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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这一有着“河南省首
个国家级产业投资基金”之称
的中原航空港产业投资基金
的诞生之路，“速度”和“效率”
则是关键词，从发起研讨并修
订基金方案，到基金首期100
亿元从“梦想照进现实”，前后
历时仅18个月，当属“第一速
度”。

据了解，中原航空港产业
投资基金萌生于《河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的
若干政策》，该政策明确提出

“支持实验区设立产业发展基
金，运用政府股权投资引导基
金，吸引社会资本通过参股等
方式，扶持在实验区内设立创
业投资企业和创业投资基金，
主要用于扶持实验区内电子

信息、生物医药、航空制造等
主导产业和金融业发展”。

随后，中原航空港产业投
资基金便进入了“孕育期”，由
郑州航空港区管委会下属的
国有独资公司“兴港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作
为发起人参与设立实验区产
业投资基金工作，设立过程中
经历了诸多里程碑式的时间
点。

2013 年7月25日，兴港
投资与百瑞信托作为联合发
起人，组织内部研讨并修订基
金方案。同年的12月13日，
上述发起人组队北上，远赴国
家发改委汇报产业基金的设
立设想。

2014 年2月21日，郑州

航空港区红头文件设立产业
基金请示上报省发改委。当
年3月5日设立产业基金的请
示由省发改委上报国家发改
委。3月21日获得国家发改
委设立产业基金的批复。基
金规模300亿，首期100亿，
成为我省首个获得国家发改
委批复的大型产业投资基金。

2014年 11月 2日，郑州
航空港区红头文件设立产业
基金管理机构请示上报省发
改委。同年11月18日，河南
省发改委关于发起设立中原
航空港产业基金管理公司的
申请上报国家发改委，并于同
年12月22日，获得国家发改
委对基金管理公司组建的批
复。

由兴港投资、百瑞信托联合发起并设立的河南省首个国家级产业投资基金日前正式成立

300亿航空产业基金助飞航空港

历时一年多孕育，河南首
个国家级产业投资基金及基
金管理公司终于揭开了面纱。

4月 15 日，河南省发改
委、郑州航空港区管委会、百
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在
郑州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对
外宣布：中原航空港产业投资
基金及中原航空港产业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均已成立，
其中基金首期100亿元募集
目标有望近期达成。

资料显示，中原航空港产
业投资基金由郑州航空港区
政府平台兴港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百瑞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发起，
遵循“集合投资、专家管理、分
散风险、运作规范”的宗旨，定
位于有效率、高成长的基础实
业项目投资，投资方向以郑州
航空港区为基础，面向全国，
包括但是不限于：国际航空货
运枢纽领域相关投资、重点引
资企业配套入股资金、郑州航
空港区城市综合服务配套相
关的基础设施等项目的建设。

据了解，郑州航空港区作
为郑州新区总体规划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和改革
发展综合试验区之一，也是河
南省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
基地，并在2013年3月7日国
务院正式批复《郑州航空港经
济 综 合 实 验 区 发 展 规 划
(2013~2025年)》后，成为全国
首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航空
港经济发展先行区。可以说，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这张宏伟蓝图，蕴藏着无限可
能。

对此，郑州市委常委、航
空港实验区党工委书记、中原
航空港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张
延明表示，当下正是区域经济
竞舞，城市发展争雄的时代，
乘国家战略东风而起的中原
航空港区已经无可争议地成
为中原崛起最强劲的发动
机。但是，随着港区建设的进
一步加速和各个现代产业基
地的布局落地，对大体量资金
的需求将变得更为迫切，基于
此，中原航空港产业投资基金
也亟待破题如何助力郑州航
空港的发展。

据介绍，中原航空港产业
投资基金于 2013 年发起，
2014年3月21日获得国家发
改委的批复，这也是河南省的
首个国家级大型产业投资基
金，基金规模300亿，注册地
设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

在中原航空港产业投资
基金管理公司筹备领导小组
副组长，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马宝军看来，虽然基
金本身就有300亿元的规模，
但更重要的是这300亿元募
集资金将发挥种子基金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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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区建设提供更大的促进作
用。

值得关注的是，根据百瑞
信托与包括平安银行、光大银
行、焦作银行等金融机构达成
的初步协议，基金首期100亿
元募集目标将于近期顺利达
成。根据实验区的规划和开
发周期，基金首期已经初步拟
定了投资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航港基金
作为河南省首个大型综合产
业基金，其设立对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有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和深远意义，承
载着打造航港区成为引领中
原经济区发展、服务全国、联
通世界发展高地的历史机遇
和使命，从而聚焦了各界更多
的关注和期待，这也将促使基
金管理人更加尽职尽责地规
划投资、管理基金，为投资人
和社会各界交出一份满意的
答卷。

