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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务院五一发文:拓宽创业投融资渠道 支持风投创投

五一劳动节之际，国务院发布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通知称，随着我

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是富民之道、强国之举。

国务院提出，要坚持扩大就业发展战略。把稳定和扩大就业作为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

将城镇新增就业、调查失业率作为宏观调控重要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

划。

通知还提出，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创新服务业发展模式和业态，支持发展商业特

许经营、连锁经营，大力发展金融租赁、节能环保、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和旅

游休闲、健康养老、家庭服务、社会工作、文化体育等生活性服务业，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提高服务业就业比重。

对于创业，国务院称要营造宽松便捷的准入环境。例如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落实注

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坚决推行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

年内出台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意见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方案，实现“一照一码”。

同时在创业方面要拓宽创业投融资渠道。运用财税政策，支持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天使

投资等发展。运用市场机制，引导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支持创业活动，壮大创业投资规模。

通知还称，要鼓励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首位。

＞全文（华尔街见闻）

国务院发布电商'国八条':多渠道融资机制 鼓励境内上市

李克强总理 5 月 7 日上午的到访，在中关村创业大街掀起的热潮还未散去，数小时之后，

中国政府网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从八个方面推进电商发展，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

国务院公布《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鼓励符合条件的互联

网企业境内上市。《意见》明确指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加大金融服务支持;建立健

全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多元化、多渠道投融资机制;支持商业银行、担保存货管理机构及电子商

务企业开展无形资产、动产质押等多种形式的融资服务。鼓励商业银行、商业保理机构、电子

商务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商业保理服务，进一步拓展电子商务企业融资渠道;引导和推动创业

投资基金，加大对电子商务初创企业的支持。

此次关于电子商务的“国八条”，更是提到了建立健全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多元化、多渠

道投融资机制，研究鼓励符合条件的互联网企业在境内上市等相关政策。＞全文（光明网）

拆除 VIE 转投新三板 互联网公司掀“回归热”

面对火爆的国内市场，越来越多曾计划海外上市的公司决定卸下复杂的 VIE 架构，以前所

未有的勇气投怀包括新三板在内的 A 股资本市场。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5/20150500056438.shtml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5/2015050005644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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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中搜网络、激动网、百合网之后，国内老牌网络论坛天涯社区近日亦明确要挂牌新三板。

此外，上证报记者独家获悉，全球最大移动效果营销服务商 YeahMobi 也有意在新三板完成资

本市场首秀。

对于汹涌的回归浪潮，太平洋证券副总裁程晓明对记者表示，新三板的价值正在逐步展现，

未来将有更多的公司选择新三板。＞全文（中国证券网）

【募资】国泰君安与中信信托共设新三板基金：规模 4.26 亿元

近日，国泰君安与中信信托共同设立的新三板基金“国泰君安创投隆信”宣告成立。该基

金由国泰君安全资子公司国泰君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君创投”)与中信信托旗下

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信诚”)共同出资 4.26 亿元设立，由国君创投全资

子公司上海格隆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格隆”)和中信信托旗下中信锦绣资本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锦绣”)共同担任基金管理人。＞全文（投资中国网）

【退出】连亏 2年的天涯社区拟挂牌新三板 解密登陆资本市场路径

4 月 30 日，天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涯社区”）出现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股转系统”）官方网站审查信息的名录上。在中搜网络（430339）之后，新三

板将迎来另一家平台型互联网公司。

“这是天涯社区挂牌新三板的第一步，接下来该项目还要等待股转公司的几轮反馈，最终

获得股转系统挂牌同意函，才算正式挂牌新三板。”中信证券一位承做新三板的券商人士说。

而天涯社区公开转让说明书的内容也印证了许多曾经的传闻，包括明星投资机构和明星投

资人入股的情况、当年与谷歌分手的内幕，以及天涯社区未来的发展方向。

天涯社区总裁邢明告诉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选择新三板，一个主要的考虑是网络公

司在新三板挂牌后将来可能有转板创业板的机会。另外，我们比较看好新三板非常市场化的机

制。新三板市场化很充分，某种程度上比主板、创业板的市场化程度还要高。”

＞全文（21 世纪经济报道）

【协会新闻】李伟群：中小企业要了解并参与股权投资

中小企业如何找到合适的融资渠道？在“中国高新科技企业投融资巡回路演·广东站”现

场，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李伟群对此总结了 16 个字：先知先觉，先动先得，增进交

