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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务院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新华社北京 6 月 16 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系统性、

普惠性政策文件。 
《意见》从 9 大领域、30 个方面明确了 96 条政策措施。一是创新体制机制，实现创业便

利化；二是优化财税政策，强化创业扶持；三是搞活金融市场，实现便捷融资；四是扩大创业

投资，支持创业起步成长；五是发展创业服务，构建创业生态；六是建设创业创新平台，增强

支撑作用；七是激发创造活力，发展创新型创业；八是拓展城乡创业渠道，实现创业带动就业；

九是加强统筹协调，完善协同机制。>全文（新华社） 

私募基金获准进入银行间债市 可直接在银行间开户 

央行近期扩大银行间市场参与主体的举动越来越多，银行间市场参与者数量也越来越庞

大。 
6 月 16 日，《第一财经日报》获悉，央行金融市场司已经发布的关于私募投资基金进入银

行间债券市场有关事项的通知称，私募投资基金也可以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同时，相关能够

进入市场的私募基金的具体要求从净资产等方面做了相关要求，准入门槛是基金管理人的净资

产不低于 1000 万元。 
通知显示，这里所称的私募投资基金，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

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银行间债券市场对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及其子公

司从事私募投资基金业务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对于具体准入条件，除了净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外，央行还要求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已经

依法在有关管理部门或其授权的行业自律组织完成登记；基金管理人应委托第三方托管人独立

托管基金资产；基金管理人最近三年未发生违法和重大违规行为；私募投资基金的投资范围包

含债券等固定收益类产品等。>全文（第一财经日报） 

VIE 抢滩新三板:系统性机会点燃机构热情 9家 PE大鳄合作 

从 9 元上涨到 327 元，暴风科技在 A 股市场受到的资本待遇，点燃了许多海外有特殊股权

结构(VIE)企业回归中国资本市场的热情，一时间，新浪、世纪佳缘、博纳影视等知名海外上市

中概股企业都纷纷宣布跨入这一行列。业内人士透露，目前，有大量原本投怀送抱至海外资本

市场的公司正准备回归 A 股市场，考虑到大部分企业仍然并不成熟，预计没有盈利门槛且今年

有望推出转板机制的新三板，将成为这群“海归”的抢滩登陆之地。 
业内人士认为，在目前国内几大层次的资本市场上，新三板可能是“回归大军”的抢滩首

选。一方面，新三板没有盈利要求;另一方面，新三板也有灵活的转板机制。 
记者获悉，已有专业投资新三板基金公司正考虑成立 VIE 企业回归标的投资专户。而券商

和创投机构动手更早。目前，中信证券已牵手华兴资本、华泰证券牵手红杉资本设立相关基金，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6/20150600056784.shtml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6/2015060005679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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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国信证券已战略牵手 9 家 PE 大鳄战略性合作签约，打算在推进海外上市互联网企业回归

A 股市场等方面展开合作。>全文（中国证券报） 

 

【退出】联想控股 IPO 路演：将募资近 150 亿港币 29日上市 

据彭博社报道，6 月 15 日，联想集团(00992.HK)母公司联想控股正式路演，将于 6 月 29
日在香港上市。 

据相关销售文件显示，联想控股计划以每股 39.8 港币至 43 港币发行 3.529 亿股股票，其

中 95%为国际配售，5%为公开发售，另有 15%超额配股权，集资规模 140.47 亿港币至 151.77
亿港币。据悉，该交易可能成为 2015 年香港市场的第三大 IPO 交易。     

联想控股将于 6 月 16 至 19 日公开招股，21 日定价，29 日挂牌，保荐人为中金、瑞银，

安排行有高盛、摩根士丹利、中银国际等。>全文（21 世纪经济报道） 

Fitbit 18 日晚纽交所上市：发行价 20 美元，可穿戴设备领域第一 IPO 

智能手环制造商 Fitbit 6 月 18 日晚将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发行价为每股 20 美元，

股票代码 FIT，IPO 承销商包括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美林证券等投行。   
根据招股书显示，Fitbit 计划发行 22,387,500 股 A 类普通股，包括创始人在内的股东将出

