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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私募股权众筹备案制落地 9 月 1 日起施行 

近日，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正式发布《场外证券业务备案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9 月 1 日起施行，私募股权众筹业务也被纳入并实施备案管理。 
多位股权众筹平台人士表示，这可以理解为在《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正式出台之

前，私募股权众筹备案制率先落地。一位股权众筹平台人士直言，目前，更期待监管机构能够

尽快出台相关实施细则。 
有数据显示，2015 年上半年，股权众筹意向投资额超过 110 亿元，实际融资约为 35 亿元，

是 2014 年全年（15 亿元）的 2 倍有余。“2014～2015 年，是互联网众筹逐步走向成熟的一年。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环境下，政府积极鼓励股权众筹发展，监管思路逐步明确。 

＞全文（每日经济新闻） 

“PE+上市公司”高热：兜底显效益 40 天 56企设并购基金 

硅谷天堂刚刚公布的靓丽中报业绩为“PE+上市公司”模式注入兴奋剂，公司称，上半年

净利润实现 210 倍的增长主要原因是公司“PE+上市公司”模式相关业务从今年开始陆续进入

利润释放期，对公司净利润形成较大的积极影响。 
根据中国证券报记者初步统计，自 7 月 1 日以来，不足 40 天的时间，已经有 56 家上市公

司设立产业并购基金。如 8 月 6 日晚升达林业又公告，公司将与山南大利通投资管理有限公成

立智能互联网家居产业并购基金。 
“PE+上市公司”持续走热，上市公司可以为众多 PE 的项目提供退出通道，成为“PE+上

市公司”模式的重要推手。＞全文（中国证券报 中证网） 

公募基金曲线转 PE：新三板类 PE风起 大资管下站或为 P2P 

公募基金正在曲线进入 PE 市场。近期嘉实、易方达、万家等公募基金正通过旗下子公司

布局这一领域。“公募基金参与 PE 业务仅是大资管布局的一个方面而已。”国内一家大型基

金公司内部人士对本报称，未来互联网券商、P2P 市场都有可能成为公募基金涉足的领域。 
公募基金纷纷试水 PE 投资。从公开资料来看，新三板是一个重要突破口。 
据 Wind 资讯统计，过去一年公募基金及子公司、专户共投资新三板公司 48.11 亿元。嘉

实基金执行董事、新三板投资负责人杜福胜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称，新三板没有 10%的涨

跌幅限制，相对更市场化，自 6 月以来新三板公司已经经历了相对调整，现在其价值具有一定

的吸引力。＞全文（第一财经日报）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8827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8830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8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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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中再集团递交赴港上市申请 社保基金将持有其 H股 

中国目前唯一的本土再保险集团于近日奔赴港股上市。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再集团”)于 7 月 31 日于港交所披露聆讯前

资料。据披露资料显示，财政部及中央汇金向社保基金划拨的部分国有股已于今年 7 月 14 日

获得财政部批准，社保基金将持有中再 H 股。根据文件披露，中再集团再保险客户涵盖境内

65 家财险直保公司和 70 家人身险直保公司，客户覆盖率 93%。 
不过，中再集团披露称，除了合作对象的战略调整可能会影响中再业务外，不断成立的再

保险及保险市场的新进入公司亦成为其竞争对手。＞全文（南都记者） 

 

 

【协会新闻】“走进高新区系列活动”之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投资基金对接

推介会成功举办 

2015年 8月 6日，由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主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

局协办，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作为支持单位的“走进高新区系列活

动”之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投资基金对接推介会在江西省南昌市江西饭店成功举办。包括

政府领导、协会会员、投融资机构及知名媒体在内的近 500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首先，江西省政府副省长李贻煌为本次大会致辞。江西省工信委主任胡适中就江西省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有关投融资项目的情况具体介绍。随后，江西证监局局长滕必焱、中国股权投资

基金协会副会长宋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文武、江西怡杉环保

有限公司总经理冷健雄、上海复星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唐斌、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总裁敖勇冰、北京金沙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潘晓峰、太正中投公司董事

