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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瑞而立”
系列商业前研报告之二

大郑州建设背后的百瑞身影
□本报记者 万军伟

核心提示 | 过去三十年，滚滚而来的多方“钱”流汇入中原，参与到郑州城市化建设中，成为大郑州快速崛起的重要支撑。
而百瑞信托便是其中的一个支流。2002 年完成重新登记以来，以“我的城市我建设”为理念，百瑞信托频频现身于河南城建的重大项目和民生
工程中，从最早的文化北路打通工程、地下污水管网改造工程，到现在的地铁一号线、东区的建设乃至港区加速发展等，处处都有百瑞信托的身影。在
以专业金融服务鼎力支持郑州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百瑞信托也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百瑞信托城建金融支持模式”，实现了自身实力的增强。

■ 创新迭代
金融支持城建模式日臻成熟

郑东新区很多基础设施建设背后，
都有百瑞信托的身影。 资料图片

■ 探路基建融资 倡导“我的城市我建设”
百瑞信托介入郑州城市基础
设施领域，最早可追溯至 1994 年
郑州市开启的
“四桥一路”
建设。
彼时，郑州市政府举债修建
“四桥一路”
后，
面临数亿债务如何
偿还的问题。百瑞信托的前身
——郑州信托投资公司通过代替
政府收取“四桥一路”通行费的形
式，在保障政府还款来源的同时，
也切身感受到郑州城建领域巨大
的融资需求，
从而为后续基础设施
信托业务的开展提供了参考。
事实上，百瑞信托真正发挥
信托融资作用，参与到郑州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中，始于 2004 年年
初。进入 21 世纪后，在中国城市
化浪潮推进的大背景下，郑州城
市化建设开始提速。2003 年，郑
州市建成区面积为 212.4 平方公
里，城市化率为 35.2%。无论从
旧城改造还是新城建设，发展空

间都非常巨大。
作为城市化的基础，郑州市
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问题，始终
是一大困扰。2002 年，郑州信托
投资公司完成重新登记并更名百
瑞信托后，开始全力探路基础设
施建设领域，并提出“我的城市我
建设”
这一新型城建金融理念。
“一方面，这是基于郑州市基
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另一方
面，也是对这一空白市场前景看
好。”百瑞信托基础设施部副总经
理张晓鹏回忆道。
2004年1月，
百瑞信托深耕郑
州基础设施领域的首单项目落地，
这一名为“郑州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
的信托计划，
募集资金超过1个
亿，与其他资金一起，支持了当时
郑州多个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
初战告捷，百瑞信托一鼓作
气连发数个基础设施建设信托产

品。2004 年 4 月，百瑞信托发行
了规模为 1.18 亿元的文化北路拓
宽信托计划，紧接着，郑州市道路
拓宽改造工程、郑州市城区污水
排放设施改造工程等多个围绕基
础设施建设的信托计划在当年陆
续发起设立，百瑞信托基础设施
信托业务模式日渐成型。
“当时信托起点不高，一般在
5 万元到 10 万元之间，投资者刚
刚有理财意识。对于广大市民来
说，可以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又
可享受城市建设和发展所带来的
各种公共福利。对于政府来说，
则
开创了一条全新的城建融资渠道，
让民间资金短期内迅速聚集起来，
成为城市建设资金的有益补充。
对于重新登记的百瑞信托而言，
则
获得了大量的业务机会，
这样就形
成了三方共赢的局面。”百瑞信托
副总裁刘英辉告诉记者。

■ 融通数百亿资金 参与大郑州建设
围绕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成功
连发多个信托计划，
无论从业务模
式还是从市场口碑，
都为百瑞信托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2005 年以
来，随着郑州城市建设不断提速，
百瑞信托开始以更大的力度参与
到大郑州建设中去。在一桩桩牵
动城市发展、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
市政项目和民生工程背后，
也开始
更频繁出现百瑞信托的身影。
2005 年年底，郑东新区建设
进入全新时期。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已经建成投入使用，CBD 中心
湖完工注水，区内 44 条道路、19
座桥梁通车，
“ 三年出形象”目标
如期实现。但此时的东区，距离
郑 州 人 的 生 活 更 多 的 还 是“ 遥
望”，一条老 107 国道，割裂了人
气，
东区成为城外的风景。
为此，百瑞信托发起设立百
瑞富诚 3 号信托计划，募集资金
3.65 亿元，专项用于中州大道的
综合治理。在包括百瑞信托募集
资金在内的充沛资金支持下，
中州
大道很快以全新的面貌示人。新
建成的中州大道宽 100 米，双向
14 车道，两边设有非机动车道、人
行道及绿化带，全程封闭，由此一
举奠定了其城市中轴线的地位。
2010 年 4 月，百瑞信托设立

