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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保监会拟允许险资投资创业投资基金等私募基金

记者从保监会网站获悉，为了进一步完善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制度，防范保险资金运

用风险，保监会拟修改《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允许保险资金投资创业投资基

金等私募基金，允许险资投资设立不动产、基础设施、养老等专业保险资产管理机构，

专业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可以设立夹层基金、并购基金、不动产基金等私募基金。

＞全文（中国证券网)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 PPP 模式 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成新风口

近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谈及 PPP 项目时提出，“发挥有效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继

续以市场化方式筹集专项建设基金，推动地方融资平台转型改制进行市场化融资，探索基础设

施等资产证券化，扩大债券融资规模。完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用好 1800 亿元引导基

金，依法严格履行合同，充分激发社会资本参与热情。”

相比于去年，政府工作报告只是提到“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积极推广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模式。”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 PPP 着墨众多，大岳咨询公司总经理金永祥向《华夏

时报》者表示，今年两会报告表明 PPP 已正式成为投融资领域的正规军。＞全文（华夏时报)

打破PE/VC退出僵局 退出管理需要“百花齐放”

讲明白 PE/VC 的退出问题,首先需要一个系统的视角。证券市场估值的有效性可以有很多

种方式实现——新三板、IPO、并购重组,还包括一级市场的“火炬传递”。“一级市场 LP退

出,股权从天使、VC 到 PE 的接力,正是其不断退出的一种选择。”

在这样的背景下,VC/PE 真正在投后管理,尤其是管理退出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基金都需要

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需要重视投后的管理和退出的管理,一般安排的人会比较多,包括财务

或律师团队;第二是真正在行业里生根时间长、对行业的理解更透彻、对上下资源积累比较多

的企业,其通过各种渠道退出的时候会相对从容一些。”

业内人士表示,VC/PE 真正在投后管理,尤其是管理退出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基金都需要具备

一定的条件。第一需要重视投后的管理和退出的管理,一般安排的人会比较多,包括财务或律师

团队;第二是真正在行业里扎根时间长、对行业理解透彻、对上下资源积累较多的企业,其通过

各种渠道退出时会相对从容一些。＞全文（金融时报)

跨境电商、农村电商、消费金融……

李克强最长政府工作报告透露了哪些互联网商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去年末开始大热的一个新名词。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179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180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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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你可以理解为要多生产民众需要的商品。今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谈及努力

改善产品和服务供给时专门提出了这样的说法：提升消费品品质。加快质量安全标准与国际标

准接轨，建立商品质量惩罚性赔偿制度。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将这样的需求对接，应该是 2016 年电商领域符合

国家大趋势的一个发展方向。

谈及跨境电商，2015 年大热的应该是“海淘”为代表的商家，国家要你们搞跨境电商，核

心是要电商们帮助把国内的商品卖出去，增加出口对经济的拉动才是最巨大的。

还有从去年的一些试点来看，互联网企业通过整合、分发政府的数据来辅助政府进行社会

管理，或许会成为新方向。＞全文（虎嗅网)

【协会新闻】中国-耿西（Guernsey）股权投资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

2016 年 3 月 8 日下午，“中国-耿西（Guernsey）股权投资论坛”在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

会大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CAPE)、耿西投资基金协会(GIFA)联

合主办，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BPEA)、北京创业投资协会(VCAB)参与支持。

首先，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李伟群先生代表主办方致辞。李秘书长对远道而来的

耿西岛金融局、耿西岛投资基金协会（GIFA）的客人和香港、大陆等地股权投资、法律、传媒

等行业的参会者们表示热烈欢迎，并期待与耿西岛在股权投资行业的更多交流与合作。李秘书

长表示，当前中国股权投资行业迎来了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发展优势，未来几年还将保持较快发

展。2015 年中国股权投资行业的增长速度已经跃居全球第一，今年一月份以来中国跨境并购比

去年同期激增了近七倍，而与此同时全球并购交易金额却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23%。我们深刻感

