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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植布局：与
“新基建”不谋而合
访中植集团首席运营官牛占斌
时至3月下旬，
全国
“战疫”
尚未结

调整举措对冲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盖实体产业、
资产管理、
金融服务、
财富

集团影响几何？中植集团疫情中发

束。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各地
各部门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央行、

中植集团创建于1995年，
2016年
以来，
中植集团开启了
“产融结合”
的转

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作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资本集团

现了哪些投融资的新机遇？为此，
《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了中植集团

财政部等多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逆周期

型。几年来，
中植集团已逐步成长为涵

和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疫情对中植

疫情对中植集团
旗下这些企业的
市值影响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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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运营官牛占斌。

总体项目运营稳定

随着疫情的变化，
A股及
美股都出现了大幅震荡，
3月

只有做到行业龙头优势地位，
才可能有实力经得起常规周期和突发形势
的冲击。集团的底气和自信源于多年发展积累的强大综合实力，
产投融
各板块的相互融通和支持，
各板块充分发挥协同效应，
全方位应对。

9 日、
12 日和 16 日，
美股已经
触发了四次熔断。目前，中
国疫情得到基本控制，而且

《中国经营报》：作为资本运营企

到显著提升。

牛占斌：总体而言，目前集团各

中央政府陆续出台政策进行

《中国经营报》：目前，
中植集团

逆周期调节，保障经济平稳

日常工作情况是怎样的？中植集团采

运行。整体来看，中植集团

取了哪些措施应对疫情？

旗下多家上市公司市值基本

业，
疫情对中植集团有什么影响？

简历
项业务运营稳定。集团自 1995 年创
建至今，历经了国家政策变化、市场

牛占斌：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

稳定。从深耕产业和实体企

环境变化、重大突发事件等引发的

循环系统，不能长时间停摆，防疫和

业经营的角度来看，中国经

形势变化。如 2003 年的 SARS、2008

复工之间需要统筹兼顾。中植集团

济长期向好趋势不变，上市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

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

公司只需要专注主营业务的

机、近两年去杠杆和资管新规的政

复产，
日常工作平稳有序。

发展。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

牛占斌，

策变化。集团均沉着应对，化危为
机，
抓住机遇，
迈向发展的新阶段。
只有做到行业龙头优势地位，

在疫情防控方面，1 月下旬即建

响更多在第一季度，短期的

立了疫情防控体系，
出台了疫情防控

股价波动只是市场情绪的体

制度，
制定了疫情应急预案，
对疫情防

现，后续还是要脚踏实地做

才可能有实力经得起常规周期和突

控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此外，
疫情发

发形势的冲击。集团的底气和自信

生后，
中植集团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

好业务，为国家经济发展贡
献力量。

源于多年发展积累的强大综合实

责任，为打赢疫情防控战贡献力量。

力，产投融各板块的相互融通和支

截至目前，
中植集团已累计向疫情重

持，各板块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全方

灾区捐赠近5万套防护服和10万只防

位应对。特别是应对近两年流动性
收缩 ，中植集团顺势而为 ，深耕实

护口罩，
下属子公司累计捐款总额近
3000 万元，
并捐赠大量病毒检测试剂

业，同时转型投行，抗风险能力已得

盒、
消毒液原液等防护物资。

男，硕士研究
生学历，现任
中植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首席
运营官。他长
期在中央国家
机关工作，曾
任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副
主任，参与多
项重大课题研
究，在中国网

如何理解
“新基建”？

2

络基础设施、
信息通信技
术、数字经济

“新基建”与传统的“老

和基金投资等

基建”相比有两个很鲜明的

领域拥有丰富

特点：一方面，
“ 新基建”主

的管理经验。

要是指 5G、工业互联网、新

密切关注跟进

能源汽车和充电桩、大数据

中国互联网行

中心等新兴产业；另一方面

业发展状况，
对行业发展前

复工复产有序进行
集团建立了疫情防控体系，
出台了疫情防控制度，
调动资源从境内外
采购了大量口罩、
防护液等防疫物资，
用于支持下属公司的复工复产。
《中国经营报》：
当前，
实体企业复
工复产仍然面临挑战，
中植集团旗下实

来。在集团精准复工、
精细管理下，
大
部分业务得以顺利开展。
是针对人口流入地区的都

业企业复工复产如何？难度在哪里，
怎

3月8日，
集团与内蒙古自治区政

么克服？
牛占斌：
这次疫情对全国的实体
经济都产生了很大冲击，
集团下属实体

府签订了合作协议，
双方成立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基金，
充分发挥集团在行业资
源和运营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助推内蒙

