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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以来，中国信保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部署，全力支持地
方脱贫攻坚，已累计在余干
县投入专项扶贫资金 4900
余万元，重点支持教育扶贫、
产业扶贫、扶贫扶智等。江
西分公司同时立足政策性职
能，积极落实优惠承保政策，
已连年实现了余干县出口企
业承保全覆盖，支持培育当
地出口企业发展。

在受领任务后，江西分
公司主要领导每年都要率队
赴余干走访调研、访贫问苦，
推动支部共建等各种形式，
给贫困群众“送温暖”，落实

“一个支部帮扶一个家”计划，
定向捐助贫困学生家庭。
2016 年，江西分公司即派出

骨干员工任余干县瑞洪镇南
墩村第一书记，全程参与余
干脱贫攻坚，完成了贫困户
建档立卡、创建“信保老年公
寓”、完善村基础设施等工
作。2018年5月，《中国金融
思想战线》以《黄岱威：从伦敦
到南墩》为题，对分公司派驻
扶贫干部进行了专题报道。

分公司着力帮助余干招
商引资，帮助余干县引进无
偿扶助资金，社会资金援助
新建的菌菇冷库项目建成
后，将带动周边食用菌种植
合作社 1000 多户贫困户脱
贫。与此同时，江西分公司
积极推动消费扶贫，2020 年
采购余干大米、茶油、芡实
粉、辣椒等农副产品达 50余
万元，是上年的15倍。

2020 年 2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会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要支持外贸企
业抓紧复工生产，加大贸易融资支持，充
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2 月 21 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要支
持出口重点企业尽快复工复产，发挥好出
口信用保险作用。2 月 23 日，全国统筹推
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部署会议上要求，稳住外贸外资基本
盘，要用足用好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
等合规的外贸政策工具，保障外贸产业
链、供应链畅通运转。

2001年12月，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简称中国信保）伴随我国加入WTO成立，
是我国唯一一家不以赢利为目的的政策性
金融保险机构。驻赣机构成立于2002年。

履行政策性使命 服务高水平开放
——中国信保服务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十八周年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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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信用保险是国际
通用的贸易政策，是支持
出口和服务外贸转型升
级、支持融入国家“一带一
路 ”建 设 不 可 或 缺 的 工
具。防范收汇风险、开拓
国际市场、促进企业融资、
扩大对外出口、补偿风险
损失是出口信用保险最为
重要的五项功能，特别是
在疫情造成全球经济萎缩
的大背景下，出口信用保
险在经济下行时期的逆周
期调节作用益发突显。

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中央明确的
“六保”任务之一，也是稳定外贸基本盘的
最重要内容。中国信保江西分公司是全省
唯一纳入“保链强链”金融服务团十大产业
链的服务单位。近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
中国信保采取更具针对性和差异化的承保
措施，扩大承保规模，全力扩大出口信用保
险覆盖面，对冲疫情背景下海外外部不利
因素影响。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信
保江西分公司立即（1月 31日）向全社会公
告承诺了线上线下 10条服务措施，与省商
务厅联合针对全省 682 家企业进行问卷调
查并发布了 4项应对措施建议。通过实施

积极的承保政策，提高风险容忍度，扩大承
保规模，承保支持全省光伏、电子信息、手
机通信、LED 照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医
药化工、机电设备等江西重点产业，以及有
色金属、农产品、家具、纺织服装等传统特
色行业，提高行业承保渗透率，服务了晶科
能源、天新药业、蓝星星火等一大批行业龙
头企业，支持企业接订单，扩出口，优化出
口产业结构，提升重点特色产业国际竞争
力，为江西外贸稳定升级提供了强劲动
力。十八年来，中国信保江西分公司已累
计服务全省企业1.4万家（次），承保支持全
省重点出口企业超 40 家，累计为全省 484
亿美元出口提供风险保障。

中国信保是为我国海外工程承包、
海外投资项目、成套设备出口提供全方
位风险保障。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理
念，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信保江西
分公司把准方向，帮助我省企业有能力获
取第一手国际项目信息，加大力度引导企
业拓展国际市场，联合政府部门引导我省