受到中国股权投资行业对外合作的迫切性以及与股权投资行业发达国家和地区交流的重要性。

而耿西岛虽然地域不大，人口也只有不足 6万人，确有 1000 只基金、管理资产规模高达 5000

亿美元之多，正在全球各地寻求投资合作机会，正好与中国股权投资行业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

和广阔的合作空间。今天，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CAPE）还将与耿西投资基金协会（GIFA）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进一步加强联系，构建高效合作机制，共同开展合作研究、论坛会

议、培训交流、信息共享等相关工作，为双方会员提供更多增值服务。

接着，耿西金融局国际业务总监 Kate Clouston 女士代表耿西各方致辞。Kate 女士表示耿

西岛是国际一流的金融中心，已经有 50多年的历史，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服务。耿西

金融局是非盈利机构，致力于维护和促进业界发展，稳定合作关系，未来非常欢迎大家去耿西

岛参观交流、探讨合作。

随后，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与耿西股权基金协会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两家机

构正式建立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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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坛的主题演讲部分，首先耿西金融局中国首席代表翁玮女士对耿西岛的金融业、中国

和耿西岛现有合作、耿西岛现有基金类型、税务制度、法律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说明，并就目前

中国基金在海外上市趋势及此背景下耿西岛的优势进行了分析。

随后，欧金思基金(Augentius)大中华区业务总监邹雨宸女士就耿西股权基金发展环境与

中国合作机遇进行了精彩的分享。

在本次中国-耿西股权投资论坛上，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与耿西股权基金协会建立了战

略合作关系，参会嘉宾纷纷表示协会为中国投资人进行海外投资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未来，

协会还将举办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股权投资论坛，将更多更好的项目介绍给中国投资人。

【活动预告】BPEA 月度培训第五十二期

PE 投资纠纷争议解决与风险防控（结合近期案例）

时 间：2016 年 3 月 24 日下午 14:00-17:00（星期四）

地 点：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11 号华一控股大厦 13 层（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议室）

语 言：普通话

特邀讲师：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刘相文律师

培训主题：

PE 投资纠纷争议解决与风险防控（结合近期案例）

课程大纲：

1、PE 投资纠纷的常发类型及原因

2、PE 投资纠纷处理及债权回收的整体策略与方案

3、PE 投资纠纷的前期风险防控——从争议解决的角度

4、近期热点问题

注：报名截止时间为 3 月 23 日下午 15:00，请尽早提前报名预留座位！CA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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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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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联络人：张小姐、邹小姐

电话：010-88086901，88086602

传真：010-8808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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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www.bpea.net.cn

【活动预告】【投资美国系列培训】之

——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须知的法律问题和实务操作

【投资美国系列培训】之

——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须知的法律问题和实务操作

时 间：2016 年 3 月 21 日（星期一） 下午 2:00-4:00

地 点：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中山东一路 27号 4楼 ）

主办单位：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

2015 年是中国海外并购高速增长的一年。全年中国企业共实施的海外并购项目约 593 个，累计

交易金额 401 亿美元(包括境外融资)，几乎涉及国民经济的所有行业。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

资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开曼群岛、美国、新加坡、英属维尔京群岛、荷兰、澳大利亚等。其

中对美国投资为 83.9 亿美元，实现了 60.1%的较高增长，是增长最多的地区。

针对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大量需求，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CAPE）和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

（JONES DAY）将于 2016 年 3月 21 日在上海联合举办“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须知的法律问题

和实务操作”的培训交流活动，欢迎广大会员参加。免费名额有限，有意参加者请尽快报名。

来自美国硅谷的众达合伙人 Daniel Mitz 先生将对以下问题进行讲解和剖析，并与听众分享一

些中国企业参与竞购的实际投标项目情况。他的分享对中国企业增加赴美并购经验具有极高的

参考价值。

中国公司在美国收购科技公司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美国和中国政府的审批程序以及应对措施

准备投标文书的诀窍

收购的交易细节和谈判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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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对目标公司的评估

