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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信托 PE 业务：转型的新机遇
随着传统信托业务竞争加剧以及融资类信托业务监管趋严，信托公司开展权投
资业务的热情再度高涨。越来越多信托公司已设立或正准备设立 PE 子公司，不再囿
于通道融资，而是开展真正的私募股权投资业务，谋取转型的新机遇。
PE 业务尚未普及
根据被投资企业发展阶段不同，私募股权投资可细分为天使投资、创业投资、
成长资本、Pre-IPO 以及并购。早在“一法两规”出台不久，信托公司就开始尝试
PE 业务，2007 年 4 月湖南信托与中信信托分别推出了“深圳达晨信托产品系列之创
业投资一号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和“中信锦绣一号股权投资基金信托计划”。然而，
由于信托行业大跃进时期最盛行的是通道业务及传统私募投行业务，加上缺乏专业
化的 PE 业务人才储备，一直以来信托公司对 PE 业务不是特别积极。
在监管机构层面，对于信托公司 PE 业务的开展持鼓励态度，并且不断推出相应
的政策。2008 年 6 月，银监会颁发《信托公司私人股权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
明确了私人股权投资信托业务包括投资未上市企业股权、上市公司限售流通股及其
他股权。2011 年 6 月，银监会非银部开始拟定《信托公司 pe 子公司设立操作指引》，
明确信托公司可通过设立 PE 子公司开展 PE 业务；2014 年银监会下发“99 号文”提
出大力发展真正的股权投资。
随着经济、政策环境进入调整期，传统私募投行业务的空间日渐缩小，加上 A
股 IPO 的重新开闸，使得信托公司将目光又重新放在 PE 领域。今年以来，多家信托
公司开始大举布局 PE 领域。中融信托为其 PE 子公司北京中融鼎新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增资到 5 亿元，近期面向社会推出了投向中兴牧业的中融·融琨一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上海信托出资成立了名为上海浦耀信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 PE 子公司，注
册资本 1000 万元。华能信托、华宝信托、民生信托亦在筹备其 PE 业务。
但是，由于很多信托公司习惯于现有的债权投资业务模式，缺乏相应的 PE 业务
资源与人才储备，并且对于 PE 业务的风控不太了解，贸然设立 PE 子公司会给公司
短期内的经营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对于 PE 业务的开展仍旧持谨慎态度。
PE 行业面临转型
虽然 PE 业务开始进入更多信托公司的视线，但是 PE 行业本身正处在不断转型
与变化中，原本长期耕耘 PE 业务领域的很多 PE 机构正面临着新一轮的洗牌。目前
来看，PE 行业的转型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传统 Pre-IPO 业务竞争激烈，空间缩小。过去几年，我国的私募股权投资
一直以 Pre-IPO 为主，因为我国实行 IPO 实行核准制，二级资本市场较一级资本市
场存在巨大溢价， Pre-IPO 项目天然能够获得高额回报。但 2009 年开始，各路资
金纷纷加入 Pre-IPO 项目的争夺，投资成本水涨船高。IPO 频繁停摆更是拉长了投
资退出周期，令日益脆弱的 PE 行业雪上加霜。即使 IPO 注册制改革可缩短投资退出
周期，但由于一二级资本市场之间除流动性以外的溢价因素将消失，未来 PE 投资以
溢价退出的不确定性仍会大大增加。
二是大量 PE 机构开始向后转型，进入并购业务领域。受企业重组政策利好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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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我国企业并购交易活跃度大幅提升， 2014 年证监会进一步修订《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致力于推助市场化的并
购重组。随着新三板做市商制度的推行，进一步完善了企业股权的退出机制，涉及
新三板挂牌企业的并购业务正在 PE 机构中形成一股浪潮。
三是部分有实力的 PE 机构谋求向前转型，做成长资本和 VC。与 Pre-IPO 不同，
成长资本/VC 投资于更加早期的企业，投资机构不仅需要协助被投资企业完善经营
管理，还要为其商业拓展提供支持；行业专业能力和优质增值服务是投资机构的核
心竞争力。由于 Pre-IPO 业务专业性不高，向前转型对于很多 PE 机构来说面临的阻
力与不确定性更大，目前从传统 PE 的 Pre-ipo 领域向前转型的 PE 公司大多为历史
悠久、资金实力雄厚、具备专业队伍的机构。
信托公司介入建议
过去几年信托公司在 Pre-IPO 相关的资源和经验的积累很少，与 PE 机构相比不
具备优势，加上现在 Pre-IPO 市场竞争白热化，利润空间大大压缩，因此信托公司
开展私募股权投资不应以 Pre-IPO 为主要业务方向。根据 PE 行业的发展变化，现阶
段信托公司开展私募股权投资应以并购和专业化的成长资本/VC 投资为主。
在并购业务领域，目前信托公司与 PE 机构是站在同一个起点上的，信托公司应
该抓住并购市场发展的历史机遇，以多种形式开展并购业务。从投资空间来看，欧
