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银行定增缓解资本补充压力
业绩比较“目标”均为 H 股上市银行

私募基金领军人物系列访谈之一

前 言

本报记者 吕 东

从 2004 年到现在，风雨兼程 16 载，中国经济早已快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居民财富不断积累，对财富管理的新追求更为强烈。
私募基金行业顺应时代而生，蓬勃发展。 截至 2019 年一季度末，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达到 2.44 万家，合计管理规模达到 12.79 万亿元。 其
中，私募股权与创投基金管理人 1.47 万家，占比 60.2％，管理规模 9.12 万亿元。
中国私募基金筚路蓝缕砥砺前行的发展历程，是中国资本市场体系日益完善的重要体现。 回望历史，那些为中国基金业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士值得我们
永远致敬，那些重要的事件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私募基金作为一股磅礴的新生力量，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深信，中国私募行业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
明天！
虽然行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不容否认，我国私募基金尚处于粗放发展阶段，专业化和规范运作水平仍有待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化素养有待提高。 本系列
报道希望通过对行业内有投资成绩的领军者进行访谈，报道他们的投资心得、行业发展建言，藉此推动行业管理者成长，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跟投京东金融估值升超 2 倍
勃尔金投资陈江红：投项目先看管理人
本报记者 张志伟 王 宁

不张扬，有春风拂面的和婉，亦不
乏雷厉风行的干练。 这是《证券日报》
记者初见陈江红的第一感觉， 两种看
似相悖的个性特质却无痕的融合在一
起，这可能是源于 20 多年投资生涯的
历练。 作为股权投资界少有的女掌门，
陈江红已经对股权和二级市场的投资
掌握了一套独有的生存法则， 即：看
人、看项目、看市场。
作为北京勃尔金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的总裁，陈江红认为，投资一定要掌
握三要素，一是管理的人，二是项目本
身， 三是项目所处的行业现状及前景
等， 这是判断是否进一步投资的基础
条件，首先是看管理的人。 从事二级市
场和股权投资 20 多年，曾参与和负责
过江苏综艺集团及其旗下多家已上市
和拟上市公司的资本运作， 陈江红对
如今的投资江湖，冷静、进取、亦智慧。

投资京东金融
源于一场饭局
在陈江红的办公室， 记者并未发
现投资人常有的奢华之风， 简单的办
公桌上架设着四五块显示屏， 房间一
角陈列了不少投资书籍， 在十几平方
米的办公室里，连一张沙发都没有。
简单介绍 就 坐 后 ， 陈 江 红 并 不
像大多数投资人那样大谈投资经
历， 而是给记者讲起了小故事。 她
说， 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攻读 EMBA 硕士时， 结识了很好的
导师和校友， 对之后的投资帮助很
大 ；1993 年 开 始 在 中 国 国 际 期 货 公
司做业务， 当时是从经纪人开始做
的，后来帮助客户投资过上海铜、日
本棉纱甚至恒生指数期货， 也见 识
过期货市场著名的“327 国债”事件。
期货市场的跌宕起伏和财富效应，
使她对投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买
了不少投资书来研读， 还曾给公司
大客户做过技术分析培训课， 现在
想起来那时候的自己还只懂一些投

勃尔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陈江红

资的皮毛，对市场欠缺敬畏之心，也
并不知道风控的重要。
“1995 年 4 月份招聘进入江苏综
艺股份集团， 当时在公司主要负责投
融资和证券投资工作， 以及投资者关
系、政府关系等内容。 ”陈江红向记者
介绍说，“当时综艺集团有 300 多亿元
的资产规模， 旗下有参控股国内外十
多家上市公司。 2014 年正值股市牛市
之际， 创办北京勃尔金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截至目前已发行并管理了勃尔
金二号证券投资基金、勃尔金八号（嘉
兴）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南通勃尔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等产品，由此从二级市场
投资切换到股权投资市场。
“二级市场和股权投资还是有很
大不同之处的。 ”陈江红说，两个看似
相连接的市场， 实则对投资人要求掌
握的投资要素不同。 二级市场的尽调
可以围绕上市公司本身， 而股权投资
的风险则相对较高， 对投资人提出的
要求也会偏高。
事实上， 作为私募投资市场少有
的女掌门， 陈江红的投资战绩也是可
圈可点。
在股票投资方面， 二十多年股市
沉浮的历练，使她更冷静和注重风控，

