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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四大投行 2015 年投资秘籍发布：全球通缩来袭，高盛看好中国股市 

2014 年，世界经济经历了非凡的砥砺与考验，也不断孕育新的发展机遇。2014 年，“新常

态”成为描绘中国经济发展最新态势的关键词，中国经济的新动能让世界受益。时间来到 2015

年，四大投行将如何预测明年的市场走势，给出怎样投资建议？ 

 高盛顶级报告：全球通缩来袭，看好明年中国股市 

 美银美林：2015 年油价可能进一步下调，波动性增大 

 花旗报告认为，2015 年开始的新周期，中国经济或将呈现出四大趋势。 

 摩根大通发布《中国 2015 年宏观经济展望》中国经济需关注四大风险 

＞全文（投资银行在线） 

2014 年全球数字医疗创业创业风投吸金 65 亿美元，哪些公司最受青睐？ 

美国著名数字医疗创业加速器 Startup Health 发布了 2014 年度全球数字健康创业投融资报

告。据统计 2014 年度披露的数字医疗创业风投资金达到 65 亿美元，相比 2013 年增长 125%。

Startup Health 对 2014 年的状态和 2015 未来趋势做了一些总结。 

2014 年的投资资金为 65 亿美元，是 2013 年的 29 亿美元的两倍多，且 2014 每一季度的吸

引的投资都比 2010 年全年的金额要多。市场持续走向成熟，而投资者也将赌注下在了少数的

几家企业上。 

5 个值得关注的趋势： 

 医疗改革不断刺激创新 

 慢性疾病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导致消费的增加 

 临床决策支持和个性化医疗获得牵引力 

 临床设置上的技术集成 

 创新全球化＞全文（动脉网） 

【国内】中企 IPO 高调走过 2014：15 家中企赴美上市 125 家 A 股上市 

2014 年，中企首次公开募股（IPO）在数量和金额上均较前一年有大幅度增长。全年共有

263 家中企上市，同比增长 139.09%；募集金额 4071.22 亿元，同比增长 209.48%。2014 年初 A

股 IPO 重启，全年 A 股市场 125 家企业上市，募集金额 786.56 亿元；港股市场 108 家企业上

市，募集金额 1506.15 亿元，募集金额较去年增两成；美股市场全年 15 家中企上市，较前一年

增加 7 家，阿里巴巴集团三季度在美上市，创全美最大 IPO。 

去年全年，IPO中企近四成有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VC/PE）背景，退出规模猛增，退

出回报率翻倍。有VC/PE背景的IPO中企共 115 家，占比 43.73%；IPO融资规模 2595.36 亿元，

占比 63.75%；退出金额 5999.12 亿元，同比增长 1391.1%；退出回报率 7.8 倍，同比增长 158.27%。

阿里巴巴集团上市，使软银退出金额超 3000 亿元。＞全文（国际商报）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1/20150100055546.shtml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1/20150100055547.shtml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1/201501000555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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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2014 年并购交易翻倍 A 股上市公司花 2510 亿扫货 

2014 年，全球并购交易规模已恢复至 2007 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中资企业也毫不逊色。

涉及 A 股上市公司的并购交易整体翻倍，由 A 股上市公司发起、已经完成的收购交易金额达

到 2510 亿元，真是“有钱任性”。 

Wind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12 月 31 日，2014 年涉及 A 股上市公司（作为买方、卖方或者

交易标的）的并购交易共计 4641 宗，交易金额 31737 亿元，同比增长 101%；其中已经完成的

并购交易 2033 宗，交易金额 13766 亿元，同比增长 88.3%。 

去年并购交易最火爆的行业有四大类，包括工业、消费、金融和信息技术。其中工业行业

完成 315 宗并购，交易金额高达 3330.6 亿元；信息技术行业完成 349 宗并购，交易金额 1879.7

亿元，消费（包括可选消费和日常消费）和金融行业分别完成并购交易 1922.9 亿元和 979.5 亿

元。＞全文（长江商报） 

数据详解 2014 中国互联网投资：电商、移动、金融三大热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国内互联网领域总共发生融资 1878 笔，融资总金额超过一千亿