售 14,187,500 股，共计 3657.5 万股，这意味着 Fitbit 至少融资 7.315 亿美元。除此之外，公司

还将授予承销商 5,486,250 股的超额配售权，若承销商完全行使超额配售权，本次 IPO 的最高

融资总额将达到 8.427 亿美元。   
招股书中同时显示，在 2015 年第一季度 Fitbit 旗下运动手环在美国市场销量占据第一位。   
招股书还提到，Fitbit 自诞生以来一共销售了 2080 万个运动手环，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将近

七成。如果 Fitbit 成功上市，它也将成为穿戴设备领域的第一个 IPO 案例，无疑是对可穿戴设

备行业形势的一个利好。>全文（钛媒体） 

 

【协会新闻】“投投适道”系列活动第二十二期成功举办 

2015年 6月 18日下午，“投投适道”第二十二期于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议室成功举

办。本次活动邀请到 Epower微屏和北京世恒达科技两家机构进行项目路演。10余位投资机构

代表参与了本次活动。 

首先，Epower微屏创始合伙人韩梅女士介绍了 Epower微屏产品及运营平台的基本情况，

讲解如何利用微屏技术来实现卖场与消费者间的互动从而达到服务的目的。随后韩梅女士介绍

了团队资源的优势及未来的发展规划。 

接下来，北京世恒达科技的 CEO刘俊先生为大家介绍了关于水平井/大斜度井随钻动态反

演目标层预测技术及可视化远程随钻轨迹跟踪平台的应用。随后，刘俊华先生详细介绍了他们

的优势及融资计划。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6/20150600056797.shtml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6/20150600056785.shtml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6/2015060005678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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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活动中，投资机构代表针对项目的特性及薄弱环节提供了专业性的指导意见，为项

目方不断的完善自身及融资过程奠定良好的基础。活动结束前，项目方与投资人进行了深入和

热烈的交流、讨论。活动得到了与会嘉宾的一致好评！ 

【活动预告】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 “新丝路商旅”投资考察团 

2015年，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指导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全面转向亚欧大陆腹地。北

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为了进一步深化会员服务、满足会员“走出去”的需求，联合长征国际咨

询有限公司及和君集团于今年夏天启动第一期“新丝路商旅”考察团，诚挚邀请您一同深入走

访波兰、捷克、哈萨克斯坦等国家，考察当地投资和商贸环境概况等，并通过与所在国政商领

袖及主要企业进行合作会谈和项目对接，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高端设备制造业、物流、一

般贸易等领域，向参团企业现场重点推介一批项目资源。 

 

第一期“新丝路商旅”投资考察团行程暂时安排如下： 

时间：2015年 9月中下旬（全程 9-10天） 

地点：波兰、捷克、哈萨克斯坦 

招募对象：限席招募 企业高层管理者 

主办方：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组织方：长征国际咨询有限公司 

协办方：和君集团 

 

行程亮点 

一、与政府高层领导面对面沟通，从宏观层面了解所在国全球投资策略及对华投资策略； 

二、对话所在国主要金融机构，探索潜在合作机会； 

三、对话所在国顶级企业高层，寻求领先行业投资机会； 

四、根据参会成员需要，拟安排央视和目的地国国家媒体对本次访问进行报道。 

 

参访机构 

政府及民间机构： 

中国驻波兰、捷克、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波兰财政部部长、副部长等政府官员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波兰雇主联合会（波兰最大、历史最久、最具代表性的雇主组织，成员包括 10000家企业，成

员企业的雇员总数达 500万。会长 Andrzej Malinowski将参与交流。） 

捷克投资与工商业发展促进署捷克投资局 

捷克工业与贸易部官员、财政部官员等 

哈萨克斯坦投资促进中心 

哈萨克斯坦投资和发展部官员、工业与新技术部官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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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投资机构： 

波兰 PKO BP银行：波兰规模最大、最负盛名的银行,也是当地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在个人银

行、企业银行及投资领域均具有强大优势。 

萨姆鲁克-卡泽纳（Samruk-Kazyna）国家主权基金：管理哈萨克斯坦最大战略性资产的主权财

富基金机构，总资产价值接近 1000亿美元，子公司包括阿斯塔纳航空、哈萨克电信、哈萨克

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哈萨克斯坦国家油气公司等企业。 

Halyk银行：成立于 1923年，是哈萨克斯坦第三大银行、主要金融机构之一，是拥有最大客户

群和销售网络的商业零售银行。 

  