流、加强合作。他还指出，中小企业要了解并参与股权投资。

李伟群从中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投融资难题、股权投融资三方面分享了他对中小企业投

融资的体会。“大多数中小企业缺乏主动投资意识，不知道除了融资以外也可以投资，也找不

到合理的投资标的，缺乏投资经验和资金。”他认为，所有的股权投资都具备融资、融智、融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5/20150500056439.shtml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5/20150500056442.shtml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5/201505000564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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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特点，如今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人均 GDP 的增长也为中小企业投融资带来了更多的可

能。

如何实现投资和融资成功？李伟群认为要增进交流、加强合作。“增进交流就是和行业内

的优秀企业及个人交流，请国内外优秀的中介机构帮助评估信息，进行商业信息优化。互联网

是一个信息共享的时代，互联网+让我们实现了更多低成本、快捷的交流与合作。”

此次活动通过“中国高新区科技金融信息服务平台”进行网上视频直播和远程互动交流。

该平台是科技部火炬中心、深交所共同发起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路线图计划 2.0”路演对

接功能的网络平台和服务窗口。该平台以互联网技术为手段，通过信息展示、数据查询、路演

推介、平台社交等多种服务，促进全国各地国家级高新园区及区内高新技术企业与广大创投机

构之间的投融资信息对接。该平台上线后，推出“中国高新科技企业投融资巡回路演”系列活

动。

本次广东站路演是中国高新科技企业投融资巡回路演的第六站，此前已经走过西安、武汉、

济南、北京、成都等城市，服务了数百家企业和数千家投资机构。活动通过主题演讲、“现场

路演+网上直播”、专家点评、线上线下交流问答等多种形式，为中小企业和创投机构之间搭

建沟通合作的桥梁。＞全文

【活动预告】 “PE 管理系列培训”第九期

日期：2015 年 5 月 12—15 日（周二—周五）

地点：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B座 10 层 天元律师事务所

授课语言：中文

主办单位：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特别支持：天元律师事务所

“PE 管理系列培训”是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根据会员和业界需求，专门开设的实操型

PE 培训课程。此前培训已成功举办八期。此期课程设置在涵盖基金募集、投资、投后管理、退

出四大模块的基础上，特设 PE 运作中的税务、法律事宜，邀请在业内享有广泛声誉的会计师

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进行精讲。

在当下较为严峻的行业形势下，协会立足 PE 运作，结合业界实践，邀请到有多年实战投

资经验的资深投资人与行业专家，与学员共同分享他们从业多年的经验。培训课程将为学员提

供深入的案例分析，并设有与讲师互动的问答环节，旨在为学员提供小范围、针对性强的高端

集训。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NDE1NjEwNQ==&mid=207903330&idx=2&sn=82726d5933d77a9dfd1228974ebe3788&scene=5#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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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邀请讲师：

中信产业基金 高管

中信资本 高管

TSF 资本总裁 宋斌

光大金控总经理 李少平

天元律师事务所 团队

安永中国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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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全部课程的学员可获得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颁发的结业证书

以上费用包含培训资料、商务午餐和茶歇

同一公司 3人及以上注册全部课程，将享受额外的 10%折扣优惠

完成全部课程的学员可获赠价值 13800 元的“2015 年全球 PE 北京论坛”入场券一张

完成全部课程的学员可获赠《中国股权投资基金手册（2014 年第三版）》一册

本期培训对外仅设 50 席位！为保留您的座位并顺利参加培训课程，敬请在活动开始前报名缴

费。恕不接受现场报名。

联系方式：

联络人：赵小姐、张小姐

电话：010-88087229， 88086901 传真：010-88086229

Email：yzhao@bpea.net.cn，lzhang@bpea.net.cn

＞具体请参见网页

mailto:yzhao@bpea.net.cn
mailto:lzhang@bpea.net.cn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a=newscon&id=359&twoid=1526#rd&sukey=cbbc36a2500a2e6c97575ee65595f85bdd198c786a1b36b850fded1c724a2f083c20d2c475e14fba48af9b868e170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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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小锋：绝不能用不良资产搞资产证券化