人民币。从投资数量上来看，电子商务共有 238 笔投资，移动互联网有 232 笔投资，金融服务

以 180 笔投资位列第三。今年的互联网金融大热，但面对行业隐患也需擦亮眼睛。此外在线教

育和医疗也成为投资热点。 

天使轮融资达到 703 笔，占总数的 37.6%，比去年增加近 200 笔。今年资本市场对于创业

项目的关注更多，而创业者只要有好的想法，更加容易募集资金。天使轮融资普遍集中在百万

规模，但是在天使轮获得亿元投资的社区 O2O 企业叮咚小区已经收缩业务并花光投资，不能

不让人唏嘘。IPO 上市及以后的融资也达到 58 笔。以京东、阿里的上市最受瞩目。 

＞全文（钛媒体） 

 

 

【募集】中小企业私募基金将成立：从 LP 到 GP 首家险资系 PE 试水 

保险资金“松绑”的步伐不停向前，投资渠道的放开及资金运用方式创新正在不断打通保

险资金直接对接实体经济的经脉。继获准投资创投基金后，近日保监会对险资设立私募基金再

放行，并批准设立首家投资管理公司进行专业管理。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联合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共同发起设立中小企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并已获准成立专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发

起人和管理人。 

在此之前，险资并不被允许投资入股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公司，而本次获批的投资管理公司

亦立足于“中小保险机构，创新保险资金运用方式，服务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这一定位。 

＞全文（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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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1/20150100055548.shtml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1/20150100055549.shtml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1/2015010005555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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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新闻】上海自贸区跨境股权投资案例及政策介绍会成功举办 

2015 年 1 月 8 日下午,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和上海银行联合举办的“上海自贸区跨境

股权投资案例及政策介绍会”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成功举行，有将近 60 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活动，本次培训分为三个模块：上海自贸区跨境股权投资政策，上海自贸区跨境股权投资案例，

上海银行另类投资服务。 

    上海银行新型机构部高级经理助理胡佩华女士首先对自贸区跨境投资的备案流程进行了

介绍，第一个流程下来，很多业内专业人士就跨境投资方面的政策，办事流程等进行了探讨，

接下来胡女士就上海银行提供服务的两个成功跨境投资的案例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包括东方证

券参与跨境收购盛大游戏海外上市概念股的私有化项目进行了分享，最后就上海银行另类投资

服务的四个优势：地域优势、组织架构优势、专业优势、客户资源优势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展

开。 

本次培训对上海自贸区最新政策和案例实操进行了详细解读，受到学员们一致好评！ 

＞全文 

 

【活动预告】投投适道”第十七期——“阳光海淘-跨境电商项目”专场 

“投投适道”第十七期——“阳光海淘-跨境电商项目”专场将于 1月 15 日（周四）下午

14:30-16:30 举办。 

公司介绍： 

“阳光海淘”是以自营和海外知名商户第三方入驻平台相结合的方式，专门从事海外优选

商品进口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是跨境全新进口模式（海关 56 号文件）的先行者与专注者，

及最早完成该全新进口模式下境外优选商品的三流合一清关的电子商务平台（订单流、支付流、

物流）。 

2014 年，阳光海淘团队已与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外运发展”）在项目前

期孵化，以及物流、仓储、清关等业务方面形成长期、紧密、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外运发展

承诺以相对于其所有其他客户最优惠的条件为阳光海淘提供物流、仓储、清关等服务。 

中外运是中国最大的国际综合物流供应商，2014 年物流企业全球综合排名第八名，运营网

络辐射世界各地。 

 

投资亮点 

行业因素：市场发展空间巨大，趋势明显；没有行业龙头；电商行业的蓝海领域；全新进

口模式门槛高； 

团队因素：供应链及运营团队来自亚马逊；市场推广团队来自奥美等 4A；IT 团队来自 IBM、

SUMSANG、万达等知名企业；基于目前发展，创始人团队市场洞察、整合资源、政策把握、供

应链开发等先人一步； 

http://www.bpea.net.cn/article/xhxw/201501/2015010005553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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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及清关因素：发展前期，中外运稳定、高效的物流及清关体系，明显的价格及时效优