并在其中硕果累累，如石墨烯个股，从
10 元 / 股买进在 32 元 / 股以上卖出，
当时主要是石墨电极的涨价引起的，
还有白酒股等。
据悉，在陈江红的带领下，勃尔金
投资已备案的私募基金产品多达数
只，管理资产规模在数亿元。 而在过往
业绩中，跟投的京东金融、京东物流、
常山股份和澜起科技等， 目前的收益
都有不同程度的倍数提升。
“
说起过往所投的项目中， 京东金
融算是比较有意思的。 ”陈江红说，当时
参加一个金融圈的小范围聚会，有一个
银行机构的朋友力荐京东金融， 说比
较看好这个项目， 出于对这个朋友的
信任， 在其介绍下对京东金融进行了
多方面了解和研究， 随后又对京东金
融所处的行业现状和前景进行了专业
性评估，才决定跟投京东金融。“京东
金融 A+ 轮投资前为 500 亿元估值，
参与跟投后估值达到了 1200 亿元，目
前估值已经在 1330 亿元左右了，升值
了 2 倍多。 ”

将转战网络信息、
健康消费市场
据记者梳理， 陈江红的投资战绩

除京东金融外，京东物流、常山股份和
澜起科技等，也都获得了不菲的收益。
其中， 京东物流 A 轮投资估值为 109
亿美元，曾是最抢手的好项目；参与跟
投的北明软件借壳常山股份已上市多
年；澜起科技目前估值升幅已有一倍；
第七大道已在中国香港上市； 生物制
药九生堂已在新三板创新层拟转板上
市；投资国产自主创新的神州龙芯等。
在这些项目的投资过程中， 陈江
红也表现出了雷厉风行的一面， 只要
符合设定的投资三要素， 会在最短的
时间内作出判断，抓住投资机会。
谈及下一步，陈江红透露说，接下
来会将二级市场和股权投资业务结合
起来， 而投资方向会向网络信息安全
和健康消费侧重， 不管是二级市场还
是股权投资，都会向这两个领域靠拢。
“公司已经与相关投资人一起，准
备布局相关领域， 网络信息安全将是
极具战略高度的投资。 ”她说，另外，关
于健康消费与消费升级有很大关系，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 追求身心健康
成为社会成员的重大需求， 如最近上
市的全球医美第一股新氧公司， 深受
投资者青睐和认可。“投资不仅是投现
在，更多的是要投未来”。
陈江红表 示 ， 投 资 界 其 实 是 混
圈子的， 能拿到好的股权项目不仅
要有敏锐的嗅觉，更要有好的人脉，
否则青睐的项目不一定能拿到，好
的项目如果没有好的价格， 也不值
得去投资。
总结来看，投资要具备五个要素：
一是有高度； 二是学会做人、 善于分
享；三是要有纪律，做好风控；四是要
学好投资心理学； 五是要把研究做深
入，把握投资的确定性。
对于私募基金来说， 还要补充一
点是管理能力和募资能力， 一切需要
在合规和风控好的前提下为投资人做
好投资与财富管理， 给投资人好的投
资回报并将回撤做得最小，稳健前行。
陈江红说， 做投资人最真诚的朋
友， 让投资变成一件最美好和快乐的
事情。

京东已申请近 200 件区块链专利
BAT 区块链专利数量稳居世界 20 强
在区块链专利申请的赛道上，很多中小公司显示出远超其业务体量的热衷度
本报记者 邢 萌