中国股权投资协会副会长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博导

我今天先把结论说出来。第一我认为资产证券化不能从不良资产作为基础资产做起，这个

在中国是有过教训；第二资产证券化要法律先行；第三资产证券化要坚持市场化运作，不能进

行过多的行政干预。我对资产证券化的研究时间很长了，我想已经有超过 20 年的研究，在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下，我下海了，一直走到最南边的天涯海角，在三亚搞了一个三亚地

产投资券，两个亿的规模。在一个从来没有证券概念的地方顺利地发行成功，没有任何一个投

诉，我在那全程盯了差不多半年，去做这些事。

大家知道，1992 年底发行完毕三亚地产投资券后，1993 年海南的房地产就大跌了，所以，

这就证明，如果一个资产没有稳定的可预测的现金流，它就是一个不良资产，它是不适合做证

券化的。其实，三亚这个项目不是一个真正的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它是一个实体资产证券化

项目，但是二者有相通之处，不良的信贷资产、实体资产，都不适合进行不良资产证券化操作。

中国最开始讨论信贷资产证券化应该是 97 年、98 年，当时第一次国际论坛我也参加了，

是 98 年在青岛举办的，是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和后任的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亲自主持的，

我在会上做了一个主题发言，就是强调不能拿不良资产做证券化。当时 98 年工行、农行、中

行、建行是很希望把他们的不良债权拿来做证券化的。99 年国家批准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华

融、信达、长城和东方，第一次在营业范围内出现这五个字：“资产证券化”。他们说资产证

券化这个东西很神奇，可以点石成金，只要把不良债权拿到股市，垃圾股都炒得老高，这样就

可以把不良资产转嫁给社会了。当时我们极力反对，我们也有一个观点，就是找不到傻子，你

也不要把市场投资人当成傻子。果然，后来资产证券化的主渠道没有在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去

展开。

中国的首批资产证券化项目，是在 2005 年由开行、建行开始试点的，即开行的“开元”

资产证券化项目、建行的“建元”资产证券化项目。可是，大家要知道，刚开始银行报的方案

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建行曾经多次上报的方案是：建行自己成立一个子公司做 SPV，也就是建

行把信贷资产卖给了子公司，这实际上没有实现真实销售，从而也没有实现破产隔离，这个资

产事实上还是建行的，没有做到表外的处理，所以这个方案理所当然地就被否定了。国开行的

开元 2005 资产证券化项目，是把优良资产作为基础资产，建行的建元 RMBS 项目，是把住房抵

押贷款作为基础资产，这两个项目均是以优质资产作为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我认为 2008 年美

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如果用资产证券化的角度来讲，我可以用一句话去总结，确实是“不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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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资产做了不良的证券化”，导致了金融危机。最基础的资产是房地产，美国的房地产还没

听说有烂尾楼、豆腐渣，但是，在房地产上面构建了一个信贷资产，这个信贷资产叫做次级贷

款，它是不良资产，现金流是不稳定的，不可预见的，将这个次级贷款作为证券化的基础资产，

转化成了资产支持证券，俗称“次级债”，次级债不断地加盖，等于在沙滩上不断地加盖楼房，

只要多盖一层没有塌，我的奖金就拿到了，为此，大家都在继续盖。到了危机前，大家其实都

知道要塌了，但是塌之前，我的奖金已经拿到了，让社会去买单。所以，评级机构也好，政府

监管也好，层层的当事人都没有严格执行不良资产不能进行证券化操作，因为不良资产没有稳

定的现金流。

香港资产证券化模式值得借鉴

我在 2004 年出版了一本书《资产证券化中国的模式》，把资产证券化归结为四化，第一

是信贷资产证券化；第二是实体资产证券化（比如将 REITs 归为实体资产证券化）；第三是证

券资产证券化，债券还得变成 FUND，还得变成 FOF，还可以变成 CDS、CDO、CMO 等等层层不断

地再证券化，这个花样在美国玩得很多，终于从 1977 年发明了资产证券化到 2008 年，30 年已

经玩到比美国股市的发行规模还要大，最后终于酿成了国际金融危机；还有第四化叫现金资产

证券化。四化概念做得比较好的是中国香港地区。

香港的现金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是通过发行港币留下的美元基金，美元基金通过增值

管理，基本上能够做到两位数的增值，特别是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1998 年 8 月，

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行到香港去发动金融立体仗的时候，香港动用了相当于五分之一外资储

