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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企业家跨年点赞角逐激烈
最牛大佬方阵领衔，
囊括金融、
食品、
制造、房地产等多领域领军人物
□本报记者 丁倩

核心提示丨一份中原经济界的重量级榜单首次发布！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和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致敬中原企
业家跨年点赞大型公益行动”启动后，点赞豫先生第一周榜单数据已经出炉。截至记者发稿前，第二周榜单名次还在进行激烈角逐。
从实时榜单分析，排名前十强者囊括了河南省食品业、制造业、房地产和金融豫军以及民营金融的领军人物，折射出河南优势产业及其
背后的关键人物在公众心目中的极强认知度。不过，从目前榜单来看，公众对国企掌门人的感知度相对不高。

大佬方阵领衔入围 10 强
在刚刚过去的 2017（第十三届）大河
财富中国论坛上，实业领袖、金融豫军、董
秘群体和基金先生共赴大河之约，大河财
立方以改写中原财媒传播格局之势惊艳亮
相。同时，为期一个月的
“致敬中原企业家
跨年点赞大型公益行动”
同步盛大启动。
记者从大河财立方、财经先生大数据
平台负责人处获悉，活动开启后，平台点赞
人数爆棚，公众纷纷为自己熟悉、关注、喜

爱的企业家送去“大拇指”，对企业家和榜
单的各种讨论也颇为热烈。
据了解，截至目前,排在前 10 名的都
是知名豫企领军人物。食品业领袖双汇发
展董事长万隆，
制造业领袖宇通客车董事长
汤玉祥，
房地产领袖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
葆森，
河南精品地产的代表人物美景集团董
事长王小兴，
金融豫军领袖则有中原银行董
事长窦荣兴和中原证券董事长菅明军。作

为民营金融领袖的河南鑫融基金控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年永安活性十足，
此次排名暂
居首位。
“创二代”
蓝天集团董事长李新华也
闯入前10强。纵观整个榜单，
极具代表性。
就目前而言，排在公众注意力前列者，
涵盖了“实业+金融”两大阵容。前 10 名
中，有 3 位是房地产领域大腕、3 位是金融
领域大咖、两位是食品行业大佬。其中，食
品行业在本榜单中占据了不俗的地位，第

11、第 12 名都是这个行业的领头羊式人
物，分别是鲜易控股董事长朱献福、巴奴董
事长杜中兵。
记者发现，
这份榜单前排缺少了河南能
源集团、
平煤神马、
安阳钢铁，
神火集团和郑
煤等传统国企掌门人身影。这折射出公众
暂时对国企掌门人的感知度相对不高。
随着网友的参与愈加热烈，榜单每一
时间段都在发生剧烈变化。

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
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也指出，企业家是经济
活动的重要主体，这也是中央首次以专门
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
“点赞豫先生、点赞新河南”大型公益
活动，就是通过全媒体力量，用一个月时
间，以点赞活动让社会关注河南企业家精
神，
用致敬方式为河南建设者加油鼓劲。
大河财立方联合全国企业家权威大数
据平台“财经先生”共同搭建了这一平台。
2017 年 12 月 16 日至 2018 年 1 月 15 日这
一个月内，你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右方二维
码，下载财经先生 APP，搜索你最喜爱的
企业家，每天都可以为 TA 点赞。你也可

以关注大河财立方官方微信账号（ID：dahecube），点击下方“豫先生”菜单，随时查
看“豫先生”每周排行榜单，关注活动最新
动态。

点赞豫先生榜单持续更新 等你参与
在本届大河财富中国论坛开幕大会的 “点赞活动”，饱含对中原经济建设者们的
压轴环节，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河南日报报
致敬。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是传媒航母，中
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赵铁军，宇
建七局作为央企代表和国内一流的投资建
通客车董事长汤玉祥，河南建业集团董事
设综合企业集团，对包括河南在内的区域
长胡葆森，海马集团董事长、海南省工商联
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双方看来，
主席景柱，郑州银行董事长王天宇，河南省
企业家是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的战略性
特聘教授、民建河南省委经济委员会主任
资源。他们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坚实脊梁，
杨雪，蓝天集团董事长李新华，中建（郑州） 更是当前新形势下，河南新经济发展的支
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丁雷、贵州
柱和推动力。
茅台酒厂(集团)白金酒总经理蔡芳新一同
在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登台，
在流动的光圈下，
一起按下手印，
启动 “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
了中原企业家大型跨年公益行动的序曲。
主体投身创新创业”。而在 9 月 25 日，中
这场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和中国建筑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一份高规格文件
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一起举办的这场跨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

