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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瑞而立”系列商业前研报告之三

多策撬动资金助力实体经济
□本报记者 李世顶

核心提示 | 作为河南本土成长起来的非银金融机构，30 年来，百瑞信托对地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从未停歇，不论是“杜康合并”，还
是郑煤机、好想你等企业的上市，以及发起设立中原航港基金，百瑞信托都是重要的参与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为实体经济提供专业投融资服务的同时，百瑞信托也在着手布局综合投行业务，加快推进其“金融+产业”战略落地。

■ 加码综合投行
深度布局“金融+产业”

2009 年 3 月 29 日，百瑞信托董事长马宝军在杜康战略合作协议签署新闻发布会上发言。 资料图片

■ 融资为擎 携手豫企共同成长
2015 年，在经济全面进入新
常态的大背景下，
百瑞信托发展势
头依然不减。记者最新拿到的百
瑞信托财务报表显示，
在全面完成
各项年度经营指标的同时，
其人均
净利润达到492万元，
净资产收益
率19.12%，
继续排名行业前列。
这使得百瑞信托有了更多支
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底气。
2002 年，多方努力才完成重
新登记的百瑞信托，不仅为河南
保留了一张金融牌照，而且为众
多实体企业，开辟了一条新的融
资通道。十多年来，百瑞信托一
路稳健前行，一路持续助力河南
实体经济发展。
“杜康”就是其中的一个例
子。千年之前，曹操一曲“对酒当
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
杜康。
”
让杜康酒名扬天下，
可自上
世纪 70 年代，
却陷入了伊川杜康、
汝阳杜康之间的
“两伊战争”
中，
加
之各种与杜康相近的商标和假酒
泛滥，使杜康的品牌价值大为缩
水，
两家企业也因长期的大战耗尽

了精力，
使得杜康商标的市值从鼎
盛时的50亿元锐减至1亿元。
如何解忧？最终还是百瑞给
出了答案。
2008 年 6 月 22 日，百瑞信托
先以 1.5 亿元入主汝阳杜康；
2009 年 3 月底，百瑞信托与
洛阳市政府、河南省杜康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签署了三方战略合作
协议，
“两杜”
整合尘埃落定；
2009 年 7 月，百瑞信托又推
出省内首只亿元名酒信托—百瑞
宝盈 32 号（杜康投资）财产权信
托计划，助力千年杜康扬帆向前
……
通过一系列专业运作，在多
方力量的共同作用下，
“ 杜康”这
支豫酒金花从此涅槃，进入井喷
式发展，其销售额从几年前的 2
亿元，一度做到将近 20 亿元，其
整合后的成长速度，引起业内外
广泛关注。
无独有偶。百瑞信托通过联
合旗下 PE 平台参与郑煤机、好想
你等企业的 IPO，在优化企业治

理结构、推动企业成功上市的同
时，
也实现了较好的投资收益。
地产领域，通过设立“百瑞宝
盈”这一房地产信托业务品牌，百
瑞信托先后与河南建业、美景集
团、
中部大观等省内知名地产企业
进行了多层次的业务合作，
一起经
历了中国地产业的
“黄金十年”
。
值得关注的是，百瑞信托在
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追求
的并不是单次合作，
而是持续助力
企业发展，
开创共赢发展新模式。
以与美景集团的合作为例。
百瑞信托与美景发挥各自优势，
成立景益投资：美景依托自身优
势找寻优质项目并负责开发运
营，而百瑞信托发挥金融工具职
能提供资金支持。
“双方已经连续
合作了多个项目，从实际效果来
看，不但实现了合作双赢，而且其
模式还初步具备了大规模复制的
条件。”百瑞信托资产管理部总经
理田力鹏表示，除了美景之外，目
前百瑞信托也与中部大观等地产
公司建立起类似合作。

有付出，就会有回报。百
瑞信托助力实体经济的种种
努力，也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
和肯定。
2016 年的 1 月 18 日，由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举办的“2015 年度中国
债券市场优秀成员评选活动”
结 果 揭 晓 ，百 瑞 信 托 荣 获
“2015 年度中国债券市场资
产支持证券优秀发行人”荣誉
称号。这也是继 2014 年首次
获得“优秀资产支持证券发行
人”荣誉称号后,百瑞信托再
次获此殊荣。
据了解，资产证券化业务
在盘活存量金融资产，服务实
体经济发展方面有着重要作
用。而之所以能连续获得此
项荣誉，与百瑞信托通过信贷
资产证券化业助力实体经济
的突出表现不无关系。
相 关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2015 年年底,百瑞信托已经
成功发行了包括台州银行信
贷资产证券化项目、富滇银行
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等在内
的多个资产证券化项目,合计
规模超过 50 亿元。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事
实上，在金融助力实体经济发
展方面，百瑞信托已经开始通
过探路“金融+产业”的新战
略，
加码综合投行服务。
据 了 解 ，为 推 动 其“ 金
融+产业”的新战略落地，百
瑞信托目前正在加紧组建专
业化的综合投行团队。而相
对于传统的券商等机构的投
行团队，百瑞信托综合投行团
队将不仅可以为企业提供融
资服务，同时也可以提供专业
投行服务：在企业发展初期，