际情况制定复产复工计划，
才可以更

有无复工计划？
市圈、城市群适当超前的基

加行之有效地推进企业复产。

建。大力发展“新基建”不

景有深入思
考。2019 年 8

仅可以刺激短期需求，长期

月加入中植企

来看，也是支持我国经济向
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驱动力。

业集团有限公
司任常务副总

牛占斌：美尔雅作为湖北省内

为应对上述问题，一方面，集团

企业，主要工作人员和营业场所均
在湖北，因此疫情对公司的业务也
产生了一定影响，相关的影响数据

企业也不例外。由于各地疫情程度不

古自治区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建立了疫情防控体系，
出台了疫情防
控制度，
调动资源从境内外采购了大

同，
复产复工有一定差异，
但是除湖北

同时，
集团与青岛市崂山区政府开展合

量口罩、防护液等防疫物资，用于支

尚在评估中，公司将按照证监会信

地区外，
大多数企业都已经按照当地政

作，
并于近日签订了战略框架协议。

持下属公司的复工复产；另一方面，

息披露的要求，预计在 2020 年一季

府的安排有序复工复产。
各下属公司分阶段、
分批次有序
实现复工安排，
逐步恢复生产经营。受

疫情同时给复工复产带来很大难
度，
从现阶段来看，
主要体现在：
一是企
业是否快速建立疫情防控机制，
并有效

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央和各地政府也
在密集出台相关政策帮助企业克服
暂时的困难，
如实施延迟缴纳税收社

目前美尔雅除旗下磁湖山庄约
70 余名员工复工接待江苏省支援黄

疫情影响未能复工复产的公司，
利用这

贯彻执行；
二是口罩、
防护服等员工日

保、
提供稳岗补贴等普惠性措施来扶

石医疗队外，其余业务均尚未复工。

段时间，
研判市场环境和经营状况，
梳

常防疫物资是否充足；
三是疫情对全国

持实体企业复产复工。

公司高度关注疫情变化情况，
积极做

理业务思路，
分解细化重点工作，
待全

经济都造成一定影响，
如何快速摸清行

《中国经营报》：
集团控股的湖北上

面复工后再把受疫情影响的业绩追回

业情况，
了解上下游复产进度，
根据实

市企业美尔雅损失情况是怎样的？近期

一直以来中植集团坚

裁，2019 年 11

持做实业兴邦的践行者，借

月起，担任中

助资本力量和资深产业团

植企业集团有

队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大
力布局新兴产业，例如集团

限公司首席运
营官。

度报告公告时进行详细说明。

已提前布局了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大数据等板块，与
好各项准备工作，
将按照政府安排第
“新基建”不谋而合，未来中
一时间进行复工。
植集团仍将继续加大对“新
基建”项目的支持。

“产融结合”转型取得成果
纵观已签约或者正在洽谈的产业基金，
不难发现这些基金的设立都有一个共性——都从当地产业特点和发展需求出发，
借助中植集团在金融服
务方面的优势和经验，
支持地方实体经济发展，
促进产业战略布局优化与升级。
《中国经营报》：2016 年以来，
中

《中国经营报》：目前，
集团控股、

林 、养 牛 育 肥 、能 源 资 源 开 发 等 领

整基金合作框架协议》
《中植企业集团

植系开启了“产融结合”的转型，3 年

域 ，积 极 开 展 行 业 龙 头 培 育 工 作 。

有限公司与贵州基金合作协议》。

来，
投融资理念有哪些变化？转型取

以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美吉姆为

与此同时，
更多的产业基金也在

美股震荡，
对中植集团旗下这些企业

得了怎样的成果？

例，已经在全球 38 个国家和地区开

积极筹备中。2019 年 12 月，山东省

的市值影响是怎样的，
集团如何应对？

牛占斌：中植集团积极响应党
中央号召，立志做实业兴邦的践行

设了近 800 家儿童早期教育中心，并
不断开拓新区域，将这一全球早教

委常委、
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会见中
植集团的有关领导，
双方表示未来将

牛占斌：随着疫情的变化，A 股
及美股都出现了大幅震荡，3 月 9 日、

者，始终坚持产融结合、金融服务实

品牌打造为世界第一。

在财富管理、
基金等领域开展合作。

12 日和 16 日，美股已经触发了四次

参股多家上市公司，
疫情期间，
A 股及

深度

中植集团加大
“脱虚向实”