长周奇凤等嘉宾进行主题演讲。 

宋斌副会长表示此行希望能更好的了解江西及江西的企业，将资本的力量投入到实体经济

的发展中去，利用股权投资市场化、灵活化的特征引导社会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协会通过活动

与各地区、高新区、企业搭建平台促进股权投资为高科技产业服务，促进产业经济与区域经济

快速发展。 

最后，在隆重而喜庆的气氛下，投融资合作项目现场集中签约。 

下午的新三板挂牌江西企业融资项目路演活动中，有超过 300 家投资机构、100 多家企业

及媒体参与。 

本次活动是为在经济稳健发展的新常态下，加强投资机构与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和

工业园区的联系与对接，搭建产业与基金投融资对接平台，实现共同发展！ 

＞全文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8831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97&aid=18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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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新闻】“投投适道”第二十五期成功举办 

2015年 8月 6日下午，“投投适道”第二十五期于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议室成功举办。

本次活动是协会与雅法资本共同筹划并邀请到以色列 Phree智能手写笔科技项目。包括协会会

员在内的 10余家投资机构代表参与了本次活动。 

首先，以色列 OTM Technologies 公司 CEO Gilad Lederer 先生为大家分享了 Phree科技

笔的操作过程，核心技术，以及营销模式等等。Phree 采用了自己研发的 3D激光专利技术（也

称光学平移测量），它能够精确跟踪用户的手部动作和笔画。产品技术成熟，准备生产销售。

本次融资资金将用于加速生产及市场拓展。 

Gilad Lederer 先生为大家详细介绍了 Phree 科技笔的技术原理，以及其市场发展潜力。

随后，雅法资本的创办合伙人景谦先生还为大家分享了以色列的其他三项有投资潜力的项目。 

项目方介绍完毕后，进入投资人提问环节。各投资机构代表针对兴趣点及疑问与项目方进

行了沟通和交谈。活动结束后，项目方与投资人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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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一行拜访哈萨克斯坦驻华使馆 

2015 年 8 月 3 日下午，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以下简称“BPEA”）秘书处主任李剑秋、

和君商学院国际商学和商务考察中心主任焦守刚等一行拜访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馆，使馆投资

技术贸易参赞华内实先生进行了接待。 

华参赞首先对各位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李主任向华参赞介绍了 BPEA 的相关情况，并

就 9 月中下旬 BPEA 与和君商学合作的“BPEA 新 丝路商旅第一次活动”向华参赞进行了说明。

华参赞非常欢迎国内优秀的基金公司和企业到哈萨克斯坦进行投资合作，并重点就哈 萨克斯

坦的高科技园区与在座各位进行了介绍和说明。 

此次会晤，将开启 BPEA 与哈萨克斯坦合作的契机，协会将在今后为会员在海外并购方面

拓展更为广阔的渠道。 

＞全文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中国总部总代表郑光泳一行拜访协会 

2015 年 8 月 4 日上午，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以下简称“KOTRA”）中国总部总代表郑

光泳一行拜访协会，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以下简称“CAPE”）秘书长李伟群等接待了郑代

表一行。 

李秘书长首先对郑代表一行到访表示欢迎，并表示韩国作为股权投资基金行业发展较早的

国家之一，我们应该更多地学习韩国先进的基金投资经验，并更多的促成中韩基金之间和投资

项目之间的合作。郑代表随后表示，中国与韩国自去年提出签署“FTA 协议”以来，韩方一直

在努力推动相关事宜，并期待能在今年底通过相关协议，促成中韩之间更广阔的投资贸易合作。

除此之外，郑代表还向李秘书长阐述了他期望的中韩企业投资模式-即中国企业投资到韩国技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97&aid=18829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97&aid=18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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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将产品带回中国销售的“made for China”模式，以及中国企业投资韩国及术后将产品销

售到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地区的“made with China”模式。 

随后，李秘书长介绍了目前中国在海外并购日益高涨的趋势，并表示韩国作为中国投资的

重点关注国家，期望能和 KOTRA更加紧密的合作。此外，也希望双方在签署 MOU后，能够在共

同活动策划、信息交换等方面开展更多的合作。 

＞全文 

 

