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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瑞而立”系列商业前研报告之一

百瑞信托迎来
“而立”之年
百瑞信托 2002～2015 年年度经营指标变动趋势图

(单位：
万元)

市场化基因 奠定百瑞发展基础

□本报记者 万军伟

核心提示 | 1986 年 4 月 15 日，百瑞信托的前身——郑州信托投资公司正式设立。这家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当时并不起眼的金融机构，为日后河南信托业一支劲旅的诞生，埋下了一
粒种子。
过去 30 年，中国经济跌宕起伏，信托业在历经多次清理整顿后，也从拾遗补阙的边缘金融
机构，迅速成长为管理资产规模超 16 万亿元的主流金融业态。
在时代大潮的一次次洗礼中，百瑞信托也历经数度转型和进化，如今已枝繁叶茂。
追溯和研究百瑞信托 30 年征程，不仅在于寻找支撑百瑞信托 30 年成长的企业基因，透视
大资管时代信托的本源逻辑，更在于发现一家以市场化为特色的信托机构崛起进程中所带来的
借鉴和启迪。

而立之年 百瑞信托稳步向前
刚刚过去的 2015 年，全球
经济复苏乏力，在国内去产能、
去杠杆和金融风险凸显多因素
叠加的背景下，中国信托业也一
样进入了新常态：传统业务收
缩，通道业务优势不再，面临泛
资管时代银行、券商及基金子公
司等其他资管机构的激烈竞争，
不少优秀的信托公司却依然实
现了逆势飘红，这其中，就包括
百瑞信托。
刚至而立之年的百瑞信托，
交出了一份靓丽的成绩单：截至
2015 年年底，
百瑞信托资产总额
超过 60 亿元，全年收入超过 17
亿元，
净利润近 9 亿元，
管理信托
资产规模超过 1500亿元。
综观国内全行业 68 家信托
公司，百瑞信托净资产收益率、
信托报酬率和人均利润均高于
行业均值，效益类指标排名高于
资产类指标排名，体现出较强的
经营管理能力。
在信托业整体艰难转型的
大背景下，百瑞信托能取得如此
成绩单，
令人关注。
事实上，如果把百瑞信托的

2015 年 4 月 15 日，百瑞信托董事长马宝军在中原航空港产业投资基金
管理公司成立新闻发布会上接受媒体采访。 资料图片

成长轨迹再向前拉，从 2002 年
完成重新登记开始，过去 13 年，
这家地方金融机构取得的成绩
同样可圈可点——
收入总额增长 83 倍，
复合增
长率达到 40.46%；
利润总额增长
469倍，
复合增长率为60.49%！
资产总额增长了 12 倍，复
合增长率为 20.82%；净资产增

长 了 18 倍 ，复 合 增 长 率 为
25.03%！
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百瑞
信托已累计发行信托项目 1000
余个，发行信托规模超过 3200
亿元；累计清算信托项目近 700
个，清算信托规模超过 1650 亿
元，且所有到期信托计划均实现
按时清算。

在百瑞信托的身上，流淌
了中国信托业第五次清理整顿
着鲜明的市场化基因。这也是
的大幕。根据要求，除北京、上
一家中部地区信托公司，能在
海等地，一个省份原则上只能
全国信托业中赢得行业地位的
保留一家信托公司。基于对保
重要因素。
留一张金融机构牌照对未来郑
连续两周，本报记者在对
州市乃至河南省经济发展的重
百瑞信托近 20 位中高管、普通
要意义的深刻认识，当时的郑
员工的访谈中，一个最深刻的
州信托总经理马宝军多次找到
感受是，这家企业运行高度市
省市领导沟通汇报，最终得到
场化，决策高效、机制灵活、风
省市领导的大力支持。之后又
控体系严谨等成为鲜明特征。
经过多方努力，百瑞信托最终
比如，在百瑞信托的文化
得以单独保留，并于 2002 年 9
里，更崇尚创新而非跟随。这
月完成重新登记。
不仅使得该公司在整体战略转
新生不易，对于重生后的
型上总能抢占先机，更能在产
发 展 ，百 瑞 信 托 自 然 格 外 珍
品创新上屡有建树。信托基
惜。从一开始，无论郑州市政
金、资产证券化、公益信托、产
府，还是百瑞信托董事会和管
业基金等业务都是如此。
理层，均将打造“以效率优先为
再比如，员工考核激励制
核心”的市场化管理机制等置
度严格遵守“职位能上能下，绩
于突出位置。
效能升能降，人员能进能出”的
尤其让记者印象深刻的一
市场化原则设计，也为百瑞信
个细节是，当时作为事业单位
托精英型人才团队的打造提供
的郑州信托，并没有按照事业
了保障。
单位的惯常方式对员工进行管
还比如，在百瑞信托的很
理，而是选择了聘用合同制。
多部门，新人可以直接向部门 “政府只管法人代表，包括总经
领导甚至公司领导“叫板”。只
理在内的其他人员全部从社会
要建议合理有效，就可被公司
公开招聘，人员竞争上岗，这在
采纳。
“ 新人社会经验欠缺一
郑州市属事业单位中绝对是个
点，但教育背景和思路不一样， 另类，但客观上确实契合了金
相对于传统思维和做法，可能
融业的发展特点。”一位业内人
会更贴近市场，我们还是比较
士评价。
鼓励的。”百瑞信托副总裁苏小
事后也证明，这对保证内
军表示。
部公平、公正，增强员工工作积
正是由于在市场化大潮中
极性，提升公司凝聚力，形成高
逐步锻造出了搏击风浪的本
度市场化的经营管理机制，营
领，百瑞信托才能屡次在遭遇
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起到了重
发展困境时，一次次成功化解
要作用。
……
在百瑞信托的后续发展
事实上，百瑞信托的市场
中，郑州市政府展现开放姿态，
化基因，源于创业和发展路上
相继主导引入中电投财务有限
的一脉传承。翻开百瑞信托发
公司（现国家电投财务公司）、
展史，会发现河南这家信托公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现国
司的经历可谓坎坷。置之死地
家电投）和摩根大通成为新股
而后生，赋予了百瑞信托充沛
东，在为百瑞信托增强家底的
的市场化基因传承。
同时，也以“大型央企+地方政
本报记者采访中获悉，在
府+国际金融集团”的良好股
1997 年 1 月 16 日，中国人民银
权结构，为百瑞信托的市场化
行印发〔1997〕第 20 号文，掀起
基因注入了新鲜血液。