体经济，借助金融资本力量和资深

近年来，中植集团积极开展政

今年 2 月，通辽市委书记冯玉臻

熔断。目前，中国疫情得到基本控

产业团队助推产业发展，逐步成长

企 合 作 ，与 政 府 、金 融 投 资 机 构 一

与中植集团有关领导就发展肉牛产

制，而且中央政府陆续出台政策进

为涵盖实体产业、资产管理、金融服
务、财富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企业

道，发起成立相关产业基金，积极推
进当地向新能源、新材料、高技术等

业及其他领域合作交流进行了探
讨。双方有望在肉牛产业、休闲旅

行 逆 周 期 调 节 ，保 障 经 济 平 稳 运
行。整体来看，中植集团旗下多家

集团，并确定了实业+金融的双主业

创新型产业转型，促进所在区域产

游、健康养老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

上市公司市值基本稳定。从深耕产

业务布局，
在资本市场一直都备受关注。

结构，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控股、参

业集群优化升级，为当地经济发展

纵观已签约或者正在洽谈的产

业和实体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中

股数家上市公司。

注 入 新 动 力 。 目 前 ，已 在 四 川 、贵

业基金，不难发现这些基金的设立

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不变，上市公

中植集团创建于 1995 年，创始人为解直锟，其业务
包含信托、财富公司、并购基金、新金融、新能源及矿业

州、内蒙古等地和长三角、京津冀、

都有一个共性——都从当地产业特

司只需要专注主营业务的发展。疫

等板块。

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与政府携手
设立了多只产业基金。

点和发展需求出发，借助中植集团
在金融服务方面的优势和经验，支

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多在第一季
度，短期的股价波动只是市场情绪

新兴产业的布局，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太阳能

大数据、幼儿早教、新能源汽车、太

2019年，
集团与贵州省能源局、
贵

持地方实体经济发展，促进产业战

的体现，后续还是要脚踏实地做好

阳 能 光 伏 电 池 、企 业 服 务 、生 态 园

州省财政厅等签署《贵州省能源结构调

略布局优化与升级。

业务，
为国家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实体产业方面，中植集团以上
市公司为载体，积极围绕国家供给
侧改革的痛点和短板而展开，聚焦

作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资产管理公司之一，中植集团的

近年来，中植集团加大脱虚向实力度，特别是加大了

光伏、
生态园林、
教育等领域。
2020 年 3 月 16 日，天山生物公告控制权发生变化，中
植集团掌门人解直锟成为实际控制人。至此，中植系实控

继续加大对“新基建”项目的支持

A 股上市公司增至 10 家。除此之外，中植集团还至少参股

大力发展
“新基建”
不仅可以刺激短期需求，
长期来看，
也是支持我国经济向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驱动力。

24 家上市公司。
正如牛占斌所言，自 2016 年“产融结合”转型以来，中

《中国经营报》：业内有讨论，疫

向的决心。

深产业团队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解直锟于去
植集团已逐步成长为涵盖实体产业、资产管理、金融服务、

情暴露了中国产业布局的一些短板和

《中国经营报》：最近
“新基建”
被

大力布局新兴产业，例如集团已提

年创造性地提出了托管业务模式，

不足，
尤其是医药行业方面，
对此你怎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是对冲疫情和经济

前布局了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

为民营企业解忧纾困；二是，集团也

么看？疫情后，
集团投资方向会否有

下行有效的办法，你怎么理解“新基

据等板块，与“新基建”不谋而合，未

于去年开始与地方政府合作，设立

一些调整？

建”
“
，新基建”
会成为未来中植集团的

来中植集团仍将继续加大对“新基

总规模超过 1000 亿元的多只产业基

关注方向吗？

建”项目的支持。

金，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三是，这次

财富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并确定了实业+金融
的双主业结构。

牛占斌：疫情之下我们观察到，

同时，自 2019 年以来，中植集团开始加大同地方政府
的合作，先后与四川、贵州、内蒙古等地政府展开合作。牛
占斌透露，目前中植集团设立了总规模超过 1000 亿元的多

中国医疗资源的供给总量仍存在相

牛占斌：
“新基建”
与传统的
“老基

《中国经营报》：当前疫情已经蔓

疫情的爆发，也让我们意识到国内

对不足，基层医疗机构的资源短缺

建”相比有两个很鲜明的特点：一方

延到世界各地，
疫情对中国经济和整

公共卫生管理和医疗水平仍需要大

更为明显，重症专科的器械设备多

面，
“新基建”主要是指 5G、工业互联

个世界经济都将造成影响，
但也有种

幅提高，而线上消费业、战略新兴产

为国外品牌所把持。针对这一情

网、
新能源汽车和充电桩、
大数据中心

声音认为，
“危中有机”
，
你如何看待这

业、
“ 新基建”等领域是未来中长期

况，我国应继续提高医疗卫生费用

等新兴产业；
另一方面是针对人口流

其中的
“危”
和
“机”
，
中植集团有没有

可关注的发展方向。

占 GDP 的比重，加大财政投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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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植集团近年来不断引入外部人才。2020 年 3
月 17 日，原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加盟“中植系”，担
任其旗下新湖财富植信投资研究院院长、
首席经济学家。
曾任国家外汇局综合司司长的王允贵在 2016 年进入
疫情影响终究是短暂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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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的中植集团首席运营官牛占斌曾是体制内人士，在
2019 年 8 月加入中植系之前，曾任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原副主任。
医疗器械等医药行业的投资机会，
此次疫情也坚定了我们深耕这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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