【活动预告】BPEA 月度培训第四十七期红筹回归的实践操作及法律问题 

时 间：2015年 8月 11日下午 15:00-17:00（星期二） 

地 点：金杜律师事务所（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号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 20层） 

语 言：普通话  

主办单位：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特邀讲师：金杜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  龚牧龙律师 

培训主题：红筹回归的实践操作及法律问题 

 

讲师简介： 

龚牧龙律师是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在企业改制及境内外上市、境内外私募股权投资、

股权投资基金的设立募集以及收购兼并等领域具备丰富的经验。 

 

注：报名截止时间为 8 月 10 日（下周一）下午 16:00，请尽早提前报名预留座位！BPEA

会员每家有一个免费名额，具体详情可与协会联系；其他参会嘉宾报名费用为 RMB1000元/人；

如选择汇款方式，请将汇款单底联传真至协会；如现场报名付费，将另收取 RMB300元/人的手

续费。谢绝空降！ 

 

联系方式：  

联络人：张小姐、赵小姐 

电话：010-88086901，88087229 

传真：010-8808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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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详情参见网页 

 

2015 第二期全球财经媒体培训交流会 

为进一步促进全球财经媒体与股权投资行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我国股权投资行

业的规范发展，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清控金融于 2015年 8月 12

日（周三）在北京联合举办“全球财经媒体培训交流会”，此次培训会围绕新三板、企业并购、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时下热点问题，结合产业发展、创业支持及高校创业环境等方面展开交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97&aid=18825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95&aid=18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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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讨论。诚挚邀请您的出席！ 

  
日期：2015年 8月 12日 

时间：10:00-16:00 

主办单位：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清控金融 

活动地点：清华科技园科技大厦会议中心 

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号清华科技园科技大厦 A座 2层(近清华大学南门) 

  
活动安排： 

             

地点：清华科技园科技大厦 A座 2层(近清华大学南门) 

时间 内容 

10:00-10:15 
北京地区 PE指数发布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  李伟群 

10:15-10:30 
嘉宾致辞：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TSF资本 CEO  宋斌 

10:30-11:30 

1.清华大学产业介绍 

2.清华金融产业布局介绍 

3.金融热点介绍：例如新三板、企业并购、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等。 

11:30-12:00 
1.X-Lab平台运营模式 

2.创意创新案例分享 

12:00-13:30 午餐 

   
地点：清华科技园科技大厦 C座 G层启迪之星（华尔街英语旁） 

13:30-15:00 

1.启迪之星培育计划 

2.启迪之星孵化运营模式 

3.孵化案例分享 

  
背景介绍： 

清华控股是清华大学在整合清华产业的基础上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规

模超过 1400 亿元，收入超过 600 亿元。清控金融集团是由清华控股出资设立，是清华控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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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与金融业务投资、管理和运营的平台，其直接资产管理规模逾 400亿元人民币。清控

金融目前拥有齐全的股权基金种类，包括夹层基金、并购基金、产业基金、VC等。目前成员企

业包括紫荆资本、金信资本、力保基金、华控汇金、清控创投、三联创投、诺德基金，以实现

全牌照金融业务体系。 

X-Lab 是清华大学新型创意创新创业人才发现和培养的教育平台，平台保持公益性和开放

性，持续接收来自清华大学的学生、校友和老师的创意创新创业不同阶段的项目，并为他们提

供学习机会、活动机会、培育指导、资源和服务。 

“启迪之星”创业孵化器面向全球筛选拥有优秀的商业模式和进取的创业精神的优秀创业

者，通过“孵化服务+创业培训+天使投资+开放平台”等方式，培养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发掘

推动科技创新创业项目，打造创新创业航母，为“钻石计划”承载优质企业，培育“世界级企

业”。 

 