备去把现金资产变成股票，变成恒生指数成分股，终于打退了他们的进攻。这个是现金资产证

券化。

香港的实体资产证券化，就是香港政府推出的 REITs，叫领汇基金。香港政府将 185 处安

居工程，有廉租房，中间有商场，有酒店，有公共设施，有停车场，政府管理这些物业是有现

金流的，他来发行 REITs，交给公司整合，然后上市，已经发行成功，收到几十亿。突然出现

一个老太太，老太太说我就住在这个社区，这个社区以前是政府的，租金就便宜，现在卖给了

市场，估计租金要涨，损害了我消费的利益，我到法院去告你。香港法院紧急翻案，驳回不受

理。可是有一个法律规定，她可以在 21 天内再去申诉，就必须等这 21 天。只要没申诉，这件

事才能够往前推，已经拿到钱了，但是还不能挂牌交易。香港的反对党一看，原来有这么一个

好办法来跟政府作对，他们再准备一个老头，准备两个，准备一批人，一个一个轮着“21 天”，

让你永远都上不了市，后来香港政府一看这个情况，宣布承认错误。

因为所有招股说明书第一章都要披露风险，让律师去写了好多风险，恰恰就没写诉讼风险，

而这个诉讼风险刚发行完就发生了，所以你必须承认错误，承认错误就宣布发行失败，退钱，

政府损失了利息，此后，把这个风险披露重新做好，第二年再发行，由于房地产增值了，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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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多赚了几个亿。没想到一个政府的行为居然被一个老太太给推翻，而政府顺势引导，最后反

败为胜，这是实体资产证券化。

信贷资产证券化香港也做了，最典型就是“五隧一桥”，五个隧道一个桥梁，在当时金融

危机这种情况下，香港政府财政赤字紧张，缺乏收入，那就把以“五隧一桥”现金流支持的信

贷资产进行证券化，最后也上市成功。

证券资产证券化就更加生动，香港政府在 1998 年 8 月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买了 1520 亿港币

的官股，持有了一大堆股票，这个股票不能卖，一卖必须公开，一公开股市就跌，拿到手上，

后来都增值了。大家知道，香港政府入市的时候恒生指数是 7000 点，香港政府将其托到 8000

点，现在怎么也得 2万多点，有所增值，但是不能卖，那香港政府怎么办呢，通过证券资产证

券化，把比如说三分之一的股票组合，发起一个盈富基金，让投资者持有，同样当时国际投行

又回头买这个基金，因为你很难买到那么好的一个恒生指数成分股的组合，这个组合每年在升

值，这样就没有影响社会，股票没卖，变成了基金，这个盈富基金卖到一半的时候香港政府已

经收回成本了，那另外一半还在增值，百分之百的利润在两三年就实现了，这个就是通过市场

运作，化危为机这么一个故事。香港政府也很聪明，凡是香港市民认购给 5%的折扣，要是外资

来认购没有折扣，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资产证券化四大基本原理

第一个就是现金流分析原理，基础资产必须具有稳定的可预见的现金流。第二个原理就是

资产重组原理，资产必须经过一定的重组，计算出现金流来。第三个叫真实出售原理，真实销

售才能保证破产隔离。第四个叫信用增级原理。比如说真实销售，我认为银监会搞的信贷资产

证券化是实现了真实销售，当年 2005 年有十部委的共识，有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的文件支持，

可以真实地卖给证券的投资者；可是证监会名下搞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就受制于部门权力，做

不到真实销售，为把住风险，2007 年左右证监会就请我和一些律师、会计师组成十人的专家团

介入，“你们先把关，你们说 OK 了，我证监会才正式受理，如果你们说不行，我就不受理”，

这是一种变相的发审委了。

很多案例都通过了，但是，我也反复跟他们说，如果没有实现真实销售，在原始权益人破

产的情况下，或者因为债务纠纷，原始权益人的基础资产被冻结，投资者将不能获得该基础资

产所产生的现金流。后来，大概在 2007 年，我就行使我的否决权，否掉了一个项目，这个项

目是上海福禧的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上海福禧把沪杭高速公路的现

金流拿来做证券化。必须承认，沪杭高速公路现金流是很可观的，增长量也是不错的基础资产。

但是该基础资产的持有人是上海福禧，一个私人公司，这个私人公司挪用了上海社保的钱去做

事，这块资产已经卖了三家，一个是他拿着上海社保的钱，客观上就是一个抵押物，第二个他

到工商银行贷款抵押过，第三他在中国银行间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又卖了一次，现在又到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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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搞专项资产计划，他请到的是证券公司是全国前两名的大牌证券公司。我作为一个审查人，

