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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分析
1、公司基本信息
⑴.公司注册信息
公司名称：苏州贯石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uzhou Guanshi Development Co., Ltd.
法定代表人：汪宏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2 年 02 月 15 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2015 年 11 月 17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43,200.00 万元
住所：苏州市吴中区吴淞江大道 1 号吴中出口加工区综合办公楼 D 号 41 室
总部办公场所：苏州工业园区仁爱路 99 号 A1 栋
营业执照：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为
9132050059001774E.
电话：0512-86668291
传真：0512-86668295
⑵.公司经营范围及主营业务
经营范围：城乡公用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环保行业的投资、经营与建设
管理；教育产业投资；水土环境治理及环保项目；市政公共设施、城市绿化管理；
公路管理与养护；工程技术与规划管理；机械设备租赁；物资供销。（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融资与管理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公司属于“L72 商
务服务业--L7212 投资与资产管理行业”；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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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属于“L7212 投资与资产管理”。

2. 公司治理结构分析
⑵.实际控制人及主要股东简介
汪宏先生，1968年5月出生，东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专业本科，西安交通大
学工商管理硕士。汪宏先生先后在苏州市委对台办公室、中国国际期货公司上海
分公司、中国建筑材料总公司和苏州市投资公司履职。自2003年以来投资创办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在实业投资、资本运作和企业管理方面拥有资深的实践积
累和开明的前瞻视野。
苏州金堰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控股苏州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苏州一建始
建于1952年，2013年改制为民营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注册资本30,280万元，拥有
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和建筑设计甲
级资质。年均营业产值60亿以上。
苏州耀盛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控股苏州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苏房公司成
立于1984年，是苏州市最早成立的四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之一，具有城市综合开发
二级资质和AA资信等级，为苏州最具实力和专业影响力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之一。

2. 公司管理架构分析
⑴.公司组织架构
根据公司业务运营模式和管理流程需要建立健全了“七部制”管理架构，主要包括：
综合管理部、财务管理部、投资发展部、市场拓展部、合约法务部、建设管理部和运营
管理部。

二、公司业务运营模式和盈利模式
1、业务运营模式及其特征
⑴.业务运营模式：
公司主营业务为市政基础建设项目的投资、融资与管理。其业务模式可概括
为四个环节。首先，公司或公司与建筑施工工程公司组成的“投资建设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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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投标方承接相关公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次，公司作为总承包商中标后通
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再将项目发包给相关建筑施工工程公司；再次，从项目动工开
始到项目竣工验收的整个建设过程中，公司主要负责融通资金、工程建设全流程
监督管理和工程计量垫付资金；最后，项目竣工验收开始进入政府回购阶段，公
司按照合同协议向政府或政府授权的机构收回投资款项。
⑵.运营模式特征：
公司主要采用 BT、BOT 等 PPP 系列模式从事公用基础项目的投资、融资和
工程项目的全流程监督管理，并不直接从事工程施工作业；项目运营管理周期较
长，其中项目建设过程即公司垫付工程款周期一般需要 3-5 年时间，而项目竣工
后的应收回购款结算期通常也需要 3-5 年或更长时间；公司垫付的工程款和回购
款在时间周期和金额上均存在错配现象，融资规模、融资结构、融资模式以及资
金调度流转效率成为影响公司效益的重要因素之一。
⑶.运营模式图示：
目前公司主要采用 BT 模式、股权 PPP 模式和基础设施产业基金等三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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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 PPP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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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投资模式、融资模式与项目管理模式
①投资模式：公司投资模式包含项目承接与项目发包两大模块。
项目承接：公司承接的项目类型以基础设施项目为主，主要包括市政道路、
安置房、标准厂房、绿化景观、综合管廊等。
根据政府对项目的招标要求，公司积极参与项目的公开（或邀请）招标，结
合自身的融资能力和管理水平，通过公平竞争取得项目的投资建设权。
政府通过公开招标或者邀请招标的方式，要求符合项目投资建设要求的相关
单位参与项目投标。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或投标邀请书要求进行投标，经过综合
打分，得分最高者中标。中标后双方就项目投资建设具体细节进行商谈，达成一
致并签订投资合作协议。
项目发包：公司取得项目的投资建设权后，根据合作协议约定的方式对合作
协议项下的单位工程项目进行公开发包，并与具体的中标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合
同。公司根据施工合同约定支付工程进度款，直至项目竣工验收、交付使用。
项目发包方式有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两种。公开招标就是在项目所在地政府
建设网站发布招标信息，符合要求的施工单位根据招标信息要求进行投标报价，
得分最高者中标。邀请招标就是对符合要求的施工单位发出投标邀请函，经过综
合打分，得分最高者中标。
2 融资模式