洲的并购基金占比超过 80%，全球创投基金中并购基金所占金额超过 40%，而国内这
一比例尚低于 10%，因此长远来看我国投资机构开展并购业务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成长资本/VC 领域，信托公司可以尝试聚焦几个行业进行战略布局，并可能
需要发挥好股东背景的优势，引进行业专业人才建立核心竞争力。随着我国技术升
级、消费升级以及服务升级，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投资机构依旧能够捕获投资机会，
从而在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
重视机构资金募集
机构资金募集能力是开展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的重要保障，不论是并购还是成长
资本投资，这类业务的投资周期少则 3-5 年，多则更长。个人投资者一般缺乏完善
的长期资产配置规划，投资成熟度不高，且个人随意性很强，资产流动性需求很高，
并不是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稳定的资金来源。而机构投资者不仅资金量大，而且具有
长期资产配置规划，能为私募股权投资业务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
因此，除了设立 PE 子公司和从 PE 机构引进相应的人才外，信托公司开展私募
股权投资还要提高自身的机构资金募集能力，尤其是面向上市公司、保险机构等长
期资金提供者的募集能力，为业务开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

宏观形势
国务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建成立体交通走廊
9 月 25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
同时公布了《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2014-2020）》，未来将依托长江
黄金水道，统筹铁路、公路、航空、管道建设，加强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和综合交
通枢纽建设，加快多式联运发展，建成安全便捷、绿色低碳的综合立体交通走廊，
增强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支撑力。
银监会：8 月末银行业总资产 162.73 万亿同比增 14.9%
银监会 9 月 25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8 月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
162.73 万亿，较上年同期增长 14.9%。其中，商业银行总资产 126.27 万亿，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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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4.7%，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比例为 77.6%。从总负债看，截至 8 月末，银行业
金融机构总负债为 151.42 万亿，较上年同期增长 14.6%，较 7 月末 14.7%的增速降
0.1 个百分点，自 7 月以来连降 2 个月。其中，商业银行总负债 117.42 万亿，同比
增长 14.4%，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例为 77.5%。

外管局：资本流入流出无明显变化将取消资本汇兑限制
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 9 月 25 日在三季度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中国资本账
户开放是个渐进的过程。下一步会逐步取消资本项目在汇兑方面的限制。目前资本
流入和流出没有明显的变化。此外，外管局透露，在青岛发现虚假贸易相关文件，
全国范围内发现总计 100 亿美元金额虚假转口贸易，将继续打击非法贸易融资。外
管局认为，中国外债风险非常低，中国企业应该更多使用外汇对冲工具。
财政部： 公布 1-8 月国有企业经营情况
财政部网站 9 月 22 日公布了 2014 年 1-8 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
情况，2014 年 1-8 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 311778 亿元，同比增长 5.5%；营业总
成本 300775.4 亿元，同比增长 5.7%；利润总额 16441.1 亿元，同比增长 8%。1-8
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同比增幅继续放缓，利润总额同比增幅出现下降，成本增幅
继续高于收入增幅。从行业看，钢铁、交通等行业实现利润继续保持较大增幅；煤
炭、化工等行业实现利润降幅仍较明显；有色行业仍未摆脱亏损。
央行：结束资金净投放，本周净回笼资金 110 亿元
央行公开市场周四进行 180 亿元了 14 天期正回购操作，
中标利率持平于 3.50%，
当日公开市场有 100 亿元 14 天期正回购到期，据此推算，当日公开市场净回笼 80
