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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当下投资公司老板跑路
的现象如此之多呢？ 随着国家金
融政策对民间资本市场的放开，
全国各地投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
纷纷涌现。仅湖南一个省，在短短
一年时间不到， 就有数千家投资
类公司注册成立！ 这些投资公司
的出现为众多中小企业的发展提
供了一定的资金保障。 但由于门
槛低、发展快，一时间，无论有无
实力背景及专业团队， 大家伙一
拥而上， 致使新兴的投资行业出
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局面。特
别是今年下半年， 恰逢美国经济
逐步复苏，热钱外流，银行年末信
贷收紧，股票市场回暖，老百姓习
惯性年末回收资金等因素的影
响， 造成整个市场资金奇缺，“钱
荒”现象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在这
种国际国内主客观因素的大背景
下， 一些缺乏专业素养的非正规
投资类公司， 为了短期利益而高
息揽存、 违规操作， 导致经营不
善、贷款无法收回，于是便出现老
板、 负责人频繁跑路与相互挤兑
的现象。其结果，不仅给投资者造
成了极大的恐慌， 严重损害了投
资人的利益， 而且给投资行业带
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及损伤。 更重
要的是， 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不
稳定因素。

这种少数不健康业态带来的
最大恶果， 就是投资业的信用危
机。

但是，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
一些真正的投资精英、行业翘楚，
却懂得如何搏击风浪，站稳脚跟、
赢得市场！ 湖南银润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就是这样一家始终恪守
职业道德操守、严控风险、诚信经
营的股份制投资企业。 该公司始
终以规范经营为己任， 时刻不忘
社会责任与担当。 公司法人代表
王少武先生， 是一位来自河南郑
州的商界精英， 他多年来奉行的
商道即人道，做事先做人的理念，
积攒下了广泛深厚的人脉资源；
而多年的商旅生涯， 在市场经济
大潮中的摸爬滚打， 也造就了他
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创业稳打稳
扎、事业由小到大。 2013年 5月，
他把握商业先机， 联合长期在三
湘大地从事金融、投资、法律、财
务和能源投资的多位诚信品质专
业人士， 共同组建了湖南银润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这是一家集个
人财富管理建议、 中小企业风险
评估与企业投资管理、 咨询与服
务为一体， 具有专业资质的服务
性投资中介机构。 作为一个具有
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优质公司，“湖
南银润”自成立以来，即具强烈的

担当意识， 一直致力于社会公益
事业， 先后多次组织员工到长沙
的社会福利院、 养老院开展献爱
心送温暖等各项公益活动， 力求
达到投资者收益与社会公益双赢
的理财新境界。

2013 年 9 月 5 日举行“爱心
旅程走进长沙市老年公寓管理
所”进行捐助活动；2013 年 10 月
31 日举行第一届“情系同心、与
爱同行” 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
捐助活动；2014年 1月 10日慰问
五一社区贫困群众；2014 年 1 月
23 日上午走访火星街道兴和社
区特困户；2014年 1月 23日下午
慰问芙蓉区教育学校家庭困难学
生；2014年 5月 30日举行“粽叶
飘香，端午传福”白沙泉老年公寓

爱心活动；2014年 8月 12日举行
“情系鲁甸，爱在人间”鲁甸地震
爱心捐款活动；2014年 12月 5日
举行第二届“让爱持续升温”大型
献爱心捐助活动。

爱心得到回馈， 担当获得认
可。 2013年 10月，“湖南银润”正
式挂牌成为湖南省河南商会副会
长级单位，同年 12 月，挂牌成为
由金融办和工商联主管的长沙民
间金融商会副会长级单位， 作为
一家投资型企业的创始人、 领头
雁，王少武深知，社会责任是企业
的良知，恪守职业道德、防控风险
则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他
在对新员工培训中说得最多、对
老员工强调最多的、 贯穿企业发
展始终的理念， 就是投资行业从

业者应当自律，严格把控风险，严
禁触碰道德红线。 他常常告诫员
工：“追求行业至高点是我们的信
念，对他人负责是我们的原则，从
不推卸责任是我们的作风！ ”。 他
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近
日，面对投资业的信用危机，王少
武先生以身作则，坚定地站出来，
郑重承诺： 湖南银润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一定要严格把控风险，绝
不触碰道德红线！ 为了表达诚信
经营的决心， 打消投资者及借款
企业忐忑不安的疑虑， 他以实际
行动表达诚意，毫无保留、坦诚地
将个人长沙资产实体及住址联系
方式，通过媒体公布于众，以表达
与公司投资者们共进退、 同发展
的决心和勇气！

湖南投资企业打响“保卫信用”第一枪：
银润公司董事长公开个人信息，唤回投资信心，树立行业标杆！

最近几天， 网上的经济事件炒的沸沸扬扬，有
喜有忧，喜的是股市大涨，成交量突破万亿。 忧的
是，号称钱能生钱的投资公司，因经营不善，老板跑
路的新闻也时有所闻。 在百度上搜“投资公司老板
跑路”，显出相关结果达 2,450,000个！ 资料显示，
今年以来，陕西、四川、山东、甘肃、广东、浙江等地
频发此类“跑路”事件，涉案资金动辄上亿元。

正因为有了像王少武这样
的业界精英，以及他精通金融投
资、企业借贷和政策法规的专业
化团队组成的“湖 南银润”，让我
们的民间投资与借贷有了典范
和模板，也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
当老百姓手头有了余钱剩米，希

望找到一些合理的途径能更快
地增值时，依托于信誉度良好的
投资公司，也许是一条值得尝试
的有效路径。 试想， 这样的公司
连老板全部的身家性命压押上
了， 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它的诚
信、它能成功呢？

以下便是湖南银润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少武先生
个人投资、实体

2013年 5月 湖南银润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成立

2013年 12月湖南银润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白沙分公司成立

2014 年 4 月湖南一统珠宝
有限公司成立（公司展厅）（天
心区蔡锷南路鸿盛大厦 B 座
404室）

2014 年 5 月湖南一统珠宝
有限公司解放路店成立（天心
区解放西路悦荟广场 104号）

2014 年 6 月湖南一统珠宝
有限公司白沙店成立（天心区
白沙路 293号）

2014 年 6 月湖南一统珠宝
有限公司西子店成立（马王堆
南路 79号）

2014 年 10 月在长沙中庭
国际购买 7 套办公用房共 420

平（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万家丽
中路一段 196 号华荣广场 25 楼
2507—2512房）

艰苦创业是枯燥的，但我们
从公司的艰辛发展历程后面，读
到的是一位奋斗中的企业家，他
的良知，他的诚信，他的担当，他
的责任，当然还有他的成功！ 正
如《大学》里说的：德为本，财为
末，将德放在首位，财自会随之
而来！

以行动表诚意 对资金实施“军事化管理”1 公开透明 实现社会监督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