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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去年中国公司赴美 IPO 募 254 亿美元 复苏趋势或持续 

根据毕马威 2 日发布的 新报告，无论从 IPO(首次公开募股)数量或募集资金总额来看，

2014 年度都是 2011 年上半年中概股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公司赴美上市 为活跃的一年。 

去年共有 15 家中国公司赴美发行新股，募集资金 254 亿美元。 

2010 年至 2013 年的四年间，累计有 60 家中国公司赴美 IPO，但募资总额仅 65 亿美元，

远低于 2014 年募资额。 

毕马威预计，2015 年将有更多中国公司、尤其是互联网公司赴美 IPO。对于中国公司来说，

赴美 IPO 自 2013 年下半年开始复苏，并且目前迹象表明，这一复苏趋势会持续发展下去。 

＞全文（中国新闻网） 

海外并购新常态：PE 海外寻项目 国内上市接盘 

    普华永道的报告显示，2014 年全年中国地区企业并购交易创历史新高，交易数达 6899 宗，

交易金额达到 4070 亿美元。其中，2014 年是私募股权基金与财务投资者参与投资交易活动特

别活跃的一年，交易数量与金额分别增长 51%与 101%，均创历史新高;他们积极参与国企改以

及海外并购交易(交易金额首次达规模级)是这一趋势的主要推动因素。 

一方面，PE自身积极参与到海外并购中来，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进化;另一方面，PE已经

成为助力国内企业推进海外并购的重要力量，2014 年兴起的“PE+上市公司”的模式将在这一

过程中实现升级。＞全文（上海证券报） 

2014 年中国风投总额 155 亿美元 两倍于历史纪录 

根据道琼斯风险资源的统计，中国 2014 年的风险投资总额达到 155 亿美元，创下该机构

2006 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的 高记录，两倍于 2011 年创下的 73 亿美元的 高记录。 

中国风险投资公司 2014 年融资 42 亿美元，创 3 年新高。整体私募股权融资达到创纪录的

470 亿美元，超过 2011 年创下的 460 亿美元 高记录。 

风险投资家在 2014 年第四季度大举挺进中国市场，推动全年投资创下历史 高记录。 

＞全文（新浪科技） 

2014 互联网医疗投融资大爆发：融资额逾 14 万亿 

    动脉网互联网医疗研究院日前发布投融资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全国互联网医疗行业融

资事件 103 起，融资额达 141790.09 亿美元。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医药电子商务分会会长龙岩认

为：“未来，医疗健康互联网化作为互联网渗透的中后期，将是医疗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互

联网巨头、医药电商企业纷纷布局在线医疗。从实力上看，中国的医疗信息业已形成本土企业

与欧美、日本企业三足鼎立的局面。”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2/20150200055779.shtml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2/20150200055776.shtml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2/2015020005577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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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互联网医疗的融资风风火火，天使轮融资 30 起，融资额 969.91 万美元;A 轮融资

48 起，融资额 20997.38 万美元;B 轮融资 10 起，融资额 14027.5 万美元;C 轮融资 10 起，融资

额 68732.3 万美元。 

互联网医药行业不仅有医药工业电商模式、第三方电子交易平台，还有移动医疗、正在探

索的 O2O 模式等。在互联网医药行业，移动医疗成为热点，“预计到 2017 年中国互联网医疗

整体规模为 365.3 亿元，移动医疗将突破 200 亿元，占比达到 55%。” 

＞全文（北京商报） 

 

【退出】窝窝团公布 IPO 发行价区间：9 至 11 美元，最高融资 6600 万美元 

2 月 5 日消息，窝窝团今天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了招股书增补文件(F-1/A)。招

股书显示，窝窝团拟发行 600 万股美国存托股，发行价每股 9 至 11 美元， 高融资 6600 万美

元。 

  这一次，窝窝团计划登陆纳斯达克全球市场，股票代码为“WOWO”。 

  在提交 IPO 招股书以前，窝窝团的董事和高管持股比例如下：董事长兼 CEO 徐茂栋实益

持有约 1.75 亿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37.35%；Xiaoyi Niu 实益持有约 8054 万股股票，持股比例

为 17.19%；Jianguang Wu 实益持有约 3812 万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8.13%；Frank Zhigang Zhao

实益持有约 1037 万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2.21%。窝窝团董事和高管总共实益持有的股票数量约

为 3.12 亿股，总持股比例为 66.61%。 

主要股东持股比例情况如下：CDH Barley Limited 实益持有约 8054 万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17.19%；Tianyou Investment Limited 实益持有约 4742 万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9.94%。 

＞全文（网易科技） 

 

