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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已经深入到了市
场肌理之中。对于私募股权投
资，不再陌生。

“现在股权投资的理念已经
生根，我们的社区店，不到一年
时间，就有了330多个高净值人
士深入了解了股权投资。”11月
28日，民享财富董事长李辛告
诉记者。

民享财富发行了大量FOF
基金，（以基金为投资标的，俗称
基金中的基金)在市场化的募集
中，他们对市场温度的“体测”显
然是有说服力的。

在李辛看来，口碑就是私募
股权投资的“温度计”，是他们在
市场营销中最大的信用。过往
的投资业绩，是吸引投资人的前
提，但是，口口相传才是最有效
率的认知杠杆。

据介绍，民享财富投资国内
的知名基金数十家，投资企业高

达268家，已经成为河南区域内
有影响力的私募基金之一，并已
全面进军全国市场。

可以说，河南私募股权业的
发展，民享财富有筚路蓝缕之
功。回顾民享财富6年来的河
南耕耘，李辛认为，他们是在“盐
碱地里开垦”。

李辛仍然记得她的“开拓之
举”。2010年，民享财富与东方
富海（国内知名私募股权基金）一
起发起了第一只FOF基金，那
时，在河南路演时，投资人对股权
投资的认知几乎是零。“我当时心
里也犯嘀咕，能不能募集到第一
笔资金来，可是出乎我的意料，凭
借着朋友对民享财富的信任，很
多相识的、不相识的投资人朋友
把手中的一百万投资给了民享财
富，竟然超募到了1.72亿元的规
模，正是私募的第一票信任，给了
我坚定做私募投资的信心。”

河南同泰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创始人贾子钰也有同感。她
在考察了沿海发达地区的私募
股权投资业之后，认为河南虽然
对私募股权投资的认知度低，但
是，很少人去做，没有人理解，往
往也意味着投资机会。2012年
前后，她开始进入到私募股权投
资。“现在看好河南市场的投资
机构多了。”

在记者采访的当口，贾子钰
接了一个来自北京同行的电话，
她告诉记者，明天北京的同行来
河南考察项目。

来自官方的统计显示，中国
基金业协会最新公布的河南省辖
市内私募基金管理人，郑州市已
备案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有
124家，河南共有136家私募基
金管理人。几年内，私募基金管
理人的快速增长，告诉市场私募
股权投资的热度正在快速升温。

河南私募股权投资小荷露角

核心提示 | 过去，河南私募股权投资属于“盐碱地里种庄稼”。目前，河南私募股权投资处
于气候已至，春雨已来，萌芽已生的状态。

在“人无股权不富”的时
代，“业务多元、管理专业”将
成为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和创
业投资基金的发展趋势。创
新在全球已经成为共识，私募
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作为创
新大潮的主力军。但是私募
业发展正受制于人才的制约。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私
募大佬们有一个共同的烦恼：
专业人才难找。

贾子钰说，费了好大劲也
招不来一个真正的专业人
才。而且人才流动性很大。
李辛认为，河南找不到人，就
到沿海地区挖，有的人才高出
沿海地区几倍的工资都不来。

上述行业人士告诉记者，
河南私募行业缺乏高水平的
专业人才，私募机构的从业人
员素质参差不齐，大部分没有
基金从业资格。

他认为，“打铁还需自身
硬”，私募基金必须专注于内功
的提升，包括投资能力、创新能
力、风控能力、运营能力和服务
能力等多维度的全面发展。同
时，私募基金更应加强合规人
才培养和储备，始终保持管理
能力走在管理规模之前。

毕竟，投资是一场专业、
经验、人品尤其是心理素质的
综合较量。好的私募机构和
投资经理，首先需要具备良好
的专业素质。专业的人做专
业的事，人才永远是私募基金
的第一资源。

民享财富已经开始在人
才培养上着力了。他们开始
多层次培育自己的人才。比
如在高端人才方面，他们从五

百强企业和银行挖来高管，并
通过中欧EMBA给高管充电；
在员工培训方面，他们引入宝
洁的培训高管，有一整套员工
的培训体系，并成立民享大学
来培训员工；在新员工储备方
面，他们要加大校园招聘力度，
培育后续优秀人才。

在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除
了人才缺失之外，制约河南私
募发展的还有基金管理人的
内部治理结构薄弱，管理不规
范，风控和合规管理能力较
弱。规模较小的私募管理机
构大多数是家庭作坊式或者
夫妻店模式，有的甚至只有一
名工作人员，公司经营投资决
策高度集中，缺乏健全的内部
管理制度和合规风控机制。

记者更发现一些私募机构
合规风控人员还兼职从事投资
业务，部分私募机构没有对投
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
担能力进行评估，也没有自行
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私募基
金进行风险评级，没有建立防
范利益输送和利益冲突的机
制，没有对私募基金客户的风
险等级进行划分和匹配等。