本次活动只针对财经媒体朋友，名额有限，报名从速！如确认报名参会，敬请于 8 月 10

日（周一）12：00 前，填写您的“姓名-单位-职务-手机-邮箱”发送至 jzhou@chinacape.org，

谢绝空降！ 

 

更多详情，请联系协会秘书处 

联系人：周小姐 

电  话：010-88087035 

邮  箱：jzhou@chinacape.org 

 

【活动预告】跨境人民币双向投资基金和产业并购基金研讨会——资本项下跨境

投资重大创新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跨境资本政策正在逐步放开。各地自建的自贸区也吹起了金融

改革的春风，资本项下的投资方式日益多样化。跨境贷、融资租赁、QFLP、QDLP、QDIE、QDII…

这么多的方式是否真正解决了跨境投资的“痛点”：海外融资难、跨境额度受限、监管机构审

批时间长、审批难、改变被投企业性质（内资变外资）？协会特邀请平安银行投行部专家与您

共同讨论。 

 

主办方：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平安银行总行投资银行部 

时间：2015年 8月 12日 14：00－16：00（星期三） 

地点：北京市东三环中路（具体地点，报名审核通过后发送） 

语言：普通话 

 

特邀嘉宾：平安银行总行投资银行部产业资本与跨境交易处处长 黄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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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主题：跨境人民币双向投资基金和产业并购基金 

 

课程大纲： 

第一部分 跨境投资创新政策 

介绍各个地方自贸区各自不同的跨境投资创新政策及它们各自的优劣势、分别适用于什么

类型的投资。 

第二部分 平安银行独有的跨境投资通道 

人民币入境投资：类似于 QFLP，但无额度限制、无需审批、不改变被投企业性质。 

人民币出境投资：类似于 QDIE/QFLP&QFII，但无限额度限制、无需审批、无被投标的限制。 

第三部分 平安银行产业并购基金 

平安银行投资银行部成立两年以来，资产规模已达 3000 亿，其中境内并购和境外并购是

一个重要业务品种。同时，平安银行是全国四家有离岸牌照的银行之一，可与投资机构以明股

实债的方式共同出资，离岸放款。 

第四部分 讨论与交流 

 

主讲嘉宾简介： 

黄宇华先生，37 岁，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持牌人（CFA），平安银行总行投行部产业资本

与跨境交易处处长，负责全行各事业部的产业资本和跨境投资业务。曾任职于新加坡交易所、

德意志银行亚洲总部全球市场部（新加坡）和ＡＮＺ澳盛银行全球总部金融市场部（墨尔本）。 

 

注：报名截止时间为 8月 11日中午 12:00，请尽早提前报名预留座位！协会会员每家有两

个免费名额，请尽量安排投资总监及以上级别参加。其他参会嘉宾报名费用为 RMB1000元/人；

如选择汇款方式，请将汇款单底联传真至协会；如现场报名付费，将另收取 RMB300元/人的手

续费。谢绝空降！ 

 

联系方式： 

联络人：张小姐、赵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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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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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二零一五年八月五日 

 

＞更多详情参见网页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95&aid=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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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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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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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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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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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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令欢：跨境并购的“走出去”与“请进来” 

 

弘毅投资总裁、联想控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日前，在“国合·耶鲁全球领导力培养计划”课堂上，赵令欢阐述其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

的思考。 

 

文章要点 

 

1、中国企业走出去机会很大，但要想做好跨国公司，必须先把国内根基打牢。 

 

2、跨境并购有两种主要模式：一是走出去，通过国际市场做大做强；二是请进来，引入

国外优秀的产品、服务、技术、管理，满足中国市场需求。 

 

3、现在的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增加，已经成为“世界市场”。 

 

正文 

 

新十年: 影响投资的六大趋势 

 

站在今天的时点，看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转型，我们认为将有六个大的趋势影响未来的投

资布局。 

 

第一，中国企业的版图将重划：中国企业作为一个集群，将会面临重新排队、重新洗牌、

重新自我更新的机会和挑战。 

 

第二，大消费时代到来。中国消费市场未来十年内将增长 45万亿元，成为全球增量最大、

增速最快的消费市场。 

 