“走出去”重点企业持续深耕非洲市场，加
快布局东盟、中亚、中东、美洲、东欧等国
家和地区。鼓励企业强强联合，创新合作
模式，持续鼓励央企与地方企业合作，联

合投标，联合投资，参与国际竞争；引导地
方企业转变思路，更多参与到投资、建设、
运营的全流程中，重点推进千亿规模地方
企业与ENR250强企业合作。

截至2020年，中国信保江西分公司已
实现对江西国际、江西中煤、江西水建、中
鼎国际、江联重工、江西建工等 6 家
ENR250强（美国《工程新闻记录》国际承
包商250强）承保服务全覆盖；已累计承保
全省对外工程承包和成套设备出口项目
130余个，涉及承保金额达74亿美元；海外

投资项目23个，涉及承保金额达34亿美
元，直接拉动融资达30亿美元，支持企业
参与国际投议标项目70个，涉及合同金额
达 231亿美元。业务范围遍布全球超 40
个国家和地区，项目包括建筑工程、公路
工程、电力工程、水利水电、市政公用、通信
工程、船舶、矿产冶炼等各行各业，有力促
进江西参与全球产业布局，有力促进江西
开拓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参与全球
产业布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打造海外
的“江西建设”“江西制造”“江西品牌”。

信息就是商机。疫情背景下，中国信保充分发
挥专业风险管理优势，连续15年发布《国家风险分析
报告》，对全球近200个国家风险和主权信用进行评
级。中国信保江西分公司借助海内外资信渠道200
余家，资信调查业务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中国信保江西分公司与省商务厅联
手，充分利用国家风险分析报告、行业风险分析报

告、买家资信报告，精心编制《海外重点行业和买家
名录指引》，为江西企业提供各类专业的国别、行业
风险预警信息、信用评级与风险管理咨询、海外投
资合作项目信息服务。截至2020年，已累计为江西
企业提供海内外各类风险分析报告超过10万份，全
方位满足企业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中的资信需求，
支持江西企业“走出去”走得更稳、更宽、更远。

疫情直接导致印度建材行
业龙头企业资金链断裂，我省九
江市 K 企业作为其纳米微晶建
材供应商，不仅长期建立起来的
合作无法继续进行，而企业本身
受疫情影响已无法正常生产，面
临着重重困难。在接到企业报
损后，中国信保江西分公司立即
启动定损核赔，向企业支付了赔
款 700 多万元。企业负责人感
慨地说：“没想到信保这么快就
能把海外案情搞清楚，赔付这么
快。”疫情同样对海外工程建设
造成巨大影响。我省企业承建
的肯尼亚大坝项目由此停工，海
外款项无法支付。4 月初，在省
领导的见证下，中国信保江西分
公司向该工程承建企业支付赔
款 2300 万元，有效缓解了企业
资金紧张局面。

中国信保始终与全省外经
贸企业肩并肩，齐心协力应对各
类风险。近年来，江西分公司为
企业因海外买家破产、拖欠货款
产生的损失及时提供风险补偿，
有效维护企业海外权益，已向受
赞比亚债务危机影响的磨面机
及安全网项目支付赔款超 2 亿
元，向江西光伏行业出口支付赔
款超亿元，向汽车整车支付赔款
超 7000 万元。在疫情期间积极
运用特殊理赔政策等，启动“简
易赔付”“见索即赔”“保易赔”特
色机制，累计向企业支付赔款
2.94亿元，短期险业务平均赔付
时间为 13.78天，同比缩短 19.45
天。十八年来，中国信保江西分
公司已累计向全省外经贸企业、
银行支付赔款超过8.61亿元，惠
及200多家外经贸企业。

小微企业占全省出口总量比重超过
80%。出口信用保险服务小微企业，是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
要一环。按照国家发展普惠金融的要求，
中国信保通过积极研发创新产品和服务，
打造小微企业适用的集约化服务平台，率
先推出了“小微企业信保易”专属产品，有
效解决小微企业外贸经验不足、资金短
缺、风险管控能力弱的短板。

