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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0 年以来，天津市一下冒
出了卓远天泽、天凯、活立木、盛华
等许多的股权投资基金公司，纷纷
打着私募、PE、股权的旗号，以月息
5%—6%的高额回报吸引社会投资。

投资人范伟（化名）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开始
投资天津麒泰华享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天津日盛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以及天津盛世富邦股权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共 400 万元人民
币，其中含有亲朋好友的资金，至今
均未返还。

据最新披露，截至 2011 年底，
在天津落户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及管理企业已达 2400 多家，认缴资
本突破 4600 多亿元，天津已经成为

业内皆知的、我国最大的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聚集地。面对众多投资受
害者，如此大的摊子该如何收场？
天津正面临一场整顿金融秩序的
大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
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天津早
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提出了金融立
市的战略要求，对于发展金融行业
及私募股权行业给予了一系列的政
策支持和税收优惠。所以，目前注册
在天津的私募股权投资企业并设立
的基金之多并非偶然。

2011 年 1 月 31 日，对于网友对
天津市非法集资现状的担忧，天津
市发改委官网曾做出《我市对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规范运作的制度》一
文回应：

2008 年 11 月，天津市发改委会

同市金融办、工商局、商务委、财政
局、税务局出台了《天津股权投资基
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企业）
登记备案管理试行办法》。具体规定
包括：1、基金必须定向私募，不准以
广告、网站、报纸等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2、不得向投资者承诺固定回报；
3、单个出资人出资金额必须超过
100 万；4、股份公司制基金的投资者
人数不得超过 200 人，合伙制和公
司制基金的投资者人数不得超过 50
人；5、所募集资金必须由有资质的
商业银行进行托管。

业内人士坦言，目前无论是国
家发改委还是天津等 PE 发达地区
的主管部门，都没有强制性地要求
PE 进行备案。但即使是自愿备案，
由于税收等优惠政策往往与备案挂
钩，因此相关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备

案，以取得政府的优惠支持。
随着 3 月份全国统一工商年检

倒计时，天津的 2400 多家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及管理企业面临年检或洗
牌。据公开披露，天津以募资额 2
亿—3 亿元之间的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居多，不排除其中出资额在 200
万—300 万元的个人投资者占据相
当高的比例。

作为中国最大的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聚集基地———天津率先出手，
将本次年检成为第一道合规分水
岭。一位基金管理人称：“在天津随
便几个人攒个有限合伙制基金过瘾
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这对于未来投资者或许是个好
消息。有媒体指出，这意味着上述
2400 多家管理企业都将面临本次年
检的资质大考。

年检界定民间借贷“法”与“非法”

近日，天津的王琳女士（化名）向
《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中国盛华投
资控股集团公司（下称“盛华公司”）
涉嫌非法集资案或有最新进展，集团
相关负责人被抓。

盛华公司于 2011年 7月 30日最
后一批疯狂融资之后，9 月初便开始
拒绝履行支付利息。之后，这家位于
天津市和平区金融城核心圈的集团
公司骤然变得冷清，公司管理人员集
体消失，办公地只有报案和不知情的
接待人员。

有媒体报道，截至 2011 年底，在
天津落户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及管
理企业已达 2400多家，认缴资本突
破 4600 多亿元，天津已经成为我国
最大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聚集地。

通过多位投资人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提供的联系方式，记者拨通
了目前处理盛华公司善后事宜的赵
广林的联系方式，但记者多次致电和
短信，对方均未回应。
《中国企业报》记者随后致电天

津和平经侦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对
涉及盛华的案件保密，不接受采访。
这给案件的进展带来一些神秘色彩。
据悉，盛华公司违规涉及人数及资金
数量还正在统计中。

绚丽的肥皂泡

打开盛华公司的网站，上面赫然
打着“新生活从这里开始”的广告语。
据介绍，该集团旗下拥有天津美盛源
环保科技集团、天津市中凯煤炭公
司、天津盛华兑中股权投资基金、天
津硕华兑中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等。经营项目主要集中在煤炭、环保、
金融等高端领域；集团总资产近 10
亿元人民币，员工 2000余人。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投资人提

