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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民投资本总裁刘秋明：

重点布局新兴产业 投资服务实体经济

证券时报记者 刘宝兴

“佛山净妙合一海，法门圆明不

二开。僧舍承露无牵碍，禅心吟风有

莲台。”翻开中民投资本总裁刘秋明

的微信朋友圈， 首先看到的是他在

普陀山礼佛时随手写的七言绝句。

这样的感言、诗句，在刘秋明的朋友

圈里还有很多。 “我喜欢诗词，作为

个人感性的爱好， 我把生活中的感

性和工作中的理性， 分割在了不同

领域。”刘秋明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

专访时表示。

证券老兵

履新中民投资本

“之前在券商更多是做中介性

质的工作，比较宽泛。随着时间的沉

淀，我更倾向做一些专注的、创造价

值的事， 投资是比较好转化多年积

累的专业方向。”谈及离开平安证券

的原因，刘秋明如是说。在过去

5

年里， 刘秋明担任平安证券公司

副总裁、中国平安集团执委，兼任

平安财智投资公司董事等职务；

更早以前，他先后在申银万国、瑞

银证券工作了十余年。

大学毕业后，刘秋明曾在实

体企业集团做了几年行业研究、

战略规划和行销企划等工作；后

来，因缘际会进入了申银万国证

券研究所，从基层员工一步步成

长为机构中心总经理，成为申银

万国证券机构业务负责人。 彼

时，申银万国的研究品牌、机构

业务市场份额多年排名前茅、领

先同业。

“我想尝试转型。 ”在申银万

国工作十年之后， 刘秋明转到瑞

银证券担任了董事总经理一职。

在瑞银证券工作期间， 刘秋明从

原来的研究业务、机构业务，延伸

到国际投行的发行和承销业务、

量化投资与程序化交易业务。“瑞银

是一家老牌的公司， 财富管理和私

人银行、 证券与投行业务排名都比

较靠前，有全球视野、境内外研究互

通和国际比较优势等， 有着百年老

店沉淀下来的经验和资源。”刘秋明

表示，与国内券商相比，外资券商面

临文化、人员、制度等方面如何本地

化的挑战， 并且需要兼顾不同的法

律体系与监管要求，“但相关工作还

是极大地促进了证券业务与团队眼

界的国际化。 ”

在平安证券期间， 刘秋明先后

分管过研究所、 机构业务以及股

票、衍生品的投资交易业务、资本

市场部、直投公司等；他还联合分

管过大股权业务线，分管过东区事

业部。 据悉，东区事业部下属有多

家省级分公司，且分公司涉及了集

团的各项业务协同拓展。 谈及在平

安集团的工作经历，刘秋明称，“在

条上，我分管了股权业务；在块上，

我分管了东区事业部，实现了条块

结合。 在平安的经历，对我来说，是

个很大的边界扩展和能力提升。 平

安是一家很独特的金融集团，在资

源协同和创新方面有很强的竞争

力，这让我的思维和能力都变得更

有高度、更加综合。 ”

重点布局

四大新兴产业

从当时的国内最大券商到国际

投行，再到综合性金融控股集团，在

证券行业的近

20

年时间里，刘秋明

从证券研究、机构业务起步，管理经

验横跨机构经纪业务、信用业务、投

资业务、承销业务等。 此次，决定专

注于投资的他， 会给中民投资本带

来什么？

资料显示， 中民投资本注册资

本为

100

亿元， 该公司为中民投旗

下一级子公司， 是中民投的金融投

资平台， 目前资产管理规模约

200

亿元。 中民投则是由全国工商联和

59

家中国知名民营企业发起的全

球化大型民营投资公司。目前，中民

投旗下拥有中民投资本、 中民投国

际、中民投租赁、中民投资管、中民

新能、中民嘉业、中民航旅、中民医

疗、中民未来等公司，产业布局涉及

新能源、居家养老、装配式建筑、通

用航空等。

在金融领域， 中民投资本此前

入股了长城人寿， 为后者的第二大

股东。 “我们投资长城人寿，看重的

是保险本源的金融逻辑， 这也是中

民投资本走大资管方向的一个组成

部分。 ”中民投资本未来的投资，将

依托于产业基础， 强调以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实现“产融结合”。在刘秋

明看来，从

2014

年成立以来的

3

年

时间里， 中民投资本在集团层面以

民营机制的资本力量服务于国家战

略， 中民投资本作为集团旗下资本

投资平台， 布局方向也将秉承国家

战略的引导方向， 关注和绿色、环

保、民生息息相关的产业，积极促进

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据刘秋明透露， 中民投资本的

重点投资领域将分为四大新兴产

业：大消费、医疗健康、

TMT

、先进制

造及装备。 对于选择这四个产业方

向的原因，刘秋明表示，中民投资本

在这四个产业里已经打下了自己的

基础， 比如在医疗健康领域有中民

医疗和健康租赁等； 在绿色产业相

关领域有中民新能、中民筑友等；在

大消费领域有中民航旅、 中民未来

等。 “集团在这些产业的布局，手笔

都比较大， 对这些产业的理解比较

深，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投

资的标的，提供产业链资源。 ”