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和投
资者参与到私募领域，本身也
是行业蓬勃发展和具备吸引
力的一种体现，这种情况下，
更需要大的基金管理公司来
带领这个潮流，引领整个行业
走向规范。

不过，记者以为，诸多问
题，都是私募业成长中的烦
恼。人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市
场的深度开发，私募业会向着
更专业、更规范的方向发展。

记者注意到，河南新兴战
略产业正成为私募股权投资
的“热土”。

贾子钰介绍，她的投资领
域集中在新能源、环保以及高
新技术产业。目前，有的投资
项目已经获得了不菲的收
益。眼下，备投项目还有三四
家。他们把资金投向最有效
率、最具价值、符合未来产业
趋势的优秀企业，以此支持实
体经济转型，推动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

河南睿达资产管理中心
执行合伙人周拥军表示，他们
的投资领域集中在新材料领
域，也兼顾大农业。

“民享财富的投资方向
是，不会再顾及房地产及其他
传统行业，我们要投资中国未
来的 4+1——互联网、新能
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和影视
文化。”李辛介绍。

据了据，民享财富不久前
刚发行了一只医疗基金，看好
中医疗产业，对此，李辛认为，
看准未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人
们对健康需求的增加。看病
的能力增加了，看病的次数增
加了，看病的人数增加了，看
病的消费自然会增加。

同时，民享财富还发行多
只影视文化基金，中国的观影
人次现在只有12亿人次，一亿

人一年只看一次电影，在美国
3.2亿人次观影已十几亿次，一
个人一年看三四次电影，中国
的影视文化产业前景很看好。

这与经济发展趋势有关，
也与政策的引导有关。除了
国家支持新兴战略产业的发
展之外，在河南，包括私募在
内金融服务业正迎来发展的
春天。河南省第十次党代会
提出，建设现代服务业强省。
要突出发展现代金融，大力实
施“引金入豫”工程，做大做强

“金融豫军”，加快银行、证券、
保险、期货、信托、租赁等各类
金融业发展，推动金融组织创
新、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积
极发展普惠金融、绿色金融、
科技金融等新兴业态，支持企
业境内外上市、挂牌、发行债
券，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私募
行业的发展必将受益于政策
的支持。私募业在河南现代
服务业领域内能够发挥更好
的作用。

“面对新的经济形势，私
募行业将会更深入产业上下
游，加深产业链条上行业间的
资源整合，拓展产业链条的相
互关系，使得产业链条更加清
晰、板块效应逐渐形成，让更
多的资本在产业链中流动起
来。”上述业内人士这么判断
私募业未来的产业价值。

如果纵向自己比，多年的市
场培育，河南私募行业完成了从
0到1的质的变化。但是，如果把
河南放在全国的层面上观察，贾
子钰用一个词来描述，就是滞后。

她用一串数字告诉人们，河
南在私募行业的发展多么滞
后。河南机构数量少，私募基金
管理人数量只占全国的5‰，排
名25位；管理私募基金数量占
比1.8‰，全国排名27位。规模
小，资产管理规模只占全国总规
模的不到千分之一，排名 28
位。管理能力不高，在136家私
募管理人中，75％的私募基金
管理规模为0，有管理规模的只
有36家；证券投资基金规模小；
区域分布不平衡，郑州市数量占
全省近90％。除了南阳、洛阳、
安阳、漯河之外，其余地级市在
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私募基

金管理机构均为0家。
记者不由得感慨，一个

GDP 规模位居全国前列的河
南，在私募行业竟然这么落后。
有专家表示：“我们私募基金行
业与我省经济发展规模还不相
匹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还比
较弱。”

对此，李辛并不感到惊讶。
她认为：“河南企业包括企业家
在内，契约精神是最需要补上的
一课。”她用自己身边的一个投
资案例告诉记者，如果企业的契
约精神不再，那会吓跑投资人
的。而投资人的圈子很小，一个
失信的个案就影响到一个区域
的信用。

显然，河南适合私募投资的
土壤仍须改良。李辛形象地比
喻：“过去，在河南投资就相当于
在盐碱地里种庄稼。”土壤缺失

营养，投资人难以选择到健康的
投资标的。

不过，在行业内部人士看
来，即便是在河南扎根的私募管
理人其成长的“幼苗”也并非都
是健康的。据了解，有的私募基
金管理人法律意识淡薄，缺乏诚
信合规意识，利用中国基金业协
会登记备案信息自我增信，以私
募基金为名从事或兼营其他业
务，有的甚至没有展业意愿。有
的私募机构兼营民间借贷、配
资、P2P、担保等业务，这些业务
与私募基金的属性相冲突，容易
误导投资者，有些甚至达不到运
营的基本设施及条件。有的私
募基金注册资本虽然较高，达到
几千万，但在当前授权注册资本
条件下，资本并未全部实缴，或
者全部未缴，甚至有虚假出资，
抽逃出资等行为。

向内生长

为新兴产业注入营养

□首席记者 李传金

破土萌芽

“幼苗”仍须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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