股权融资：企业的融资方式总体有两大类，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所谓股权
融资是指企业的股东愿意让出部分企业所有权，通过企业增资的方式引进新的股
东的融资方式。股权融资所获得的资金，企业无须还本付息，但新股东将与老股
东同样分享企业的赢利与增长。股权融资的特点决定了其用途的广泛性，既可以
充实企业的营运资金，也可以用于企业的投资活动。
商业银行贷款：银行贷款是一般公司最普遍也是最主要的融资渠道。本公司
与银行签订综合授信协议，约定最高授信额度和具体授信额度的使用，利率、汇
率和费率等在具体业务合同中另行约定。公司的每笔借款均为专项款，专款专用。
公司主要的贷款方式有项目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和应收款质押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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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保理融资：公司保理融资为应收账款保理融资，是指卖方申请由保理银
行购买其与买方因商品赊销产生的应收账款，卖方对买方到期付款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在保理银行要求下还应承担回购该应收账款的责任，简单的说就是指销售
商通过将其合法拥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银行，从而获得融资的行为。
项目前期融资以股东项目注资的股权融资方式和商业银行的项目贷款方式
为主；项目执行过程中，以商业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为主；项目后期，以应收款
质押保理方式进行融资。融资担保方式主要有政府担保和股东担保两种方式。
产业基金模式：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GP），股东、工程公司或政府平台
作为劣后合伙人（LP），再吸收引进金融机构作为优先合伙人（LP）共同成立
产业基金或 PPP 专项基金，通过基金设立项目公司进行业务运营与管理。
证券化模式：与金融机构合作针对项目形成的应收账款或收益权打包发行债
券，以筹措运营资金。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也可以发行公司债、融资债券。
③、管理模式
公司实行总部统一管理下的项目公司（项目管理部）负责制。项目公司（项
目管理部）代表公司负责项目的现场实施和业务协调。
目前在苏州地区设有滨湖市政项目部、绿化景观项目部和南溪江商务中心项
目部。在常州地区设有常州项目公司金坛项目部。每个项目部根据项目性质和规
模分别配备不少于 3 名专业工程师和造价工程师。
业务管理部门设有合约法务部、建设管理部、运营管理部、财务管理部、总
工程师办公室，负责对项目公司（项目管理部）管理的单位工程项目进行业务指
导和技术支持。

三、产业分析及竞争格局
1.行业状况及发展基础
⑴ PPP 运营模式
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灵活广泛，在我国可概括为三大类，即合
同承包、特许经营和私有化。其中，合同承包类 PPP 模式由政府投资社会资本
承包整个项目中的一项或几项，通过政府付费方式实现收益；特许经营类 PPP
模式，社会资本部分或全部投资与政府通过合作机制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政府向
特许经营公司收取特许经营费或给予补偿；私有化类 PPP 模式则是由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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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项目的全部投资，项目的所有权为私人所有，在政府的监管下向用户收费以
收回投资并实现利润。PPP 具体项目运作模式包括建设—移交（BT）、建设—
运营—移交（BOT）、设计—建设（DB）、设计—建设—维护（DBM）以及设
计—建设—融资—运营（DBFO）等多种模式或其组合。
⑵ PPP 模式涵盖的产业范围
目前我国 PPP 模式适用的行业范围几乎涵盖了各类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
具体包括如下八大类：
①.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新能源等能源项目；
②.铁路、公路、水路、航空、邮政、运输枢纽等交通运输项目；
③.电信枢纽、通信、信息网络等通讯项目；
④.防洪、灌溉、排涝、引(供)水、滩涂治理、水土保持、水利枢纽等水利项目；
⑤.生态环境破坏与自然灾害防治、土地整治、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等生态

环境保护项目；
⑥.供水、供电、供气、供热、污水和垃圾处理、公共交通、园林绿化、照明

等城乡设施项目；
⑦.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以及社会福利设施等项目；
⑧.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等保障性住房项目。

