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大金控杜建军：

深挖产业投资大纵深 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林荣华

聚焦大旅游、大健康、大环保三大领域，深挖产业

投资大纵深，诸多优质项目实现落地；拓展与地方政

府引导基金的合作，成功引入相关企业项目，成为当

地产业转型升级的桥梁；始终坚持“风险管理创造价

值” 理念，继续实现稳健经营———过去的一年，光大金

控成绩斐然。

光大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杜

建军表示，尽管股权投资行业遭遇不少挑战，但光大

金控在砥砺前行中反而激发了更加昂扬的奋斗意志，

投资、销售等综合能力都得到提升。 未来，光大金控将

继续凭借自身在产业投资领域的专业能力和资源禀

赋，凭借对中央政策的深入理解和坚决贯彻，继续助

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在积极应变中砥砺成长

聚焦产业投资，服务实体经济是光大金控不变的

初心。 近年来，受各种因素影响，股权投资行业募、投、

管、退各环节都面临较大困难，但光大金控今年依然

交出了一份出色答卷———

7月22日，历经7年艰难曲折，在光大金控党委直

接指挥下成功破解限制项目发展的重大风险后，光大

金控投资的西部超导终于登陆科创板，也为参与项目

的其他光大系投资带来了丰厚回报；

8月30日， 光大金控旗下PE基金投资的南华期货

在主板首发上市，成为A股期货IPO第一股；

11月1日， 光大金控参与出资重组成立的中国光

大养老健康产业有限公司顺利重组揭牌，助力光大集

团打造“光大养老” 品牌这一重要战略单元。

面对这些成绩，杜建军坦言：“过去一年股权投资

市场确实经受到了比较大的考验，行业中有的甚至用

‘生死之年’ 形容这样一个比较困难的时刻。 但正是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下，反而激发起大家奋斗求变

的欲望，最终也在积极应变、砥砺前行中让自身抵御

‘严寒’ 的能力更强。 ”

在杜建军看来，应对这些挑战更像是对光大金控的一

次深度磨练。“行业整体面临压力，这也推动光大金控

继续坚持在产业投资领域主要围绕大旅游、 大健康、

大环保这三个熟悉的产业发力。 这些领域光大集团本

身就有强大的产业支撑， 比如文旅领域有中青旅控

股，医药领域有嘉事堂以及原来对首都医疗集团的投

资，环保领域有光大国际等等。 围绕这些领域，光大金

控就可以做很多的投资和创新， 有很大的纵深度，目

前也从中挖掘到了很多优质项目，因此在行业整体面

临困难时的生存能力更强。 ”

杜建军进一步表示，虽然募资的规模体量受到一

些影响，但在转变和适应的过程中，光大金控的综合

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个别基金的规模小了，就需

要投得更精致，需要往更早期的项目去看，光大金控

整合资源的能力和愿望就更强，提高了投资能力。 同

时，也会积极寻求引入新的资金，比如政府引导基金，

这也是对销售能力的一种锻炼。 ”

杜建军表示：“办法总比困难多。光坐在家里想总

觉得问题成堆， 但走向市场后就发现办法总比困难

多。 当打开门迎接市场、拥抱这个世界的时候，可作为

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可以选择一些更好的方式去推进

产业投资，比如可以利用光大金控的资源禀赋，利用

光大金控对金融工具的深度理解和运用，和一些具备

产业优势的央企集团进行资源整合。 我们和华润资本

的合作就是一个例子。” 据杜建军介绍，光大金控和华

润资本合作的大健康产业母基金即将落地，首期规模

50亿元。

担当地方产业升级的“桥梁”

近年来，各地政府引导基金规模增长迅速，但也

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落地难的问题。 凭借自身在产业投

资领域的深厚积累和对政策的深入理解，光大金控成

功助力一些政府引导基金实现市场化高效配置，引入

相关企业项目，成为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桥梁。

“政府推行引导基金，是希望将资源换成资本，推

动实体经济发展，最终形成产业优势。 但是很多政府

引导基金在投向上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方向和可行的

项目， 因此需要专业的基金管理人帮忙引入资源，这

时候，光大金控这样成熟管理机构的优势就发挥出来

了。 ” 杜建军说。

杜建军认为，光大金控作为国企在助推政府引导

基金落地上拥有独特优势。“在对政策的解读上，或者

说在坚定执行中央政策方面，我们相比投资人有更广

阔的视野，同时做政策的基石投资者是我们长期坚持

的投资策略，与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初衷更为一

致，会主动引导被投资企业利用好政府的政策，投资

人也比较满意。 ”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环境下， 地方政府推动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求十分迫切，需要通过引入产