失败交易退路的设计

了解详情或参会，请与咨询下方联系人。

活动联系人：王辰君 Joanne Wang

邮 箱：joannewang@jonesday.com

电 话：+86 21 2201 8041

协会联系人：路鹏飞

邮 箱：pflu@chinacape.org

电 话：010-88086895

详情参见：协会网站

【活动预告】京津冀台商“互联网+”高峰论坛

主办单位：气候组织（The Climate Group）

共同主办：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CAPE）、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BPEA）

地点：中国北京海淀区三里河路一号北京市西苑饭店一层燕乐堂宴会厅

时间：2016 年 3 月 23-24 日（周三及周四）

峰会目的：

2016-2030 是中国和全球能源、产业和经济转型至关重要的十五年。2015 年，联合国确立新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明确 21世纪人类发展以绿色、低碳、循环为本色；同年，各国通过《巴

黎协定》，为有效激发清洁技术创新、技术快速产业化和市场规模化奠定坚实的基础。国际间

已达成共识，尽早达至温室气体排放峰值，到本世纪中叶实现“排放中和”，并迈向零排放。

2016 年，全球将启动能源转型的进程。

与此同时，中国在 2016 年开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目标是到 2020 年全

面实现小康，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在面临生态、环境和资源的严峻制

约下，“向污染宣战”、“生态文明建设”正引导中国经济从量到质的转变。2016 年，中国全

面开启以蓝天碧水为特征、以人与生态健康为目的的“绿色新政”。清洁技术正推动全球经济

的再度繁荣；而中国正开始引领全球的清洁革命。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

离不开中国的积极贡献，尤其是清洁技术的产业化和市场规模化应用。

2016 全球清洁技术峰会主题为“加速 100-龙腾计划”，聚焦选推国际国内 100 项清洁技术，

及时解读十三五规划创造的绿色契机，分析中国清洁技术行业的发展方向与市场机遇，并夯实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95&aid=2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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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平台，促进国内、国际的低碳绿色技术的投融资和落地。峰会将汇聚绿色产业相关企业、

专家学者以及政府代表，共同推动绿色增长。

本次峰会将：

启动中国战略新兴产业联盟的“龙腾计划”：推选和展示助力中国转型的 100 项技术；

汇聚有意在中国拓展业务的国际投资者、产业和世界领先的清洁技术公司、以及有意开拓海外

市场的中国投资者和企业，识别和把握清洁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机遇；

展示和分享最佳实践，在深度案例分析过程中，吐故纳新，准确定位市场机遇和发展趋势；

分析当前清洁技术市场的形势和潜力，为产业提供蓝图，在应用清洁技术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创造额外价值；

促进中国、欧洲、北美以及其他地区的清洁技术公司以及投资者的联系，推送潜在的商业合作

伙伴关系。

报名截至时间：3 月 17 号（周四）下午三点

协会联系人：路鹏飞

电话：010-88086895

传真：010-88086229

手机&微信：13718808239 邮箱：pflu@chinacape.org

报名方式：

因参会名额有限，欲参会请先编辑（姓名、单位、职务和手机） 发送至

pflu@chinacape.org(010-88086895) 报名,收到邮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于您联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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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阅读原文可查看详细的会议议程及嘉宾资料。

阅读原文：

http://www.cleantech-summit.org/2016-全球清洁技术峰会.html 大证投资咨询(北京)有限

公司

协办单位：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京津冀各地台资企业协会

研讨会议程相关讯息如下：

时间 主题 主讲人

13:30-14:00 贵宾入场

14:00-14:10 领导致词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

全国股转系统

北京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

元大金控法金事业处 郭明正 执行长

14:10-14:30 传统台企如何应对互联

网的升级与转型

Marathon Venture Partners 合伙人 杨瑞荣

14:30-15:00 互联网企业融资的新发

展与新机遇

全国股转系统 胡益民总监

15:00-15:20 数字金融的创新技术

— 区块链将改变世界

Diqi 公司、台湾大学资讯工程学系教授 廖世伟

专长：区块链技术, 大数据，Android 虚拟机原作者

斯坦福大学博士，在美国硅谷 22年，任职于 Stanfo

rd, Intel, Google，因为 Android 的贡献，获得 G

oogle 颁发的最高荣誉：创始人奖 (Founders' awar

d)，并在 Open Source 界享有盛名，在 Android 与 A

PP 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5:20-15:30 茶歇

15:30-15:50 如何透过资源整合实现

互联网+升级

元大证券财顾主管 郭烽祥副总经理

15:50-16:10 互联网泛娱乐产业的 2.