“我们会更多地选择相对成熟，

或有确定性成长的项目。”刘秋明强

调， 中民投资本将重点围绕这四大

新兴产业方向， 建立投资管理和投

后管理能力，建立从

PE

、

VC

到投资

并购的投资链条。

刘秋明还指出， 中民投资本的

“投资和投行”模式，是以投资为主

业，以投行服务为增值，投后管理更

多地强调服务企业。除了资金外，将

给被投资主体的公司治理、 股权结

构改善、产业链资源协同、资本证券

化提供更多的资源及后端服务。“我

们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财务投资者，

还会是一个资源的提供者。 ”

谨慎对待过热标的

在国庆节前， 蜻蜓

FM

宣布完

成新一轮融资， 这一融资额创下了

移动音频行业单轮融资记录，其中，

中民投资本是投资方之一。

“我们需要占据知识付费的赛

道。 ”刘秋明表示，参投蜻蜓

FM

符

合中民投资本

TMT

布局的规划，并

且移动音频行业内容健康， 凸显了

个性化需求，符合未来发展趋势；更

重要的是， 这个行业自我现金循环

能力比较好， 不需要大量烧钱买版

权， 通过内容付费可以实现平台与

IP

的收益分享。

据刘秋明介绍， 中民投资本在

TMT

、大消费产业持续关注了音乐、

教育、传媒领域的优秀标的，此前投

资了分众传媒、沪江教育等，未来公

司将关注消费时尚、 健康服务领域

的标的，“与颜值相关的多品类、多

品牌的消费品， 与健康相关的医疗

产品服务相关企业，和数据相关、和

互联网相关、和渠道相关的标的，我

们都会关注。 ”刘秋明说，这些领域

的市场空间较大，属于弱周期行业，

但很多公司能形成较好的现金自我

循环。

稍早前， 中民投资本还投资了

德必文化和氪空间。刘秋明表示，这

两家公司是属于不同阶段、 不同特

征、 不同定位的创新空间公司，“他

们的商业模式是把城市里比较老旧

的地方改造成比较新的、 时尚的共

享办公空间，符合城市更新、老城改

造的方向。 ”

“此外，这两家公司集聚了一批

创业企业，以创新空间共享为抓手，

中民投资本可以对创业企业提供一

定的融资服务， 在合适的阶段甚至

可以提供风险投资资金。 ”刘秋明还

表示， 中民投资本可以借助德必文

化和氪空间的资源，扩展投资标的。

“过热的标的，我们会比较谨慎

对待。 对投资来说， 需要真正有潜

力、 真正专注经营、 估值合理的公

司，如果估值太高，容易异化，投资

方也很难消化。 ”刘秋明强调，在未

来的投资布局中， 中民投资本将秉

持自己的原则，对不同行业、不同阶

段标的给出不同的风险估值方法，

根据企业的成长空间去投资， 保持

客观理性的定位。

他还指出，创业企业的创新目

前层出不求，但公司希望多一些技

术创新，辅助以商业模式创新。 “我

们感觉现阶段的

VC

、

PE

投资的商

业模式创新会多一些，技术创新尤

其是在高精尖方面的创新则比较

难得。 ”

按照刘秋明的设想， 过去

3

年

里， 中民投资本基本是以自有资金

为主去做投资， 未来的倡导方向是

以自有资金为基石， 更多地以基金

方式来运作。“向行业内领先的专业

投资机构学习， 做大我们的资产管

理规模，提升影响力，为实体经济转

型、升级、发展做出贡献。 ”