拟对接企业： 

波兰库奇科投资集团：对话集团创始人、波兰首富简•库奇科（Jan Kulczyk），其多项投资遍

布各大洲，涵盖矿业、能源、基础设施、房地产等多领域。 

波兰 MS集团：MS集团旗下现有 4家上市公司，市值约 27亿欧元，投资领域涉及化工、房地产、

木材加工、洁具、媒体等，包括世界最大的三层实木地板制造商 Barlinek等知名品牌与公司。 

捷克 PPF集团：成立于 1991年的投资基金公司，其投资涉及多个细分市场，如银行和金融服

务业、电信、房地产、零售业、保险、矿产业、农业和生物科技，总资产超过 240亿欧元。 

捷克斯柯达（SKODA）汽车公司：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汽车生产商之一。捷克的姆拉达•博雷斯

拉夫是斯柯达总部所在地，同时也有着斯柯达的主要生产中心及最大工厂，是斯柯达品牌的起

源地。 

哈萨克斯坦 Tau-Ken Samruk集团：成立于 2009年，由国家矿业集团控股，是哈萨克斯坦最大

的采矿和金属企业，业务领域涉及固体矿产的勘探、开发、生产、加工等。 

（具体行程安排以最终确认为准） 

 

收费政策 

收费标准：69800元/位 

费用包含： 

全程交通 

五星级酒店住宿 

商务拜访、深度交流 

精选中西餐厅，品尝特色美食 

专业商务翻译人员 

全程配备资深司机、导游 

签证办理及面签培训 

 

协会会员机构享有优惠价格，详情请咨询协会秘书处。（联系人：陈小姐；联系热线：

010-88087202） 

（最终解释权归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所有）  

具体详情请见 

http://www.bpea.net.cn/article/xhhd/hdyg/201506/2015060005664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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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正东： 未来 5年中概股将消失 人民币美元基金局势大逆转 中国股权投

资正全速进入第三阶段 

清科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清科研究中心的一些最新数据，以及本人的最新解读，相信会对大

家有所启发。在此之前，花半分钟时间介绍一下清科的变化。首先，清科现在分为两大块，一

块是信息、数据研究中心、媒体，另外一块是资产管理，母基金、天使投资、创投，以及二级

市场的投资。 

 

  今天也希望大家关注特别我们四个互联网平台：1、投资界，私募股权投资的垂直门户网

站；2是私募通，中国 PE、VC最大的大数据平台；3、股权易，让股权交易更容易，目前，VCPE

投资了三万多家公司，其中成功上市的仅一千多家，退出共约五千家，大量投资项目是没有退

出的，如果大家想退出，可以在股权易上实现股权转让再融资，这是我们推出的新平台，现在

有很强的技术支持。4、我们新产品财富街，“PE street”。中国每天 VC、PE 市场大约是四

千亿到五千亿，以前哪怕是最权威的基金，也面临募资的挑战，财富街可以帮大家募资，我们

的 LP和别人不一样，都是上市公司，财富街负责人是杨敏，一会儿会向大家介绍。 

 

  人民币美元基金格局逆转 

 

  我们也在变化，为什么变化？因为市场在变化。200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还处于高速发展

期，而今市场在不断变化，今天的市场环境被称为新常态，我们在新常态下股权投资怎样发展，

我想不管怎么样，新常态下股权投资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另外，新旧资本交替也带来了资本推动新经济的增长，包括市场的改革，自上而下，从克

强总理引领创新浪潮到消费模式的变迁，以及资本市场的改革、创新，都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

情。春节之后，新三板突然一下子特别火热。进入第二季度之后，互联网回归，拆 VIE的事情

每天都在发生，今天还在和 CEO吃饭，明天就私有化了，下午 CEO说还在考虑，晚上就宣布私

有化了。 

 

  自从 IDG进入中国开始，我们已经走过了二十三个年头，2000年整个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大