0 时代

北京 21 世纪威克传媒(新三板挂牌公司) 肖凯总裁

公司创始人，中国著名资深影视制片人，曾先后担任

《画皮》、《守望者：罪恶迷途》、《全民目击》等

电影电视剧的制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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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16:30 广播，GO WIDER 够你玩

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总代理北

京环球七福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CityFM 全国联播

网总经理；“城市悦动心”主持人；两岸“最全方位

的广播人” 李悦心

16:30-16:50 海外电视台在互联网冲

击下的变革

美国华盛顿华语卫星电视台董事长 王凡

美国华盛顿华语卫星电视台创台于 1982 年，是最早

进入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华语电视台，以全方位、全媒

体为目标，跨空间、跨媒体为目标，集团另有美国大

华府区华语广播电台。

16:50~17:20 圆桌论坛 元大证投资咨询（北京）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张秉

熙

Marathon Venture Partners 合伙人 杨瑞荣

Diqi 公司、台湾大学资讯工程学系教授 廖世伟

北京 21 世纪威克传媒 肖凯总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总代理北

京环球七福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悦心

美国华盛顿华语卫星电视台董事长 王凡

洽询及报名方式： 请填妥报名表并 E-mail 至以下报名窗口

邹女士

Tel:

010-88086602

Email:

bpea@bpea.net.cn

孙楠 女士

Tel：+86- 10- 5756

9789

Mobile：+86 189113

02781

E-mail：nancysun@y

uanta.com

张春燕 女士

Tel：+86- 10- 57569789

Mobile：+86 13521181430

E-mail：chunyanzhang@yuanta.com

注意事项：

名额有限，若报名情况踊跃，将采一家公司两个名额方式受理报名，主办单位保留接受报名与

否之最终权利。

高峰论坛不提供客户现场报名，未报名客户请勿进场。

为尊重知识产权，高峰论坛全程禁止录音、录像。

响应纸杯减量，请重复使用或尽量自备环保杯。

请提早报名，以免向隅。

若您需停车位服务，请事先提供您的车号，以利事先规划安排。

详情参见：协会网站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95&aid=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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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瓴资本张磊的投资哲学：

“欲先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为钱驱动恰恰最危险！

高瓴资本公司创始人

自从 2005 年张磊从耶鲁基金的 David Swesen 手中获得 2000 万美金， 至今他实现了年化

~40%的收益。作为对比，巴菲特的年化复合收益为~22%，当然巴菲特保持了 50 年。尽管不是

专注技术领域，张磊的成名来自于投资了几个最成功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例如腾讯和京东。

重视基础研究的投资人

作为中国最富有的投资人之一，张磊的香港办公室位于该市最高的摩天大楼之一里，可以

将维多利亚港的景色尽收眼底。然而，张磊在最近前往旧金山的行程中，他却和随行者一起挤

在教会区的一套三居室里，房子是在 Airbnb 上租的，他还从食品杂货送货服务商 Instacart订购

了几瓶水。几天后，他在纽约时，通过 Google Express 购买了食品。

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张磊负担不起豪华酒店和餐馆，而是在做基础研究，张磊想对自己未

来有朝一日可能投资的业务有所了解。

去年 4月，张磊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演讲中，总结了自己的投资哲学，其中一点便是：

“Do deep fundamental research, make few bets instead of keeping on chasing ideas. This way you
simply your life and your business.”(做基础研究，投资少而精，而不是追逐概念。这会使你的生

活和生意简单)