第三，中国的服务业放开。目前中国服务业占 GDP的比例比许多低收入国家还低，因此服

务业市场总量必然将爆发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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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环境革命将在未来十年内创造数十万亿的新增市场需求，并造成经济结构和行业格

局变迁。 

 

第五，中国金融业推进改革和创新，居民资产总量增长将带来投资机会。 

 

第六，新技术、新能源的应用改变中国，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相关的产业、企业，发展空间

巨大。 

 

走出去：打牢基础，重视整合 

 

在跨境投资方面，我们在做两件具体的事： 

 

第一、中国企业以收购兼并国外企业的方式，进入全球市场，比如联想收购 IBM PC业务，

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代表案例。 

 

第二、依托于中国市场需求，到境外收购能满足市场需求的外国企业。2014年，弘毅投资

收购英国著名休闲餐饮品牌 PizzaExpress就是典型案例。 

 

联想集团收购 IBM PC 业务是大家非常熟知的案例，但这在当时是不被看好的“蛇吞象”

式收购，因为当时联想集团体量还小，在国外并购既没有实践经验，也缺乏整合能力。但这对

于当时的联想集团来说，是一个全球化的战略良机，因此我们经过认真研究还是决定做，并且

经过艰难的整合，取得了成功。 

 

现在回顾这个案例，我们的心得是：中国企业现在走出去的机会实际上很大。不过一个重

要的经验是，中国是我们赖以为生的根据地，要想到国外收购，做跨国公司，先把国内的事做

好。 

 

仍以联想集团收购 IBM PC 业务为例，在最开始的磨合期中，中国业务运转良好，但全球

业务仍在探索期，需要用中国市场的利润去贴补国际业务的亏损。现在则正好相反，由于中国

市场 PC业务下滑，盈利点反而变成了国际市场，所以在业务上有一个平衡。这也进一步说明：

要走国际化道路，把基础打牢很重要，有的时候根基不稳容易顾此失彼。 

 

请进来：“外企改制”，服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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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30多年的发展，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增加，中国已经成为“世

界市场”。中国的出境旅游团往往会变成采购团，这个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现有的产品、

技术和和服务还不能完全满足消费者需求。 

 

因此，在谈中国企业全球化时，我们不仅要观察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需求，还要看到另

一个模式——通过跨境收购，引入满足中国市场消费需求的外国企业。 

 

2014 年 7 月，弘毅斥资 9 亿英镑全资收购了英国最大的休闲餐饮连锁企业——

PizzaExpress，这创造了近五年欧洲最大的餐饮行业并购案。 

 

PizzaExpress 成立于 1965 年，是英国休闲餐饮的第一品牌，全球一共有 550 家店，在英

国本土拥有 435家店，其中 110家在伦敦。在被弘毅收购之前，PizzaExpress通过加盟商进入

中国市场，在中国香港、上海共开设了 20多家店，（当时）唯一的直营店开设在北京三里屯。 

 

这就是我认为能满足中国这个“世界市场”巨大的消费需求的并购对象。作为一家以英国

为主要市场的餐饮公司，对它而言世界其他地方都是新的市场，而没有任何地方会比中国市场

成长得更快。而我们对于中国市场再熟悉不过，能够帮助 PizzaExpress把“世界制造”和“中

国需求”很好地结合起来。 

 

大家都知道，星巴克过去十年在中国市场获得了巨大成功，一共开设了 1500 家店。这是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说明国人在温饱之后的消费需求中，讲个性、讲品牌、讲品质的表现。星

巴克的成功已经为我们收购 PizzaExpress做了特别好的先行实践。 

 

以上是并购的战略基础。下面我希望谈几个关于 PizzaExpress 的细节，说明我们在战术

层面的思考。 

 

定位：PizzaExpress的定位是“休闲餐饮”，随着消费升级，中国对于此类消费已经有了

较大市场需求，大家希望享受安全、健康、有品质的餐饮服务，PizzaExpress目前的客单价约

120 元人民币，与快餐相比是较贵的，但它提供的是顺应以上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我们认为这