拿起手机扫描上方二维码，下载财经先生
APP，为你喜欢的中原企业家点赞吧。

河南大河财立方传媒控股有限公司股东阵容

河南华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文化产业基金先行者
□本报记者 程昭华

1 河南首只文化产业基金掌舵者
随着河南大河财立方传媒控股有限
公司宣告成立，其股权结构也浮出水面，
在诸多股东之中，河南华隆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华隆公司）身影的出
现，无疑是其作为河南文化产业基金先行
者又一次落下投资重锤。
资料显示，华隆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是我省实施约谈注册制度后
注册的第一批基金管理公司，其注册资本
2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管理或受托管理非
证券类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是我

省唯一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审核
定后被列入首批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
库合作基金的单位。
在华隆公司的股权组成中，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持股比例 50%，河南省文化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0%，河南省中视
新科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河
南金涤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5%，在文化产业的运营、投资、战略发展
方面，
皆有深厚的运作经验与背景。
而华隆公司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则是

河南省第一家文化产业基金——河南中
原文化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以下简
称“ 中 原 文 化 基 金 ”
）普 通 合 伙 人 身 份 。
2015 年 6 月 8 日，中原文化基金注册成立，
基金总规模为 10 亿元人民币，首期规模为
3 亿元。作为该基金的管理方，
华隆公司在
基金成立之初，就确定了以“谋局与传承”
为战略定位，以“产业链布局+文化品牌树
立”为投资主线的投资布局，从基金 2015
年 9 月投入全面运营到当年年底，中原文
化基金就已完成投资近 30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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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文化产业人士向
记者表示，中原文化基金的出现，一改“发
展靠补贴”
的惯性思维，
通过布局处于文化
产业链关键节点的公司与团队、河南当地
有价值的文化资源等，为本地形成有影响
力的文化品牌，提供了市场化的抓手。
此次投资大河财立方，亦是华隆公司
的一次重要布局。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与总局项目
库建立项目推送及合作机制，并优先获得
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支持，更好
地引导和撬动社会资本，
以
“文化+金融”
的
合作模式助力我省文化产业发展。
“规范和专注”，是华隆基金能够获得
殊荣的关键所在。据公司人士介绍，该公
司从项目审查、尽调、投资等各个环节，都
严格恪守规范要求与行业责任。对于投资
项目采取分层责任制，
真正做到了
“多快好
省”
，
并获得了管理机构与市场融资方的赞
誉。而就在近日，
财政部对于华隆公司以河
南中原文化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名义
积极申报的财政部2017年度文化产业发展

专项基金的申请给予了支持，
中原文化基金
作为河南唯一一家享受财政部2017年文化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市场化配置方面)的基
金单位，获得中央财政资金 8000 万元出
资。目前，
华隆公司正积极配合省财政厅办
理款项拨入基金账户手续，
本次增资后，
中
原文化基金出资规模达到3.8亿元。
“ 资金的成功申报，是动力，也是压
力。”冯长银表示，
华隆公司将继续充分发挥
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选择一批具有投资价
值的优秀文化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保障基金
合伙人的资金安全和投资回报，
并努力整合
省内可发掘的文化资源，
加大文化产业投资
力度，
促进省内文化产业大发展。

2 用规范和专注打造市场化的文化产业
“ 河 南 是 文 化 大 省 ，但 不 是 文 化 强
省。”这句时常挂在人们嘴边的话，折射出
河南文化产业发展的痛点和短板。
在河南华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冯长银看来，河南深厚的历史和巨大
的人口体量，是河南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
和潜力，尤其是新型文化的挖掘，有着远
超想象的市场空间。
为此，
华隆公司在成立伊始，
就聘请专
家组，对河南文化产业市场进行调查和论
证，以此确定了以教育培训、文化科技、文
化旅游等内容为核心的投资方向。利用中
原文化基金的引导作用，目前华隆基金已
快速布局文化创意产业、影视制作、互联网

等新兴产业。通过与知名机构的合作，华
隆公司快速拓展投融资渠道，并已储备多
家并购重组及新三板投资项目，推动河南
文化产业在资本市场向深度和广度扩展。
2017 年 5 月 3 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下发了《关于公布总局改革发展项目
库合作基金的通知》，河南华隆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功入选该项目库合作
基金单位，也成为河南省唯一入选的文化
产业基金。该项目库合作基金是由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遴选，意在加大新闻
出版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提高资
源配置效率，
形成财政出资引导、基金配套
跟进的全新投入机制。入选后，河南华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