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核心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

———访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薛季民

笔者：

陕国投作为中西部地区唯

一的上市信托公司

。

请您谈一谈贵公

司是如何通过服务陕西区域经济建

设

，

提升品牌影响力的

。

董事长：作为省属地方金融机构，

长期以来，陕国投始终坚持“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的宗旨。 近年，累计为中西

部地区企业和项目提供投融资服务

3000

多亿元。 目前，公司业务布局已

扩展到全国重点城市， 全国性信托公

司的雏形初现。 我们服务陕西经济的

领域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一是着力为陕西基础设施建设提

供资金支持。近年，我公司以城市新区

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 积极介入城市

新区开发，先后为西安高新区、曲江新

区、浐灞生态区、延安新区等提供投融

资服务

200

多亿元。 创新对西咸新区

的融资模式， 采取整体授信方式为西

咸新区

5

大板块提供投融资服务

140

多亿元。围绕“立体”新丝路建设，为陕

西交通和物流园区建设提供投融资服

务。多举措参与陕西基础设施建设，有

效提升了陕西基础建设水平。

二是积极助推能源煤化基地转型

发展。先后为陕西煤业化工集团、陕西

能源集团、神木赵仓峁煤矿、腾伟矿业

等提供资源整合、 技改资金

230

多亿

元。 适应能源革命和陕北能源化工转

型升级的新形势，为华航能源煤制油、

创源煤电的煤电一体化等项目提供资

金支持，推动新型能源化工产业发展。

三是支持文化旅游产业提供多元

金融服务。长期以来，我公司紧紧围绕

陕西文化旅游产业有针对性地提供投融

资服务，先后为华山管委会、太白山旅游

集团、楼观台道文化展示区、临潼旅游商

贸开发区、华山旅游风景区、陕南生态文

明示范区和陕文投集团等文化旅游产业

提供资金

110

亿元， 有效提升了陕西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四是积极探索普惠金融新途径。 运

用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为宝鸡力兴钛

业、圣高绿地、虹源生物等一大批中小企

业提供投融资服务

50

多亿元。与捷信金

融、 宜信金融合作， 积极介入消费贷领

域，推动普惠金融发展。

笔者：

不谋全局者

，

不足谋一域

。

您

认为陕国投应该如何融入

“

一带一路

”

战

略

，

更好地推动自身发展

。

董事长： 一个企业只有深入融入国

家发展战略，才能取得自身的更好发展。

2013

年以来，我公司紧紧把握“一带一

路”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有针对性的提

供金融服务。

一是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核

心，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和物

流基地建设。 立足丝路经济带沿线高速

铁路建设、优势产能转移、战略新兴产业

发展和丝路沿线重点区域建设等发展大

局，综合运用信托贷款、股权投资、产业

基金、融资租赁等多元化方式，深度介入

丝路经济带基础设施和物流基地建设。

二是积极探索国际工程承揽的

PPP

模式。“一带一路”拟建、在建的基础设施

规模达

1.04

万亿元， 跨国投资规模约

524

亿美元。我公司积极把握这一机遇，

与中交基金合作， 充分利用中交集团在

海外工程建设方面的经验， 探索国际工

程承揽的

PPP

模式。

三是设立区域轨道交通基金， 支持

丝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把握我国

在高铁建设方面的优势，发起设立“丝路

轨道交通建设基金”，支持我国中西部和

丝路沿线国家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四是发起设立优势产业发展基金和

并购基金， 支持我国优势产能转移和并

购。 “一带一路”的资本输出和“走出去”，

绝不应该仅仅是并购发展所需的能源、原

材料，也不仅仅是基于消化内部的过剩产

能， 而是通过资本输出带动全球贸易布

局、投资布局、生产布局的重新调整。面对

战略性的“走出去”，我公司在前期发起设

立相关基金的基础上， 积极探索设立优

势产业发展基金和并购基金， 为国内企

业“走出去”提供系统性的投融资服务。

笔者：

我国信托业经历了五次整顿

，

在

“

强监管

”