⑶．PPP 模式的发展动力
①.实现政府财政资金的最佳价值：通过社会资本投资方的竞争性选择加强

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的竞争度，从而为项目设计、建设、融资、运营管理整
个生命周期提供持续性代理激励机制；社会资本可以利用其市场化经验、专业资
源和创新能力为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提供高质、高效的服务，同时扩大社会效用
和创新性的收入来源机会；促进政府将风险转移给能够更好控制风险的社会投资
人。
②.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基础设施投资大周期长，PPP 模式下社会资本的投

资、融资，大大缓解了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压力和债务压力。
③.提高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社会资本基于自身利

益和商誉的长远考虑，必须持续的竭尽全力地满足用户需求提升服务水平。同时，
社会资本以其商业运营经验、专业技术积累和灵活的管理机制为 PPP 模式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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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供了客观支持。
④.降低基础施设和公用事业项目的运营成本：民营资本追求利润的动机，

激励其必然通过制定最佳设计方案、使用规模经济、创新性技术以及更加灵活高
效的缔约方式，从而降低项目综合成本。

⑷．国家法规政策对 PPP 模式的鼓励。
2015 年，国家部委、各级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 PPP 政策文件、部门规章，
促进和规范 PPP 发展运作。据不完全统计，2014 年以来国家部委出台的与 PPP
相关的文件多达 65 份，其中 2015 年出台 50 份，指导和规范全国 PPP 发展;各省
级行政区政府层面出台的 PPP 文件 66 份，落实国家要求和推进本地区 PPP 工作。
总体上看，PPP 政策涉及面广，政策密集度大。
一是出台行业领域的 PPP 实施政策。主要包括：水电站、海绵城市、重大
水利工程、水污染防治、收费公路、公共租赁住房、投资建设运营、城镇棚户区
和城乡危房改造、铁路、城市停车设施、地下综合管廊、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医疗设施等领域
二是规范 PPP 操作。对 PPP 项目的推介、PPP 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政府
采购信息公开、PPP 项目信息平台管理、物有所值论证等做出了明确规定，进一
步细化和规范了 PPP 的操作规定。
三是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2015 年，财税部门出台文件，明确将政府付
费 PPP 项目的政府支出纳入到地方年度财政预算和中长期财政规划，并明确地方
政府用于 PPP 项目的付费总额不能超过年度财政总支出的 10%，从而稳定社会资
本的投资预期，保护投资安全。同时，还出台了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实
施 PPP 项目以奖代补、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政策，进一
步从财政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方面支持 PPP 发展。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等联
合发文，支持政策性性金融机构 PPP 项目的贷款最长可达 30 年，并支持 PPP 项
目发债和设立产业基金等，拓宽 PPP 的融资渠道。

