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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产业基金的运作模
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项目正
在河南扎根发芽。

2019年 5月 15日，新能
源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在新
乡宣布动工，标志着具有110
年历史的瑞典空压机研发企
业SRMGroup中国总部在新
乡落户，一时引来全国瞩目。

其背后操作方为新乡高
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河南中
金汇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金汇融）、河南省战
新产业投资基金、新乡市平原
产业转型发展基金、新乡投资
集团，通过成立河南（新乡）氢
能专项基金，引进了该国际项
目。据了解，项目建成达产后
可实现产值40亿元，每年利税
约4亿元。

这只是河南省通过产业
基金方式改造传统产业、提升
产业核心竞争力的缩影。在
河南，这样的案例逐渐上演。

据悉，目前河南省各大国
有企业均成立产业基金管理公
司，平均管理超5只基金，一时
掀起成立产业基金的热潮，基
金积极发展的态势逐步显现。

以河南投资集团为例，通
过和中金资本合资组建中金
汇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
管理母基金——河南战略新
兴产业基金（简称河南战新产
业基金），截至目前，母基金投
资20亿元，主导或参与设立8
只子基金，总规模170亿元，直
接投资8家境内外优质企业，
引导带动投资超过100亿元。

除大型省属国企外，郑州
区属国企兴港投资集团立足
港区，积极布局产业基金。据
了解，其旗下金融板块郑州航
空港兴晟信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共管理4家基金公司，分别

为河南京港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中原航空港产业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郑州
航空港云港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和广德兴港农银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管理
基金14只，存续管理基金规模
达206.81亿元。

就目前成立的产业基金
来看，河南省内产业投资基金
的管理人均为国有投资管理
平台设立。河南产业投资基
金备案的产业投向，主要是民
航业、消费物流、环保、智能制
造、电子信息、医疗健康等领
域。

经过近三年的迅速发展，
河南的产业基金初具规模。

记者从河南相关部门获
悉，根据基金管理公司名称是
否包含产业投资来确认，截至
2019年 5月 31日，河南省内
注册并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登
记的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共
有6家，管理基金17只，管理
基金规模135.18亿元，占辖区
整体规模的22.62%。事实上，
数量远超于此。

而在河南省内注册并在
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
基金管理人有129家，比2018
年底增加5家，全国排名第23
位；合计备案私募基金256只，
比2018年底增加11只；管理
基 金 规 模 597.48 亿 元 ，比
2018年底增加20.44亿元。

此外，在河南省外注册、
办公地在河南并在中国基金
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
人 185 家 ，管 理 基 金 规 模
507.69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年在
河南落地的私募基金数量开
始上扬。河南省基金业一位

资深人士告诉记者，这与中原
基金岛的成立有很大关系，在
此之前，私募基金要想在河南
注册落地有一定的难度，因为
审核过程相对严格且复杂，因
此，当时很多河南本地的私募
基金管理公司选择省外注册，
省内运营。

据悉，中原基金岛成立于
2017年7月，是河南着力打造
的私募基金集聚区，截至目
前，厚朴建业、中金汇融等100
多家基金企业已完成注册、登
记并落户，中原基金岛募集资
本总额突破2000亿元，中金
资本、赛领投资等知名基金投
资机构品牌进驻基金岛。

而为吸引优质企业入驻中
原基金岛，郑东新区相继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2018年，郑东
新区管委会印发了《郑东新区
管委会关于印发郑东新区龙子
湖智慧岛私募基金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与《郑东新区管委会
关于印发郑东新区促进私募基
金发展扶持办法的通知》。在
新政策中，私募基金实缴资本
1000万即可入驻基金岛，基金
入驻门槛实现大幅降低。

此外，新政策对新设立或
新迁入的私募基金，提供落户
补助。根据入驻企业的私募基
金类型及实缴资本的规模，对
企业给予不同额度的支持，最
高可达到800万元。而且，对
于同一投资主体设立或同一管
理机构托管的基金，可累计获
得高达1500万元的补助。

因此，河南私募基金落户
难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由
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阶
段，通过产业与资本的组合，
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河南资产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简称河南资产基金）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产业基
金对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8年，河南资产基金充
分利用国家发改委市场化法
治化债转股专项债券政策，获
批发行5.8亿元债转股专项债
券，组建了总规模8.76亿的河
南资产神火转型发展基金，基
金落地神火股份核心子公司，
使其负债率从 85.26%降至
60.42%。

