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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瑞而立”系列商业前研报告之八

百瑞信托踏上“金融+产业”新征途
携“金融+”而来的百瑞信托，开始迈入转型发展新时代

□本报记者 万军伟 李世顶 文图

立足基础设施优势 百瑞发力产业基金业务

2013年5月7日，兰州新区
管委会与百瑞信托签订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
发起设立“兰州新区城市投资发
展基金”，基金总规模为500亿
元，所募集资金将用于兰州新区
综合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
城建项目及其他投资项目，从而
支持兰州新区建设。

百瑞信托由此踏上了全新
的产业基金发展之路。

2014年，经国家发改委批
复，兰州新区城建基金正式设
立。如今，该基金已成功完成兰
州新区辖区内多个基建项目的
投资。

纵观百瑞信托30年的发展
历程，认清形势，顺势而为，一直
贯穿始终。本次涉足产业基金
领域，当然也不例外。

“兰州新区城建基金的诞
生，源于我们在基础设施领域长
期深耕细作积累的专业和团队
优势，同样是顺势而为。”百瑞信
托一位高管告诉记者。

据了解，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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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早的郑州文化北路
打通工程、地下污水管网改造工
程，到现在的郑州地铁一号线、
郑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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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
201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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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开始在平顶山、
洛阳、漯河、许昌等地不断开花
结果。

在支持河南城建同时，百瑞
信托还把服务基础设施领域的
版图拓展至省外，不断在全国范
围内攻城略地。

“在基础设施信托领域，我
们从最初以支持的单个项目为
信托计划命名，到后来形成‘百
瑞富诚’这一基础设施信托品
牌，再到通过开展产业基金业务
支持城建这一创新方式，实现了

‘百瑞信托城建金融支持模式’
的一次次迭代和升级。”百瑞信
托业务总监、中原航港基金总裁
康峥说。

2010年以后，由于较好实
现了投资与融资、股权投资与
专家管理、实业投资与金融资
本以及工具和杠杆功能的集
合，产业基金开始日渐成为我
国资本市场上一支不可忽视的
重要力量。凭借与生俱来的市
场化意识和行业领先的研发创
新能力，百瑞信托敏锐地发现，
产业基金与基础设施信托业务
之间紧密的关联性和互补性，
开始从项目和团队积累方面着
手，开启了在产业基金领域艰
难而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尝试之
旅。

从中原航港基金到赣南苏区振兴基金 百瑞区域性产业基金成型

兰州新区城建基金的探索
和成功实施，为百瑞信托发力产
业基金提供了丰富的操作经验，
并由此拉开了其打造区域性产
业基金模式的大幕。

2015年4月15日，中原航
空港产业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
原航港基金）正式成立，这是河
南第一只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
同意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也是
截至目前3只规模最大的国字
号产业基金之一。

为了这只基金的诞生，百
瑞信托组建了专门的业务团
队，并在攻克一道道难关中创
造了产业基金设立的“航港速
度”——

2013年下半年，百瑞信托
就联合发起设立区域产业投资
基金一事，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管委会平台公司兴港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达成一致意
见，并随后全面启动基金设立的
相关筹备工作。

2013年年底，航港基金项
目组向国家发改委上报了基金

申请材料，并于2014年3月21
日获得批复。

随后，航港基金的管理人中
原航空港产业基金管理公司，于
2014年年底相继获得河南省发
改委和国家发改委的同意设立
批复，于2015年年初正式成立，
其董事长由百瑞信托有限公司
董事长马宝军兼任。

2015年4月15日，百瑞信
托在河南省政府新闻发布厅举
行“中原航空港产业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成立新闻发布会”，
标志着中原航港基金进入正式
运营阶段。

康峥告诉记者，航港基金本
身规模就不算小，有300亿元之
多，但更让人期待的是，这300
亿元募集资金将被赋予“种子基
金”功能，通过杠杆效应吸引超
过2000亿元的各类资金共同投
入航空港区建设，这将为航空港
区建设提供更大助力。

兰州新区城建基金、中原
航港基金的先后成功实施，令
百瑞信托区域性产业基金模式

日臻成熟，并开始在全国范围
内推广复制。2015年，充分借
鉴中原航港基金运作模式的赣
南苏区振兴发展产业基金更是
在设立过程中创造了罕见的

“江西速度”：2015年 5月提交
筹建申请，仅1个多月就获国家
发改委批复。经过3个月准备，
2015年 9月下旬，赣南苏区振
兴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报请国家发改委批复，并迅
速获批，2016年1月正式投入运
行……