一定位的市场需求是巨大的。 

 

人才：我们在并购之后就立即着手组建 PizzaExpress 中国团队，现在团队已经成形，许

多团队成员已在跨国餐饮企业被培养多年，具备国际水准的运营能力、管理经验，同时对中国

市场渗透得很深入，非常本土化。这两种特质的结合，将很好地帮助 PizzaExpress 这家原本

以英国为主要市场的公司快速扎根中国。 

来源：走出去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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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房地产基金报告 

 

2014年，国内经济在调结构、稳增长的总指导方针下，迎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作为支撑国民

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也迎来新的拐点，进入深度调整阶段。进入 2015年

上半年，房地产市场楼市调控利好政策频频出台。各级政府、央行均展开一系列救市计划。央

行在 2015上半年发布了一系列的降息降准政策，加快了利率市场化进程，同时也为房地产市

场的回暖营造了更宽松的融资环境。同时行业并购加剧，O2O改造房地产行业，养老地产、物

流地产站上房地产行业的风口。那么房地产基金在房地产行业大洗牌、大调整这样一个阶段应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才能抓住行业转型的机会获得发展？在此背景下，清科研究中心特推出了

《2015年中国私募房地产基金发展研究报告》，为业界分析了私募房地产基金在 2014年度的

募集、并购、投资及退出情况，进而预测了房地产投资基金在 2015年的发展趋势，以及当下

房地产行业及房地产基金的相关热点给予深度分析与跟踪，呈现了房地产基金最全面、深度的

研究信息。 

 

  房地产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政策宽松促行业回暖 

 

2014年，房地产行业整体发展进入深度调整阶段。就国房指数而言，2014年房地产景气

指数较 2013年 97.21下降 3.49%，主要原因在于房屋新开工面积及土地购置面积、商品房销售

面积均有所下降。从政策方面来看，虽 2014年有市场利好政策不断出台，但市场表现依然平

平，真正的市场成交量爆发还未出现。 

 

 
 



中国 PE与 VC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15 

 

全国主要城市房价集体下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 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

数，从 2014年 5月起连续七个月出现环比下跌，其中 2014年 8月环比跌幅达到 1.2%，创 2011

年以来新高；至于发生环比下跌的城市数，2014年 9月、10月均达到了 69个，同样创下 2011

年以来之最。就具体城市而言，在 11月数据中，除厦门和郑州，其他 68个城市的房价均发生

同比下跌，杭州更成为同比跌幅最大的城市。 

 

  2014年房地产市场政策环境相对宽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双管齐下，遥相呼应。首先是，

3月全国“两会”提出“分类调控”，赋予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权。中央相继以“央五条”、定

向降准等手段“微刺激”以保障自住购房信贷需求。随后，地方政府自 6月起相继出台各类“救

市”政策，手段多样化、纵深化，随之实行三年的“限购”体系土崩瓦解。中央放松“限贷”，

并随之降息，意在稳定整体经济，无疑房地产市场也受益匪浅。 

 

  房地产基金募资受挫，LP 机构化将是未来突破 

 

  2014年，房地产投资基金新募基金数以及募集资金总金额较前两年有所下降。在房地产行

业利好因素方面，房地产市场的宏观政策环境有所改善，体现在限购的取消、中央下放地方更

多权利，以及货币政策的宽松等等。但在不利因素方面，房地产基金经历了前两年的高速增长，

已经达到了一个发展顶峰，除此之外，在最受房地产投资基金直接关注的房产成交价格方面，

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由于地产商以价换量的销售策略，房价在 2014年第二季度之后连续下滑，

是导致房地产投资基金新募基金数以及募集资金总额不增反降的一项重要原因。2014年，在新

募资基金数方面，共募集 126支基金，相比 2013年下降 4.5%；在募集总金额方面，达到 104.39

亿美元，比较 2013年下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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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月 16日，银监会下发《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简称 《意