约四百个亿，现在是四万亿，任何行业都没有我们发展得快，我们现在确实是财大气粗的行业。

目前，活跃的机构超过八千家，就像小小的清科，人民币基金加上美元基金 10 几支，如果像

君联资本这样更多了。很多基金管理上百亿美元，以前都是几千万人民币或者几千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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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科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5 年行业还是保持高速发展，2015 年第一季度，募资同比

增长 67.6%，投资案例增长 195.5%，退出同比增长 20%。据说某 S 开头的基金募 100 亿基金，

很快就搞定，据说 M 开头的某机构募 30 亿基金，只是打招呼阶段。在我们这个行业，还是气

势如虹，大家都像打了鸡血。 

 

  当前，人民币基金大受追捧，人民币基金募集数量和金额正在超越美元基金，成为市场的

重要力量。美元投资基金方面很好，但募资方面人民币基金远远超过了美元基金。以前都是美

元基金到清科集团拜访，最近几年都是人民币基金到清科拜访，格局还是有很多变化。当然退

出还是有待改善，我相信最终新三板的活跃会带来退出的量变。 

 

  中国股权投资 LP市场资产规模扩大明显 

 

  接下来说说财富管理的现状。股权投资本身是最赚钱的商业模式，吸引的资金最大，但投

资周期最长，有人说“倪总，你的基金很好，但是能不能今年就有回报”，股权投资主要是长

期投资，所以需要 LP们有耐心。 

 

  现在政府引导基金越来越多。社保基金最近回报非常好，尤其是暴风科技上市之后，整支

人民币基金一下子赚了三四十亿，其中社保基金占百分之二三十，也赚了好几个亿。虽然社保

基金这两年有停滞，但随着他们的基金纷纷有回报，正在回归这个市场，值得期待。 

 

  最近，国家监管部门对保险机构的股权投资正在逐步放开，因而险资对 PE、VC 以及母基

金都在关注。以前感觉保险基金离我们很远，据说昨天晚上某一个保险机构的 LP 协会晚上唱

歌比赛，朋友圈上传的照片非常活跃，和其他的机构打成一片，所以我觉得保险机构和我们这

个行业的合作程度越来越高。 

 

  上市公司就不用说了，最近很多基金，LP 清一色全是上市公司，尤其是最近两个月，上市

公司宣布和创投机构合作的事例很多，和清科相关就有好几家上市公司，哪怕投了 500万，也

发公告，说和清科参与股票基金，股票就上涨上涨。所以上市公司参与 PE、VC 的程度史无前

例的增长，上市公司离我们越来越近，这是让我们兴奋的事情。当然，其他还有各个方面，我

觉得这四个方面是我们重点值得关注的资金进入。 

 

  在清科私募通上，收录的 LP达到 14000多家，披露可投资的总额达到 8000多亿美元，我

现在担心的事情，国外资金曾经去圈不同的猪，圈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我们泱泱大国，

现在好像不再需要他们的钱了，这些多国家的这么多钱怎么投到中国市场，确实值得我们思考

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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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PE市场 LP类别很多，上市公司是最重大的资源来源，特别是对中小机构来说，上市

公司是最大的、最重要的资金来源。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发布的私人财富报告，中国高净值

人群已经超过了 100万，为 VC行业、天使投资行业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现在的上市公司，

比如说阿里的这些员工，手持资本几十亿、几亿元、几千万元，所以，现在很多管理者不出门

就已经把资金募完了。 

 

  当然，机构投资者资产规模扩大明显，可配置 PE资产提升，这也是资金源源不断的原因。

这里提一个大学的基金，2013年我为 500所高校募资，数字达到了 158亿，158亿人民币虽然

完全无法和哈佛、耶鲁任何一所学校的基金相比，但我觉得这将成为一个趋势，有钱的大学校

友应该给母校的捐款，设立创投基金，就像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一样，参与我们的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 

 

  当前，保险机构总资产超 10万亿，约一万亿资金可投到 PE行业，钱还是很多的，希望保

险机构在创投、PE行业能下重资，值得期待，不要只是围绕那几个大的机构，能够再多关注一

些 GP，其实很多 GP管理规模不是那么大，但回报非常稳健、可观，值得你们多关注。 

 

  政府引导基金也是爆发增长，2006年才六支，2014年达到了 41支，管理资本量达到了 130

亿人民币，像浙江省杭州市的引导基金也投了很多引导基金，他们对创投的支持和发展功不可

没，他们拿地方的钱在支持着创投和 PE行业的发展。 

 

