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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开辟地方 AMC 发展新路径
核心提示 |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资产）作为河南省第一家地方 AMC（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不过两
年时间，凭借不良资产投资与股权投资的“两轮驱动”，开辟了一条地方 AMC 发展的独有路径，并着力向具有较强的
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一体两翼”多元化金融控股集团迈步。
□本报记者 古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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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信社改制为重点，以资本为纽带的引资引智新路径
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是省政府在我
省金融业发展实施的一项重要战略。针
对县级农信社不良率高，改制农商行过
程中资产管理公司参与积极性不高的问
题，中原资产切实增强担当意识，多策并
举支持全省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累计
投放近百亿元支持农信社改制过程中的
政府置入资产变现和金融不良资产处
置。
在支持化解农信社不良资产的同
时，中原资产积极提升商业银行不良资
产收购处置能力，利用“非金债权收购+
债务重组”化解支持省内重点企业债务
风险。积极参与全省国企改革工作，化

解重点企业债务风险，支持煤炭产业化
解过剩产能，助推传统能源化工产业实
现转型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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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中原资产还积极谋划与部分
省辖市政府合资设立公司，发挥双方优
势开展不良资产处置业务。目前，其与
新乡合资设立的中原豫北资产管理公司
已成立，首笔不良资产收购业务已成功
落地。鹤壁、安阳、焦作等地市的合资公
司也正在谋划之中。
2017 年 9 月 26 日，中原资产同上汽
集团联合发起成立的上汽中原股权投资

母基金暨中原上汽汽车产业子基金合作
协议签约仪式在郑州举行。
据记者了解，上汽中原股权投资母
基金规模为 60 亿元，主要投资方向为先
进制造、医疗健康、消费升级、金融等四
个行业的优秀基金团队，同时从中寻求
直投的机会。而中原上汽汽车产业子基
金总规模 20 亿元，拟紧密围绕上汽郑州
工厂在新能源、互联网方面的主要车型，
聚焦于新产品开发所形成的产业链上下
游领域进行投资。
据悉，与上汽集团的合作，只是中原
资产近两年来在“产业+资本”实践中的
一个缩影，目前其已经探索出了一条以

资本为纽带，引资引智，服务我省重大招
商引资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子。
截至目前，中原资产及其子公司中
原股权先后参与上汽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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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成为其重要股东，
同时积极谋划与这些企业的战略合作，
推进重大项目落户河南，服务河南经济
转型升级。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中原股
权的直投规模位居全国同类机构前列，
管理资产规模达 200 多亿元。
中原资产高度重视开展金融扶贫攻
坚工作，探索出了以资本运作提升贫困
地区造血功能的扶贫新策略。

求，切实增强金融资本支持实体经济的导
向性、针对性和有效性。该活动实施以
来，中原资产与工信委已组织多场宣讲会
和调研，对接 259 家企业近 300 个项目，
带动社会资本投资近 300 亿元，取得了良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为促进郑州航空港国家战略的落地，
中原资产与河南省机场集团等企业合作
设立了注册资本 15 亿元的中原航空融资
融赁有限公司，打造支持我省航空经济的

金融支点。目前，公司资产总额已突破
60 亿元，
首单飞机租赁业务即将落地。
此外，中原资产运用已搭建的产业
基金、中原商业保理公司等综合金融手
段，积极下沉金融服务重心，支持市县
经济社会发展。公司先后与鹤壁、新
乡、郑州等 8 个省辖市人民政府和巩义、
孟州、鄢陵等 7 家县级人民政府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努力成为支持地方经济发
展的
“金融之手”
和
“金融之源”。

2 搭建全方位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
不良业务做得成效显著，股权投资
业务搞得有声有色，在综合金融服务领
域，中原资产同样建树颇多。按照中原
资产的战略规划，其中长期发展目标直
指具有较强综合金融服务能力的“一体
两翼”多元化金融控股集团。为此，中原
资产先后搭建了涵盖不良资产经营、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融资租赁、商业保理
和金融资产交易等协同发展的综合金融
服务体系。

2017 年 3 月 20 日，中原资产联合河
南省工信委启动了“千亿资本助力制造
业强省建设行动”，通过重点企业“降杠
杆”服务、重点产业转移项目“金保姆”综
合金融服务、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服务、
大型装备“交钥匙”融资租赁服务、财富
管理服务等一揽子的综合金融服务，推
动产业链、供应链、金融链、创新链的“四
链共生，合作共赢”，切实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要

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郑版
“淡马锡”12 载蝶变路
历经十二载，郑州控股总资产从 2.19 亿元到 188 亿元，
走的每一步都铿锵有力、
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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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倩