势； 

商业模式因素：专注跨境，精准定位，供应链优势，海外知名商户入驻该平台。 

 

核心价值： 

跨境全新进口模式的先行者与专注者； 

专注于海外优选商品进口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 

自营及知名第三方海外知名商户平台相结合； 

具有全球产地直达优势的 B2C 电子商务平台； 

最早完成境外优选商品境内销售的三流合一清关的电子商务平台； 

跨境物流及清关具有明显成本优势和时效优势 

 

报名方式： 

欲参会请编辑（姓名、单位、职务和电话）发送至yzhao@bpea.net.cn报名，申请审核通

过后将收到确认短信并告知参会地点。报名从速，谢绝空降！ ＞全文 

 

 

吴敬琏：如何确立我们所期望的新常态 

 

我在这里讲一讲我的一些想法。说得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评。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叫做“面对新常态”。新常态是一个现在最热门的词，特别是最近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党政领导对新常态的内容、党和政府所提出的方针和如何引领新常态

做了阐述。主流报刊发表了不少阐述文章，但是我总觉得这个问题还值得更深入、更具体地研

究。 

我想讲四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旧常态已经不能延续，不再存在，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事实。 

旧常态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 30 来年，曾经长时期保持着的一种经济发展态势。这个经济

发展的态势大致上可以这样来概括：高投资、高增长，也就是说，在海量资源投入支撑之下实

现的 10%左右的年平均增长。 

这在世界范围内当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对于我们这样拥有这么多人口、这么大面积的

长期的处在停滞落后状况下大概有一两百年的国家来说应该说是一种奇迹。 

但是这种旧的常态，到了本世纪的初期，就开始出现了颓相。到了 2010 年第三季度以后，

增长速度就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下了，特别是到最近三年，增长速度已经到了 7%-8%的水平，

从 10%以上的增长率下到了 7%的水平。这期间也不断采取了一些刺激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从

2013 年到 2014 年就变得非常的明显，这种旧的招数越来越不灵，它拉动经济增长的时效越来

越短。如果说 2009 年的 4万亿投资和贷款，使经济增长保持了两年多的 8%以上的增长率。 

5 

http://www.bpea.net.cn/article/xhhd/hdyg/201501/2015010005551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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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第二季度刺激的力度并不很差，但是比第一季度的增长只拉升了 0.1 个百分点，到

第三季度又落到 7.3%。2014 年 10 月 11 月，发改委批出去的项目达到 1 万亿左右。当然，是

不是有那么多钱，能够实际的投入？可能没有那么多。可是在增长率上却没有见响动。这说明

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增长的速度下降了，它是由于一些客观的、决定性的因素所决定的，不

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的。 

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在于支持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或者叫动力，发生了变化。过去的旧常

态驱动经济高速度的增长动力，是些什么动力呢？ 

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外三个，一个是劳动力投入，一个是资本的投入，再一个是生产率

的提高。在旧常态下，这三个动力是非常有力量的。在劳动力，就是中国社科院蔡昉教授说的，

人口红利，我们拿到了很大的人口红利。另外一个就是改革的红利，改革开放使生产率提高，

这一方面表现为改革使得我们城乡市场打通，所以原来低效利用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就能

够流入城市，得到了比较高效率的利用；另一方面表现为开放使得我们能够在我们本国技术水

平和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的情况之下，用简单引进外国设备和学习外国的技术的办法，使中国

加工制造业的一般技术水平提高到了和发达国家相似的水平上，使得生产率提高了。 

还有第三个因素，就是投资。这个是一个在计划经济时代就采取的老办法。但是在改革开

放以后，我们动员了一些新的资源，能够进入我们的经济活动中，所以投资的规模是我们改革

开放之前不能比拟的。比如说土地，土地从一种不能流动的资源投入到经济活动之中，带来的

资源总量至少是几十万亿的规模。所以我们就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用海量的投资去支撑高增