供的营业执照等材料中获悉，天津盛
华兑中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2010
年 9月 17日注册成立，注册资金 1
亿元。天津硕华兑中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13 日注册
成立，注册资金 500 万元。两家公司
注册经营地都在天津市和平区长春
道。董事长都是张建勇。

据悉，以张建勇、阎世坤、董杰为
首等人，构架了盛华集团这样一个看
似规模庞大、实力雄厚的企业集团，
集团业务由煤炭事业部、环保事业
部、投资事业部三个产业部门组成，
包括天津盛华兑中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天津硕华兑中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天津中凯煤炭有限公
司、鄂尔多斯八宝沟煤炭产业分部、
鄂尔多斯吴家梁煤炭产业分部、中凯
煤炭物流分公司。大肆宣扬其拥有煤
炭开采量 1030 万吨，产值 40 多亿
元，具有开采、运输、销售于一体的产
业链。

同时，盛华环保事业部下有天津
盛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秦皇岛九州
万拓环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双辽市
九州万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屯
留润禾垃圾处理有限公司，是环保科
技研发、设备生产、垃圾处理一体的
综合绿色产业。

盛华集团宣称煤炭产业具有高
额利润，环保上市企业价值会剧增，
通过网站、自己印刷的报纸、杂志、到
各地开动员大会、开设分公司等形式
在全国各地以月息 6%的高额利息吸
收民间资金。

实际上，盛华旗下的盛华兑中和
硕华兑中在发改委并没有备案。据公
开信息披露，天津盛华兑中成立于
2010 年 9月，但是，在天津市发改委
官方网站创投与股权基金管理页面、
2010 年 9月以后披露的发改委第五
批备案管理机构名单 (11-03-18)和
第六批备案管理机构名单(11-03-18)
中，均没有该公司名称，说明其不具
募集资金资质。

在此情况下，该公司依然在全国
大肆成立分公司，通过 QQ群、手机短
信、免费网站发帖、百度知道百度贴
吧用马甲自问自答发帖，甚至打骚扰
电话拉拢人。

业内人士提醒，只要是向非特定
人群、通过会销、承诺最低回报的都
是非法的，都有集资诈骗嫌疑。

记者调查发现，盛华兑中公司公
告中所称“要求基金公司整改”的《天
津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办
法》中的主要条款早在 2008年 11月
天津市颁布施行的《天津股权投资基
金和股权基金管理公司（企业）登记
备案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
办法》）中就有规定。也就是说，早在
2008 年 11 月就明确禁止私募基金
“短期、高利息、固定按月分红、小额
投资”的集资行为。

拿煤炭当幌子

对于最初投资人的质疑，盛华公
司宣称：第一，符合国家政策支持。天
津市作为国内唯一综合金融试点区，
允许和鼓励包括私募股权基金在内
的新的金融形态和产品的试点，并出
台了鼓励私募股权基金的相关法律
法规政策。第二，公司合法注册。第
三，公司实力强大，项目真实，且运转

良好。第四，产业行业背景突出：公司
精煤一号分红基金主要投资于内蒙
古鄂尔多斯露天煤矿。煤炭作为国家
战略能源物资，价格一直呈上升趋
势。

但是，对于该公司宣称的两个能
源项目的主体，经查，内蒙古卓资县
恒胜煤炭经销有限责任公司的许可
证 2011年 4月 30日已经过期，鄂尔
多斯市达旗高头窑张美厚煤炭有限
公司只是一个注册资本 50万元的小
型私有乡镇级煤矿企业。

就在 2011年 8月 22日，盛华网
站上赫然挂起《祝贺天津中凯煤炭公
司与浙电能源公司签署了新一年度
煤炭供销战略合作协议》的消息。

消息称，天津中凯煤炭公司与浙
电能源公司经过双方平等友好协商，
为了更好地发挥双方的资源优势，实
现最大优势互补，从长远角度分析考
虑，双方于 2011年 8月 22日在北京
国贸中心大厦签署了 2011 年度至
2012年度长期战略合作协议。