百瑞郑东新区发展基金 1 期，
规模
10000 万元，
募集资金专项用于郑
东新区基础设施建设，
这也是百瑞
信托设立的首只专项用于特定区
域基础设施建设的基金类信托计
划。
2011年7月，
百瑞信托先后设
立百瑞富诚 52 号(郑州快速路网建
设 1 期)和 53 号(郑州轨道交通 1 号
线工程)单一资金信托计划，规模
合计 120000 万元，用于支持郑州
快速路网建设 1 期工程和轨道交
通 1 号线工程，
对于改善郑州城市
交通拥堵状况产生了积极影响。
2013 年 2 月～5 月，
百瑞信托
集 中 推 出 百 瑞 富 诚 131～136，
138～141 号共计 10 个基础设施
信托项目，
募集资金 50 亿元，
通过
郑州市非税局统筹投入到大郑州
建设中，
其中大部分资金来源于省
外，
创造了引入大体量外部资金参
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新模式。
…… ……
这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
个项目，是 2009 年 6 月成立的规
模达 110 亿元的百瑞信托设立的
富诚二十六号单一资金信托，
这也
是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大背景下
我国中西部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
信托计划，
募集资金支持了包括郑

州地铁一号线在内的 19 个重大市
政工程项目的建设，
对于推动郑州
城市整体建设水平的提升，
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
“近年来，百瑞信托基础设施
信托模式不断优化升级，
并以产业
基金的方式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2015 年 4 月，我们与兴港投资发
起设立了规模达 300 亿元的中原
航空港产业投资基金。该基金募
集资金将以市场化运作方式，
投资
于郑州航空港区战略新兴产业和
区域基础设施领域，
助力郑州航空
港区发展。
”
百瑞信托业务总监、中
原航空港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总裁康峥表示。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2002 年 ～
2015 年间，百瑞信托累计为郑州
市募集城建基金规模超过 500 亿
元，支持郑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超过 300 个。
此后，
通过在河南省内其他城
市复制和推广
“百瑞信托城建金融
支持模式”，
“我的城市我建设”这
一理念，
这种模式和理念也开始在
平顶山、洛阳、漯河、许昌等地不断
开花结果。截至 2014 年年底，百
瑞信托在除郑州外的河南省内其
他市地设立基础设施信托项目超
过50个，
募集资金规模近80亿元。

从最初以单个项目名
称命名，到后来形成“百瑞
富诚”这一基础设施信托品
牌，再到产业基金支持城建
这一创新方式的出现，
“百
瑞信托城建金融支持模式”
也在一次次创新和迭代中
日渐成型和成熟。
“比如，
‘ 百瑞富诚’这
一基础设施信托品牌设立
后，有效提升了公司在基础
设施领域的影响力，不仅对
业务开展有利，而且促进了
相关产品的营销。当时，有
不少我们发行的基础设施
信托产品都被秒杀。”刘英
辉回忆说。
在刘英辉看来，也正是
百瑞信托在最初阶段开展的
基础设施信托业务，为公司
拓展了第一批理财客户，基
于对百瑞信托在基础设施信
托业务领域的专注和专业，
这些客户多年相随，口碑相
传，为百瑞信托业务的后续
业务开展夯实了基础。
如果从模式创新和发
展上来观照百瑞信托的基
础设施信托业务，或许更有
助于理解百瑞信托金融支
持城建模式的本质。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对
百瑞信托基础设施信托业
务开展的几个阶段进行了
梳理。
第 一 阶 段 ：1994～
2010 年，主要以提供贷款

融资为主，基本上无杠杆作
用，还款来源以政府财政收
入为主，投资收益以贷款利
息为主。
第 二 阶 段 ：2010～
2012 年 ，开 始 更 多 由 债 权
融资模式转向股权融资模
式，信托资金主要作为项目
公司资本金，可发挥一定的
杠杆作用，公司在项目运营
中还难以发挥主导作用，还
款来源仍以政府财政收入
为 主 ，兼 有 项 目 自 身 现 金
流，投资收益中开始包括投
资分红。
第 三 阶 段 ：2013 年 至
今，开始大力探索城建基金
模式，信托资金以基金管理
公司资本金和引导性资金
为主，基金募集资金以银行
等机构资金为主，公司在基
金运营中占据主导作用，开
始更多发挥自主管理能力，
并作为资源整合者的身份
出现，还款来源以项目自身
现金流为主，兼有政府财政
收入，投资收益主要通过收
取基金管理费和项目投资
收益分红来体现。
“无论百瑞信托业务如
何拓展，基础设施业务始终
是我们重要的业务板块。
作为扎根河南的金融机构，
发挥金融力量助推我省城
市化建设，是我们应尽的责
任和义务。”百瑞信托总裁
石笑东表示。
（N）

2012 年 4 月 27 日，百瑞信托举行中原经济区建设与金融产业发
展高峰论坛。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