亿元。周二公开市场进行了 180 亿 14 天正回购，当日实现净回笼 30 亿。公开市场
本周（9 月 20 日-9 月 26 日）有 250 亿元正回购到期，无央票及逆回购到期。据此
推算，本周净回笼 110 亿，结束了之前连续净投放的操作。
点评：出于调结构促改革的考虑，今年货币政策主要以定向调控为主，全面放
松的可能性偏小，大面积降准降息难现，接下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变动也需要等
待后期的经济状态

行业动态
《中国信托业 2013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发布
9 月 19 日，由中国信托业协会组织编制的《中国信托业 2013 年度社会责任报
告》正式发布。报告从依法合规稳健发展、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倾力保障受益人利
益、促进民生福祉改善、积极推动社会公益、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全力帮助员工成
长以及稳步推进责任管理八个方面全面，生动展示了 2013 年度中国信托业在履行社
会责任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成果。伴随着信托业的发展及其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
社会各方对信托业的社会责任将给予更高的要求和期待，信托业必将不断加强社会
责任工作。
中信信托：推出国内首单互联网消费信托
中信信托 21 日携手百度金融、中影股份及德恒律所在北京联合推出“百发有戏”
电影大众消费互联网服务平台，探索“消费众筹+电影+信托”的全新互联网金融商
业模式。该款信托产品通过聚焦电影文化产业的“消费+金融”双重属性，将人气电
影《黄金时代》及其周边产品的消费权益纳入信托范围，消费者通过参与百发有戏
平台的预售或团购获得电影票、影院卡等实物、服务或媒体内容形式的消费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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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信托：注册资本金将增至 7 亿
9 月 23 日，安信信托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完成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公告显示，公司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
将由目前的 454,109,778 元，增加至 704,109,778 元。截止 2013 年末，安信信托司
总资产 16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6.49 亿元，增幅为 68.27%，负债总额 7.36 亿元。
营业总收入为 8.79 亿元，同比增加 84.99%。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79 亿元，归
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8.65 亿元。
中融信托：控股道富基金，更名为中融基金
9 月 24 日，道富基金公告，宣布正式更名为“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外
方股东道富环球投资管理亚洲有限公司已将其所持有的道富基金 49%的股权全数转
让给了上海融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晟投资”），并完成了相关变更事项。
现在的中融基金最新股权结构为，中融信托持股 51%，融晟投资持股 49%，其中融晟
投资是中植集团旗下的全资控股子公司，而中植集团也是中融信托的实际控制人，
持有中融信托 32.99%的股权。因此，中融信托获得了中融基金的实际控制权。
中诚信托：与工商银行、投资人就诚至金开 2 号处置达成共识
9 月 23 日晚 7 时，投资人代表、中诚信托、工商银行在北京中诚信托总部召开
了第一次正式的洽谈会。两家金融机构在会上初步达成共识，表态始终并继续共同
推进项目的风险处置工作，并表示争取用 6 个月时间解决诚至金开 2 号项目处置问
题。中诚信托表示，目前在信托融资企业新北方公司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将把收取
的信托报酬全部用于后续资产处置所需的相关费用，以推动煤矿手续完善，促进资
产增值，加快完成风险处置。
华澳信托：停售临沂金世纪信托产品
近日，邯郸房地产龙头企业金世纪地产老板史虞豹跑路事件引起了各方媒体关
注，而华澳信托一款信托产品也有所牵连。2014 年 7 月华澳信托发售了一款名为“长
盈 66 号金世纪信托贷款集合信托计划”的产品，续存期限 2 年，计划募资 2.8 亿元，
信托资金用于向临沂金世纪地产发放贷款，信托计划的担保方为史虞豹名下的邯郸
金世纪地产以及河北新能电力集团。金世纪曝出问题后，邯郸市政府已牵头成立了
工作组，帮助解决金世纪地产集资和债务违约等问题。目前华澳信托上述信托产品
已停止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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