业推动结构优化升级， 从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和就

业。 同时，地方政府也越来越理智，市场化意识很强，

这和基金管理人、投资者的诉求是一致的。” 杜建军继

续说，“比如，我们在引入企业项目时，会更多地关注

产业方和投资人的意见，基金的钱会更多地用在技术

引进、股权激励等刀刃上，而不是用来买地、买厂房，

最后形成一笔无形资产，虽然这能够推高GDP，但并

不意味着能真正产生经济效益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

因此，土地和厂房主要是采取租赁方式，约定一个合

理的租金。 这相当于将地方政府、产业方、基金投资人

紧密捆绑在一起。 事实上，地方政府也是基金投资人，

项目成功了，地方政府也能够获得投资回报。 ”

据杜建军介绍，目前光大金控旗下的产业基金基

本都有政府引导基金的参与。 凭借自身在产业投资领

域的丰富经验和充分的资源禀赋，光大金控推动了多

地政府引导基金的市场化高效配置，成功引入相关企

业项目，助力当地产业转型升级。“我曾跟地方招商局

的领导说，‘与其招商跑断腿，不如先一起动动嘴’ 。”

杜建军笑着说，“大家坐在一起，我可以把现有的一些

项目前景说一说， 你可以把当地的优势拿出来PK，比

如交通便利、人才积累、资本优势等等，有时候大家能

够一拍即合。 当然，我们也会充分考虑产业方的需求，

看落地后能不能更好地促进产业自身的发展。 ”

据了解，今年4月份，光大金控与上饶市政府进行

战略合作，并就铅山文旅项目签署合作协议。 此外，光

大金控与德国匡特家族办公室旗下另类投资平台HQ�

Capital共同发起中德动能转换基金，已经吸引了多地

政府引导基金的关注和参与意愿。 未来，该基金将把

欧洲经济中细分产业领域的诸多“隐形冠军” 企业引

入中国，在各地引导基金和政府的支持下，推动这些

核心技术落户到相应的产业聚集地区，助力当地产业

升级和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坚持“风险管理创造价值” 理念

今年以来， 个别财富管理机构出现风险事件，杜

建军表示，这本质上是敬畏风险的意识不足和防范风

险的制度不全引起的。“目前财富管理市场中，一些机

构的风险防范理念、制度、文化建设都不健全，过分关

注资产的回报率， 而不是考虑底层资产有多少风险，

如何防范这些风险，最终导致了风险事件的发生。 ”

在杜建军看来， 光大金控有几个鲜明的特色：一

是市场化特色， 坚持用市场化机制推动业务发展，为

机制体制改革保驾护航；二是严控风险，筑牢风控底

线；三是坚持央企特色的投资逻辑，面向国家战略和

政策导向；四是创新特色，善于创新运用各种金融工

具。

“光大金控作为国有金融机构本身就承载着投资

人的信任。 在风控方面，我们始终坚持严控风险是底

线、是资产管理机构的生命力、风险管理能够创造价

值的原则。 光大金控的财富管理始终贯彻这个原则，

实行全员、全程、全面的风险管理。 从项目准入到投资

管理， 再到后期的投资退出都是一个完整的链条，能

够保证在企业出现风险时，都有一系列的处理手段。”

杜建军说。

杜建军表示，投资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风险，因此，

控制风险， 深入了解融资企业的方方面面十分重要。

“如果不了解你的融资客户， 在出现风险的时候就无

从应对。 一些财富管理机构之所以出现问题，常常是

融资客户过度融资，机构也不了解这个客户有多少操

作能力，出现风险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和抓手。 光大金

控对每一个融资客户都十分了解，对每个融资企业都

设计了风险预警方案，比如推动重组、推动资金链的

改变等等，一旦发生风险，知道怎么去应对。 而且光大

金控有广泛的朋友圈，可以找到这个行业中强有力的

龙头企业来帮助我们，比如要不要托管，要不要继续

投资，是否需要输出管理等等。 ”

杜建军进一步指出，有些企业其实只是暂时遇到

了困难，但是企业价值还在，这时候如何应对和化解

风险更为重要。 比如遇到短期资金风险，可以通过债

务重组或者引入新资金的方式，把原来的债务进行有

效清理，让企业的原有价值发挥出来，再经过长期的

经营运作，寻找并购等其他退出渠道。

简历

杜建军， 光大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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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风险管理创造价值” 理念