2.市场规模及发展前景
⑴.市场规模巨大,发展前景广阔
统计分析表明：2014 年地方公共预算支出 12.91 万亿，每年可用于 PPP 的
财政预算支出 12909 亿，不考虑增长因素，未来 10 年 PPP 市场规模 12.9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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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公共预算支出合理增长(5%)，未来 10 年 PPP 市场规模为 21 万亿元。
2015 年作为公认的 PPP 发展元年，地方上报的 PPP 项目总投资达 8.7 万亿，
有业内预测，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 PPP 市场，规模达到 10 万亿。从 2015 年国
内签约的 755 个（1.8 万亿）PPP 项目分布领域看，市政建设和水务设施项目占
比最大，分别为 35%和 27%，交通运输次之，为 19%，医疗卫生达到 5%，科技、
旅游、养老占比均为 3%，文化、教育为 2%，体育类为 1%。
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按照《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综合信息平台
运行的通知》(财金[2105]166 号)要求，经各省级财政部门对全国上报的 9,283
个项目进行审核，6,997 个纳入财政部 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总投资需求
81,322 亿元。共包括能源、交通运输、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市政
工程、片区开发、农业、林业、科技、保障性安居工程、旅游、医疗卫生、养老、
教育、文化、体育、社会保障、政府基础设施和其他等 19 个行业。
项目库按地域统计，贵州、山东、四川、河南、新疆居项目数前五名，合计
4,243 个，占入库项目总数的 60.6%;贵州、云南、河南、江苏、辽宁居投资需求
前五名，合计 3.16 万亿元，占入库项目总投资需求的 51.3%。
按行业统计，市政工程、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片区开发等四个
行业项目数居前 4 名，合计 4,034 个，超过入库项目总数的 50%，其投资需求合
计 5.79 万亿元，占入库项目总投资需求的 71.2%。具体行业分布情况如下：
①.市政工程：1,828 个项目总投资需求 2.1 万亿元。其中，市政道路、供
水、垃圾处理、管网等四个二级行业的项目分别为 373 个、292 个、212 个、188
个，合计占市政工程项目总数的 58.3%;轨道交通、市政道路、管网、供水等四
个二级行业的项目投资需求分别为 9,003 亿、3,085 亿、2,298 亿、998 亿元，
合计占市政工程项目总投资需求的 74.6%。
②.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978 个项目总投资需求 5,264 亿元。其中，污
水处理、综合治理、湿地保护等三个二级行业的项目分别为 614 个、259 个、64
个，合计占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总数的 95.8%;综合整治、污水处理、湿地
保护等三个二级行业的项目投资需求分别为 2,983 亿、1,446 亿、595 亿元，合
计占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总投资需求的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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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交通运输：761 个项目总投资需求 2.2 万亿元。其中，一级公路、高速
公路、二级公路、交通枢纽等四个二级行业的项目分别为 188 个、128 个、99
个、77 个，合计占交通运输项目总数的 64.7%；高速公路、一级公路、铁路（不
含轨道交通）、交通枢纽等四个二级行业的项目投资需求分别为 10,276 亿、3,411
亿、2,722 亿、939 亿元，合计占交通运输项目总投资需求的 77.6%。
④.片区开发：467 个项目总投资需求 8,995 亿元。其中，园区开发、城镇
化建设、土地储备、厂房建设等四个二级行业的项目分别为 228 个、98 个、39
个、37 个，合计占片区开发项目的 86.1%，这四个二级行业的项目投资需求分别
为 4,042 亿、3,384 亿、696 亿、167 亿元，占片区开发项目总投资需求的 92.2%。
按回报机制统计，使用者付费项目 3,338 个，投资需求 3.4 万亿元，分别占
入库项目总数和总投资需求的 47.7%和 42.3%;政府付费项目 2,000 个，投资需求
1.8 万亿元，分别占 28.6%和 21.9%;可行性缺口补助项目 1,659 个，投资需求 2.9
万亿元，分别占 23.7%和 35.8%。

⑵.发展机会分析
①.分类项目发展机会

一是单体项目投资额度较小的领域和项目，适合中小规模的社会资本。例如
中小型港口(已对社会资本开放的)、公共停车场、管网等市政设、水利水务、公
园绿地、保障房、旅游等领域的项目数量较多，平均单体项目投资额度较小，一
般都 10 亿元以内。
二是投资规模不大但专业资质要求较高的领域和项目，适合有专业资质的社
会资本投资。供热、供水、垃圾处理、污水处理、文化体育、教育、养老、医疗
等领域的项目数量很多，但对建设运营资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当前来看，适合
有专业资质的社会资本做长期运营的实体投资。一般社会资金可充当财务投资
人，不参与项目的具体建设运营管理，只分享投资收益。
三是单体项目投资额度较大的领域和项目，适合实力较强的社会资本。大桥、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轨道交通、铁路、综合管廊等领域的项目，平均单个项目
的投资额度较大(基本上在 30 亿元以上，尤其是轨道交通领域的单体项目投资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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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0 亿元)，且对社会资本的资质要求较高，对于具备专业和资本实力的投资
者获得这些项目的机会较高。

②.