张磊职业生涯的起点便始于出色的基础研究，这个突破点发生在耶鲁大学捐赠基金招收他

当实习生的时候。当时这不是一个常规性的安排，因为耶鲁大学捐赠基金通常不接收 MBA 学生

当实习生，但张磊给首席投资官大卫?F?斯文森留下了深刻印象。

“几乎立刻就能看出，张磊非常出色，有着极为不凡的洞见，”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的高级

主管迪恩?高桥说，他称张磊能够看出哪些公司可以变得很出色，“我们很好奇，为什么这个

来自中国的小伙子会有这些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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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捐赠基金实习时，张磊被派去木材行业做行业研究，几周后回来，他交出了 1 英寸厚的

报告。这个传统也在他的 Hillhouse 延续了下来，在高瓴与梅奥诊所达成交易之前，分析师们

花了几年的时间进行研究。

“当我获悉企业年报是免费提供时，就向标普 500 的每家公司发文索要年报，”张磊曾经

回忆，“让我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年报竟然是免费的，从管理层讨论公司经营以及资本与股本

投资回报的这部分内容中，我受益匪浅，这是非常好的培训。”

在耶鲁度过第一年之后，张磊花了一些时间来研究中国不断扩张的私营经济，并敲开了创

业家的门，比如阿里巴巴的马云、百度的李彦宏和腾讯的马化腾，那时候他们的门还不难敲开。

但互联网泡沫破灭后，2001 年他回到了美国。

四年后，拿到 MBA 学位的张磊说服耶鲁大学给他 2000 万美元，用于投资中国的新公司。

当初张磊向大家推广这个主意时，人们犹豫不决。“当时他很青涩”，前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的

同事回忆，“以至于都不知道要雇用谁。”张磊给老朋友们打了电话，一个朋友拒绝了他提供

的工作，但推荐了自己的妻子。

“我说，‘你是当真的吗？你不理我，把老婆扔过来？’”张磊回忆说。这位朋友的妻子

马翠芳现在是高瓴的首席营运官和第二号人物。

张磊最早压下的赌注之一是腾讯。他在 2005 年买了该公司的股票，腾讯当时最知名的产

品是 QQ通讯工具，公司价值不足 20亿美元。

他在去年哥大商学院的演讲中说道：In terms of my investment team, I believe in a generalist
model and pride myself on being one of the analysts.(在我的投资团队中，我相信通才模式，并且

为自己是分析师的一员而自豪)

长期投资

Hillhouse的投资策略是买入并持有股份，所以它更像是一家私人股权投资公司，而不是对

冲基金。这给张磊提供了空间，不必因为财务压力而提前抛售看好的公司，比如张磊投资中国

消费品生产商蓝月亮。

2006 年，当张磊第一次见到创办蓝月亮的夫妻二人时，他们正在销售洗手液，张磊与两人

保持了联系。几年后，他们打电话告诉张磊，自己开发了一种新的液体洗涤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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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念头随即在张磊的脑海中闪现。当时是 2010 年，大多数跨国公司都在中国销售粉状

洗涤剂，他们认为消费者不会花更多的钱购买液体洗涤剂。但张磊不这么认为，他说服蓝月亮

大力拓展洗衣液市场，并为其扩张提供资金，来换取该公司的股份。

随后张磊压下赌注，认为蓝月亮可以成为一个价值上百亿美元的品牌，与汰渍这样的品牌

一争高低。高瓴也在格力、美的等公司进行过类似的投资。

做这样的投资决策必须拥有精细的行业研究，以及有足够信心的 LP，但对于中国市场而言，

“长期”并不简单。不过张磊在哥大演讲中提到，长期投资具有“时间套利的期权价值”。

Hillhouse is a long-term investor. Lei thinks that when you have a long-term orientation, from
day one you have a huge advantage over most people – it’s what he calls free option value of time
arbitrage. His view on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at the time of this speech: “It’s like 1999 all over
again, but times three.” The environment is so bubbly that any company that changes its name into
something internet related could get an elevated multiple on their valuations.(当你是一位长期投资