据了解，赣南苏区振兴产业
基金是我国首只“红色”国字号
产业投资基金，由百瑞信托联合
赣州城市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等共同发起设立，基金规
模300亿元，与中原航港基金一
样，也采用了“1+N”模式，即一
只母基金、N只子基金，预计可
以为赣南苏区建设撬动1000亿
元的各类资金，募集资金主要用
于满足赣南革命老区的基础设
施建设、产业引进、创业投资等
多种资金需求。

秉持“三位一体”
百瑞着力构建“金融+产业”新金融生态

“经过5年多的不断探索
和尝试，百瑞‘金融+产业’的
业务发展战略已日渐明晰。”
2016年3月30日，百瑞信托
总裁石笑东在接受本报记者
专访时表示。

虽然源于基础设施建设，
但是百瑞信托的产业基金布
局已不局限于城建领域。
2013年以来，百瑞信托开始
在更多的产业基金领域开疆
拓土。

2014年，百瑞信托与中
电投融和控股联合发起设立
规模达50亿元的中电投清洁
能源产业投资基金，通过整合
中电投集团（现国家电投）的
内外部资源，专注于清洁能源
领域的产业投资和运营管理。

2015年4月17日，百瑞
信托牵手来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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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金规模10亿元人民币，首期
基金规模 2亿元，拟通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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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百瑞信托还将
产业基金的触角进一步延伸

到文化领域，并于2015年10
月与国家画院等4单位共同
发起设立“百瑞缪斯·中国文
化艺术信托基金”，通过采用

“信托+艺术专业机构”的手
段来运作，用于支持中国文化
艺术事业发展的公益项目，独
辟蹊径开创了以艺术家需求
为切入点，服务范围涵盖其艺
术推广、运营、传承等全流程，
涉及公益目的信托、投资基
金、家族信托等多种业务的

“百瑞缪斯”模式。
截至2015年年底，百瑞

信托已先后发起设立或参与
发起设立包括兰州新区城建
基金、中原航港基金、赣南苏
区振兴产业基金、中电投清洁
能源基金、中以科技产业基金
等在内的各类产业基金7只，
总规模超过1500亿元，实现
资金募集规模近200亿元。

“如今，百瑞信托已经初
步形成了区域性城建基金、专
项产业基金和综合性产业投
资基金三种业务模式，并由此
在产业基金领域取得了一定
的领先优势。”百瑞信托董事
长马宝军表示。

“金融+产业”战略落地
百瑞谋求与地方经济同生共长

随着百瑞信托“金融+产
业”战略的逐步落地，在为自身
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的同时，
百瑞信托也开始在推动地方经
济发展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
用。

以中原航港基金为例。
这只基金自2015年上半年成
立以来，对郑州航空港区建设
的支持也在不断增强。在不
到一年时间内，中原航港基金
就在港区建设中投入了112.5
亿元资金，通过发挥杠杆作
用，撬动的资金规模总量已超
过300亿元。

同时，中原航港基金作为
郑州航空港区的金融资源整合
平台，还通过为重点招商引资
项目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在港
区对外招商工作中发挥出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带着金融服务
方案去招商，也为航空港区招
商部门打开了工作新局面。

就在不久前结束的第五
届中国手机产业年会上，中原
航港基金再传捷报：中原航空
港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与正威集团正式签约。根
据协议，中原航港基金将为正
威集团提供战略支持资金50
亿元，其中设立的6亿元正威
科技城智能终端产业基金，以
股权形式投资全球500强企
业正威集团在郑州航空港的
全资子公司河南昌威科技有
限公司，用于航空港智能终端
手机产业项目的生产运营及
相关配套设施。届时，郑州航
空港将形成“北富士康，南正
威”的全新产业格局，这对推
动航空港实验区智能终端产

业集聚发展，加快郑州建设全
球智能终端产业基地的步伐，
将产生深远影响。

不仅是中原航港基金，百
瑞信托发起设立的其他各个
基金，无论是兰州新区城建产
业基金、锦绣思路产业投资基
金还是河南科技产业投资基
金以及赣南苏区振兴产业发
展基金，也都在通过充分发挥
自身独特优势，在地方经济发
展和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越
来越大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在百瑞信托的
“金融+产业”布局中，自有业
务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据百瑞信托资产管理部
总经理田力鹏介绍，早在
2007年，百瑞信托就开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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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年的业务探
索和尝试中积累了丰富的创
投经验，培养出一支专业精干
的创投业务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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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自有业务团队在投
行领域8年多来的摸爬滚打，
百瑞信托一方面推动了自有
资金使用效率的持续提升，另
一方面，在公司探索和尝试产
业基金业务的过程中，也依托
自身在投行业务中积累的经
验和团队资源，为公司更好担
任GP角色提供了资金和专业
能力保障。

下转A05版

2016年3月25日，百瑞信托在郑州召开现场“三会”，部署“金融+产业”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