长。当然了，还有一种老的办法就是发钞票，由政府主导的经营投资。 

经济增长这些基本的驱动力量到本世纪初期都发生了变化。蔡昉教授在 2006 年就提出，

刘易斯拐点即将出现，人口红利正在缩减甚至消失。开放带来的效率提高，由于这个结构变化

的过程进入后期，也因为中国的一般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接近，要靠简单地学习外国技术、

引进外国设备的办法，大幅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就很小了。还有一个是支持高速增长的最主要

因素——海量投资搞了这么多年以后，在各方面造成的后遗症就积累得越来越多了。其中最突

出的表现就是我们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务积累，使得我们的负债率杠杆变得很高。资产负

债表的负债率太高了以后，就会发生某些环节上资金链的中断。这有很大的危险。因为现在包

括政府资产负债表、企业资产负债表在内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中债务总额达到 GDP 的 250%左右。

在这么高的杠杆率的情况下，某些环节必然会出现偿债困难和“跑路”现象。但是如果这种情

况发生连锁反应，偿债困难扩散开来，就会造成整个经济系统的危机。世界上发生过很多次系

统性的危机，像日本 1990 年出现的系统性危机，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必须避免这种情况发

生，因此不能再用海量投资去支持高速度增长了。 

总之，因为驱动要素发生了变化，旧常态不能继续了。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不管你

有多么强烈的愿望，都不可能让它继续下去了。 

 

第二点意见，就是要加深对新常态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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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3 年到 2014 年，党政领导一再说过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常态。特别是 201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后，主流传媒上发表的阐释文章也很多，但是我总觉得对这个问题并没

有研究得很深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新常态的特征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

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

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张为主转向调节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

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总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新常态的内容和特征做了这样一个

定义。就是从速度、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发展动力四个方面。 

在我看来，以上四方面的特征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的方面：一个是经济的增长速度从高速

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也许未来还会继续向中速变化）。另外一个方面，后面三点都可以包容

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

长。 

我们如果仔细地观察这两个转向，可以发现两个转向的进度状况是有区别的。前一个增长

速度转向已经是一个实现了的事实。后一个经济发展方式说得最好的，也只是已经进入了这个

转向，说得不好也许还只是我们的愿望。于是问题就来了：我们的着力点在哪里呢？我认为，

我们的着力点应当是在承认增长速度下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趋势的同时，争取这种不管是中高

速、还是中速的增长速度，是由比较高的、必须高的生产率支撑的。如果是陷入了低效率的中

速增长或更低速度的增长，各种过去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的经济社会矛盾都会暴露出来，我们就

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总之，低效率的中速增长是我们所不希望见到的一个发展态势。我们希望见到的一种常态，

合乎我们愿望的常态，是一种比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高速增长或中速的增长。而这一点是要我们

做出努力去争取才能实现的，而不是说我们无所作为就可能出现的。前一个转变是已经摆在那

里的，我们只能承认，只能适应。第二个转变则需要我们努力去争取实现。 

第三点意见，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才能实现第二个转变。 

必须实现从粗放型发展到集约型发展的转变，不是一个现在才提出的新问题，这个问题少

说已经提了将近 20 年了，多说这是刚开始改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实现。为什

么没有实现？原因是体制没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很难实现。从改革开放开始时期的

1981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务院提出的经济建设十大方针就明确指出，十大方针都是

环绕着提高经济效益这个中心提出的。 

到 1995 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国家计委就提出来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

就是主要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增长。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

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党中央讨论“九五计划建议”和后来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九五计划”

的时候——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提法，是苏联人在 60 年代就提出的，不过苏联的计划经济

体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不可改变，以致一直到苏联崩溃都没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

的转变——我们总结了苏联的教训，提出要实现两个基本转变，一个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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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第二是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商品、市场经济，而且明确第二