5 月 20 日，在 2019 年全国科技活
动周上， 京东数字科技首次对外披露
区块链专利申请情况。 数据显示，目前
其 已 申 请 的 区 块 链 专 利 数 量 近 200
件，区块链技术已经在品质溯源、数字
存证、 信用网络、 价值创新等场景落
地。
随着京东 区 块 链 专 利 的 最 终 披
露， 互联网巨头在此领域的角逐越发
白热化。 据此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知识产权中心数据，阿里巴巴、腾讯、
百度皆入选 2018 年全球区块链专利
申请人 TOP20 榜单。 其中，阿里巴巴
拥有专利申请 262 件， 腾讯 80 件，百
度 50 件。 以此来看，京东近 200 件的
区块链专利申请数量已处于世界领先
水平。
另外，从专利视角 看 ， 区 块 链 仍
然处于技术生命周期的快速发展
期，而且这一赛道上，很多区块链创
业公司显示出了远超其业务体量的
热衷度。 杭州复杂美 CEO 吴思进对
《证 券 日 报》记 者 表 示 ， 布 局 区 块 链
专利， 一方面是区块链价值越来越
得到认可，现阶段布局有先入优势，
提前占领赛道；另一方面，技术专利
对中小公司来讲尤为重要， 不仅能
保障公司合法权益， 还能提升品牌
形象、增强公司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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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块链专利数量
全球第一
专利领域一向是互联网巨头区块
链布局的重要一环， 也是在新技术中
取得“先入”优势的基础所在。
近年来， 中国的区块链专利数量
增长迅猛， 已超过美国坐上全球第一
把交椅。 中国信通院官网发布的《区块
链专利态势白皮书 （1.0 版）》（以下简
称“
《白皮书》”）显示，目前区块链专利
主要分布在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
亚洲的中国和韩国、 欧洲的英国。 其
中，从 2013 年至 2018 年 12 月 20 日，
中国有 4435 件区块链专利申请，全球
占比 48%，布局数量显著超越美国；第
二名美国有 1833 件区块链专利，全球
占比 21%。
《白皮书》指出，中国区块链专利
数量的高速增长， 不仅代表着我国区
块链的活跃度、 对高新技术的重视和
发展， 也预示着在区块链领域我国将
掌握更多话语权， 国际地位进一步提
升。
值得注意的是， 就区块链专利申
请主体而言， 公司是全球区块链专利
的主要申请力量，占比超七成。 《白皮
书》显示，全球区块链专利中，公司申
请占比 75%，申请量领先于研究机构、
个人和政府机构，“这反映出区块链技

术的产业活跃度较高， 已不仅局限在
研究开发阶段。 ”
《证券日报》记者观察到，布局区
块链专利的公司中，多为互联网公司，
其中，BAT 巨头以雄厚的实力稳居全
球区块链专利实力榜前列。 具体来看，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知识产权中心数
据显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分别以
262 件、80 件、50 件数量排名全球第 2
位、第 7 位、第 15 位，跻身世界 20 强
榜单。 并且，阿里巴巴也是区块链专利
申请数量最多的中国企业。
对于布局区块链专利，可信区块链
推进计划知识产权项目组认为，知识产
权不仅可以为区块链企业保护产品，还
有助于吸引投资和获得垄断利润。

区块链创业公司
抢滩区块链专利
除去 BAT，其他互联网公司也积极
布局申请专利，比如安全企业 360、软件
企业浪潮等。 其中，区块链创业公司对
区块链专利颇为热衷且成果显著，如杭
州复杂美、中链、布比、杭州云象网络、北
京欧链等均位列全球区块链专利前 30
位。 其中，杭州复杂美以 75 件区块链专
利数量排名全球第 8 位。
对此，吴思进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布局区块链专利，一方面是区块
链价值越来越得到认可， 现阶段布局

有先入优势， 提前占领赛道； 另一方
面， 技术专利对中小公司来讲尤为重
要，不仅能保障公司合法权益，还能提
升品牌形象、增强公司软实力。
区块链创业公司选择在专利领域
布局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中国在
发展区块链的过程中， 还是过于浮躁
和偏重应用，技术上总是“拿来主义”，
不愿意在研发能力和基础算法方面认
真投入，导致在源代码的贡献、核心人
才培养等方面愈发落后， 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区块链主管、 可信区块链推
进计划办公室主任卿苏德对 《证券日
报》 记者解释道，“整个社会对软件版
权重视度不够、 违规代价低是以上问
题的部分诱因， 也促使了各个初创公
司在区块链专利上超前布局， 避免以
后的‘专利陷阱’。 ”
可信区块链推进计划知识产权项
目组指出， 尽管区块链专利量一路攀
升， 但不能单纯以区块链专利数量判
断技术创新的价值高低， 还要进一步
判断企业产品的商业应用， 技术创新
创造的市场价值，以及专利的同族、法
律状态等多种因素。“建议政府做好行
业监管监督和专利质量提升工作，企
业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风险防御
意识， 避免在区块链领域出现盲目跟
随投资、大量申请低价值专利等现象，
也避免未来区块链领域出现大量侵权
诉讼的情况。 ”