PPP 投资重点区域机会分析

从投资地区需求看。浙江、河北、北京、安徽、云南等省市 PPP 投资需求均
在 3000 亿元以上，其中云南的投资需求高达 5000 亿元，社会资本的投资机会多。
河南、山东、福建、江苏、陕西、四川、天津等省市的 PPP 项目投资需求中等，
投资机会较多。而黑龙江、广东、上海、广西、海南等省市的 PPP 投资需求较小，
社会资本投资的机会相对较小。
此外，从投资的安全性看。一般而言，人均 GDP 越高、政府债务与 GDP 占比
越小、PPP 项目投资需求小的地区，投资的风险越小(当然也要看地方财政收入
及增长情况、土地收入占比、产业发展情况、人口结构和增长情况等因素)。一
般而言，PPP 投资需求越小的省市其投资风险越小；PPP 投资需求越大的省市其
投资风险越大。当然，有些省市面积较大，发展不均衡，更准确的投资风险还要
考虑具体项目付费主体的财政可持续增长能力。

3. PPP 市场竞争格局
PPP 是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方式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PPP 项目公司
作为融资主体，以项目产生的现金流或政府购买付费为投资回报机制。由于涉及
到政府或政府平台、社会资本参与到各方、工程施工各方以及金融机构的利益格
局重新构造，加之 PPP 模式的应用和推广刚刚从国家层面作出全面布置，这就
决定了 PPP 产业投融资体制生态环境建设必然会在动态平衡中寻求发展。目前，
我国 PPP 市场业态及竞争格局表现为如下特征：
⑴.PPP 产业推进过程中存在“三高三低”现象，竞争要素不平衡。主要体

现在 PPP 模式应用过程中对其功能和作用期望值过高，项目落地实施的综合成
本较高，央企业、国企和政府平台参加程度高，与之相对应的是政府立法层阶较
低、政府信用保障程度低和民资外资参与比例低。“三高三低”现象一定程度中
延缓了 PPP 投融资产业的发展速度。
⑵.在 PPP 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过程中存在“三重三轻”现象，产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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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结构不平衡。一是融资方式重银行贷款，轻其他金融工具，如基金、信托、资
产证券化、保险资金等；二是重 PPP 项目的需求推动作用，轻供给侧改革。运
用 PPP 模式改善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养老、体育等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
还有很大潜力；三是重 PPP 项目前期建设和实物资本投资，轻后期运营维护和
虚拟资本运作。
⑶.2016 年 PPP 产业发展和行业生态环境将是现八大趋势。

一是 PPP 立法进程将明显加快，但由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法》
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法》存在冲突，导致立法结果仍有不确定性；二是中央
和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在 PPP 政策制定方面更加注重权威性、协同性和连续
性；三是 PPP 行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将提上议事日程，与 PPP 相关的政策、法
规、制度、流程和能力建设等配套措施更加完善。四是地方政府对 PPP 模式的
认同感进一步增强，对 PPP 项目的落实将更加重视；五是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特
别是城投公司伴随 PPP 模式推进将迎来又一次高潮；六是 PPP 与资本市场的拟
合度和粘性将逐步增强，金融创新工具及其衍生产品的运用范围将逐步扩大；七
是 PPP 模式的推广方式将更专业化也更有深度。定向、专业、专题性培训交流
和资源对接活动明显增多。八是与 PPP 发展的利益相关方更加求真务实，将更
加注重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以共同维护 PPP 走向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良
性轨道。

四．贯石发展优劣势分析及其发展战略
1.贯石发展的优势分析
⑴ 先入者占优：贯石发展为民营资本中最早从事 BT 项目的市场先入占优
者之一。公司虽然成立于 2012 年 2 月，但就历史沿革和从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融资与管理的专业背景而言，已有 10 年以上的运营业绩和实战经验。
⑵ 区位优势和品牌效应：公司在以苏州为核心的长三角区域的 BT 项目市
场拥有良好的企业声誉和品牌效应。在未来 PPP 产业大潮区位优势中，东部地
区显然是 PPP 发展的区域重点和项目集聚地，从而为公司拓展区域市场提供便
利条件。
⑶ 与政府资源对接优势。公司多年以来一直专注于 BT 项目投融资管理，
深刻理解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熟悉政府公共项目的规划设计要求和招投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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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以及监管要求，在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和政府资源的优化配置方面，存
在明显的比较优势。
⑷ 对建筑安装工程施工资源的集合优势。贯石发展的股东结构中，在建筑
安装施工总承包方面，拥有国家特级资质和中国质量协会 AAA 信用等级；在城
市综合开发方面具备国家二级资质和 AA 自信等级。同时，公司拥有一批合作年
限在 10 年以上的优秀的工程公司联合体。深厚的专业背景和优良的工程业绩为
贯石提供坚实的工程品质保证。
⑸ 项目全流程、精细化专业管理能力优势。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
的特点是项目构成复杂、周期长、流程长，管理过程专业性强且琐碎庞杂。贯石
公司十多年来在项目全流程的各环节培养了一批专业、敬业的管理团队。
⑹ 融资信用和融资能力优势。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公司一直与政府、金
融机构和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保持优良的信用关系，从来未发生过违约和失信行
为。此外，在股东结构和公司高级管理层中，拥有资深的专业的资本运作团队。
多渠道多品种的金融工具组合能力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财务支持。