个根本转变是第一个根本转变的基础。 

“九五计划”因为在十四届三中全会“50 条决定”指引下市场取向改革进展比较好，所以

“九五计划”时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十五计划”期间情况发生

了逆转。“十五计划”期间因为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变得越来越大，所以经济增长方

式就变得越来越不好，用海量投资建设“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到了 2005 年制定“十

一五”的时候造成了很大的隐患。所以“十一五”的制定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很大的争论，就是

继续用政府主导的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还是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争论的结果，后

一种意见还是占了上风。所以“十一五规划”规定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

为此还规定了许多具体的措施。来开会的时候，我本想把我总结的“十一五”制定过程中的大

争论的一本书，叫《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送给各位，可是在昆明的书店买不到，很遗憾，只

好以后再说了。 

“十一五”制定得很好，但是用一位在 2010 年为“十二五”预研究提供意见的美国经济

学家的话来说，“你们制定了一个很好的十一五规划，但是我看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这

种很不理想的状态使中共中央在“十一五”的最后一年，也就是 2010 年提出了口号叫“加快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 

上面讲的这段经历告诉我们：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于中国来说是命运攸关的，可是能不

能够实现这个转变，取决于改革，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够通过改革把现有的体制改造成为一个有

利于创业和创新的体制。这个体制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呢？在我看来，它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提出建立的，能够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只有我们实现

了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划的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和路线蓝图，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方

式的转变；只有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够确立我们所期望的那种新常态。 

最后一点，对我们企业家怎样面对新常态提出一点意见。 

为了确立我们所期望的新常态，或者说有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高速或中速增长，我们作为研

究人员、教学人员，当然应该尽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我也希望我们的企业家作为我们

社会的中坚力量，和大家一起，包括我们有改革思想的官员们一起，来推进这个伟大的事业，

使它取得应有的进展。 

首先是需要确立一个思想，就是那种靠政府放水、靠海量投资、靠野蛮式的增长赚“快钱”

这种日子肯定是一去不复返了。还是有一些人老想回到过去的日子。我最近不管在北京，还是

在云南，往往碰到一些人似乎总是希望重现过去的“幸福日子”。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是“央

行什么时候会放水？”或者说“一带一路”的“三大战略”会给我们些什么项目？当然，国家

的政策应当随着情况的变化有所调整，做得更加的理性和有效，但是在政府主导下靠政府放水

让企业成长壮大的这种日子，我们不应希望它重新到来，因为它造成的问题太多了。 

关于对总体形势的判断，我觉得 2013 年党中央说的三句话还是值得我们认真地考虑和领

会，这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档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镇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

所谓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就是指经济增长进入了降速时期，经济结构调整是要把过去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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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式造成的结构缺陷纠正过来。这个调整是有痛苦的。对此必须有思想上、行动上的充分准

备。我同意周其仁教授在前些时候的一个讲话中提出的，要开辟经济结构新局面，要投资，必

须要有有效率的、有增长潜力的投资。这是很对的。但是我们过去有大量的无效的投资，你不

去压缩这部分投资，就不可能生出来新的资源去做有效的投资。为了有缩有赢，那就必须有一

个好的资本市场。过去我们的资本市场功能定位有很大的毛病。人们常常说资本市场的功能就

是帮助企业融资。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或者说，是“差之毫厘，远之千里”的。资本市场的功

能是帮助那些好的企业融资，与此同时，还要剥夺那些坏企业浪费社会资本的能力。这里有一

个资本从低效和无效的企业流向有效和高效的问题，而这个结构的转换是很痛苦的事情。 

“三期叠加”，还有第三个“期”，叫做过往刺激政策的消化期。这要消化什么呢？其实

这个话虽然说得比较婉转，但是它的指向还是十分清楚的，就是要消化刺激政策所造成的大量

债务，或者说，治疗这种政策的后遗症。这个大量的积累债务是我国为效率低下的高速增长不

得不付出的代价。现在我们正在吃这份苦果。所以希望政府再度大量放水，我认为不但是一种

没有根据的希望，而且也是不利于我们国家和我们每一个企业的健康发展的。所以，我们应该

从提高自己企业竞争力找出路，做企业家应该做的事情。这不外是学会发现和抓住商机，不外

是善于发现人才和让人才发挥作用，不外是咬定创新不放松，不外是努力学习适应全球市场和

国内市场上新的贸易和投资规则革新。我自己不是做企业的，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企业家都