今年以来， 个别财富管理机构出现风险

事件，杜建军表示，这本质上是敬畏风险的意

识不足和防范风险的制度不全引起的。 “目

前财富管理市场中， 一些机构的风险防范理

念、制度、文化建设都不健全，过分关注资产

的回报率，而不是考虑底层资产有多少风险，

如何防范这些风险， 最终导致了风险事件的

发生。 ”

在杜建军看来， 光大金控有几个鲜明的特

色：一是市场化特色，坚持用市场化机制推动

业务发展，为机制体制改革保驾护航；二是严

控风险，筑牢风控底线；三是坚持央企特色的

投资逻辑，面向国家战略和政策导向；四是创

新特色，善于创新运用各种金融工具。

“光大金控作为国有金融机构本身就承载

着投资人的信任。 在风控方面，我们始终坚持

严控风险是底线、 是资产管理机构的生命力、

风险管理能够创造价值的原则。 光大金控的财

富管理始终贯彻这个原则，实行全员、全程、全

面的风险管理。 从项目准入到投资管理，再到

后期的投资退出都是一个完整的链条，能够保

证在企业出现风险时， 都有一系列的处理手

段。 ” 杜建军说。

杜建军表示， 投资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风

险，因此，控制风险，深入了解融资企业的方方

面面十分重要。 “如果不了解你的融资客户，

在出现风险的时候就无从应对。一些财富管理

机构之所以出现问题，常常是融资客户过度融

资， 机构也不了解这个客户有多少操作能力，

出现风险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和抓手。光大金控

对每一个融资客户都十分了解，对每个融资企

业都设计了风险预警方案， 比如推动重组、推

动资金链的改变等等，一旦发生风险，知道怎

么去应对。 而且光大金控有广泛的朋友圈，可

以找到这个行业中强有力的龙头企业来帮助

我们，比如要不要托管，要不要继续投资，是否

需要输出管理等等。 ”

杜建军进一步指出， 有些企业其实只是暂

时遇到了困难，但是企业价值还在，这时候如何

应对和化解风险更为重要。 比如遇到短期资金

风险， 可以通过债务重组或者引入新资金的方

式，把原来的债务进行有效清理，让企业的原有

价值发挥出来，再经过长期的经营运作，寻找并

购等其他退出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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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极应变中砥砺成长

聚焦产业投资，服务实体经济是光大金控不变的初心。近

年来，受各种因素影响，股权投资行业募、投、管、退各环节都

面临较大困难， 但光大金控今年依然交出了一份出色答

卷———

7月22日，历经7年艰难曲折，在光大金控党委直接指挥下

成功破解限制项目发展的重大风险后， 光大金控投资的西部

超导终于登陆科创板， 也为参与项目的其他光大系投资带来

了丰厚回报；

8月30日， 光大金控旗下PE基金投资的南华期货在主板

首发上市，成为A股期货IPO第一股；

11月1日，光大金控参与出资重组成立的中国光大养老健

康产业有限公司顺利重组揭牌，助力光大集团打造“光大养

老” 品牌这一重要战略单元。

面对这些成绩，杜建军坦言：“过去一年股权投资市场确

实经受了比较大的考验，行业中有的甚至用‘生死之年’ 形容

这样一个比较困难的时刻。但正是在这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下，

反而激发起大家奋斗求变的欲望，最终也在积极应变、砥砺前

行中让自身抵御‘严寒’ 的能力更强。 ”

在杜建军看来， 应对这些挑战更像是对光大金控的一次

深度磨练。“行业整体面临压力，这也推动光大金控继续坚持

在产业投资领域主要围绕大旅游、大健康、大环保这三个熟悉

的产业发力。这些领域光大集团本身就有强大的产业支撑，比

如文旅领域有中青旅控股， 医药领域有嘉事堂以及原来对首

都医疗集团的投资， 环保领域有光大国际等等。 围绕这些领

域，光大金控就可以做很多的投资和创新，有很大的纵深度，

目前也从中挖掘到了很多优质项目， 因此在行业整体面临困

难时的生存能力更强。 ”

杜建军进一步表示，虽然募资的规模体量受到一些影响，

但在转变和适应的过程中， 光大金控的综合能力得到了很大

的提升。 “个别基金的规模小了，就需要投得更精致，需要往

更早期的项目去看，光大金控整合资源的能力和愿望就更强，

提高了投资能力。 同时，也会积极寻求引入新的资金，比如政

府引导基金，这也是对销售能力的一种锻炼。 ”

