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业元年”的喧嚣过后，
“双创”如今迎来了新的发展格
局。

3月29日，一场名为“我是
创始人之承载梦想，众创青春”
的创业资源对接活动在郑州一
家孵化器举行。其实，在如今热
闹异常的创业圈中，诸如此类的
创业资源对接活动几乎每周都
会在不同的孵化器呈现。

这场由政府部门主办、河南
佰汇帮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协办的活动，因提出“产业众创”
的概念而颇具关注度。

河南佰汇帮企业管理咨询公
司负责人梁彩霞介绍说，产业众
创是创新项目产生的另外一个源
泉，按照这种形式发展，初创企业
没有失败和倒闭，只有并购或被
并购，促成企业价值的最大化，支
持了产业链的快速形成和发展。

其实，就在今年2月，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众创空
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的指导意见》中就曾提出，“通过

龙头企业、中小微企业、高校、创
客等多方协同，通过人才、技术、
市场、资本等各类创新要素的高
效配置与有效集成，推进产业链
创新链深度结合”。

也正是基于此，不少孵化器
或中介机构都在探索新模式。
而佰汇帮的模式就是龙头企业

“发包”、青年创业者“接包”，共
同推动创新创业项目落地。

正因如此，在此次对接会
上，河南希芳阁绿化工程公司、
郑州丹尼斯百货公司、郑州优波
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郑
州鸿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四家
企业分别拿出了屋顶种植、绿化
区展示、多媒体交互式沙盘、多
材质打印4个项目进行“外包”，
引得多家创业企业前来“竞标”。

对此，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产业众创概念的提出，看似是
差异化的发展方向，但如何有效
开展产业众创，如今还处在摸索
阶段，但无论手段如何，都是要激
活龙头企业内部的沉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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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河南银监局联合银
行业协会共同组织召开全省银行
业债权人委员会协议签订大会，
125家银行业机构负责人针对首批
535家客户逐户签订债权人委员会
协议，共签署债权人协议3000余
户次，涉及贷款余额9057.88亿元，
占全省银行业对公贷款余额的
45%。

这标志着债权人委员会制度
在我省银行业全面实施。根据河
南银监局此前印发的《关于在全省
银行业推行债权人委员会制度的
通知》，在3家以上(含)银行业金融
机构进行债务融资，债务规模在3
亿元及以上的客户，均要成立债权
人委员会，明确主债权行和其他债
权行成员名单，联合支持优质企
业，联合帮扶困难企业，有序退出
僵尸企业。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债权人
委员会制度的实施，将有利于加强
全省银行同业间的信息沟通，建立
互信互惠的银企关系，形成帮扶困
难企业的合力；有利于推动债权银
行精准发力、分类施策，提升支持
实体经济的质效；有利于加强银行
间协调，破解担保圈和关联授信等
风险隐患，打击恶意逃废债务行
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无论是刚刚闭幕的全
国两会的议题中，还是“十
三五规划”纲要中，都把创
新、创业放在了重要的位
置。

就河南而言，在“双
创”提出之后的一年多的
时间里，无论是政策上的
支持还是市场的发育，使
得“双创”活跃异常。然
而，经过了元年的“进化”，
如今“双创”已进入一个新
阶段。

“过去我们谈‘双创’，
都是聚焦于创业层面，如
何创新，似乎被忽略掉
了。”郑州高新技术创业中
心主任马根灿告诉记者。

对此，河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办副
主任崔建军也表示，今年
人社厅的创业服务也将从
多个角度开展，在今后的
创业服务工作中，将逐步
探索专业产业领域的孵化
和创新。

而像佰汇帮这样，将
大企业的资源与创业团队
的技术进行对接，是否能
够呈现出“一加一大于二”
的效果呢？

对此，梁彩霞介绍说，
龙头企业发包一般是根据
自身的未被充分利用的硬
件设备、企业产品创新展
示、上下游产业链产品、内
部空间资源发挥最大价值
以及产品上下游市场拓展
的需求。而对于“接包者”
而言，这无疑是其创业发
展阶段一次良好的机会。

易拍微影文化传媒就

是几个大三学生组成的创
业团队，而在这次对接会
上，其团队与希芳阁屋顶
种植中的影院项目对上了
眼。不仅如此，与希芳阁
意向牵手的还有河南展易
农业科技等几家农业类的
创业型企业。

对于一下子“包出去”
如此多的项目，希芳阁董
事长王洋洋告诉记者，公
司有着大量的闲置资源，
也有不少项目，但企业自
身并没有精力来做，利用
这种形式，不仅可以将闲
置资源盘活，为创业型企
业的发展提供包括硬件在
内的各种资源，更为重要
的是，也为希芳阁的转型
发展助力。