【协会新闻】厦门市国有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培训班成功举办 

2015 年 1 月 29 日，由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办，中国股权投资基金

协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协办的厦门市国有

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培训班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成功举办。超过 260 余位嘉宾参加了本次培训。 

首先，由厦门市国资委主任林杰先生为培训致辞。林主任表示厦门市将响应十八届三中全

会的号召——深化改革、创新发展，以问题为导向、产业为基础。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优势，

降低国有企业负债，拓宽融资渠道，增强企业的优化升级，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 

随后，国务院国资委改革局副局长刘文炳先生以及中化集团战略规划部副总经理李延超先

生分别就企业并购与整合以及央企并购事件的实际操作案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讲解。 

下午的第一部分，由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李伟群先生为大家介绍产业基金发展的

现状与前景。李秘书长提出，当前全球股权投资行业已迎来加速发展的第四个周期。目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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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2/20150200055778.shtml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2/201502000557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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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国务院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加快发展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战略意义，正在全面深化

市场化改革，陆续出台相关支持政策。 

接下来，由建信信托创新部田志刚先生就建信信托产业基金管理的实际操作和具体案例为

大家进行了分享。 

随后，由奋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鲍治先生以及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钟锐文先生分别从

法律、税务角度就产业投资基金在实际操作中遇到问题及解决方法进行了介绍。同时，针对厦

门国有企业所涉及的生物医疗、港口物流、互联网等热门行业细致分析了产业投资基金对产业

升级的意义。 

培训的 后一部分是由中国建设银行厦门市分行总经理蔡明仪先生主持的厦门市国资委

与中国建设银行厦门市分行的战略合作意向协议签约仪式。仪式上厦门建行行长生柳荣先生以

及建信信托副总裁朱四清先生分别介绍了各自公司的基本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预期。他们表示

此次意向协议的签订，将在未来五年内建立至少十支产业基金，总规模不低于 100 亿人民币，

为厦门国有企业实现走出去战略、打响知名度提供优质的服务保障。 

此次培训，不仅就国内外产业基金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了细致讲解，更针对厦门市国有

企业所涉及的热门行业的具体案例和实际操作进行了多方位的介绍。为参会嘉宾了解产业基金

的设立、运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得到了一致好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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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经济形势不好时，恰恰是优秀企业的机会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 

 

“借来的增长” 

 

影响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因素有多个，我想强调其中一个，这就是资产和负债的结构，从国

家资产负债表失衡的角度分析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 

 

2008 年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是欧美各国的过度负债。美联储之前的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了消

费，大量借贷资本涌入市场，美国房地产价格翻了一番，产生泡沫。2005 年前后的迅速加息使

得房地产泡沫破裂，按揭贷款利率增加 4%，家庭月供增加 75%左右，这样的负担把很多家庭压

垮了。银行随之把房子收回拍卖还债，引起房地产市场的崩盘。而中间的差价银行只能用自己

的资本金销坏账，而坏账数量过大使得银行破产。 

 

美国采用强制手段清理债务，金融学术语叫“去杠杆化”，削减无法承担的债务，现在的

负债水平与 2000 年相比，稍高一点，结构调整基本到位，如此才能重回增长的轨道。而欧洲，

虽然与美国同步加杠杆，去杠杆手段稍弱，清理坏账没有明显进展。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a=newscon&id=386&twoid=1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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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负债指数，从上世纪 80 年代到 2013 年直线上升，2013 年的负债率在 200%左右。

目前的中国就像 2008 年前的欧美经济，高负债，承受风险的能力非常低，依赖现金流，现金

流一断便无法承担。 

 

负债的投资收益是否能还本付息，是负债的 基本要求，可是企业的投资收益正在下降，

因为市场经过 30 年的高速增长，由短缺经济转为过剩经济。 

 

凯恩斯相信需求促进增长，但是需求是无止境的，因此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长放慢是一个

伪命题，没有购买力才是真正应该关注的，消费力弱源于老百姓收入落后于产能的增长。 

 

政府可以创造需求，但是无法创造百姓的购买力，政府投资高铁、电网的费用来自税收，

税收来源是企业及老百姓，政府的投资增高来源于民间消费减少，社会总花费并没有增加，因

此，政府投资无法拉动内需。 

 

我们可以通过发电量的增长来举个例子。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时，发电量曾出现负增长，

2008 年底 4万亿的推出促进发电量强劲反弹，增长了 20%，二至三季度后开始下滑。2012 年下

半年，发改委批项目、银行批款，圈内人戏称为“4万亿 2.0”，一针鸡血持续到 2014 年上半

年，到去年年底政府又预计推出刺激计划。自金融危机以来，政府数次大规模地推出扩张政策，

但是效果一浪低于一浪。由此可看出政府支出并没有创造价值，同时推迟了企业结构调整的步

伐。 

 