者时，你便比大部分人拥有巨大的优势，即时间套利的期权价值。张磊认为现在中国的股市对

于互联网企业就像 1999 年，但还要乘三倍。任何股票改个名字沾上互联网，估值立即翻几倍。)

如何找到好质量的公司？张磊认为方法是做基础研究而且只研究价值长时间能复合增长

的领域。在中国，基金经理的投资组合平均一年流转 6 次，而张磊的只流转 15%，并且继续投

资私有公司。Hillhouse不去追逐不同的马，一年最多投 2~4 个项目，有时只有 1 个。张磊觉得

应该让投资组合去挣钱而不是自己不停的更换投资组合。通过耐心和低频投资，他积累了一个

高质量的公司库。

更高层次的价值投资

张磊深信价值投资，但与传统价值投资哲学不同，他喜欢投资变化。他认为变化产生价值，

并且要投资那些驱动变化的人。特别在中国，技术已经成为游戏更重要的一部分，不管在传统

还是新的行业，他花很多的时间研究变化和背后的人。很多早期公司从外面看似乎很分散，内

部实际很集中。

Hillhouse在投资蓝月亮后，张磊便撮合蓝月亮与京东，让这两家线上与线下公司互相学习，

蓝月亮学习电商和社交媒体，京东学习商品销售。其中一场研讨会的讨论结果是，蓝月亮重新

设计自己的洗涤剂包装，旨在让它们容易装进京东的快递箱。因为大体量包装是用于在超市等

购买场景吸引消费者，但在线上销售则属劣势。而蓝月亮也改变了其电商与社交媒体策略，晋

升为液体洗衣液的最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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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相信他的价值投资更高一个层次。除了投资变化和长期的基础价值，他希望通过参与

价值创造过程和深度研究来实现更高的价值。传统的 Ben Graham的价值不匹配(价格和内在价

值的差异)是不够的，他希望能增长价值，而不是仅仅利用这种价值套利的机会。

例如 2013 年，张磊看到京东与腾讯的合作可能，腾讯至今还在 Hillhouse的投资组合中。

一方面京东有很强的零售基因，但移动电子商务不强。另一方面，腾讯刚刚收购了易迅，但马

化腾从来没有处理过库存。张磊把两个公司拉倒一起，各用一个词总结了他们的问题：移动 VS

库存。虽然双方以前互相竞争，但此时合作对双方有利。通过大量的研究工作，Hillhouse 撮合

了当时最大的电子商务交易。虽然 Hillhouse本身的股份稀释了，但两家公司的确定性增强了。

从另一角度来说，做这种战略性撮合已不仅仅是基础研究的问题，而更多是像创业者那样

思考，如张磊自己所说“我们是创业者，碰巧还是投资人。”

张磊的投资哲学

Hillhouse Capital代表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投资机构，涵盖了最早期的风险投资，到私募股

权投资，到上市公司投资，到上市以后的兼并投资。在美国完全不分私募股权和上市公司股权，

股权全产业链做得最好最成功最大的实际上在美国-沃伦?巴菲特-他既买可口可乐股票，买上

市公司的股票，又自己去做风险投资甚至去做私募股权投资。本质上，投资就应该是这么做的。

不要框定是做风险投资还是做上市股权投资。实际上在风云变幻的中国，一年相当于西方的十

年二十年，其中最重要的不是股权的 format，最重要的是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商业模式，有什么

样的人。在 Hillhouse 内部培训中，第一讲就是人与生意，我们要投资什么样的人，要投资什

么样的生意模式，人与生意的组合是我们选公司的第一个标准。为什么这种标准中大部分的人

不能做到。有人说我要么做风险投资，要么做上市股权投资。我觉得有唯一一个 belief，就是

我们投资的第一原则，是什么呢？是 We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这是

我们投资的第一个哲学思想，当你说自己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做自己认为最

重要的事情。

我们在投资的过程中都在实践这一原则。我们在全球投资的规模和回报也是很靠前的，很

多人知道我是耶鲁流派的，很多人知道耶鲁投资基金给了我怎么投资的想法。在翻译戴维.斯

文森的著作《机构投资者的创新之路》的过程中我对投资有了很深的理解，觉得靠谱感兴趣。

其实之前我做过很多行业，直到后期才找到我想干的事，觉得投资非常有意思。

在中国做投资最难的一点就是市场很浮躁，每天都有人告诉你市场上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如何在浮躁的市场上保持冷静，就是我的第一个投资哲学，“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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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奇。当你能够做到正，做人、做事要正，你就能经得起各种各样的诱惑与挑战。为什么要用