有这个能力去做好自己的企业。 

我要补充一点的是，我们的企业家要帮助和督促政府建立能够让企业家大显身手的舞台、

平台。这就是要建立起一个好的体制。建设好的体制，实现制度的变革离不开政府起主导作用，

但是我们的企业家和我们这些教书的、做研究的人并不是看客。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有责

任推进这个体制向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转化。 

现在的部分中国市场，应该说是激流涌动、生机勃勃。但这并不是全部。最近我们接触到

的一些事情说明，没有一个好的体制，我们企业家的创新和创业才能是无法充分发挥出来的。 

前两天我到本地一个企业，这个公司是一个混合所有制的上市公司，他们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公司不是按照《公司法》运行的。现行体制，国有资产的主管部门管人、管事、管资

产，所以高层经理人的任免和薪酬，都不是按照《公司法》，由董事会决定，而是由国有股东

决定的，不管它是 100%的股东还是控股股东、参股股东。这样，非国有股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害。

而且是，所有者和经营者貌似分开了，实际上没有分开，这使经营者的才能不能够得到充分的

发挥。怎么办呢？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国有资产管理的办法要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实现

这项改革就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今天在参会路上，一位做网上医疗保健的朋友就跟我讲，他们

这个行业，其实是牵涉一个问题，就是医疗体制改革，公立医院的改革。但是，当前医疗改革

是改革的一个大难题。所以我们的企业家应该参与和推进医疗等改革走上正轨，使其能够实现

改革，才能实现效率的提高和我们需要的新常态的确立。关于医疗改革的具体问题，周其仁教

授写了一本非常好的书，值得关心这个问题的朋友一读。 

谢谢大家！ 

文章来源：中国智库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10 

 

2014 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募资数据分析 

2014 国内活跃 LP 超万家，险资/政府等投资扩大可期 

 

最新数据显示，2014 年前 11 月，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处于比较活跃的状态，LP 市场整体发

展相对较快，LP 数量和可投资金额均有所增加。截止到 2014 年前 11 月，中国股权投资市场

LP 数量增至 12,500 家，其中披露投资金额的 LP 共计 8,395 家，可投中国资本量增至 8,770.39

亿美元。 

投资公司 LP 首次突破 1,000 家但平均可投资本量相对较低 

截至 2014 年前 11 月，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共有 12,500 家 LP，其中富有家族及个人 LP 共有

6,689 家，占 LP 总数的 53.5%，其次，企业 LP 共 1,913 家，占比为 15.3%，这两类 LP 在市场

中占比超过六成。投资公司、VC/PE 机构、上市公司及政府机构 LP 数量均超过 400 家，分别为

1,047 家、778 家、475 家和 401 家，占比分别为 8.4%、6.2%、3.8%和 3.2%。政府引导基金、

资产管理公司以及 FOF 的 LP 数量占比均达到 1.0%以上，分别为 258 家、211 家和 167 家，占

比分别为 2.1%、1.7%和 1.3%。 

可投资中国股权投资市场资本量方面，上市公司可投资本量以 2,196.82 亿美元继续领跑，

其占比为 25.0%。公共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居于其后，可投资本量分别为 1,703.37 亿美元

以及 1,544.36 亿美元，占比分别为 19.4%以及 17.6%。紧随其后的是 FOF、投资公司、企业以

及企业年金 LP，可投资本量分别为 540.80 亿美元、394.67 亿美元、389.41 亿美元以及 327.11

亿美元，占比分别为 6.2%、4.5%、4.4%以及 3.7%。近期，国内新政策刺激下，保险机构、政

府引导基金有望进一步扩大股权投资体量。 

平均可投资本量方面，主权财富基金相对较大，为 171.60 亿美元，其次是公共养老基金，

为 42.58 亿美元，排在第三的是企业年金，为 40.89 亿美元。投资公司的的平均可投资本量仅

6,225.04 万美元，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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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机构募资活跃外资机构募资速度放缓 