现阶段，河南资产基金正
在积极组建基金参与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民营企业转型纾
困和国企混改等项目。

“河南资产选择投资的标
准是标的技术在国际上具有
领先性，产品市场容量、发展
空间和行业拓展应用较为广
阔。”河南资产基金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与其他PE机构
相比，河南资产更倾向于选择
一些省外甚至境外的标的，通
过资本招商的方式使其产业
在我省落地，带动我省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发展，促进我省产
业升级转型。

上述负责人告诉大河报·
大河财立方记者，目前，他们
团队正在围绕泛半导体、环
保、生物医药等产业开展密集
尽调，拟在2019年设立相应
的产业基金。

而谈到河南战新产业基
金成立的初衷，中金汇融相关
负责人称，主要为发挥基金的
引导带动作用，吸引国内外各
类机构和资本投资河南战略
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提升
河南产业核心竞争力，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推进经济结构调
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据了解，河南战新产业基
金主要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
重点包括新能源及环保、智能
制造、电子信息、医疗健康、消
费物流等领域。

而兴港投资集团旗下产
业引导基金——河南兴港融
创创业投资发展基金先后投
资了上海合晶硅、华锐光电、
广东楚天龙、元明医疗产业基
金、河南迈胜等企业。其中，
省重点项目、郑州合晶年产
240万片200毫米单晶硅抛光
片项目于2018年正式投产，
总投资57亿元，项目全部建成
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0亿元，将
成为国内生产规模最大的单
晶硅抛光片生产基地。

这些产业基金的相继设
立及成功运作，不仅服务培育
了我省实体企业成长壮大，同

时也促使一批优质产业项目
落地河南。比如，中原资产发
起设立了多只基金，以资本为
纽带引进上海汽车、中铁装备
等优质项目落地河南。

然而，尽管河南产业投资
基金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取
得了一些成绩，但仍然有一些
不容忽视的问题。

从全国范围来看，相比长
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以及湖
北、四川、福建等地区，河南无
论是规模、数量、效果都处于
中游水平，相对于全国第五位
的GDP规模，基金产业的发展
还显得较为滞后。

在基金主体方面，河南省
的基金主体相对较少。截至去
年11月，河南私募管理人数量
排名全国第23位，约为湖北的
1/3，陕西的1/2。

然而，除了基金数量、规
模、效果需要提升以外，河南
省的产业基金还应该加快走
出去的步伐。

“河南省的大部分产业基
金，多有政府或国有背景，在
投资过程中往往局限于河南
省内，甚少到全国范围发掘好
项目，境外就更少了，但实际
上，我们除了培育省内项目之
外，还要把视线放到全国乃至
全球。”上述资深人士认为，在
更广的范围内去审视项目，用
投资引入的方式去发展产业。

那么，该如何采取有效措
施改善河南产业基金发展现
状呢？中金汇融相关负责人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首先要从落户、就学、税
收等方面对高层次基金投资
人才给以支持，吸引更多更优
质的人才从海外从北上深回
到河南发展创业，这是加快我
省基金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

其次，要加大政府财政对
于产业基金的支持力度，鼓励
省市区各级财政出资参与产
业基金，并按照市场化规则扶
持基金发展，并引导更多的国
有企业、金融机构积极与省内
产业基金管理机构合作，围绕
河南特点，开展基金投资，实
现产业转型。

最后，推动地方政府与产
业基金建立常态化联动机
制。产业基金的特点就是通
过基金投资带动重大产业落
地，政府需要在土地、财税、人
才、产业配套等方面给予全方
位支持。

河南产业基金发力追赶
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基金发展风生水起，逐渐成为地方一种新型的金融融资工具。
着眼于河南，通过产业基金的运作，一批国内外优质项目落地河南，吸引资本投资省内战略新兴产业，有效提升了河南产业核心竞争

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然而，相比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以及湖北、四川、福建等地区，河南产业基金无论是规模、数量还是效果都处于中游水平，相对于全

国第五位的GDP规模，基金产业的发展显得较为滞后。
那么，河南产业基金的具体发展现状如何？应采取哪些措施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

基金业发展关乎产业升级，我省发展水平处于中游

中原基金岛是河南着力打造的私募基金集聚区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丁倩 王磊彬 文 朱哲 摄影

产业基金正在河南
遍地开花

政策扶持，基金岛着
力打造私募基金集聚区

产业基金推动河南
产业转型升级

河南省应加大产业
基金支持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