奇呢？一个人宁愿很 conventional failure，也不愿 unconventional success，为什么呢？“不愿意

打破常规去犯错误”，这是凯恩斯讲的原话，这个时候各种各样的人，在“守正”之后不能突

破各种各样的限制去“用奇”，你的想法如果和别人不一样就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在中

国大家都知道，每天大家都在抢 deal，大家都失去了判断力，都去抢一个东西。人做事情就应

该是 independent thinking，守正以后给了你用奇的空间，用奇之后是你能够更好地守正。

在中国不是机会太少了而是太多了。在中国做投资，知道自己碗里能装多少东西更重要。

所以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弱水三千，但取一瓢”。It‘s all about你自己的这一瓢，你每天的

功夫就是要把你的这一瓢做得更大更结实更深，而不是整天壶里的和桌上的菜都要喝掉吃掉。

投资里面有这样一个定理，中西文化是相同的，跟老外讲就是 a piece of mine ，看到别人投了

很好的东西你投不到你是不是会着急。你有这个哲学支撑就会找到 the piece of mine，something
you think make sense。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当你只有低调的时候才能专心致志地把自己的东西做好。你在早年时就非常高调，

自己 lose your mind 了。拿上帝的话说就是“欲先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要低调，踏踏

实实的做好投资，真正好的资源，真正好的投资人，好的投资项目会逐渐找到你的。史记中说，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你不用天天在外面讲你做了多少项目，多好的 deal，多高的回报。

我很高兴不用花我的时间被其他人的的商业计划来 dominate，而是按照自己的商业计划一步一

步从互联网到消费品地看，按我的时间，按我的节奏去做事情。当你做好这些后，最好的人会

来找你。这里面会有一个 selfmatch 过程，但会不会 lose 掉机会？会的，没关系，我讲了，弱

水三千，但取一瓢，取你自己的一瓢就好了。

以上是我的投资哲学。这个行业里最危险的事情就是你是被钱驱动的。要么你很快就挣了

很多钱你不知道干什么，要么你一直没挣到钱很着急，你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所以为钱驱动是

一个最最 dangerous的想法。钱并不重要，是最后的一个 nature income，不能成为一个目标，

你肯定是为了一个 passion，带着你走下来。

来源：投资界

清科数据：2 月并购大幅回落，海外并购屡屡受阻

在经历了连续三个月的持续增长后，2月并购大幅回落，并购案例数量下跌近半，海外并

购受阻，曾经备受瞩目的几起海外收购案例，受到了华盛顿的抵御，相继宣布停止。美国财政

部表示，收购美国企业的外国买家中，中国是遭到美国国家安全官员审核最多的国家之一。目

前正在接受审查的案例包括中国化工 430 亿美元收购先正达 100.0%股权，紫光股份 37.75 亿美

元受让西部数据 15.0%股权。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不断增加，问题也相继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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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并购困难估计不足，没有充分的风险准备；缺乏市场调研和长期系统规划；并购之后难

以在战略和管理方面与海外企业实现真正意义的融合等都是我国企业在跨国并购时面临的问

题，我国企业借收购走向国际市场任重而道远。

根据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数据显示，2016 年 2月中国并购市场共完成 159 起并购交易，其