我不能说上海福禧这个公司不行，会破产，我找了个技术原因，我说现金流的测算，我认为有

问题，他说有什么问题？我们是请香港著名的顾问公司测的，该公司做过好多大项目的测算。

我说车流量的测算三个因素，第一个车流量的增加；第二个是车辆种类结构的改变，假设车流

量没有增加，那大货车会增加，那个收费就是几十块，小车是十块，我说这个结构你没有分析；

第三个就是涨价和降价的这个因素，他是假设说，车就是全部折成小轿车，然后这五年不涨价

也不降价。我说不对，首都机场高速刚降价，以前 15 块降到 10 块，后来又单向收费，我说现

在的趋势是降价，所以我说你这个现金流不准确，拿回去修改。

当时这个券商就很不高兴，说你又不是搞技术，你怎么拿个技术原因否了，我说我就否了，

你拿回去修改，修改了一个多月还没报上来，上海福禧就破产了，破产了以后，这块资产三家

在争，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项目变成一个政治事件，最后是工商银行收走了，然后短期融券的

投资者就由工行去管。到现在为止，这个资产也是优良的，但是它没有实现真实销售，所以也

没有实现破产隔离。如果我不卡着这个项目，一个月发行成功以后他破产了，投资者就血本无

归。所以，从此以后，证监会很后怕，开头对我很不高兴，后来说要感谢我，主管司长特意打

电话说感谢给我们卡了这一道关，从此以后，2007 年暂停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我印象中这两年

才又恢复了。

为什么暂停呢，第一个原因是 2007 年中国股市达到 6000 多点，投资者都不买债券了，都

去托那个大牛市去了。第二个原因是 2008 年又发生金融危机，资产证券化是祸首，躲都还来

不及，所以资产证券化在中国就停滞了好几年。我认为是到 2012 年才重启，现在我觉得到了

一种新的百花齐放这种局面。作为 20 多年的一个研究和实践者，我也是感触蛮深的。

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来源：中国资产证券化论坛

2014 年 4 月中企上市数据统计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2015 年 4 月，全球共有 34 家中国企业完成 IPO，IPO 数量环比增加

3.0%，同比增加 466.7%。中企 IPO 总融资额为 64.99 亿美元，融资额环比增加 31.8%，同比增

加 626.1%。2015 年 4 月，全球市场中企 IPO 数量和融资额持续呈上升趋势。得益于广发证券

在香港主板完成 2015 年中企最大规模 IPO，融资额上升较为明显。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E5%B9%BF%E5%8F%91%E8%AF%81%E5%88%B8/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E5%B9%BF%E5%8F%91%E8%AF%81%E5%88%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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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 2015 年 4 月，34 家上市企业中有 30 家登陆内地资本市场，占比

88.2%；3 家登陆港交所，占比 8.8%；1 家登陆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占比 2.9%。从 IPO 融资

额分布来看，4月中企在港交所融资额最多，总融资额 39.10 亿美元，占比 60.2%；其次为内

地资本市场，共融资 25.49 亿美元，占比 39.2%；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融资 0.4 亿美元，占

比 0.6%。根据清科研究中心观察：内地资本市场新股发行进入新常态，注册制日渐明朗，内地

资本市场 IPO 越发活跃，同时吸引 VIE 结构企业回归 A股，中企海外上市数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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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2015 年 4 月，完成 IPO 的中企涉及 12 个一级行业，登陆 4个

交易市场的 6个板块，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中小企业板、深圳创业板、香港主板、香港

创业板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4月中企 IPO 平均融资额 1.91 亿美元，最高融资额 35.99 亿美

元，最低为 0.06 亿美元。34 家 IPO 的中企中 18 家企业有 VC/PE 支持，占比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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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中企 IPO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是亮点，地区分布广泛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按私募通一级行业分布，4月中企 IPO 共涉及 12 个行业。从