可以通过提供投行服务促进
企业快速做大；在企业做大以
后，可以适时提供全方位融资
服务促进企业尽快做强；在企
业做大做强以后，又可以针对
企业家和企业家本人提供专
业的财富管理和家族信托服
务等。
对 此 ，业 内 分 析 人 士 表
示，百瑞信托这一全程参与的
模式，对于金融机构而言，不
仅可以获得持续稳定的业务
来源和利润，而且还会因为对
企业情况的全面、实时掌握而
大大降低相关业务的风险。
对于企业来说，不仅可以得到
全方位的专业金融支持，而
且，在与金融进行产融结合的
过程中，也能从一开始就规范
经营、创新发展，让快速做大
做强成为大概率事件。
事实上，这一战略已经在
百瑞信托近期开展的“缪斯模
式”中得到佐证。2015 年 10
月，百瑞信托设立缪斯金服这
一艺术金融服务平台，该平台
在业务开展中将以艺术家需
求为切入点，通过“信托+艺
术专业机构”的手段，为中国
文化艺术事业尤其是艺术公
益项目发展提供专业支持。
业内分析人士表示，
“金
融+”战略是金融企业和实体
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和灵魂，
将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
重要选择，不仅可以激活传统
行业的生命力，还可改善金融
生态环境和产业发展环境，为
实体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创
造有利条件。而百瑞信托目
前正在实施的“金融+产业”
战略，正是“金融+”战略的一
种具体表现形式。
（Ｎ）

■ 创投作翼 助推中小企业更好发展
除了提供融资服务以外，以
投行方式，为更多优质中小企业
的发展提供基于全成长周期的持
续支持，则是百瑞信托助力实体
经济的另一重要体现。
据百瑞信托资产管理部总经
理田力鹏介绍，2007 年百瑞信托
开始在自有业务中尝试投行业
务，目前百瑞信托已经与深创投、
上海力鼎等创投机构一起设立了
百瑞创投、百瑞力鼎两个 PE 平
台，并推动了多氟多、好想你、美
的集团等近 20 家优秀企业在深
沪主板、中小板及创业板成功上
市。
关注高成长的大块头企业的
同时，百瑞信托也十分重视对包
括“双创”企业在内的高成长性中
小企业的孵化和支持。
之所以有如此选择，百瑞信
托有着自己的战略考虑。在其看
来，金融是助推企业实现科技创
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手段。

信托因其自身的特性，机制灵活，
可以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根
据成长期、发展期等不同阶段需
求，
为企业提供针对性专业服务。
而这在百瑞信托博士后工作
站的报告中亦有印证：目前，国内
的信托业务结构正在发展变化，
过往的融资类独大的格局正在发
生变化，渐渐转变为融资类、投资
类、事务管理类信托“三分天下”
的局面。
为 此 ，从 2015 年 上 半 年 开
始，百瑞信托就开始启动私募基
金管理人资格申请，并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
资格备案，目前正在筹备发行基
于信托公司作为发起人的私募基
金产品。
而获得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
之后，百瑞信托可以作为基金发
起人和普通合伙人，发行基金产
品募集有限合伙人份额，以此对
接优质项目的资金需求，从而实

现拓宽业务渠道，扩大业务规模，
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自主
管理能力的目的。
同时，百瑞信托通过产业基
金助力各类优质企业加速发展的
努力，正在随着持续不断投入日
益显现成效。
2015 年 4 月 17 日，在正式成
立中原航空港产业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仅两天之后，百瑞信托
又牵手来自“创业国度”以色列的
英飞尼迪集团等机构，在河南发
起科技投资基金，该基金将通过
信托、PE、股权众筹等模式，投向
国家以及河南省政府鼓励发展的
战略新兴产业，重点关注生物医
药、医疗设备和健康服务、IT 和
通信、节能环保、安防技术、现代
农业和新材料以及高端装备业等
领域，为以色列以及欧美国家相
关领域的技术成果在中以合作基
地孵化、产业化和并购上市等提
供资金支持。

2015 年 10 月 8 日，百瑞信托举行艺术金融高峰论坛，推出“百瑞缪斯”
模式。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