“对于那些合作得好
的企业，我们甚至会进行
股权投资。”上述人士表
示。

而在郑州高新区证券
办主任张崔威看来，产业
众创的目的正是要将创新
与产业的转型升级相结
合。“产业众创平台的打
造，不仅仅关乎企业产业
链的延伸，还在于整个产
业链的创新。”上述人士表
示。

对于产业众创平台的
打造，佰汇帮相关人士告
诉记者，下一步随着APP
产品的发布上线，届时，创
意、项目、团队、技术、市
场、资本等相关要素将被
高度聚合，为产业众创的
落地提供更为便利的条
件。

“产业众创”河南起步
这种龙头企业“发包”、青年创业者“接包”的模式，既盘活了大企业资源，也让创业企业抱上了“大腿”
□本报记者 古筝 文图

创业团队轻松傍上“靠山”

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

河南银行业普推
债权人委员会制度
标志着债权人委员会制度
在我省银行业全面实施

□本报记者 李世顶 通讯员 赵旭

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
上，记者根据注册地查询获悉，截
至2016年 3月 28日，河南共有
130多家私募基金管理人成功备
案，这一数字是去年的四倍之多。

据统计，河南私募主要分布
在省会，仅郑州属地备案的私募
基金管理人就有124家之多，占
据了大多数，其他几家则零星分
布在南阳（4家）、洛阳（2家）、漯
河（2 家）、安阳（1 家）、焦作（1
家），而省内其他省辖市还没有实

现私募基金管理人“零的突破”。
尴尬不仅如此，河南证监局

人士透露，我省私募机构数量少，
私募基金管理人数量只占全国的
5‰，排名第25位；管理私募基金
数量占全国的1.8‰，排名第27
位。私募基金规模也比较弱小，
我省私募基金资产管理规模只有
全国总规模的不到1‰，排名第
28位。

同时，我省目前只有36家私
募基金公司有管理规模，平均每

家私募基金管理机构管理规模为
1.5亿元，远低于行业平均数据
6.6亿元，四分之三的私募基金没
有发行产品。

此外，我省管理规模最高的
私募基金为9.35亿元，5亿元以
上的有3家，1亿元到5亿元的12
家，1亿元以下的21家，可以说，
河南缺乏在全国有影响的私募机
构。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
的136家河南私募基金管理人

中，同样有99家私募基金管理人
也面临着管理基金为零的尴尬局
面。

而2016年2月5日，中国基
金业协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
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事项
的公告》，根据公告：新注册的私
募公司，需在6个月内完成首只
产品备案；已登记满12个月的私
募公司，需在5月1日前完成首
只产品备案；已登记不满12个月
的私募公司，需在8月1日前完

成首只产品备案；需提交“私募基
金管理人登记法律意见书”；每
季/每月进行信息披露，每年4月
底前提交财务审计报告。如果逾
期未进行产品备案，中国基金业
协会将注销其私募基金管理人资
格。

面对这两个时间点，包括河
南在内的相当多私募机构已经加
入了“保壳”大军。

河南私募基金蹒跚前行
我省私募基金管理人数量占全国的5‰，排名第25位
管理私募基金数量占全国的1.8‰，排名第27位
□本报记者 李世顶

河南私募基金诚信公约出炉

3月29日下午，在郑州召开
的河南辖区私募基金工作座谈会
上，包括九鼎德盛等在内的57家
私募机构，联合签署《河南辖区私
募基金诚信公约》，承诺规范私募
基金管理人执业行为，强化自我
约束，塑造守法、诚信、自律的行
业形象，提升河南私募基金的创
新活力和竞争能力。

据河南证监会相关人士介绍，
在过去的一年中，河南私募业的发
展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仅2015年
一年，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河
南私募机构就增加了100家之多，
这一数字几乎是2014年年底34
家的3倍，十分火热。

但萝卜快了不洗泥，与国内
整个私募基金行业一样，河南私

募业也出现了鱼龙混杂、良莠不
齐的诸多问题，亟待规范和改善。

据中国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
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国
内有数以万计的机构盲目登记为
私募基金管理人，总量超过1.7万
家之多，占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
人总量的69%，它们当中，部分是
在准备中，但另外一些机构实际

并没有开展私募基金业务的意
愿，更有甚者，有的机构拿到私募
基金管理人备案的目的并不纯
正，就是为了进行“自我增信”，以
私募基金的名义开展或兼营其他
业务，诸如民间借贷、配资、P2P、
担保等。此外，一些私募机构是
家庭作坊式，甚至只有一个人，内
部管理极不规范，没有固定营业

场所，虚报注册资金等。对投资
者来说，这些都是潜在风险。

对此，河南省证监局表示，除
私募基金机构自我倡议诚信公约
之外，为加强对私募行业的监管，
今年还将强化机构自查和现场检
查，对虚报登记备案信息的机构
进行监管处罚，推动河南私募业
向好发展。

量井喷，缺龙头，保壳忙

“我是创始人之承载梦想，众创青春”的创业资源对接活动在郑州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