  刚才说了上市公司也成为 PE的重点来源，这个领域值得 GP们关注，二级市场火爆，上市

公司的市值越来越大，既然有这么好的事，就多投一些钱到 PE基金、创投基金吧！ 

 

  2015 年中国股权投资行业正在进入全新的阶段 

 

  第一，  从 2000年至今，PEVC行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0年到 2009年，美元基金引导的时代； 

 

  第二阶段：2009年到 2014年是美元基金和人民币基金并驾齐驱的阶段； 

 

  第三阶段：2015年之后，估计很多美元基金的管理者会变成人民币基金的主要管理者，他

们管的人民币资金的资产，将会逐渐超越他们管的美元资产，所以我们进入了人民币基金主导

的时代，逐渐进入人民币基金主导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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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阶段：未来还有一个时代在等着我们，那就是美元与人民币基金的统一，就是美元和

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候，人民币和美元统一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第二，  过去十五年，VC和 PE的发展两头在外，募资和退出在外，随着阿里巴巴的上市，

宣布了 PC 互联网最高点的结束，阿里巴巴的上市是两头在外的高潮，2015 年开始，未来的五

年、十年是两头在内的时代，募资和退出都在中国市场。 

 

  第三，  互联网的未来在国内的资本市场，五年之后可能就没有中概股，这个速度比我们

想象得快，最后留在美国的就是巨头，其他都回来了。昨天 360宣布私有化，我估计过几天 58

也会宣布私有化，如果阿里巴巴宣布私有化，那就和美帝国主义拜拜，这是大势所趋。 

 

  第四，  我们是 VC2.0 时代，我们是天使投资的 2.0 时代，我们是 PE 的 2.0 时代，我们

是 LP的 2.0时代，我们要尊敬那些十五年前开创这些产业 VC、PE的大佬们，我们很尊敬他们，

他们是开创者。 

 

  但未来的五年、十年的市场，PE2.0、VC2.0、天使投资 2.0将占领市场，因为二代们正冲

在前线，LP们不仅要关注大佬，更要关注真正的实权派、实力派，我们不能总是寄托毛主席，

要想想习大大，这个时代是正在不断更新，就像美国的红杉一样，当年的创始人哪怕红杉的迈

克•莫里茨也有退休的时候，美元基金投资人一旦到了 70岁就退休了，而基金还在持续，这也

是我特别强调的，LP们也要重点关注新生一代。 

 

  第五，2015 年九鼎开创先河的 VC、PE 的上市潮正在进行中，我个人感觉，未来一年、两

年，应该有不低于 50家创投和 PE机构在新三板在香港或国内市场上市，这是我们这个行业值

得关注值得期待的新事情、新事物。要么拥抱新事物，要么被这个时代淘汰，或者错过。 

 

  第六，在新常态中，创新创业创投所谓的“三创”是最具活力的一股力量，也充满着青春

的朝气，在今天的经济新常态里面，创新创业创投是一股清新的空气，就像北伐军的叶挺独立

团一样，充满着革命的斗志，引领着经济的发展。 

 

  第七，人民币基金的 LP、人民币的 LP、人民币的母基金，大学的基金大有潜力，大有可

为，大有前途，大家都要放眼这个市场。 

 

最后，我想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时候是互联网+大资本的时代，这个时代不可多得，无论是

GP还是 LP不要辜负这个时代，现在正是战斗的好时候，收获的好时候，在座的各位 GP们、LP

们，也包括杭州各个地方的政府领导们，我们一同抓住这个不可辜负的好时代、好年份！谢谢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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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投资界 

 

  
清科解读：《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2015年 6月 11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明确了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下简称“双

创”）的三条重要意义：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扩大就业实现富民之道、激发全社会创新

潜能和创业活力。其次，《意见》从创新体制机制、优化财税政策、搞活金融市场、扩大创业

投资、发展创业服务、建设创业创新平台、激发创造活力、拓展城乡创业渠道等 8个领域、27

个方面提出 93条具体政策措施。其中，《意见》关于资本市场创新的要点如下： 

 