总资产规模“滚雪球”式增长，12 年增长近 85 倍
2005 年 10 月，踏着郑州市国资委
组建的强劲节拍，郑州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应运而生，初始注册资本 5000 万
元人民币，为国有独资公司。从那一刻
起，公司担当起了理顺郑州国有资产产
权关系、促进国有资产优化配置和合理
使用、提高国有资产整体运营效益、确保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使命。
顺应市场发展需求，2007 年 7 月，经
郑州市政府批准，郑州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更名为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赋予其更多职能职责，在构筑郑州现代
产业体系的征途中，担负着更为重要的
角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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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经营与资
本运作的主要平台，主要负责全市国有
资产经营、重大产业项目的投资建设。
在此基础上，力争把郑州控股打造成郑
州的“淡马锡”，使之发展成为中西部一
流的从事国有资产经营和资本运作的投
资控股公司。
如今，经过近十二年的强劲发展，该
公司已从成立之初的注册资本 5000 万
元、总资产 2.19 亿元，发展为今天注册资
本 19.8 亿元、总资产 188 亿元，其中总资
产规模迎来“滚雪球”式壮大，十二年增
长了近 85 倍。其参股企业包括郑州银
行、交通银行、国泰君安、中电科信息产

业、国投置业、国控西城、国创文化等 30
家企业，涉及金融、高端装备制造、城镇
化建设、棚户区改造等房地产开发、文化
创意、互联网及大数据产业等多个行业。
此外，为担负起为郑州市拓宽投融
资渠道、扩大投融资规模的重担，郑州控
股通过市场化运作形成“立、融、用、管、
还”一体化全产业链投融资运营机制，加
强同各类金融机构对接，利用信贷、发
债、信托等多元化模式提升公司投融资
能力。
同时,为真正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
千斤”的杠杆导向作用，郑州市政府出资
设立市产业发展引导基金，批准设立郑
州市产业发展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主要

投向郑州市电子信息、电子商务、文化创
意旅游等主导产业及新材料、生物及医
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郑
州控股的全资子公司，产业引导基金公
司注册资本 10 亿元，标志着郑州控股提
升投融资能力再添重要抓手。
于无声处听惊雷，郑州控股联合旗
下的全资子公司在构筑现代产业体系的
征途中，在全市上下深化改革的春风中，
每一步走得都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如今
已成为破解郑州市经济社会发展资金难
题的有效工具。

除借助子公司开枝散叶外，郑州控
股自身在投融资领域也频繁发力。
2015 年 5 月，通过南京银行、郑州银行发
行定向私募债 10 亿元，首次利用非传统
银行信贷模式融取资金，实现了融资渠
道的拓展和融资模式的创新；2016 年 9
月，参与发起设立中州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布局保险行业，推动了业务
多元化发展；2016 年 10 月，参与设立郑
州国控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此外，在扶持小微企业，破解其融资
难方面，郑州控股更是积极作为。
“ 国泰

君安郑州小微企业创业投资基金”作为
国内首只定位于服务小微企业发展的创
业基金，总规模 5 亿元，由郑州控股代表
郑州市政府出资启动引导。目前，该基
金为郑州市扶持小微企业发展、支持和
培育创新型、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起到
重要引导、激励作用。
历经十二年的发展，郑州控股一系
列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创新资产经营
管理举措，优化了国有资产产业布局，推
动其持续实现保值增值，在开拓奋进的
漫漫征途中，
乘风破浪，砥砺前行。

2 产业引导基金成绩亮眼，投融资模式创新捷报频传
投资和融资，一进一出，郑州控股用
行动诠释着作为全市“输血管”和“蓄水
池”
的价值。
以产业引导基金公司为例，作为郑
州控股旗下的主要投资平台，虽然成立
仅仅两年多，但已经在投融资领域交出
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据悉，仅 2017 年上
半年，产业引导基金公司拟参与设立光
大郑州国投产业投资基金、光控郑州国
投产业投资基金、中证焦桐华商扶贫子
基金、产业并购基金、郑州市大数据产业
发展基金、制造强市基金、河南军民融合

产业发展母基金、郑州市科技创业投资
引导基金等 8 只基金，涵盖医疗健康、新
能源、产业扶贫、产业并购、大数据、制造
业、军民融合、创业投资等诸多领域，总
规模超 300 亿元 ，参与基金数量及管理
资金规模再上新台阶。
“制造强市基金重
点投资于郑州市主导工业，促进郑州市
工业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据产业
引导基金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相
关文件已经全部起草完毕，正在审核过
程中。另外，社会资金的募集谈判工作
以及子基金的设立工作也在积极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