长期低增长环境中，企业怎么应对？ 

 

我的建议是宁可踩空不可断粮，收缩战线，保守经营，并思考转型。 

 

我们不可能抓住市场上所有的赚钱的机会，只要抓住少量的机会即可，人一辈子做好一件

事情已经相当不错了，对我来说就是专注做研究就好。 

 

传统的商业模式，只需要广阔的市场和低成本的生产要素，只需要维持政府关系，灵活的

生产经营，严格的成本控制即可，不需要核心竞争力。 

 

所谓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企业在市场上，你的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优势。腾讯和阿里巴巴

靠的是技术和产品创新；万科靠的是一套落地生根的管理体系和激励机制；海底捞靠的是公司

文化和人力资源。 

 

现在各行各业都市场饱和，传统商业模式不转型就生存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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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刮起的风让大家找风口，说找到风口猪都能起来。昨天我看到马云在达沃斯讲话，

马云笑笑说，风一停，猪不就都死了吗？我们要有飞翔能力，才能让自己稳步飞翔。 

 

机会主义的心理，阻碍了我们企业的转型。真正的转型，要从制造转为创新，从低价竞争

转为价值创造的竞争。 

 

企业缺乏创新的缘由 

 

今天，创新决定企业成败，而企业创新的落后又是显而易见的。 

 

同质化的竞争使企业进入了恶性循环，降价成为了唯一的工具，降价至没有利润，企业难

以生存。 

 

根本原因是，企业家缺乏个性，客观的外在价值尺度使企业趋同，当企业家都在一个目标

下经营企业时，就会干着同样的事情，生产同样的产品与服务，并且相互攀比模仿，牺牲利润。

实际上，企业家的价值是没有客观、统一的衡量标准的，赚钱只是一个工具，并不是目标。而

中国就缺少这种特立独行，追求自己目标的企业家。 

 

企业是在创造价值的基础上谋取利润的。衡量的标准有两个：你有没有带来前所未有的技

术与服务，例如智能手机和微信；在不牺牲利润的情况下，你有没有以更低的成本或价格提供

产品和服务？ 

 

要记住，赚钱未必创造价值，但创造价值必然赚钱，只有以价值为基础的利润才具有可持

续性。 

 

互联网金融 P2P 没有未来？ 

 

金融的核心问题是信用评级，信用评级的困难源于信息不对称，收集信息需要成本。中小

企业与大型央企的信用评级成本基本相同，但收益差别甚大。 

 

抵押品即是为了克服信息不对称，增加违约成本，降低违约概率。中小企业没有抵押品或

价值低，违约成本低，所以中小企业贷款成本高，降低风险的关键在于信息对称，因此，金融

机构在降低信息不对称上创造价值。 

 

金融 P2P 没有解决信息不对称，只是拉拢借贷双方，没有解决金融的核心问题，因此将来

会大规模地倒闭。但阿里金融是例外，淘宝网留下了很多中小企业的交易记录，可以构建数学

模型，推算中小企业的信用状况，决定贷款额与利润，控制信用风险，赢利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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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思维的诱惑和蛊惑 

 

我认为不存在互联网思维，不要迷信，我们看到很多互联网公司的成功，但是没有看到更

多的失败，这是由中国文化成王败寇的思想导致的。 

 

人类数次科技革命都没有“思维”诞生，蒸汽机、铁路、电脑、移动技术都没有获此殊荣，

这些思维我们不必在意，但也不要轻视互联网， 近兴起的 O2O 就是给了大家一个思路，如何

利用互联网改造传统企业，给消费者更快的提供价格更低的产品就是 O2O 创造的价值。 

 

“单品海量”，也就是早已熟知的规模经济效益，被冠上了互联网的帽子，其实早就存在，

它适应标准化、需求量大的产品，容易在互联网上实现。而“多品微量”也是另一种赚钱的思

路，“单品海量”和“多品微量”的关系就如同标准服装与定制服装的关系，如同跑量和利润

率的关系。 

 

至于互联网时代常提到的词汇并不新鲜，“客户体验”、“痛点”……其实早已有这样的

提法；“产品做到极致”，是种自杀行为，做生意不能不找到效益和成本的平衡点；“羊毛出

在猪身上”，沃尔玛的低利润就来源于海量供货的低成本；“平台战略”，宝洁的日用品平台、

万达的商铺平台，早就开始做平台。 

 

对于这些新鲜的互联网名词，不要迷信，但是要思考、理解它背后的意思，跟风是缺乏自

我、没有内心追求和独立分析能力的表现。 

 