3.公司发展战略规划
⑴ 产业链纵向一体化战略
公司主营业务模式为项目投资、融资和项目全流程管理，其产业链上游为：
项目规划设计和造价预算环节；下游为：不同项目所处行业的专业工程公司（如
污水处理、港口建设等）。为进一步发挥协同效应和集成优势，公司必须建立长
期稳定，优质高效并且紧密合作的上下游联合体。未来公司将选择质地优良的上
下游专业公司，采取长期合约、参股控股乃至收购兼并的方式完善产业链布局，
进一步加强纵向一体化优势。
⑵ 主营业务多元化战略。未来 10 年将是 PPP 产业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公司将抓住机遇，着力在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组建专业营销团队，选取符合公司
自身实力和运营能力的细分行业进行业务拓展，通过业务构成多元化，项目滚动
开发持续化，促进公司规模和效益持续复合增长。
⑶. 资产管理战略。公司在 2015 年作为基金管理人参与了规模为 250 亿的
“宁波市 PPP 投资基金”的发起设立，在此基础上，未来公司将以管理人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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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人身份（GP）采用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工
具专注于 PPP 产业投资。此外，公司将针对政府存量债务资产量身定做成立资
产管理公司，以“资管产品”、
“信托产品”
“定投债券”、或“资产证券化（ABS）”
等金融工具，帮助政府解决存量债务问题、化解存量债务风险的同时，以适度的
金融杠杠创造更高的投资收益。
⑷.资本运营战略

目前公司属于以商业模式创新取胜的轻资产类型企业。未来公司及其控股股
东将在合适的条件下，采用合适的方式将其已经投资培育成熟的资产注入贯石发
展。储备的资产情况如下：
①.深圳清源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挂牌简称：清源投资）
概况： 深圳清源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挂牌新三板：835075 简称
“清源投资”）是由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下属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原投资
管理团队整体改制、独立组建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目前管理的基金规模约
20 亿元人民币。 清源投资核心团队有着深厚的清华大学渊源，自 1999 年开始
专注于科技类早期项目投资，是中国成立较早并且擅长科技类、中早期项目投资
的专业管理团队之一。
投资主要领域与业绩：累计投资项目包括广义 IT、清洁技术、先进制造等
领域约 170 家公司。在已投资的项目中，有 12 家公司成功上市，有 70 个项目已
实现成功退出，已退出项目平均内部收益率超过 30%。
获奖情况：.2003 年成为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副会长单位；在“中国本
土创业投资机构 30 强”中排名第 16，在深圳创业投资机构中排名; 2004 年在清
科公司推出的“中国创业投资机构 50 强”中排名第 23;

2005 年度、2006 年获

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颁发的“最佳风险投资机构奖”和 “最佳投资奖”;

2009

年获得《证券时报》首届最具竞争力创投机构暨创业企业百强评选活动中荣获“最
具竞争力创投机构”;

2009 年度最佳投资业绩创投机构”,”2009 年度最佳投资

案例”,”2009 年度最佳退出案例”四项奖项;

2010-2014 年均入选清科“中国

本土创业投资机构 30 强”。
未来发展规划：未来三年内，清源将基金的管理规模将增加至 45 亿元，其
中 2016 年新募集基金 4-7 亿元；2017 年新募集基金 5-8 亿元；2018 年新募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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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6-10 亿元。
②.教育产业投资：西交利物浦大学附属学校的教育投资

基本概况：西浦教育投资管理（苏州）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05 月 28 日；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工业园区贯石发展
持股 675 万元，占 13.50%；
苏州西浦吴中教育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设立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注册资
本 11,000 万元人民币。西浦教育投资管理（苏州）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
500 万元，占 31.82%，苏州贯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750 万元，占 6.82%。
持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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