  ●  中国将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引导和鼓励众筹融资平台

规范发展。 

 

  ●  支持符合条件的创业企业上市或发行票据融资。 

 

  ●  鼓励创业企业通过债券市场筹集资金。 

 

  ●  积极研究尚未盈利的互联网和高新技术企业到创业板上市制度。 

 

  ●  推动在上交所建立战略新兴产业板。 

 

  ●  放宽外商投资准入，鼓励外资开展创业投资业务。 

 

  ●  鼓励各地方政府建立和完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  要求完善创业投资企业享受 70%应纳税所得额税收抵免政策，推广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税收试点。 

 

  ●  引导和鼓励中央企业和其他国有企业参与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 

 

  ●  支持保险资金参与创业创新，发展相互保险等新业务。 

 

  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写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以来，针对“创业创新”的政策不断

出台。进入 5月份政策热度有增无减，迄今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先后召开的 4次国务院常务会

议，每次议题必涉及“创业创新”，并出台相关扶持举措。对于创业企业来说，融资是亟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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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重要问题之一。针对中小企业创业融资方面的支持措施问题，《意见》做出了制度安排，

主要是从扩大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这两个方面寻求融资难的破解之道。 

 

  《意见》推动建立战略新兴产业板，加快推进新三板向创业板转板试点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文件明确要

求在金融市场领域，优化资本市场，扩大创业投资，大力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意见》要

求积极研究尚未盈利的互联网和高新技术企业到创业板发行上市制度，推动在上交所建立战略

新兴产业板，加快推进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向创业板转板试点。在搞活金融市场、促进

便捷融资方面，《意见》提出，积极研究尚未盈利的互联网和高新技术企业到创业板发行上市

制度，推动在上交所建立战略新兴产业板。并且，将加快推进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向创

业板转板试点。 

 

  新兴企业的培育与成长，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但我国资本市场现有的市场体系和发行

制度更多考虑传统企业的特点，缺少专门针对高新企业、暂未盈利的创业企业的制度安排，导

致新兴企业难以进入资本市场、难以获得融资支持。而战略新兴产业板定位于新兴和创新领域，

淡化上市硬性财务要求，适当简化发行流程。其融资能力和定价能力强于新三板，又为大量在

股权结构或盈利指标方面未达到现有场内市场要求的企业提供了上市渠道，该板推出将促进各

证券市场间的良性竞争。此外，建设战略新兴板契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能满足新兴企

业的现实需求、有利于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同时也将为投资于新兴企业的风险资本提供有效

的退出渠道。 

 

  目前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已构建起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在内的场内市场，以及

包括全国股转系统和地方区域性市场在内的场外市场互为补充的格局。转板机制的建立是一项

系统性工程，转板机制应当是有上有下、可进可出、在不同层次市场之间形成有机联系的一整

套体系。目前很多新三板挂牌企业都在为转板做相关准备，其中多数企业已把转板计划纳入到

了公司的决策预案中。目前，在新三板上市不仅会给企业带来财富效益、广告效应。而且转板

机制一旦确定，公司可优先享受“绿色通道”，符合条件的企业即可转至主板。随着市场进一

步成熟和完善，新三板还会陆续公布相关规则和服务指南，比如在融资工具方面，将来会推出

债券、优先股，围绕债券、优先股如何发行、如何交易也会有相关交易规则出台。 

 

  《意见》包括“一条主线”+“两个统筹”+“四个立足” 

 

  自 2014年达沃斯论坛以来，支持“双创”的利好政策频出，在构建完善的创业环境前提

下，此次《意见》将发展“双创”的措施进行了细化。提炼本次《意见》，可概括为“一条主

线”、“两个统筹”和“四个立足”。“一条主线”即以加快政策执行传导进程为主线，确保

政策措施具有系统性、可操作性和落地性。“两个统筹”即统筹做好已出台与新出台政策措施

的衔接协同，统筹推进高端人才创业与“草根”创业。“四个立足”即立足改革创新，体现“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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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扶”相结合。立足加强协同联动，形成政策合力。立足创业需求导向，推动创业、创新与

就业协调互动发展。立足加强执行督导，确保政策落地生根。 

 

  其中，建立创业扶持机制、制定财税金融政策和完善创业服务模式是《意见》最重要的三

个亮点。 

 

