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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2016年融资担保行业历经大浪淘沙。岳阳市

中小企业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政府相关部门和湖南省中小企业信用与担保协

会的支持和帮助下，突出重围，实现了发展。为

缓解岳阳市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融资贵

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信用级别保持稳定，得到市

场认同，已成为全市行业的中流砥柱

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12 月，注册资金 11538

万元整，其中岳阳市财政局 1000万元整、岳阳经

济技术开发区 3900万元整、湖南担保有限责任公

司 1500万元整、岳阳市钰城投资有限公司（民营）

5138 万元整，国有资本占比 55.4%。公司始终坚

持“普惠担保，兴企强市”的宗旨，致力于破解

全市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先后被中国融资担保协

会授予中国担保“最佳机构形象奖”，连续五年被

湖南省中小企业信用与担保协会授予“湖南省优

秀融资担保机构”荣誉称号。公司是中国融资担

保协会会员单位、湖南省中小企业信用与担保协

会常务理事单位。2016年在融资担保机构信用级

别普遍下调的情况下，央行指定评级机构在年度

信用评级时仍评定为“A+”，保持了上年度的

信用。

目前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

农业发展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

邮储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和

华融湘江银行 11 家银行金融机构保持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获得银行年度整体授信额度达 10 亿

元整。

二、公司治理不断完善，坚持市

场化运营，有效融合政府“实力”

与民企“活力”

公司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实行依法治理，建

立了“三会一层”的治理机制，实行“所有权、

经营权、监督权”分离。成立了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为主体的决策机构，下设制度建设、

资产与负债管理、项目评审、人事薪酬 4 个委员

会，设立了 3个业务营销部和资产保全部、风险

管理部、综合管理部等 6 个部门作为执行机构。

现有从业员工 30 余人，平均年龄 33岁。大学本

科学历 20人，研究生学历 6人。大部分员工具有

金融专业学历和银行信贷工作经历。

公司始终坚持“同股同权”的治理原则，国

有资本虽然设为优先股，但同样参与公司的治理

与监管。坚持按股权比例分配董、监事会成员名

额，其中岳阳钰城投资公司为董事长单位，岳阳

经开区为副董事长单位，董、监事会实行一人一

票表决；股东代表按出资比例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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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严格按照《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