IPO 数量来看，机械制造、生物技术/医疗健康、化工原料及加工分列前三位，分别完成 14、5、

2 起 IPO；分别占比 41.2%、14.7%、5.9%，累计占比 61.8%。从融资额来看，金融行业凭借 2015

年 IPO 最大单广发证券融资额最高，共融资 35.99 亿美元，占比 55.4%；其次为生物技术/医疗

健康行业，共融资 7.77 亿美元，占比 12.0%；第三为机械制造行业，共融资 7.29 亿美元，占

比 11.2%。根据清科研究中心观察：4月，金融行业名列融资榜首，虽然只有 1家券商企业 IPO，

但是融资额却占半壁江山。机械制造行业一向是 IPO 主要力量，数量和融资额一直名列前茅。

值得关注的是，4月份 5家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企业 IPO，数量排名第二，而融资额超过机

械制造行业，紧随金融业之后。平均一家生物技术/医疗健康企业融资 1.55 亿美元，而机械制

造行业企业平均融资 0.52 亿美元，几乎是机械制造平均融资额的 3倍，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

业 IPO 融资额表现抢眼。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从 IPO 数量来看，北京市、广东（除深圳）、浙江位列中企 IPO

地区前三，分别完成 6、6、4起 IPO,分别占比 17.6%、17.6%、11.8%。从融资额分布来看，广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E5%B9%BF%E5%8F%91%E8%AF%81%E5%88%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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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除深圳）企业融资最高，共融资 38.06 亿美元，占比 58.6%；其次为江苏企业，融资 5.76

亿美元，占比 8.9%；第三为上海市企业，融资 3.83 亿美元，占比 5.9%。根据清科研究中心观

察：4月 IPO 的中企地区分布较广泛，共涉及 14 个地区，其中来自北京市、广东（除深圳）、

浙江的企业最多，累计占比 47.1%。

4 月中企 IPO 主战内地资本市场，深圳创业板表现抢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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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4月份共 30 家企业登陆内地资本市场，其中 11 家登陆上海证

券交易所、2家登陆深圳中小企业板、17 家企业在深圳创业板完成 IPO。根据清科研究中心观

察：4月共 30 家中企登陆内地资本市场，连创 2014 年 IPO 开闸以来的 IPO 数量最高值。4月

份深圳创业板 IPO 最为活跃，17 家中企在深圳创业板 IPO，占内地 IPO 总数的 56.7%。清科研

究中心认为，内地新股发行进入新常态，新股供给量持续增高，2015 年中企内地资本市场 IPO

将愈发火热。随着 2015 年李克强总理提出“全民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我国大力

促进新兴、创新、高新技术产业，越来越多的创新型企业、互联网企业实现 IPO，吸引更多投

资，以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深圳创业板承载着培育新兴创新产业的使命，致力于促进创新创

业、帮助经济结构转型。在创新创业的大环境下，2015 年将有更多的企业登陆深圳创业板，为

市场增加更多活力。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2015 年 4 月，4家企业登陆海外市场，包括香港主板 2家、香

港创业板 1家、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 1家，相比 3月中企海外 IPO 共 6 起减少 33.3%。清科研

究中心认为，内地 IPO 火爆、注册制改革在即、VIE 架构被纳入监管范围等因素，使一些中国

企业放弃海外架构回归 A股，海外上市的热情随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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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广发证券是 4月中企最大 IPO，在香港主板融资 35.99 亿美元。

江苏有线以 5.33 亿美元、昊海生物科技以 3.04 亿美元位列融资第二、第三。根据清科研究中

心观察：广发证券是 4月 IPO 最大单，广发证券的主要业务包括：投资银行业务、财富管理业

务、交易及机构客户服务业务和投资管理业务。从募集资金的用途来看，50%将用于发展财富

管理业务，包括融资融券和互联网平台；30%将用于国际业务；另外 20%将用于发展投资管理、

投资银行和客户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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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 退出 57 起平均回报 3.12 倍，达晨创投 5家企业获退出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2015 年 4 月，34 家 IPO 的中国企业中 18 家企业有 VC/PE 支持。

IPO 退出共 57 起，共涉及 40 家机构、33 支基金、3位投资人。18 家有 VC/PE 支持的企业中，

17 家登陆境内资本市场，共融资 17.37 亿美元；另外 1家登陆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共融资