协议就双方公司每年实现最低
100万吨煤炭供销贸易合作分别做出
了明确执行规定，具体安排了有关
煤田投入、开采施工、缴纳税费、运
销物流等多个环节的详细工作部
署，此次煤炭贸易合作的达成，预计
每年度双方合作产值将超过 7 亿元
人民币。
“挖煤现场我去看了，前后去过

两次，正是有了这些让人看起来很真
实的东西，再加上 5%的利息吸引，才
把钱投给他们的。”曾经在盛华工作
过的范先生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自己前后共投了五六十万。

对于此前“公司会以煤抵债，每
吨煤以 170元的价格卖给投资者”的
传言，也被范先生否认了，“根本就没
有煤了，早就停产了，哪里来的煤？”

2011年 7月 22日，盛华公司在
天津召开大规模投资动员会，公开向
社会公众集资。7月 30日在天津进行
了最后的集资。9月初该公司出现资
金链断裂，开始停止给投资人发放利

息及返还本金。王琳女士告诉记者，
她分两次向盛华投入共 80 万元，除
了收回 10万元左右的利息，全部本
金都在盛华基金里面。
“本周为精煤一号市场销售最后

一周！7月 31日下午 5点正式停售。
以后公司将不再发行半年期超高收
益基金。敬请各位投资人抓住机遇。”
这是 2011年 7月盛华集团对外最后
疯狂的宣告，也是这次，北京的另一
位范先生投资 234万。

记者通过跟王琳女士交流还得
知，这家公司此前对外宣称，有一位
来自台湾的名为张邑倩（男）的金融
博士为盛华做上市辅导。据该公司网
站介绍，张邑倩系“台湾人，新加坡金
融学博士，现任天津盛华集团上市辅
导组组长，曾任天津汇通投资管理公
司执行董事、武汉科技大学国际金融
学特约教授、新加坡科技大学国际合
作部副教授”。
据我国企业上市相关规定，为企

业进行上市辅导的应当是在国内的
券商而非个人。“所有的投资除了打
到公司负责人的个人卡上的，还有就
是打到这个中间人张邑倩的账户上，
很明显，都是骗人的。”王琳女士至今
懊悔不已。

据一位既是盛华工作人员也是
投资人的范先生介绍，他先后投进去
130万左右，这些钱既有自己的，也有
亲友委托其投资的。这 130万没有收
回一分。
记者在天津市发改委网站发现，

有不少网友留言，投诉天津的股权投
资基金没有履行分红合同，涉及十几
家在天津注册的股权投资基金。
近期，天津市金融办市场处负责

非法集资监管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监
管部门已经注意到盛华兑中公司通
过发行会方式吸引小额投资者的违
规事件，正在立案进行调查。“因为非
法集资问题涉及范围非常广泛，不能
在短时间内得出结论，至于此次盛华
兑中公司违规涉及人数及资金数量，
还正在统计中。”

本报记者 郭志明 许意强

“应该把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拿到地面上来。”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副省长毛光烈

天津盛华“集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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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数据显示，大部分民企因规
模、盈利能力等被银行拒之门外。同时，全国工商联调
查数据指出，规模以下企业的 90%、小微企业的 95%没
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

过去三年，近 70%的中小型企业不得不转向民间
借贷，甚至通过高利贷等方式进行融资。浙江等中小企
业集中的省份，依靠民间借贷进行融资的中小企业达
到 80%，温州市几乎全民参与民间借贷，央行温州支行
2011年 7月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
州市 89%的家庭和 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规模
高达 1100亿元。
从制度层面解决融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总裁梅兴保
近年来一直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本次两会上，他
再次递交提案,呼吁通过改革和创新，从制度层面缓解
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全国政协常委、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两
会”上再建言：加快民间金融体制机制创新。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刘汉元分析指
出，民营经济在各项资源的配置上，始终处于弱势地
位，尤其融资难问题，使得民企长期以来无法获得稳
定、持续、长久的金融支持，融资难是困扰民企发展的
最大难题。