杜建军表示：“办法总比困难多。 光坐在家里想总觉得问

题成堆，但走向市场后就发现办法总比困难多。当打开门迎接

市场、拥抱这个世界的时候，可作为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可以

选择一些更好的方式去推进产业投资， 比如可以利用光大金

控的资源禀赋，利用光大金控对金融工具的深度理解和运用，

和一些具备产业优势的央企集团进行资源整合。 我们和华润

资本的合作就是一个例子。 ” 据杜建军介绍，光大金控和华润

资本合作的大健康产业母基金即将落地，首期规模50亿元。

担当地方产业升级的“桥梁”

近年来， 各地政府引导基金规模增长迅

速，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落地难的问题。

凭借自身在产业投资领域的深厚积累和对政

策的深入理解，光大金控成功助力一些政府引

导基金实现市场化高效配置，引入相关企业项

目，成为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桥梁。

“政府推行引导基金， 是希望将资源换成

资本，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最终形成产业优势。

但是很多政府引导基金在投向上并没有十分

明确的方向和可行的项目，因此需要专业的基

金管理人帮忙引入资源，这时候，光大金控这

样成熟管理机构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 ” 杜建

军说。

杜建军认为， 光大金控作为国企在助推政

府引导基金落地上拥有独特优势。 “在对政策

的解读上， 或者说在坚定执行中央政策方面，

我们相比投资人有更广阔的视野，同时做政策

的基石投资者是我们长期坚持的投资策略，与

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初衷更为一致，会主

动引导被投资企业利用好政府的政策，投资人

也比较满意。 ”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环境下， 地方政

府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求十分迫切，需

要通过引入产业推动结构优化升级，从而推动

地区经济发展和就业。 同时，地方政府也越来

越理智，市场化意识很强，这和基金管理人、投

资者的诉求是一致的。 ” 杜建军继续说，“比

如，我们在引入企业项目时，会更多地关注产

业方和投资人的意见，基金的钱会更多地用在

技术引进、股权激励等刀刃上，而不是用来买

地、买厂房，最后形成一笔无形资产，虽然这能

够推高GDP，但并不意味着能真正产生经济效

益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 因此， 土地和厂房主

要是采取租赁方式， 约定一个合理的租金。 这

相当于将地方政府、产业方、基金投资人紧密捆

绑在一起。 事实上，地方政府也是基金投资人，

项目成功了，地方政府也能够获得投资回报。 ”

据杜建军介绍， 目前光大金控旗下的产业

基金基本都有政府引导基金的参与。 凭借自身

在产业投资领域的丰富经验和充分的资源禀

赋， 光大金控推动了多地政府引导基金的市场

化高效配置，成功引入相关企业项目，助力当地

产业转型升级。“我曾跟地方招商局的领导说，

‘与其招商跑断腿，不如先一起动动嘴’ 。 ” 杜

建军笑着说，“大家坐在一起，我可以把现有的

一些项目前景说一说， 你可以把当地的优势拿

出来PK，比如交通便利、人才积累、资本优势等

等，有时候大家能够一拍即合。 当然，我们也会

充分考虑产业方的需求， 看落地后能不能更好

地促进产业自身的发展。 ”

据了解，今年4月份，光大金控与上饶市政

府进行战略合作， 并就铅山文旅项目签署合作

协议。 此外， 光大金控与德国匡特家族办公室

旗下另类投资平台HQ� Capital共同发起中德

动能转换基金， 已经吸引了多地政府引导基金

的关注和参与意愿。 未来， 该基金将把欧洲经

济中细分产业领域的诸多“隐形冠军” 企业引

入中国，在各地引导基金和政府的支持下，推动

这些核心技术落户到相应的产业聚集地区，助

力当地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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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大旅游、大健

康、 大环保三大领域，

深挖产业投资大纵深，

诸多优质项目实现落

地；拓展与地方政府引

导基金的合作，成功引

入相关企业项目，成为

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

桥梁；始终坚持“风险

管理创造价值” 理念，

继 续 实 现 稳 健 经

营———过去的一年，光

大金控成绩斐然。

光大金控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 总裁杜建军表示，

尽管股权投资行业遭

遇不少挑战，但光大金

控在砥砺前行中反而

激发了更加昂扬的奋

斗意志，投资、销售等

综合能力都得到提升。

未来，光大金控将继续

凭借自身在产业投资

领域的专业能力和资

源禀赋，凭借对中央政

策的深入理解和坚决

贯彻，继续助力实体经

济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