经济形势不好时，恰恰是优秀企业的机会 

 

企业的经营和宏观经济关系不大，天气需要关注，但是不必看天吃饭。优秀的企业在经济

形势不好的时候反而是扩张的机会，前提是守住你的现金流。很多企业正在重组，正是这些优

秀企业的机会。慢下来调整，思考自我，向自己的内心要答案： 

1、企业是赚钱的工具，还是自我价值的体现？ 

2、我为客户和社会创造了什么价值？ 

3、我的价值创造方式有什么不同？我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 

 

来源：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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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基金 2014 年回顾与 2015 年展望 

 

2014 年是私募股权基金参与投资交易活动特别活跃的一年，交易金额达到 730 亿美元，同

比增长 101%；交易数量达到 593 宗，增长 51%，均创历史新高。同时，2014 年，风险投资基金

的投资数量同比增长 81%，达到 1,334 宗，创 2008 年以来历史新高。 

 

 

 

2004 年至 2014 年期间，中国大陆及香港市场总共募集资金 3,650 亿美元，在亚洲私募股

权基金中占主导地位（数据不包含其他市场所募基金中专项投资于中国市场的资金部分）。该

数字远超位居第二的日本，募集资金 770 亿美元。印度排第三，募集资金 62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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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 年以来，中国已成为亚洲 大的私募股权投资市场。2014 年，中国占亚洲私募股

权交易总金额的 41%。2014 年中国投资总额较 2013 年增长 103%。同期的全球交易总额仅增长

10%。 

 

 

 

普华永道中国华中区私募股权基金业务组主管合伙人高建斌表示：“私募股权基金积极参

与国企改制以及海外并购交易是这一趋势的主要推动因素，其中，私募股权参与海外并购交易

金额首次达规模级。此外，私募股权基金在科技与消费相关行业的交易数量占比过半，这反映

了私募基金的投资计划意图与宏观经济战略方向保持一致。” 

 

私募股权基金参与的海外并购交易数量同比增长近一倍，从 2013 年的 25 宗到 2014 年的

49 宗。交易金额同样达到历史新高，达到 14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00%。 

 

普华永道中国华北区私募股权基金业务组主管合伙人卓志成进一步分析道：“2014 年中国

私募股权投资创历史新高的重要因素是私募股权寻找有中国业务的海外投资组合。优秀的中国

本土人民币基金将与其全球同行开展竞争。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优秀的中国本土私募股权基金深

入地参与了海外并购交易，而这一趋势发展之快远远超乎人们的预期。” 

 

随着国家政策法规的大力支持，来自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已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关键的资金

来源，因此在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前景良好。 

 

正如我们所预期，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交易退出数量出现反弹，并购退出数量创

历史新高，而上市退出数量虽然达到 近三年的峰值，但仍低于 2010 和 2011 年的水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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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2013 年的退出低谷之后，2014 年中国退出数量出现强势反弹。由私募股权/创投基金

投资的企业上市数量与美国几乎持平。然而，此渠道仍充满挑战。整个行业正进入‘退出’阶

段，于是尚未找到退出渠道的投资案例已成为私募股权基金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A 股市场一直也将继续是私募股权基金重要的退出渠道，然而，我们也预期看到更多通过

并购退出（交易退出／二次出售）的交易。 

 

来源：普华永道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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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2 月 2 日-2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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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 日 起点创业营 速溶 360 金融 中国 
1000 万元 

人民币 

2 月 2 日 祥峰集团  穿衣助手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2 月 2 日 
华夏资本  

深圳创新投 
点点客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2 月 3 日 步步高  南城百货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00% 

2 月 3 日 钟鼎创投  莱凡网络 互联网 中国 
1000 万元 

人民币 

2 月 4 日 汉理资本  速普商城 互联网 中国 
5000 万元 

人民币 

2 月 4 日 经纬中国  真融宝 金融 中国 1000 万美元 

2 月 4 日 经纬中国  真融宝 金融 中国 1000 万美元 

2 月 4 日 

君联资本 

基石资本 

正源策略 

凤凰国旅  其他 中国 NA 

2 月 4 日 中路资本 好厨师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500 万美元 

2 月 5 日 
清科创投 

龙腾资本 
找工雷达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 万元 

人民币 

2 月 5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熊管佳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600 万元 

人民币 

2 月 5 日 纪源资本  51 信用卡管家 金融 中国 5000 万美元 

2 月 5 日 梅花天使创投 RedLily 团队 互联网 中国 100 万美元 

2 月 5 日 兴和投资  海印集团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98% 

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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