刘汉元说，由于民间借贷存在政府监管缺位、法律
地位不明、风险不可控等诸多问题，资金从家庭个人通
过层层借贷，逐步汇集贷出，这种最初拥有者实际上无
法掌控资金去向、资金安全的借贷模式，严重威胁国家
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虽然去年国家出台了系列扶持
民营企业尤其小微企业生存发展的配套政策，但从实
际情况看，银行信贷资金流向并没有太多改变。数据显
示，近三年来中小企业占银行信贷总额的比例不到
15%，民营企业生存空间因融资难而变得更狭窄，在国
家资源配置中的弱势地位不断延续，与其经济贡献不
成比例、不相匹配。

为此，刘汉元建议，应加快民间金融发展的体制机
制创新，减少民营信贷机构发展限制。

刘汉元说，应尽快完善并出台《放贷人条例》。我国
央行虽然早在 2008年就着手起草了《放贷人条例》，试
图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规范民间借贷，将所谓的“地下
钱庄”阳光化，但历经前后 4次修改，《放贷人条例》依
然未能通过，民间借贷依旧无序运转，相关部门应尽快
完善并出台《放贷人条例》，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
和完善，保障有资金者的放贷权利，使民间借贷的合法
性得以确认。相对银行等金融机构而言，个体放贷人更
具灵活性，效率非常高，能最大限度满足各种中、小、微
型企业的融资需求。

同时要降低民营信贷机构成立门槛。目前申办、成
立民营信贷机构的手续较为繁琐，必须先到县级金融
办审批，然后逐级申请直到取得省级金融办核发“融资
性机构经营许可证”方可经营，加上其他一些限制性条
款，这对一些民间借贷人和借贷机构来说周期太长、限
制过多、门槛较高。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刘迎霞则提出
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六点建议：第一，转变僵化观
念，细化落实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第二，建
立“政企银”沟通联系机制，搭建“银企”融资桥梁。第
三，税收“一减到底”，引导小微企业转型升级。第四，扩
大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支持涉及中小微企业订单
的项目融资。第五，加强对小微企业融资担保资本的投
入，确保小微企业贷款差别化监管，不受总量控制。第
六，引导投资基金进入小微企业，重点支持企业升级转
型。

警方介入民间借贷监管

一方面，政府建立梯形金融服务体系，解决中小企
业难问题。另一方面警方、法院要介入财务公司运营，
进行指导和规范。
“在香港，高利贷问题也发生过，需要通过法律来

判断。目前，香港的财务公司，与法院、警方都有密切联
系，有整套的指导和规范体系。”

日前，全国政协委员、中银香港助理总裁朱燕来在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香港是如何管理和规范民间
借贷时”问题作上述解答。

财务公司是对银行系统的补充。朱燕来坦言，“在
海外，财务公司的经营存在很多问题，也处在成长过程
中。”为保障财务公司的健康运行机制，香港的财务公
司与法院、警方都有密切联系。

对于承担存款的金融机构是受香港金融管理局，
拥有银行整体监督系统的监管和指导。由于财务公司
是自有资金运营，在香港警方指导与规范下发展。“对
于财务公司的监管主要在警方，从发展角度看，是要建
立一套完整的配套体系”。
“内地出现的民间借贷，问题在于金融体系是不是

形成了。开会的时候，很多委员也提到，现在大银行服
务大企业，就能吃饱。尽管，大银行也有县级以下机构
和分支行，但他们的贷款审批权限是上收的”。朱燕来
指出，中小企业的特点是对资金需要急、时间短，但现
有银行的贷款要层层审批，很难切实解决中小企业对
资金的急需。

在谈到国外、香港特别行政区解决中小企业资金
困难问题的做法，朱燕来透露，“在金融风暴期间市场
发生动荡时，香港特区政府就介入小微企业发展的，一
般来说会提供一笔资金，通过银行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对小微企业进行贴息扶持。一方面小微企业的发展得
到保障，另一方面银行承担的风险也比较小”。

对于当前内地存在的中小微融资难问题，朱燕来
建议，“应该逐步形成梯形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
大银行主要客户是大企业，中小银行主要客户就是中
小企业。财务公司主要解决小微企业和一些急需、临时
贷款需求。最终通过不同的体系来监管。”

民间金融期待
体制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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