开创精神 推动百瑞加速快跑
视野前瞻 顺应行业发展大势
中国信托业的发轫与壮大，
源于一个时代的催动。
百瑞信托的成长与繁茂，不
仅在于顺应时代大势，更在于多
次踏准了行业节拍。
1980 年 6 月 ，国 务 院 发 布
《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通知》，首
次提出“银行要试办各种信托业
务，融通资金，推动联合”，在传
统银行体系之外催生出信托资
金融通方式。此前一年，新中国
第一家信托公司中国国际信托
投资公司已经设立。
自此，新中国信托业开始在
无序发展中发轫。30 多年内，
由于信托制度缺失等原因，中国
信托业历经多次清理整顿。
2001 年《信托法》出台后，
信托业方逐步转入良性健康的
发展轨道。尤其是过去十年间，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民财富
的大幅增加，催生了旺盛的投融
资需求，再加上“一法三规”奠定
的重要制度基础，信托业迎来黄
金十年，一举跃升为我国仅次于
银行业的第二大金融产业。
百瑞信托亦为时代大潮催
生。作为新中国信托的一支鲜
活力量，百瑞信托 1986 年设立
后，尤其在 2002 年重新登记以
来，多次抓住行业发展机遇，从
而为后续发展赢得了先机。
“百瑞信托是一家有着强烈
忧患意识和前瞻意识的企业，一
直在不断思考和创新业务布
局。以近十年为例，从 2005 年
确立基础设施、房地产和企业创
新三个业务方向，到 2009 年开
始培育两年期以上大体量、可复
制项目，适应经济周期，增强可

持续经营能力；再到 2011 年设
置产品中心、风控中心和营销中
心，形成专业化的市场分工；最
近两年，百瑞信托又开始布局区
域性城建基金、专项产业基金和
综合性产业投资基金，这样就为
公司‘金融+产业’战略的落地
赢得了先机。”对此，百瑞信托董
事长马宝军这样告诉记者。
其不断完善业务布局的主
要体现是，在信托业面临转型的
大背景下，百瑞信托集合类产品
期限逐步拉长，基础设施业务树
立品牌，房地产业务基金化模式
形成特色，包括中原航港基金在
内的各类产业基金成为转型和
发展新动力。业务发展的稳定
性与存续收入的持续性，使百瑞
信托可以更加从容地谋划长远
发展。

创新，是中国信托业快速
门抽调 5 人组成信托部，开始
发展的重要因素。创新，同样
了信托本源业务的艰难探索，
是百瑞信托加速快跑的重要动
并于 1998 年推出了较为典型
力。从 1979 年 10 月开始，中
的资金信托，管理信托规模一
国现代信托业在完全没有制度
度超过 5 亿元。
准备的情况下摸索起步。但在
纵观百瑞信托发展史，还
此后长达 20 年的时间内，由于
会发现很多这样的开创性行
制度缺失和发展定位不清等， 为。
国内信托公司一直处于无序发
2002 年，百瑞信托推出的
展中，基本没有开展真正意义 《信远大厦股权项目集合资金
上的信托本源业务，
“耕了别人
信托计划》，成为华中地区首只
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因而成
集合类信托计划。此后，百瑞
为监管部门眼中的“坏孩子”， 信托的产品和业务创新更是不
多次遭遇全行业清理整顿。
断涌现。
但在这期间，部分具有开
风正一帆悬。如今，在信
创精神的信托公司，开始不断
托业面临整体转型的大背景
尝试和探索能够体现信托本源
下，百瑞信托规范的公司治理
特征的信托业务，百瑞信托便
机制以及市场化基因，正在推
是其中一家。
动百瑞信托，
开启新征程。
（N）
1997 年年底，百瑞信托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