从LP类型来看，截至2014年前11月，在12,500家LP中共有本土LP11,192家，外资LP1,228

家，合资 LP80 家，占比分别为 89.5%、9.8%以及 0.6%。本土 LP 数量依然领先于外资 LP 的数

量，整个 LP 市场数量的增长近九成来自于本土 LP 数量的上升。可投资本量方面，市场上 LP

可投资本量共计 8,770.39 亿美元，其中，本土 LP 可投资本量达到 2,273.74 亿美元，占比为

25.9%；外资 LP 可投资本量共计 6,446.33 亿美元，占比为 73.5%。在可投资本量上，虽然本土

LP 与外资 LP 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本土 LP 增长势头愈发强劲，两者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渐缩

小，未来本土 LP 的发展相对比较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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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小于 2,000.00 万美元的 LP 数量居多规模超 20.00 亿美元的 LP 掌控市场七成资金 

从已披露可投资本量的 8,395 家 LP 的可投资规模方面分析，金额在 2,000 万美元以下的

LP 数量最多，共计 7,103 家，占总数量的 84.6%，主要由富有家族及个人构成。规模在 2,000

万美元至 5,000 万美元之间的 LP 数量位列第二，共 567 家，占比为 6.8%。规模在 5.00 亿美元

以上的 LP 分布较少，数量加总为 160 家，仅占比 1.9%。 

从可投资本量方面分析，可投金额小于 2,000.00 万美元以及规模在 2,000 万美元至 5,000

万美元的投资者尽管数量较为集中，但是其可投资本量分别为214.14亿美元和183.18亿美元，

占总可投资本量比例分别为 2.4%和 2.1%。相比之下，49 个规模在 20.00 亿美元以上的 LP 可投

金额则达到了 6,388.09 亿美元，占可投总资本量的 72.8%，可见当前股权投资市场的资金来源

主要还是以大型机构投资者为主，其投资意愿及方向对市场影响颇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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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14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本周 PE/VC 事件 

（01 月 05 日-01 月 09 日） 

【并购/投资事件】 

 

日期 并购/投资方 
被并购/被投资

方 
行业 地区 

涉及金额/股权 

比例 

1 月 5 日 信天创投  婚趣网 互联网 北京市 
100 万元 

人民币 

1 月 6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百姓网 互联网 上海市 1 亿美元 

1 月 6 日 华创资本  别样红云 IT 上海市 
6000 万元 

人民币 

1 月 6 日 天图资本  佬香翁 连锁及零售 西安市 
500 万元 

人民币 

1 月 6 日 
亚商资本  

信天创投 
热拉 互联网 上海市 

100 万美元 

100 万美元 

1 月 7 日 腾讯产业共赢基金  易题库 互联网 北京市 
1000 万元 

人民币 

1 月 7 日 华夏保险  同洲电子 电子及光电设备 深圳市 5.00% 

1 月 7 日 
清科创投  

天使投资人 
优艾互动 IT 北京市 NA 

1 月 7 日 
IDG 资本  

祥峰集团 
贝斯特 教育与培训 福州市 NA 

1 月 7 日 
贝塔斯曼亚洲投资

基金  
智云众网络科技 互联网 北京市 1000 万美元 

1 月 7 日 

腾讯产业共赢基金 

红杉 

戈壁  

零号线 互联网 南京市 3000 万美元 

1 月 8 日 
华创资本 

华人文化投资  
七幕人生 娱乐传媒 北京市 

3000 万元 

人民币 

1 月 8 日 迪安诊断 博圣生物 
生物技术/ 

医疗健康 
杭州市 25.00% 

1 月 9 日 金沙江创投  小宜管家/吾易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上海市 
1000 万元 

人民币 

1 月 9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约约平台 互联网 北京市 

1000 万元 

人民币 

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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