近期被传赴港上市的贵州银行，虽
然目前为止靴子还没有最终落地，但面
对持续的资本补充压力，贵州银行也一
直在试图通过各种手段进行资本补充。
继去年发行二级资本债券后，贵州
银行正在进行第三次增资扩股。证监会
官网披露的该行定向发行说明书（申报
稿）显示，其拟定增不超过30亿股，募资
金额不超过63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贵州银行在其定向
发行说明书中所列举的6家业绩对比银
行，均为H股上市银行，这似乎也从一个
侧面印证了该行拟未来上市的首选地
点。

启动第三次定增
已顺利募资 56.46亿元
商业银行普遍面临着的资本补充
压力， 对于贵州银行来说也不例外。银
保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
显示，截至去年年末，商业银行平均资
本 充 足 率 14.2% 、 一 级 资 本 充 足 率
11.58%、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11.03%，
而贵州银行这三项资本充足率指标则
分别为12.83%、10.62%和10.62%。由此不
难发现，该行资本充足率整体低于同期
国内商业银行平均水平。
也正因如此，贵州银行自去年以来
频频利用各种融资工具进行资本补充。
2018年，该行先后分两期发行了共计28
亿元的二级资本债券，以充实其二级资
本。而在一级资本补充方面，该行也启
动了第三次增资扩股。“为确保资本充
足率达到监管要求，保障各项业务稳健
增长”， 贵州银行在其定向发行说明书
中指出了此次发行目的。 该行指出，内
生资本已无法满足其资本补充的需求，
引进外部资金进行资本补充，已是目前
的必然选择。此次定向发行将有助于提
升该行资本规模， 为各项业务的快速、
稳健、可持续发展奠定资本基础。
据了解，贵州银行主要面向贵州省内
外优质企业法人单位进行定向增发，本次
定向发行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
购，其中新增投资者合计不超过35名。
资料显示， 贵州银行于2012年9月
份以遵义、安顺、六盘水三家城市商业
银行为基础合并重组设立。截至2018年
年末，持有贵州银行股权5%以上的主要
股东共有3家， 贵州省财政厅持有该行
股份17.71亿股，持股比例为14.3%；中国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17.5亿股，持股比例为14.13%；贵安新
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10.5亿股，持
股比例为8.48%。

定向发行说明书显示，贵州银行此
次定增规模将不超过30亿股，发行价每
股2.1元，发行完成后预计资本充足率将
提升3.51个百分点。 虽然目前这一方案
尚在等待相关部门批复。但该行2018年
年报显示，其第三次增资扩股已募集到
25.89亿股，募集资金合计56.46亿元。由
于该行股东人数超过200人， 根据相关
规定，此次定向发行需报证监会核准。
据了解，自成立以来，贵州银行还
曾于2015年7月份和2017年12月份进行
过两次增资扩股。

业绩对比银行
均为 H股上市银行
虽然贵州银行通过发行二级资本
债券、定向增发使得其资本得到一定补
充，但业务规模的不断增长仍将对其资
本形成持续压力， 尽快登陆资本市场、
继续扩宽资本补充渠道，同样是该行未
来的一个目标。
此前，市场曾传出该行拟登陆港股
市场上市的消息，《证券日报》 记者发
现，在该行定向发行说明书中，其涉及
业绩、资产质量等多项指标选定的可比
银行，包括了江西银行、甘肃银行、中原
银行、天津银行、徽商银行和重庆银行，
而这6家银行恰恰全部为H股上市银行，
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贵州银行
拟未来上市的首选地点。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对于银行
来说，相较于A股市场，尽管赴港上市的
筹备时间相对较短，更便于达成IPO，但
港股市场对于内地银行的估值普遍不
高。投资者对于这类银行的热情也日趋
冷淡，近年来，多家银行公开发售发行
均出现了认购不足的情况。
尽管面临资本补充的压力， 但贵州
银行去年业绩还是表现较好。 年报显示，
该行2018年实现净利润28.83亿元， 同比
增长27.84%。贵州银行资产规模在2018年
突破3000亿元关口， 截至2018年年末，贵
州银行总资产达3415亿元，增幅19.25%。
该行资产质量有较大提升，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 其 不 良 贷 款 率 为
1.36%， 较2017年年末下降0.24个百分
点。不良贷款率显著低于可比银行和全
国商业银行水平。
近年来， 随着众多银行实现上市，
上市银行队伍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同
城兄弟”， 而若未来贵州银行实现IPO，
贵州省内也将迎来两家本土上市银行。
年报显示， 已在A股市场上市数年的贵
阳银行在资产规模和净利润上均领先
于贵州银行，而后者在净利润增速上则
表现更为强劲。而在资产质量上，两家
银行基本持平。