事实上，正是多方的强强
联合让中原航空港产业投资
基金呈现如虹的发展态势，也
赢得了其他多家实力机构的
携手同行。

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
（LP）代表，平安银行的相关负
责人表示，之所以对中原航空
港产业投资基金情有独钟，主
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郑州航空港区作为国务
院批复的第一个国家级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蕴藏着无
限的发展机遇和投资潜力。
第二，这支基金的发起人值得
托付。一个是担负打造港区
资本运作航母的港区政府平
台公司兴港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一个是以黄金股权结构和
业内领先研发实力而广受关
注和认可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第
三，作为基金管理人，百瑞信
托具有近30年在城市建设和
产业投资领域的金融服务沉
淀和积累，已经形成了成熟的

“百瑞信托城建金融支持模
式”，从团队和经验方面都可
以为基金运营提供足够支撑。

而对于未来，中原航空港
产业投资基金的相关负责人
表示，根据郑州航空港区发展

规划的特点，该基金还将设立
三大子基金“基础设施子基
金”、“航空枢纽子基金”、“产
业促进子基金”，分别投向不
同的领域。

其中，“基础设施子基金”
投向航港区城市综合服务相
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土地
一级收储，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保障房建设，土地一、二级
联动开发等。“航空枢纽子基
金”则投向与国际航空货运枢
纽相关的领域。对于郑州航
空港区相关企业，尤其是国际
航空货运枢纽相关的企业进
行股权投资或者不以上市为
目的的大型企业股权投资。

“产业促进子基金”，则是为港
区重点引资企业配套入股资
金。股权投资优先选择电子
信息、生物医药和航空服务业
链中的企业，尤其是核心企业
集中采购对象、上下游服务企
业等相关公司。

同时，上述负责人还表
示，除了现有的“兴港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和“百瑞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两大发起人之
外，中原航空港产业投资基金
管理公司还将在募资阶段继
续引入具有专业管理能力以
及较强金融资源的战略投资
者入股。目前已经与一家由
李克强总理签字批准成立的
国字头民营资本大鳄就入股
管理公司事宜达成初步意向。

对此，业内人士如是点评，
中原航空港产业投资基金的设
立和中原航空港产业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这一金融平台的
成立，将充分发挥金融造血功
能，进一步加速航空经济城这
一未来之城的发展，推动航空
港区这一对外开放的高地加
快建设步伐，积极融入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NG）

2015年 1月 19日，河南
省工商局受理基金管理公司
的注册登记材料，基金管理公
司注册成立后将分阶段募资
并将资金投向郑州航空港区
的相关项目。

缘何如此？这可以从郑
州市委常委、航空港实验区党
工委书记、中原航空港产业投
资基金管理公司筹备领导小
组组长张延明的讲话中，找到
些许注脚。他说，本次选择与
在金融支持城市建设和优势
产业发展方面具有丰富操作
经验的百瑞信托联手设立中
原航空港产业投资基金，正是
为破解航空港建设和区内产
业发展资金难题而进行的积
极探索和有益尝试。

作为基金发起人，兴港投
资实力不俗。资料显示，截至
2014 年 12 月底，兴港投资
注册资本金60 亿元，合并资
产总额为416 亿元，总负债为

218 亿元，净资产198 亿元，
资产负债率56.13%，2014 年
集团营业收入103 亿元，集团
全年实现净利润7.79 亿元。

而同为发起人的百瑞信
托的履历同样显赫：1986年4
月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注
册资本 1,000 万元。2002
年9月20 日，经中国人民银
行总行批准，公司进行重新登
记，名称由“郑州信托投资公
司”变更为“百瑞信托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人民币3.5 亿元。随着公司
股权多元化战略的不断推进，
历经数次增资扩股，公司目前
注册资本已由最初的1,000
万元增至 220,000 万元，并
先后引入中电投集团公司和
摩根大通成为新股东，从而打
造出地方政府、大型央企、国
际知名投行三方精诚合作、优
势互补，共谋百瑞发展大计的
黄金股权结构。

□本报记者 李世顶 文图

重磅起航 河南首个国家级产业基金成立

强强联合 倾力18月缔造“第一速度”

三“子”齐飞 助力筑梦长空新途

新闻发布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