Characters

人物

Characters

人物

双节期间

他去新疆寻玉……

孔伟

国庆、 中秋双节期间， 许多朋友不是外出旅

游，就是宅在家里休养，和田玉市场因顾客锐减而

显得格外冷清。 玉友小张却选择此时实施筹划已

久的“玉石之路西北行”计划，以旅游的名义，开始

了他的新疆乡下淘宝、 去茫茫戈壁捡拾和田玉的

寻玉之旅。

在经历了缺水、 汽车爆胎等不算太惊险的 “历

险”之后，小张和与他同行的几位朋友以及聘请的司

机、维语翻译一起到达了此行的第一站———吐鲁番。

吐鲁番虽不产玉，但新疆的城市怎么也不会缺

少玉石市场，小张一行在吐鲁番虽然没有太大的收

获，也不至于两手空空。 毕竟与和田玉的原产地和

田市同在一个自治区，并且同属南疆，近水楼台先

得月嘛！ 更为难得的是，他们还结交了几个维吾尔

族玉友。“以后再来吐鲁番买玉，直接找我！ ”热情的

“阿达西”（朋友）把小张他们的手都握红了。

走出“火焰山”，一行人向着第二目的地———罗

布泊进发。 从来没见到过浩瀚沙漠的小张被眼前的

景象惊呆了，愣了好一会儿才想起应该拍段视频发

点感慨。 或许是处于罗布泊边缘的缘故，仍在手机

信号的覆盖范围之内，虽然有点曼哈顿的兄弟“慢

卡顿”，但视频总算发到了朋友群里，引来围观群众

一片惊叹。 感叹完了，朋友圈也发过了，该找玉了。

传说中这片沙漠曾出产过不少和田玉的戈壁料，小

张也想碰碰运气。

和同行的玉友忙活半天，只捡到几块价值不高

的蛋白石。 就在大家快要丧失信心的时候，小张突

然一声惊叫———找到和田玉了！ 这是一块青玉戈壁

料，

30

多克的样子，看上去还算完整，油润度也还不

错。 虽然这种料子市场价值也就百十块钱，但在小

张看来这属于真正意义上“诞生”在自己手中的和

田玉，特殊而珍贵，激动得不停地在朋友圈发视频

说“难得难得，总算捡到一块……”明显兴奋得有些

过头。 身为玉商的他还面对大漠信誓旦旦地宣称，

这块和田玉永远不会出售，而是要永久珍藏，作为

传家宝世世代代传下去。

众人见小张有所收获，也满怀希望地开始了新

一轮搜寻。 但不管大家如何努力，直到太阳落山，大

家手里仍然空空如也，再也没能找到期待中的戈壁

和田玉，在让人感到遗憾的同时，也感叹和田玉的

来之不易。 这天正好是中秋节，一行人在大漠边缘

点起篝火，分享着仅有的一块月饼，躺在沙漠里赏

月，倒也别有一番滋味。 过完中秋，一行人又驱车来

到哈密， 也就是历史上以哈密瓜闻名于世的地方。

不过他们到哈密的目的并非冲着瓜果而来，而是因

为哈密出产一种五彩缤纷的彩色玉石———哈密彩

玉。 虽然不过是石英岩质地，但色彩艳丽，质地细

腻，在市场上也颇受青睐，甚至不乏市场价值高达

五六位数的极品料子。

这次的哈密之行没有让众人失望，各自都“吃”

进一些哈密彩玉。 而在逛当地的和田玉市场时，一

块块头够大、玉质够细的和田青玉戈壁料引得众人

围观，小张也爱不释手地把玩了好一阵，还拍了视

频发到朋友圈里，让大家猜价格。 玉友们几乎一致

认为，虽然料子还算不错，但毕竟只是青玉，属于和

田玉中比较常见、价值比较低的一类，市价再高也

不会高到哪儿去，万把块钱到头了吧？ 没想到公开

后的价格着实把大家吓了一大跳：嘿嘿，老板开价

12

万元！

小张临出发前， 我托他为我留意一种特色料

子———和田玉戈壁碧玉。说来奇怪，和田玉中碧玉并

不少见，和田玉的戈壁料也时常能够见到，偏偏和田

碧玉的戈壁料却如凤毛麟角般罕见。 即使搜遍万能

的某宝，也仅能见到一两件真正的戈壁碧玉原石，其

中一件只有区区

2.8

克，叫价却高达

3980

元，克价

是金价的

5

倍以上！充分阐释了物以稀为贵的真理。

一路行来， 小张却连这种料子的影子都没见

着，不免让人有些失望。 他倒是不急，说结束哈密之

行后，再前往巴音郭楞州一探究竟，并且会深入到

老乡家里仔细搜寻。 但我知道，巴州虽然也产玉，并

且所产还是和田玉中比较有名的且末料，但那只是

和田玉的山料，跟戈壁料并不沾边。

当然，作为和田玉的重要产地，玉市肯定十分

兴旺，说不定在巴州的市场上会有所斩获呢？

梦寐以求的和田碧玉戈壁料，究竟会在哪儿等

着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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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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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宝