  一、建立创业扶持的新机制 

 

  在工商注册领域，《意见》提出支持各地放宽新注册企业场所登记条件限制，可以使用一

址多照，也可以集群注册，方便登记注册。这一措施主要利好各省市的孵化器发展。不再需要

一户一照的硬性规定后，为创业者提供工位或小集群办公区域的孵化器将成为未来创业者的首

选办公地。此举亦将推进改善政府背景孵化器招商难的局面，同时对市场化的新型孵化器亦是

招揽创业者的一大优势，并且此优势将不再局限于中关村内而是面向全国扩散。对于创业者来

说，处于起步阶段的小微企业亦将不再受困于高昂的租金导致资金匮乏而制约企业发展的局

面。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意见》提出集中查处一批侵犯知识产权的大案要案，加大对反复

侵权、恶意侵权等行为的处罚，探索实施惩罚性的赔偿制度等等。从创业前端做好知识产权保

护，为创业者铸造创新成果的法律“盔甲”，让创业者放心安心地钻研创新。并且推动全民创

新的机制，而不是依赖盗取他人创新成果为己用的投机行为造富。 

 

  在创业教育和培训方面，《意见》提出要将创业精神培育和创业素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

系。从近年来 VC/PE机构今年投资趋势分析，VC/PE机构逐渐将投资战线前移，开始涉足天使

投资以及种子期投资，以期从创业市场前沿发掘优质的潜力型创业项目。如今，政府从发展“双

创”的角度，将创业培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意图让创业者创业前形成基础的创业意识和对创

业环境的了解。从创业早期提高创业质量降低创业风险。并且为创业者提供了一个接受创业教

育的稳定渠道，解决求助无门的困境。 

 

  此外，《意见》提出了开展企业简易注销试点。建立便捷的市场退出机制；提出了完善以

信用管理为基础的创业创新监管模式等等。 

 

  二、制定财税金融政策  

 

在政策支持方面，《意见》中提出要加大对创业创新的支持力度，强化资金使用的绩效评

价；要鼓励对众创空间等孵化机构在办公用房用水用能和网络方面给予适当优惠，减轻创业者

负担。如今市场化的新型孵化器正逐渐升级为当前孵化器市场的主流，而在孵化器运营前期盈

利问题是制约新型孵化器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难题。若能从日常运营开支中给予孵化器一定的优

惠政策，减轻孵化器负担想必亦能为创业者减轻日常工位租金或其他固定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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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税收优惠方面，提出要完善普惠性的税收措施，将科技企业转增股本、分期交纳个人所

得税试点政策、股权奖励分期交纳个人所得税的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落实促进高校毕业生、

残疾人、退役军人、登记失业人员等创业就业的税收政策。给这些人群优惠的政策，鼓励他们

创业。就在 2015年 6月 11号，财政部发文《关于推广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税收试点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原本仅适用于中关村的股权奖励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政策推广至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实验区和绵阳科技城。政策中提到对示范地区内的高新技

术企业转化科技成果，给予本企业相关技术人员的股权奖励，技术人员一次缴纳税款有困难的，

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可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最长不得超过 5年。在这一趋势推动下，新

政策落地将仅是时间问题。预计下一步将进驻北上广深各一线城市。 

 

  在创业投资和融资方面，提出要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引导和鼓励融资平台规范发展，开

展公开、小额股权众筹融资试点，加强风险控制和规范管理，推动发展投贷联动，投保联动，

投债联动等。加强金融创新，不断增强对创业创新企业的融资支持。这些都是在财税金融政策

方面的一些新政策。在小微企业起步初期，融资难融资贵是制约企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绊脚石。

然而，初创企业没有盈利，没有资产可抵押，银行在提供贷款支持方面也是有心无力。创投机

构早期投资在中国也正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配套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在如今大力推动“双创”

的环境下，将诞生大量的创业企业融资需求。针对这一问题《意见》要求通过完善多层次的资

本市场，优化规则为创业企业创造条件，并且着重强调推动互联网等高新基础产业的上市制度。 

 

  三、完善创业服务模式 

 

  在发展创业服务方面，《意见》提出，要引导和推动创业孵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等技术成果

