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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航母与“金融豫军”
跨界会师，
做中原财经界最强一极

大河财立方背后的金融新势力
□本报记者 杨霄 文 许俊文 摄影

核心提示：河南人的大河财立方，搅动了中国投融江湖的波澜。
12 月 16 日，在 2017（第十三届）大河财富中国论坛上，河南大河财立方传媒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大河财立方）宣告成立。
这是国内首创的“财媒+金融”复合型投资运营平台，由河南传媒业航母与“金融豫军”主力阵营跨界联创，旨在构建国内
首家“金融服务链接商”，多维链接世界、立体赋能中原。
在会上，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网络传媒集团携手中原金控、中原证券、中原资产、郑州投资控股、华隆基金等股东代表
共同登台，共同推送这艘新型投资平台入海、启程。

A 大河财立方揭开帷幕
传媒航母、金融豫军胜利大会师
新问世的大河财立方，为国内投资界汇
入了一抹新锐的金黄色。
据了解，大河财立方股东成员共计 6 家
单位或机构。它们分别是：大河网络传媒集
团有限公司、河南中原金控有限公司、中州
蓝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原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郑州市国开郑投投资有限公司、
河南中原文化股权投资基金。
从股东名单的表面看，或难理解这一新
型投资平台的战略组合实力及资源禀赋。
但事实上，河南传媒航母与
“金融豫军”主力
跨界会师的奥秘与兼容性特征即潜藏于此。
首先，大河财立方的入市，标志着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旗下非报产业矩阵加入了一
艘新型战略舰。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作为大河财立方控
股方，共有大河网络传媒、河南华隆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华隆基金）两个
子公司参与了该项投资。
这其中，大河网络传媒集团，传袭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的资源禀赋和全渠道媒介优
势，堪当中原传媒业的融媒先锋。而河南中
原文化股权投资基金是河南省首只文化产
业投资基金，
其管理方为华隆基金。
不难看出，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对大河财
立方输入了优质的
“财媒+金融”
双向资源。
其余 4 家股东个个堪称“金融豫军”的
王牌主力。除中原金控外，它们多为背后母
体的实际出资方。
如中原金控是当前河南唯一的政府与
金融机构合资的金融投资平台。此外，中州
蓝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母公司中原证
券，即是河南唯一本土券商，也是国内券商
业少有的“A+H”双市券商；中原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其母公司中原资产，是河南
首家不良资产处理金融机构；郑州市国开郑
投投资有限公司，其母公司郑州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是郑州市三大国有投融资平台之
一。
综上所述，大河财立方不仅拥有强大的
传媒基因，更混合了央企、金融豫军、地方政
府投融资平台等复合血统。而它所首创的
“财媒+金融”商业新样本，不仅顺应媒体变
革大势，从商业模式、运营思维、股东结构等
多方面进行创新。而大河财立方设立的重
要目的，即在于深度服务河南企业，助推中
原经济发展。
据了解，在中部大省河南，2016 年全省
生产总值 40160 亿元，比上年增长 8.1%，经
济总量连续多年居全国第 5 位;2017 年上
半 年 全 省 生 产 总 值 20307.72 亿 元 ，增 长
8.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3 个百分点，总
量稳居中部第一。与此同时，豫企部落也群
体性获得提升。2016 年河南省全省新设立
各类市场主体 99.1 万户，同比增长 20.7%。
其 中 ，新 设 立 企 业 24.6 万 户 ，同 比 增 长
29.8%。在创业企业不断涌现的同时，河南
上市公司数量也再创新高。
“河南区域经济发展和豫企部落的群体
性成长，为财经媒体提供了绝佳的土壤，也
为大河财立方深度服务河南企业、助推经济
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大河财立方常务副
总田旭表示，
“ 媒体+金融”的相互立体赋
能，将国内外先进的创新科技、商业资讯、资
金、服务、技术等，持续输送到河南经济土壤
中，做豫企的
“财讯动脉”管道，真正实现
“链
接世界、赋能中原”
的核心价值。

河南大河财立方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启动仪式现场

B

混合央企、金融豫军和地方投融资平台

“链接世界、赋能中原”是大河财立
方的价值核心，那么，它究竟能做什么，
它的
“远方”
该如何实现呢？
其实，这源于其丰富而多维的股东
力量。
当 前 ，国 内 的 投 资 市 场 不 缺“ 大
鳄”，更不乏百亿资本呼风唤雨者。但
是，它们却未必能被豫企所识、所用，也
很难与河南实业家“价值投资”的志向
相投。
大河财立方的股东，首先是一群生
根中原、
“务实为本”的金融服务商。既
往在国内的投融市场，他们凭己之长斩
获了丰厚战绩与不俗的行业口碑。
如金控平台，常常拥有多块金融牌
照，
既有强大的资本实力，
又能在金融各
业态融合协同方面发挥作用。全国截至
目前约65家。
在大河财立方，中原金控即是核心
股东之一。该机构 2016 年末挂牌成
立，标志着我省首个政府资本和金融资
本通过直接股权合作的金控平台诞
生。成立之初，即联合交通银行为商丘
市设立了规模 70 亿元的城镇化基金，
撬动专项资金 200 多亿元，成功助力商
丘市旧城改造升级。截至目前，该公司
在各大业务板块都取得了实质性的突
破，累计管理资产规模约 130 亿元，累
计获得银行授信总额超百亿元。