配方乳粉注册制将实施 半数品牌将退出

证券时报记者 刘钊

去年，《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

配方注册管理办法》出台，规定婴

幼儿配方奶粉的产品配方必须通

过相关部门的注册后才能生产销

售。 从明年

1

月

1

日起，获批的奶

粉须在外包装上标注配方注册编

号，未取得注册的品牌，不得在境

内销售。 这一史上“最严”奶粉新

政，被奶粉行业看作是将彻底改变

中国婴幼儿奶粉市场的关键制度。

即将到来的配方注册制，将如何改

变目前国内奶粉市场格局，成为奶

粉行业与市场关注的焦点？

就此，记者采访了美赞臣大中

华区总裁睿恩达。 美赞臣是世界第

三大婴幼儿食品制造商，据欧睿国

际的数据显示，在亚洲婴儿奶粉市

场上， 美赞臣仅次于雀巢， 占有

12%

的市场份额。睿恩达表示，目前

中国市场上大约共有

2000

多种婴

幼儿配方乳粉品牌，因为注册制的

实施，预计会有

50%

的品牌逐渐退

出中国市场。

2017

年

10

月

17

日，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下称“国家食

药总局”） 发布新一期婴幼儿配方

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目录信息，批

准

4

家企业共

16

个婴幼儿乳粉

产品配方注册。 此次获批的企

业均是国内婴幼儿乳粉市场上

的知名大品牌。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通过注册的乳粉生产企业

中，国产品牌已有伊利、蒙牛、

飞鹤、贝因美、君乐宝、三元等，

而外资品牌则有美赞臣、惠氏、

雅培、美素佳儿等。 大多数小品

牌的乳粉品牌都被挡在了配方

注册制之外。

睿恩达称，国家食药总局通

过配方注册制来建立标准，保护

中国的消费者。 目前中国市场上

大约共有

2000

多种婴幼儿配方

品的品牌， 因为注册制的实施，

很多小的品牌， 尤其是在四、五

线城市的小品牌不能满足配方

政策的要求， 会逐渐退出市场。

预计会有

50%

的品牌逐渐退出

中国市场。 他认为，婴幼儿配方

注册制度对于美赞臣是一个非

常好的机会。 美赞臣是首批获得

最多品牌通过的外资公司，目前

公司旗下三个品牌配方已经得

到了配方注册通过。 随着婴幼儿

配方注册制度推行之后，中小城

市乳粉品牌的退出，中小城市将

成为新的市场增长点。 作为美赞臣

来说， 我们会将品牌做城市下沉，

把更多的产品带到更多的中小城

市之中。

不过，配方注册制并不会对美

赞臣这样的外资品牌就格外开恩，

不少进口品牌也被排除在外，欧比

佳、荷兰朵、美素方牧等采用代加

工方式的进口品牌被卡在制度之

外。 今年

9

月

8

日，国家食药总局

特殊食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马福

祥曾表示，注册配方最终将会通过

约

1000

个， 其中进口奶粉品牌的

数量将从

2014

年前的

2200

个下

降至

300

个。

除了配方注册制，二胎政策放

开也被认为将改变国内婴幼儿乳

粉市场。 根据中国行业信息数据

报告， 二胎政策放开若推动

10%

的婴儿增长率，

2016

年至

2020

年

间， 婴幼儿奶粉的总需求将增加

10%

。 对于二胎政策放开的影响，

睿恩达显得相当乐观， 他称，“过

去， 中国每年预计有

1600

万新生

儿，

2017

年到

2020

年每年预计会

有

2000

万的新生儿。 这意味着随

着二胎政策实施， 婴幼儿乳粉市

场未来五年会有

7%

到

10%

的增

长，这无论对我们公司来说，还是

对整个婴幼儿乳粉行业来说，都

是个实质性的利好消息。 ”

在行业性的重大政策与事件

影响之外， 睿恩达还谈到了今年

英国利洁时对美赞臣公司的收

购。 今年

2

月

10

日，美赞臣公司

宣布， 公司董事会一致通过，与

杜蕾斯母公司利洁时集团达成

协议， 利洁时将以总价约

179

亿

美元， 每股

90

美元的价格收购

美赞臣。

6

月

15

日，利洁时宣布，

已经完成对美赞臣公司的并购。

对于收购完成后，两家公司的具

体细节上的合并进展，睿恩达表

示， 目前来说合并进展非常顺

利，美赞臣作为独立运营单位在

运作，对美赞臣来说并没有太大

的影响。 双方的合并在睿恩达看

来是强强联手。 他表示，美赞臣

是以科学为基础，拥有严谨的科

学态度，利洁时则一直是以消费

者为中心去创新，双方合并可以

把这两点相结合，为消费者提供

更多的创新产品。

在罗布泊捡到的蛋白石（左上）；终于找到一块和田

玉！ （左下）；缤纷的哈密彩玉（右上）；开价 12 万

元的戈壁青玉（右下）

孔伟/供图 周靖宇/制图

中民投资本总裁刘秋明

美赞臣大中华区总裁睿恩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