转移结合起来，完善技术支撑服务，引导和鼓励国内资本与境外合作，设立新型的创业孵化平

台。引进境外先进的创业孵化模式，提升孵化能力，加强创业孵化国际合作。国内当下孵化器

模式通常以发达国家，如美国、欧洲等国家的孵化器为标杆，参考其先进的发展模式以及孵化

机制，例如导师机制和校友机制等。《意见》的提出将为国内孵化器打开渠道，通过与境外孵

化器的联合发展模式，开拓投资渠道以及完善孵化网络。成熟的孵化网络为境内外孵化器整合

更庞大的资源平台。因此推动境内孵化器走出去和境外孵化器进入国内，是未来孵化器发展的

必经之路。 

 

  在优化公共服务方面，明确了有条件的地方继续推动探索。通过创业券、创新券的方式，

对创业者提供创业培训、咨询、检验检测、软件开发、研发设计等方面的服务。建立和规范相

关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力求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在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方面，提出来要加强创业创新的信息资源整合，建立创业政策的集中

发布平台，完善专业化、网络化服务体系，增强创业创新信息的透明度等。当前挡在创业者与

投资人还有市场之间的一道隔膜就是信息的不对称性。许多的创业投资失败是因信息不对称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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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构建专业化、网络化的信息平台为创与投双方提供完善的行业及市场信息，侧重通过建

立及时更新的政策集中发布平台让创业者及时享受应有的优惠政策从而降低创业失败率是此

项措施的首要目标。 

 

  由此可见，此次《意见》通过建立创业扶持的新机制、制定财税金融政策、完善创业服务

模式三方面，将众创空间的推动措施落地，从而完善众创空间发发展规划，将创业环境的优化

由政策到金融到服务全方面落实，以期在未来通过创新创业推动中国经济迈入新的篇章。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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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6月 15日-6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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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5 日 平安财智 淘汽档口 互联网 中国 3000 万美元 

6 月 15 日 

重庆北部新区 
产业投资 
赛伯乐 

猪八戒网 互联网 中国 26 亿元人民币 

6 月 15 日 
红杉 

华映资本中国 
金柚网 互联网 中国 

7000 万元 
人民币 

6 月 15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敏狐 IT 中国 
1000 万元 
人民币 

6 月 15 日 源码资本 运去哪 物流 中国 1000 万美元 

6 月 15 日 广益资本 名师宝 互联网 中国 
3000 万元 
人民币 

6 月 15 日 中安消 卫安 其他 中国 100.00% 

6 月 15 日 中安消 运转香港 其他 中国 100.00% 

6 月 16 日 中安消 卫安国际 其他 中国 100.00% 

6 月 16 日 

启明创投 
挚信资本 
祥峰集团 

学霸君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6 月 16 日 

凯兴资本 
金石投资 
网易资本 

惠人贷 金融 中国 1000 万美元 

6 月 16 日 
天星资本 

汇沣高新投资 
豪威尔 机械制造 中国 

1016 万元 
人民币 

6 月 16 日 
君联资本 
IDG 资本 

音米眼镜 互联网 中国 700 万美元 

6 月 16 日 阿米巴资本 凡学教育 互联网 中国 10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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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 日 红杉 链农互动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6 月 17 日 AB Capital HeyJuice 互联网 中国 NA 

6 月 17 日 
IDG 资本 
华软投资 

安全狗 IT 中国 
5000 万元 
人民币 

6 月 17 日 和熙资本 中国绿宝 食品&饮料 中国 5000 万元港币 

6 月 17 日 AB Capital 洋码头 互联网 中国 NA 

6 月 17 日 天星资本 飞扬天下 互联网 中国 
500 万元 
人民币 

6 月 18 日 
天星资本 
金城资本 

金城高新创投 
创世生态 农/林/牧/渔 中国 

5130 万元 
人民币 

6 月 18 日 社保基金会 蚂蚁金服 金融 中国  NA 

6 月 18 日 蓝色光标 喜乐航科技 其他 中国 25.00% 

6 月 18 日 
景林投资 

数字天空技术 
红杉 

达达 物流 中国 1 亿美元 

6 月 19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微车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6 月 19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神州融 互联网 中国 NA 

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