0.40 亿美元。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以发行价计算，2015 年 4 月 IPO 退出平均回报倍数为 3.12 倍，

略高于 3月的 2.32 倍，其中投资了普丽盛的 SBCVC Fund II（管理机构：软银中国资本）获得

22.57 倍的账面退出回报，为 4月 IPO 退出回报最高值。

http://zdb.pedaily.cn/company/%E8%BE%BE%E6%99%A8%E5%88%9B%E6%8A%95/
http://zdb.pedaily.cn/company/%E8%BD%AF%E9%93%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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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科研究中心观察：4月份，共有 5家达晨创投投资的企业实现 IPO，包括登陆深圳

创业板的航新科技、金雷风电、博济医药、鹏辉能源和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星光农机。这 5

家企业 IPO 后，达晨创投及旗下 5支基金：达晨创世、达晨盛世、达晨创泰、达晨创恒、达晨

创瑞，投资人杨皓薇，投资人肖冰获得退出。按发行价计算，5家企业 IPO 后，达晨创投获得

2.28 倍平均账面退出回报、20.0%的平均内部收益率。达晨创投肖冰曾表示，2015 年将是达晨

创投退出的最大丰收年，其中一大批退出项目是 2010-2012 年期间所投，另一小部分是

2007-2008 年所投，而 IPO 退出是主要退出方式。

来源： 清科研究中心

http://zdb.pedaily.cn/company/%E8%BE%BE%E6%99%A8%E5%88%9B%E6%8A%95/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E5%8D%9A%E6%B5%8E%E5%8C%BB%E8%8D%AF/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E9%B9%8F%E8%BE%89%E8%83%BD%E6%BA%90/
http://zdb.pedaily.cn/enterprise/%E6%98%9F%E5%85%89%E5%86%9C%E6%9C%BA/
http://zdb.pedaily.cn/company/%E8%BE%BE%E6%99%A8%E5%88%9B%E6%8A%95/
http://zdb.pedaily.cn/company/%E8%BE%BE%E6%99%A8%E5%88%9B%E6%8A%95/
http://zdb.pedaily.cn/people/%E8%82%96%E5%86%B0/
http://zdb.pedaily.cn/people/%E8%82%96%E5%86%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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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5月 4 日-5 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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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4 日
龙腾资本

顺为资本
知米英语 电信及增值业务 杭州市 100 万美元

5月 4日

九鼎投资

上海永宣

芳晟投资

中经合

盘石 互联网 杭州市 NA

5 月 5 日 普思资本 乐视体育 互联网 北京市 1亿美元

5月 5日

五岳天下

光速安振中国

创业投资基金

车 101 互联网 上海市 1000 万美元

5月 5日

经纬中国

华平

光速安振中国

创业投资基金

e 代驾 电信及增值业务 北京市 1亿美元

5月 5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嘉佣坊 互联网 北京市
1000 万元

人民币

5月 5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六畜兴网 互联网 郑州市
1000 万元

人民币

5月 5日
钢研大慧投资

中海创投
达通通信 电信及增值业务 北京市

661 万元

人民币

5月 6日 蓝港互动 淘手游 电信及增值业务

黔西南布依

族

苗族自治州

NA

5 月 6 日 清科创投 淘手游 电信及增值业务

黔西南布依

族

苗族自治州

NA

5 月 6 日

崇德投资

挚信资本

IDG 资本

嘀嗒拼车 电信及增值业务 北京市 NA

5 月 6 日 Accel 大疆创新 机械制造 深圳市 7500 万美元

5月 6日

经纬中国

启明创投

成为资本

OneAPM IT 北京市
1.65 亿元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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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6 日

纪源资本

晨兴创投

顺为资本

高榕资本

爱屋吉屋 互联网 上海市 1.2 亿美元

5月 6日

新恒利达

同威创投

东方富海

美丽加 互联网 深圳市
5000 万元

人民币

5月 6日 赛富投资基金 吉屋网 互联网 深圳市
1亿元

人民币

5月 7日
贝塔斯曼

亚洲投资基金
笨鸟海淘 物流 深圳市 1000 万美元

5月 7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BB 车险 互联网 北京市
1000 万元

人民币

5月 7日 华岩资本 Jetbay 互联网 北京市 160 万美元

5月 8日 58 同城 中华英才网 互联网 北京市 NA

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