2020 年 6 月 10 日，中国信保江西分公
司启动“首届小微企业服务节”，面向全省小
微企业开展“促千家小微成长 保万人在岗
就业 小微企业扶持成长计划”专项行动，

“送培训”“送专家”“送融资”“送赔款”“送资
信”，帮助企业利用“中国信保小微学院”“小
微资信红绿灯”，提升国际市场开拓能力，防
范化解出口风险，缓解融资困难。活动得到
省商务厅、省工商联以及全省各大银行省级

分行的积极支持，全省商务系统动员所有符
合条件企业线上参加开幕式，省工商联“赣
商动力”平台同步进行了直播。

中国信保江西分公司积极实施普惠
金融绿色金融政策，创特色、求实效，创新
思路和服务模式，在系统内率先搭建江西
省级“小微企业信用保险统保服务平台”，
至今已连续 10 年推广“小微企业信保易”
服务，覆盖范围从年出口 200 万美元扩展

至600万美元。信保小微企业服务政策措
施得到全省上下的大力支持，各级各部门
已累计出台相关配套政策10余个，切实帮
助小微企业用好用足政策。

中国信保江西分公司累计服务支持全
省小微企业上万家次，覆盖全省符合条件
的企业达 64.4%，稳居全国前列；向小微企
业补偿出口风险损失5817万余元，带动小
微企业出口87.5亿美元，受益企业数千家。

以政策为依托的出口信
用保险，可以帮助银行在防范
风险的基础上为外经贸企业
提供保单融资增信，缓解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截
至目前，中国信保江西分公司
与十七家银行开展合作，累计
带动 169家出口企业融资相
关承保额52亿美元，带动银行
贷款近25亿美元。

江西高水平开放和外贸
高质量发展，更需要保单融资
支持。今年，中国信保江西分
公司通过加大政银保企合作、

创新合作模式、合力推动“关
助融”“四单（担）融合”“外贸
护航贷”等政银保担融资平
台，持续扩大“白名单”“信保
贷”支持力度，仅2020年就与
相关银行、企业签署保单融资
合作协议48份，累计带动企业
获得银行贷款融13亿元。

十八年来，在出口信用保
险政策保障下，全省外经贸企
业已通过中国信保江西分公
司保单，获得银行融资达到
438亿元，有力地促进江西外
贸稳定和转型升级发展。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面
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信保江西分公司将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在江西省委、省政府关心支持下，紧紧围绕服务
国家战略目标，扎根江西红土地，勇于担当作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与中国信
保险总公司签署的《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以政策为
引领，以客户为中心，把公司建设成为负责任、可信
赖、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信用风险管理机构，为服务
国家、服务江西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保链强链”：稳定外贸基本盘

“一带一路”建设：护航江西企业海外行稳致远

服务小微出口企业：“小巨人成长计划”

海外资信信息：解决“有单不敢接”问题 赔付：雪中送炭胜于锦上添花

保单融资：
为外经贸企业融资增信

精准扶贫：
履行社会责任体现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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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图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江西分公司提供）

中国信保承保江西省水利水电投资肯尼亚双河新城中国信保承保江西省水利水电投资肯尼亚双河新城
城市综合体项目城市综合体项目

中国信保承保江联国际承建印尼燃煤电站项目中国信保承保江联国际承建印尼燃煤电站项目 中国信保承保江西中煤埃塞国家公路项目中国信保承保江西中煤埃塞国家公路项目

江西省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协会成立大会江西省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协会成立大会，，江西分公江西分公
司被推举为名誉会长单位司被推举为名誉会长单位

20202020年年22月月2626日日，，江西分公司总经理徐敦鹏江西分公司总经理徐敦鹏
应邀出席省政府新闻发布会应邀出席省政府新闻发布会

江西分公司一行在定点扶贫村调研
双河购物中心及酒店区域鸟瞰图双河购物中心及酒店区域鸟瞰图

江西分公司全体员工赴瑞金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江西分公司全体党员赴遵义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