前4个月“50亿元级”私募平均收益近20%
仅1家亏损
本报记者 王 宁

今年以来，A股迎来一轮反弹行情，
私募产品收益也有所普升。《证券日报》
记者梳理私募排排网最新数据发现，今
年前4个月， 管理规模在50亿元以上的
股票策略型私募机构中，平均收益率为
19.84%。在正收益方面，多达38家私募
录得正收益，占总数的97.43%；其中，有
18家私募机构收益超过20%，仅有1家私
募录得负收益。
与此同时，管理规模在20亿元至50
亿元之间的私募机构中，股票策略私募
前4个月平均收益率为21.20%；其中，62
家私募获得了正收益，多达34家机构的
收益超过了20%。

12家大型私募
近五年收益超 100%
今年4月份，A股市场整体呈冲高回
落走势， 其中沪指在4月8日最高涨至
3288点后出现调整， 4月下旬再次冲击
3300点无果，随后市场出现今年以来最
大一次调整。在此背景下，不同规模的
私募机构收益表现也不一致。
《证券日报》 记者梳理私募排排网
数据发现，截至今年4月底，管理规模在
50亿元以上的私募有39家， 占总量的
4.61%， 其股票策略私募的平均收益录
得19.84%。 多达38家私募录得正收益，
占比97.43%，其中，有18家私募收益超
过了20%，仅有1家私募录得负收益。
从成立时间来看，管理规模高于50
亿元、 产品发行时间超过1年的股票策
略私募基金， 在今年前4个月的平均收
益率为4.95%。在收益方面，有25家机构
录得了正收益，其中，9家私募机构收益
率超过10%， 有13家私募机构录得负收
益。
管理规模高于50亿元、产品发行时
间超过3年的股票策略私募基金， 在今
年前4个月的平均收益录得37.53%。有

多达29家私募机构录得了正收益，其
中， 有20只产品近三年来的收益超过
30%，仅5家私募机构在近三年来出现亏
损。
管理规模高于50亿元、产品发行时
间超过5年的股票策略私募基金， 在今
年前4个月中，21家私募机构全部取得
正收益， 其中，12家私募机构在近五年
来的收益超过100%。

62家中型私募
全部实现正收益
数据显示，管理规模在20亿元至50
亿元的股票型私募有62家， 占总量的
7.52%， 今年前4个月的平均收益率为
21.20%；62家私募都获得了正收益，其
中，多达34家机构的收益超过20%。
从成立时间来看，管理规模在20亿
元-50亿元、产品发行时间超过1年的股
票策略私募， 在今年前4个月的平均收
益率为8.62%。在收益区间上，取得正收
益的私募机构有52家，其中，有12家私
募机构在近一年的收益超过20%， 录得
负收益的机构有10家。
管 理 规 模 在 20 亿 元 -50 亿 元 、 产
品发行时间超过3年的股票策略私
募， 在今年前4个月的平均收益率为
48.59%，有多达45家私募机构在近三
年来获得正收益， 占总量的93.75%。
在收益区间上，有多达16家私募机构
的收益超过了50%， 出现亏损的只有
三家私募机构。
与此同时，管理规模在10亿元至20
亿元的59家股票型私募中，其平均收益
率为20.70%，均获得正收益，其中，收益
率超过20%的私募有23家。
管理规模在1亿元至10亿元的329
家股票策略私募中， 其平均收益率为
23.56%， 取得正回报的机构占总数的
97.63%。在收益区间上，收益超过50%的
机构有21家，多达173家机构在今年前4
个月的收益率超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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