见稿》），迅速在市场上引起反响。委托贷款高速增长，潜在风险引起监管层关注。央行数据

显示，2014年社会融资规模为 16.46万亿元，其中委托贷款增加 2.51万亿元，在社会融资总

额中占比达 15%，该比例 2012年仅为 8%。 

 

  除募资受挫外，LP机构化也将会成为未来发展新趋势。根据国际房地产私募基金的资金来

源，绝大多数来源于公共养老基金、企业养老基金、大学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其余才来自

于个人和基金合伙人，相形之下，我国私募房地产基金市场由于存在较多的限制。 

 

  房地产投资增幅放缓，养老、物流地产引领行业新热点 

 

2014年房地产基金无论投资额与投资案例总数均创历史新高。2014年，投资金额增速放

缓，达到 95.22亿美元，已不复 2013年的翻倍增速。投资总案例数达 107，较 2013年增长 1.9%，

增幅也明显放缓。 

 

 

 

养老地产发展迅速，行业投资价值日益凸显。随着中国进入老龄社会，老龄人口日益增加，

由此带来养老设施的巨大需求，而养老地产是养老设施的主要组成部分，便成为市场主要的养

老需求，投资价值剧增。除此之外，国外养老地产行业的高利润也是吸引国内投资商投资养老

地产的另一原因。国内目前参与养老地产开发的机构包括，传统房地产开发商，产业投资者，

保险公司，政府及国外投资机构。 

 

目前国内很多开发商在研究养老地产，由于开发养老地产面临的困难太多，鲜有开发商采

取实际行动。养老地产在中国大部分省份还是空白，国内纯粹作为养老地产项目来发展的楼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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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可数，做得比较好的有北京的东方太阳城、广州的友好老年公寓、台湾的长庚养生文化村

等。 

 

与此同时，除养老地产外，房地产商把目光也投向了物流地产领域，万科领头打破外资垄

断格局。随着住宅地产“三限”政策的出台，房地产商们作为后来者，纷纷转向其他地产领域，

此时物流地产才真正开始被房地产企业重视起来。物流地产投资热潮的袭来并不仅受住宅地产

发展受限的影响，其中物流设施的供不应求是各开发主体跃跃欲试的原动力。目前我国的国际

标准仓库总存量为 1300万平方米，仅相当于美国波士顿一个城市的水平，且其中 60%位于一线

城市。 

 

2015年，万科计划开发超过 100万平方米的物流物业，这已经超过目前排名第二的嘉民。

来自澳大利亚的嘉民 2001年入华，目前拥有 180万平方米的物业，每年的建筑规模高达 80万

平方米。最大的物流地产巨头普洛斯 2002 年进入中国，在 35 个城市开发了 185 个物流园区，

物业总面积 1180万平方米，是中国最大的物流地产开发商，规模几乎是之后九家开发商的总

和。现在，普洛斯在中国的年增长率依然高达 38%。 

 

房地产行业并购加速，并购基金潜力大 

 

延续 2013年房地产行业并购市场火热的后续力量，加上 2014年以来政策面的支持，2014

年，房地产并购市场依然在整个市场中占重要地位。并购总额由 2013年的 142.75亿美元上升

到 145.54亿美元，并购案例数更是由 2013年的 148例增长至 2014年的 187例。但与此同时，

平均并购金额就相比 2013年稍微有所下降。从整个数据面，我们不难发现，房地产行业正经

历着历史大洗牌阶段，随着国内房地产资金链的紧张，很多房地产企业难以度过本次寒冬，那

么行业内的合并于重组便成为了行业必经的一个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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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熟市场经验来看，历次行业周期波动时期，都是行业并购的窗口期，美国、日本以及

香港市场，都在波动中成就了诸多伟大企业。当前我国房地产行业正进入更加深化的调整周期，

中小房企生存空间被逐渐压缩，转型和退出房地产行业的决心和真实性更强，同时，由于土地

成本的居高不下，也使得房企股权的相对价值更加凸显，在此背景下，2014年以来已宣布的地

产并购交易总金额达到 1738亿元，接近过去三年的总和，行业并购大潮已然来临。另一方面，

当前行业融资渠道虽然有所拓展，但整体资金状况仍不容乐观，再融资虽然开启但龙头企业仍

然受限，银行贷款、信托等渠道也均受限于政策因素，短期内难以在并购市场上施展拳脚，而

且，传统融资渠道往往只有单一的融资功能，而并购基金则兼具融资和管理双重功能，拥有一

定的优势。因此在并购周期中，基金的引入是一种必然。 

 

