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做什么投资，一定带有理
念引导投资，这是我从事与投资相
关的各个领域后得出的结论。我们
做投资之初非常注重理念，作为股
权投资又和证券投资不一样，它许
多的要求和理念是不一样的。从我

的角度来说，这么多年坚持理念，简
单来说就是两点，一是实业的思维，
二是资本的视野。

什么是实业思维？就是合伙做
生意，既然是合伙做生意，我们就要
脚踏实地，要量力而行。比如现在

有个生意非常好，10年能够还本你
愿意不愿意做？大部分人说不能
做，五年呢，两三年呢？大家可能会
去。这就是实业的思维，实业的思
维相对来说，可能更急功近利一些，
更务实一些。

基金业大咖群体“压轴”财富论坛，共论资本新格局下“脱虚向实”之道

基金先生塔尖聚首话未来
核心提示 | 12月16日晚，中原基金大会作为本届财富论坛的压轴活动，邀请到了省内外近百家基金公司参会，共同论道

资本新格局下的基金之道。与会者说：“期待中原基金大会，成为国内外基金业集聚、汇能、交流的‘风向标’。”

秉原投资运作了河南省第一只
市场化“母基金”投资。今年，我们在
行业中感受最深的变化，是越来越多
的股权投资PE、优秀的GP机构，在
迅速向传统实业集结、靠拢，并纷纷
在垂直专业服务方面深耕。“脱虚向

实”是国内基金业转向发展的着力
点，不同的资本机构基于自身发展角
度与利润考量对此理解有差异。从
消费升级的角度，我们对投资的高新
制造企业提出明确要求，推动它持续
完成技术驱动、产品迭代升级。而有

了好的产品，又会促进消费市场的满
足，获取更高的市场收益。所以，秉
原坚持在项目筛选和产业引导能力
下功夫，把真正好的“东西”（投资项
目或产品）通过资本推手获得快速成
长，最终惠及人。

“从冲动到冷静”，当前中国体
育创业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2017年，国内新的体育创业项
目、投资数额都在下降，而且死掉了
很多创业项目。其原因是，幕后的
投资者更加务实，对于“飞在天上”

的项目漠视，对于不可复制的项目
更加青睐。这是国内体育产业开启
并购大潮的先兆。某行业一旦出现
上市公司，就会进入快速整合期。

优秀的河南人应尽快行动起
来，加速把握体育产业的投资机

会。但是，单一体育运动项目是很
难赚钱的，应特别注意那些做跨界
融合的标的，比如它在改变传统体
育消费服务方式，比如，体育与大健
康、旅游、娱乐结合的新创意，这是
最值得期待的行业投资爆发点。

2017年的金融形势变化很明
显，关键词就是“回归本源”。

前海基金是公募基金，但是实
行的是私募的体制，资产规模现在
1500亿，公募规模 600亿。2017
年，我最大的感触是，一切回归本

源，资管回归本源，投资回归本源。
资管新规的出台，还有金融工作会
议一些内容，就是指出投资机构回
归到本源，资管新规是以后很多年
的指导，有利于正规机构的发展，对
于公募基金、私募基金、PE都是正

面的推动。中国A股经历过2015
年一波大的调整之后，投资者的投
资理念发生了变化。比如现在我们
开始去买像茅台这些好股票，我们
做二级市场开始从资本链分析，大
家开始回归投资本源。

本届大河财富中国论坛说得最
多的关键词是“创新”，创新归根结
底是人才的问题。今年，郑州市向
全世界发布了抢人计划，愿意拿出
100亿做人才的引进。

要想解决好脱虚向实的问题，
首先就是在政府层面考虑人才的引

进，但是做好一个园丁，做好一个保
姆，除了我们自己要脱虚向实以外，
我们还要做好脱虚向实氛围的培养
和营造。我刚刚去深圳考察后发
现，好的孵化器是从大一开始培养
学生，大一大二时，周一到周五上
学，周末做课题研发，大三的时候反

过来进行，毕业之后李老师给他们
发经费，搞市调，发现市场行业里面
的刚需。这一条人才培养路径下
来，是一以贯之，有实效的。这也是
真正好的人才培养路径，能够把人
留下来，用起来。

脱虚向实，关键在于资方和项
目方多方面相互赋能。

我们基金公司既具备投资功
能，还具备运营管理的功能，很多资
产投下来，我们是真正的运营者，我
们实实在在在践行着脱虚向实，脱
虚向实的具体做法是对项目进行更

加深入的渗透，不要脱离投资领域
的本质。

我们给公司定了一个原则，我
们投资一定要深入结合地方性的支
柱性产业，包括结合他们的龙头企
业合作，这是我们脱虚向实具体
的表现。比如前段时间公司在平

顶山做不锈钢基金，对公司内内
外外进行了资源整合，帮助和扶
持企业，具体的表现是，将自己本
身的海运物流、地产能力，整合到
这个产业上来。另外，还把海外
的一些资产和产业引到河南来，
真正成为一个集群。

2017年，资管新规来了，过往
业内那些“空手道”玩家、“影子银行”
混不下去。这说明，无论是政府还是
投资市场，都需要基金业完成“脱虚
向实”的回归。中原资产是新生军，
从其诞生即是与实业经济深度兼容，
如不良资产处置、优秀实业项目投资
等。截至本月，本机构管理资产规

模达到700亿元，净利润达4亿元。
如何做“实”？我认为，既要脚

踏实地，也要仰望星空。如有些被
银行业划为“不良资产”的豫企，中
原资产为他们提供了整套解决方
案，这包括支持其从经营能力、产业
体系、供应链等方面的重构。不但
要救活它，还让它能走向资本市场。

仰望星空，是抬头看路、开放合
作。明年，中原资产要做“脱虚向
实”的先行者，我们的产融一体化基
金、环保基金，正在打开河南100多
个县合作。既然县域政府有需要，
中原资产就一定要帮助他们做好。
我们愿做“天使投资”、VC，把后边
的PE业务与同业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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