的大环境下

，

信托公司如何

发展

，

才能避免可能的

“

第六次整顿

”？

董事长： 中国金融业正在进入新一

轮强监管周期。从信托业发展的历史看，

强监管是有利于这个行业发展的。

一是严格遵从监管要求， 坚持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不动摇。

7

月

14

、

15

日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核心就是

“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大原则、大

逻辑”。 任何社会实体经济都是第一性，

金融是第二性， 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

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我公司将持续坚

持这一原则，加大产品创新力度，通过贷

款、结构化融资、股权投资、融资租赁、资

产证券化和产业基金等多元方式， 为实

体经济提供更有效的金融服务。

二是坚持规范化发展道路不动摇。

信托行业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 整个

行业壮大了， 但我们在细分领域还是做

得不够好。 为了实现整个行业持续健康

发展， 我们要严格按照全国金融工作会

议提出的“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

和深化金融改革”三项要求，以服务实体

经济为核心， 不做套利交易， 不违规创

新，在规范中实现转型发展。

三是坚持转型发展不动摇。 信托业

虽然发展了， 但我们离本源业务还是有

一定差距。要实现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定得回归信托本源， 凭借自身的财富

管理能力， 建立以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

能力基础的赢利模式， 才是信托公司可

持续发展的王道。

四是坚守风险底线不动摇。 信托公

司的转型发展迫在眉睫， 但复杂的国内

外经济金融环境加大了转型的难度和不

确定性。 信托公司必须在坚守风险底线

的前提下，构建完善的风险管控制度、程

序和方法，建立全面、审慎、有效、独立的

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把风险管控覆盖到

公司的各项业务、 各个部门和每一位员

工， 将风险管理的精神贯穿到决策、执

行、监督、反馈等各个环节，才能为转型

发展保驾护航。

笔者：

目前

，

相当部分信托公司在积

极谋划上市

，

陕国投作为国内整体上市

的信托公司之一

，

您对信托公司上市有

何建议

？

董事长：对于信托公司而言，资本市

场是很好的发展平台。 信托公司要实现

上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构建稳定的业务模式， 提升可

持续经营能力。 虽然近

10

年信托业发展

速度较快， 但整体来说还处于粗放增长

态势。 大部分公司缺乏具有竞争力的核

心业务，主营业务模式不清晰，盈利结构

不稳定。 要构建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关键

是要提升主动管理能力， 要改变过去那

种“广种薄收”式的外延式发展、粗放式

经营以及盲目追求资产规模的模式，要

以提升主动管理能力为核心，转变为“深

耕细作”式的内涵式发展模式，构建核心

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是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机制。 要

克服一股独大现状，建立股权制衡机制；

规范董事会建设， 强化董事会在公司决

策中的作用； 确立内部监督稽核部门的

独立性和权威性。

三是优化公司股权结构。 第一，要积

极推动有限责任公司向股份有限公司转

变。 据统计，还有

54

家信托公司为有限

责任公司， 但上市的前提是规范的股份

有限公司。 因此，上市首先要进行的就是

股份制改造。 第二， 规范引进战略投资

者。 引进有实力、有品牌、有资源的战略

投资者， 能够使信托公司在转型升级过

程中加快发展。 这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公

司形象，提高资本市场认可度；另一方面

也有利于股权结构的优化， 有利于法人

治理的完善。

四是规范运营， 强化信息披露。 首

先，要严格按照证监会和银监会要求，公

开披露信息。 对于信托公司信息披露，银

监会有明确的要求。 但作为上市公司，证

监会和交易所也有明确的信息披露要

求。 目前，信托公司的信息披露离规范化

还有很大差距；其次，要有明确的信息披

露制度和机制，要有责任部门。 最后，要

有严格的信息披露责任承担主体， 企业

法人和信息披露承担部门要承担信息披

露的法定责任。 （CIS）

薛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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