小结：房地产行业发展到了深耕细作模式，2014年度国家宏观政策给予行业回暖提供了大

力的支持；同时，行业并购加剧、互联网融入房地产行业、养老地产、物流地产创建行业新热

点，引领行业新的增长点；此时，房地产基金主要的资金来源——商业银行委托贷款渠道被打

压。在此背景下，私募房地产基金能够转型成功将是决定在这场淘汰赛中能够胜出的关键。同

时设立并购基金，抓住行业并购的浪潮。关注养老地产、物流地产板块分享行业发展红利。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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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8月 3日-8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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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7 日 
中信资本 
三山投资 
信中利 

网信理财 金融 中国 4100 万美元 

7 月 27 日 同创伟业 兑吧 互联网 中国 NA 

7 月 27 日 

君联资本 
毅园投资 
高榕资本 
伯藜创投 

度周末 互联网 中国 2000 万美元 

7 月 27 日 中投中财 麦豆随访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 万美元 

7 月 28 日 外滩明珠创投 奥派股份 IT 中国 52.2 万元人民币 

7 月 28 日 腾讯产业共赢基金 Magic Wifi IT 中国 NA 

7 月 2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成都高投创投 

精善启跃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300 万元人民币 

7 月 2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极客梦工厂创投 

权大师 互联网 中国 1000 万元人民币 

7 月 28 日 思科瑞新资产 昂盛智能 IT 中国 650 万元人民币 

7 月 2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百度 互联网 中国 2.5 亿美元 

7 月 28 日 

光源资本 
红杉 

成为资本 
光速安振中国创业

投资基金 

足记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 万美元 

7 月 28 日 中建投资本 思比科微电子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2250 万元人民币 

7 月 28 日 苏河汇 VOCO 街拍 互联网 中国 10 万元人民币 

7 月 28 日 
钟鼎创投 

KIP 
优集品 互联网 中国 135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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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8 日 
新天域资本 
真顺基金 
光信资本 

找塑料网 互联网 中国 3600 万美元 

7 月 28 日 
经纬中国 
红杉 

海纳亚洲 
环信即时通信云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250 万美元 

7 月 28 日 

银领资产 
紫雨投资 
鼎锋明道 
天风天睿 

绿网天下 IT 中国 2400 万元人民币 

7 月 28 日 春晓资本 云农场 互联网 中国 1 亿元人民币 

7 月 29 日 

宏流投资 
力合创投 
东方富海 
信中利 

LIVALL IT 中国 8000 万元人民币 

7 月 29 日 天星资本 明药堂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50 万元人民币 

7 月 29 日 
瑞银华信投资 

Broadline Capital 
信而富 金融 中国 3500 万美元 

7 月 29 日 天壕节能 华盛新能 金融 中国 100.00% 

7 月 29 日 
天星资本 
金汇资本 

森达电气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800 万元人民币 

7 月 30 日 凯雷 友宝 机械制造 中国 5.3 亿元人民币 

7 月 30 日 
融信智通 
明业投资 

聚恒汇丰投资 
三众能源 能源及矿产 中国 315 万元人民币 

7 月 30 日 蒙发利 棨泰健康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台湾 60.00% 

7 月 30 日 汇君资本 派诺生物技术 农/林/牧/渔 中国 2500 万元人民币 

7 月 30 日 
民享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丰图投资 

酒仙网 互联网 中国 5 亿元人民币 

7 月 30 日 众海投资 淘股吧 互联网 中国 NA 

7 月 30 日 中科招商 集购网 互联网 中国 1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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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1 日 
经纬中国 
浙商创投 

小马管家 互联网 中国 5000 万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