，结对帮扶对象在2020年已成功脱贫摘帽。

!"#$%&

2021年，祁阳县成功撤县设市，面对政府绘就的美

好蓝图，祁阳担保将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优势，
守好主业，担好责任，控好风险，并全力争取国家及省市
的相关政策支持。公司将继续做好科学管理，规范经营，
不断扩充资本金实力，提高抗风险能力，坚持自己的经营
理念，不忘初心，以更强的综合实力、更规范的制度体系、
更丰富的担保产品、更专业的服务团队加强对小微企业和
“三农”项目的服务，履行好社会责任，为推进地方经济发
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809:;)<=>:;'?8@ABCDEFG

HIJKLMNOPQRSTUVW2XYZ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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