法》规定开展经营。在中国融资性担保业协会和湖

南省中小企业信用与担保协会的框架内签订了行

业自律公约，自觉接受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主

动报送报表，及时按省、市金融办的要求填报监

管系统和省经信委融资担保业务申报系统的数据。

公司的规范化运作获得了监管部门和合作银行的

认可和好评。

三、风险管理不断优化，风控体

系日臻完善，筑紧筑实风险防范长堤

公司努力筑紧筑实风险防范长堤，建设长效

的管理机制和健康的风险文化，建立了以反担保

设置为核心的风控机制、以多方合作分散风险为

核心的风险处置机制、以风险准备金及风险补偿

金为核心的风险抵补机制和以责任追究为核心的

风险约束机制。

特别是建立客户准入制度，实行客户经理与

风险经理平行操作，独立审查，扎紧风险的第一

道篱笆；根据不同产品设计了不同的业务操作流

程和评审制度，是公司防范风险的基本保障；制

定了单一客户限额和反担保规定，使风险更分散、

反担保措施更落实。建立了引进第三方保后管理

机制，对重点客户实行一对一，全天候、零距离

的跟踪管理，提高了保后监管的有效性。公司追

求的是风险可控的业务量，追求的是稳健发展，

在业务发展与风控管理上，同步进取。

四、业务结构调整速度加快，创

新担保产品，实现多元化发展

公司从 2015年开始调整业务结构，主要是针

对融资担保业务单笔额度偏大、反担保措施偏虚

和非融资担保产品缺失进行调整。提出了以小微

企业和“三农”为主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的发展思

路。通过调整，存量中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

担保业务的比例大大提高。截至 2016年底，单笔

在 500万元以下的客户和担保量分别占比 85％和

61％，较上年分别提高 5％和 26％。在坚守融资

担保主业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开发风险较低的非

融资担保产品，主要是诉讼保全担保和履约担保

产品，实现多元化发展。发生诉讼担保业务 15300

万元，履约担保业务 4886万元，非融资担保业务

占比达到 28％，为小微企业增加了信用。

2016 年，公司担保额 53791 万元（其中融资

担保 33605万元，非融资担保 20186万元），同比

增长 27.8％。截至 2016 年底，公司累计为全市

859 家（次）企业担保贷款 35.8 亿元，在保余额

3.44亿元，当年解除担保额 4.24亿元，累计解除

担保额 32.4亿元。当年代偿回收额 715万元。

2016 年，新增代偿 5515 万元，代偿率为

4％。担保业务放大倍数 2.98倍，融资性担保业务

放大倍数 2.91 倍。担保准备金 1420 万元，担保

代偿金额 3848万元，拨备覆盖率 37%。

按照通行的测算方式，中小企业每新增 100

万元的资金投入，可新增销售收入 400 万元，新

增就业岗位 7.7个。通过担保贷款，共为我市中小

企业增加销售收入 143.2 亿元，增加和稳定就业

岗位 2.7万个，至少增加税收 10 亿元。促进了当

地具体经济的发展。

五、准公共属性更加突出，担当

社会责任，传播社会正能量

（一）始终服务政府中心工作
公司围绕市政府的工业发展目标服务，选择

现代装备、食品加工、生物医药、电力能源、节

能环保等行业重点发展融资担保业务，据统计，

上述行业累计发生担保贷款 22.5亿元，占整个担

保额度的 77.6％；还根据市委、市政府《岳阳市重

点民营企业帮扶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精神，制定了

《关于帮扶全市重点民营企业融资担保的实施方

案》。累计为帮扶企业中的 15 家企业发放担保贷

款 1.6 亿元，较好地为部分帮扶企业提供了融资

服务。

（二）多举措服务困难企业
公司认真组织对客户资信情况的调查，对有

发展潜力但无抵押物的企业，降低准入门槛，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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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过去只认房产、地产、设备抵押为主的反担保

措施，向企业推出了动产质押、资产监管、连带

责任保证等一系列灵活多样、切实可行的反担保

模式。经统计，在担保业务中，动产质押反担保

占 40%，资产监管反担保占 30%，连带责任保证反

担保占 20%，使更多有发展空间的轻资产企业获得

了贷款融资。

按照国家《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规

定，担保公司收费标准为贷款基准利率的 50%。

一直以来，公司的收费水平没有超过标准，2016

年平均担保费率仅为 1.2％，较上年下降 0.97 个

百分点，低于标准收费 45％。截至 2016 年底，

按基准利率的 50％标准计算，累计减少担保费

3102 万元，同时通过融资平台在国家开发银行

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贷款利率比商业

银行的贷款利率水平平均要低 2%，累计为贷款

企业减少贷款利息 2300 万元。通过减少担保费

和优惠贷款利息两项累计为担保企业节约融资费

用 5402万元。

2016年，由于经济形势持续下行，担保企业

中先后有 26 家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出现了还贷困

难，公司主动出手相助，帮助 18家企业组织资金

还贷过桥，使其顺利还贷续贷；并为另外 8 家企

业争取了借新还旧。

（三）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
公司积极向社会慈善事业捐款，对受灾严重

的困难群众进行捐赠。截至 2016年底，累计向社

会捐款 47万元。2016年 7月，岳阳日报传媒集团

联合各中小企业开展社区赈灾义卖活动，公司作

为活动协办单位，积极动员全市企业参与，并发

起成立市中小企业服务联盟，为我市华容县等受

洪灾严重地区群众捐赠物品。

六、优良文化已成雏形，为社会

培养人才，给人才提供平台

公司作为政府支持的融资性担保机构，始终

坚持“普惠担保，兴企强市”的发展战略，践行

“行成至信、果取客丰”的经营理念，尊重其准公

共产品属性，努力发挥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平台作

用，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独树一帜的“岳

阳担保”企业文化是统领员工思想、凝聚团队力

量的有力“思想武器”。公司倡导员工严格自律，

树立良好个人形象和职业操守，自觉维护公司品

牌，培养员工知礼节、有爱心、懂感恩。感召力

不断增强。

公司建立了员工基本工资与绩效工资的双轨

机制，基本工资作为托底，保障员工的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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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金江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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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绩效工资以业绩作为衡量标准。实行多劳

多得，把部分个人收入与公司收益挂钩，形成利

益共同体；建立了管理人员选拔与员工晋级双轨

机制。管理人员选拔机制注重公平、确保符合条

件的优秀员工进入管理人员行列，在管理人员轨

道上发展；员工晋级机制设置十三个星级，最高

星级的工资水平相当于公司副总的工资水平。使

员工在晋级机制中有巨大的发展空间，2016年公

司有 9位员工晋级，有 4位员工提拔为管理人员。

较好地保持了团队的稳定性与竞争性。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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