C

拥有极富活性的新锐金融股东

此外，中原资产、中原证券同是“金
融豫军”
阵营的两大权重板块。
中原资产，利用“非金债权收购+
债务重组”化解省内重点企业债务风
险，积极参与全省国企改革工作。截至
目前，累计收购各类不良资产 282.7 亿
元，规模和专业化程度位列全国地方
AMC 第一梯队。
与此同时，中原资产在省内投融市
场扮演了“整合师”的角色。2017 年下
半年，其先后参与上汽集团、中国国航、
中铁工业、中国电建以及顺丰控股等特
大 型 企 业 的 定 向 增 发 ，这 是 其 在“ 产
业+资本”实践中的一个缩影，服务我
省重大招商引资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新
路子。
再看中原证券，不仅是本土券商，
也是国内第 8 家“H+A”
（香港、内地）两
地上市公司。
在助力豫企首发上市、再融资及发
债等方面，中原证券堪称强劲发动机。
2015 年，商丘科迪乳业、济源清水源科
技和濮阳惠成电子成功上市，是由中原
证券完成的；2016 年，中原证券助信阳
羚锐制药等 6 家上市公司定增项目，并
累计实现 134 家企业新三板挂牌，稳居
全国证券行业第一方阵。此外，由中原
证券控股的中原股权交易中心（四板），
两年来累计挂牌展示企业 1500 家左

右，
帮助企业融资额约 12 亿元。
除金融豫军外，垂直类、专业化的
投融平台亦是大河财立方的股东。
如 郑 州 投 资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自
2005 年成立以来，担负着国有企业改
制重组剥离资产的整合处置平台、市政
府的政策性和战略性投融资平台、郑州
市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发展的导向平
台等诸项重要角色。郑州版的“淡马
锡”，
正由此在国内投融界逐步成名。
还有报业集团旗下华隆基金，其在
河南中原文化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合伙人、管理方的身份更为知名。
这只河南省首个文化产业基金，
2015 年 6 月注册成立，总规模为 10 亿
元。不仅成为我省首屈一指的文化产
业价值链条打造者和新型文化元素的
挖掘者，也从源头完善了我省多元化、
多层次、多渠道的文化产业投融资体
系。此次投资大河财立方，亦是华隆基
金的一次重要布局。
综上来看，从大资管平台、上市融
资到资产管理、专业金服，大河财立方
的股东群几乎覆盖了“投融场”的全链
条。而不论是股东们在既往资本市场
的成绩，还是今日他们在国内投资江湖
的活性、在政策使命中的担当，都决定
了大河财立方
“多维链接”
的实际能力。

多维服务“投融场” 全国首家金融服务链接商应势起航

秉承多维链接，立体赋能的主题，
大河财立方已应势起航。
从平面到立方，意味着大河财立方
更为立体化，八面玲珑，精准赋能。从
投资模块到财富管理模块，到数字营销
模块到投融数据库模块，再到社群运营
模块等，大河财立方涵盖的内容，更为
广泛。
在项目与资本之间，大河财立方通
过中原企业家俱乐部、中原金融客俱乐
部、中原优创俱乐部三大社群，团结河
南企业界“头部”力量，聚集中原金融界
和投资界精英，更与优质孵化器或众创
空间合作，实现了优质创客的大集结。

对企业家、金融家、创业家、极客、
高管、投资者等各方多样性诉求，精准
植入财讯服务、投融数据库及发酵平
台。从而，实现不间断、多维度、立体
化、全景式向各方输出财富链接。
为了完成这种链接，大河财立方还
将推出与之匹配的三大线上线下场
景。创办 12 年的大河财富中国论坛，
即是最真实、立体、品牌美誉度最高的
互动社交场景。高效推动论坛经济、会
议经济，高频策划财富论坛、专题论坛、
私董会、探访等活动，更将持续催化扩
大中原与全球主流经济体之间的交际
圈；大河财立方打通金融和实业，穿透

B 端和 C 端。既可群体性推介，也能单
项目路演。既能将阳光理财推进民间
社区，也能打包优质资产与资本嫁接，
还能导流域外资金与本地发酵。金
融×实业、资金×项目、导师×创客、智
库×实战、区域×全国……晤谈、游学、
参访、调研、商学院、私董会、读书会、路
演、沙龙、社群等，
都能得到体现。
大河财立方本无定式，但河南经济
社会、中国传媒业正期待它释放“八面
玲珑”的独有品格，以“三大平台、三大
社群和三大场景”为战略支点，努力实
现多维链接世界，
立体赋能中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