中披露金额的有 118 起，交易总金额约为 96.33 亿美元，平均每起案例资金规模约 8163.43 万

美元。案例数环比下降 47.7%，总金额环比下降 38.7%。 本月国内并购 149 起，占并购案例总

数的 93.7%，披露金额的案例 109 起，披露金额是 81.44 亿美元，占总金额的 84.5%； 海外并

购 10起，案例数占比6.3%，披露金额的案例 9起，披露金额是14.89 亿美元，占总金额的 15.5%；

2 月金额最大的三起并购案例为：锦江股份收购 Keystone Lodging（12.66 亿美元），西水创

业收购天安财产 （10.54 亿美元），成商集团收购茂业百货（5.37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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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2016 年 2 月完成的 159 起并购交易，分布在北京市、上海市和广东省等 24 个

省市。其中案例数量前三甲分别是上海市、北京市和广东省，案例数量占比分别为 18.2%、18.2%、

13.2%，金额分别为 16.20 亿、18.01 亿、13.08 亿美元，占比分别为 16.8%、18.7%、24.0%；

金额累计占比 59.5%，市场集中度较高。

中企收购美企遭受审查

2016 年 2 月 3 日，中国化工集团公司拟受让先正达 100.0%股权，作价 430.00 亿美元，成

为中国企业最大海外收购案，消息一出，便引起广泛的关注，此前，中国化工成功收购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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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以色列、意大利，德国等国的 9 家行业领先企业，对于本次收购，市场同样寄予厚望。中

国化工是中国最大的化工企业，主要业务在材料科学、生命科学、高端制造和基础化工领域，

在 150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生产、研发基地和营销体系。先正达是全球农化行业的领头羊及全球

种子行业的领先企业之一，一直致力于通过其商业产品及服务、“绿色增长计划”和先正达可

持续农业基金。此次收购可谓名副其实的强强联合，可在消息宣布后不久，不得不接受美国外

国投资委员会（负责审查来自外国的收购是否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审查。同样受到审

查的还包括紫光股份拟受让西部数据股份。2015 年 9 月 29 日，紫光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全资子

公司紫光联合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拟受让西部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15.0%股权，作价 37.75 亿美元。

2016 年 2 月 24 日，紫光股份由于受到审查宣布交易终止。

企业并购需要有一定的积累，特别是跨国并购时，还需要有充分的风险准备。在目前我国

企业的国际化能力及经验都仍有很大进步空间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完善的资本市场、法制环境、

以企业为主体的自发并购行为等，都可以为我国当前经济环境下的企业并购提供借鉴。

据私募通统计，本月并购共涉及 22 个一级行业，从案例数来看，IT、互联网、生物技术/

医疗健康分列前三位，分别完成 27、23 和 17 起案例； 分别占比 17.1%、14.6%和 10.8%；累

计占比 42.5%。 金额方面，连锁及零售、金融、IT分列前三位，并购涉及金额分别为 25.77

亿、15.03 亿、8.53 亿美元，分别占比 26.8%、15.6%、8.9%；累计占比 51.3%。2 月并购案例

当中，连锁及零售行业金额最大，由于近期房地产被炒得火热，一些企业也纷纷将收购的目光

投向商业地产，如锦江股份收购 Keystone Lod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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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股份收购 Keystone Lodging

2016 年 2 月 27 日，上海锦江国际酒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受让 Keystone Lodging

Holdings Limited81.0%股权，作价 82.69 亿元人民币。锦江股份已经拥有锦江都城、锦江之

星、金广快捷、百时快捷等商务型及经济型酒店品牌，并通过卢浮集团拥有 Première Classe、

Campanile、Kyriad 系列、Golden Tulip 系列等经济型及中高档酒店品牌。Keystone 主要通过

控股子公司铂涛集团 Plateno Group 旗下的各个子公司，分别经营有限服务酒店市场的高、中、

低档品牌系列，拥有铂涛菲诺、7 天品牌等。本次交易完成，锦江股份将有力地拓展有限服务

酒店市场的服务深度和业务广度，拓宽区域布局，完善品牌层次，使品牌细分更加多元，品牌

内涵更加丰富，有助于锦江股份降低整体运营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本次交易是锦江股份市

场战略和品牌战略的重要布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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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VC/PE 支持并购案例共有 91 起，北上广占据了半壁江山，北京、上海，广东案例数量

分别是 21起、13 起、12 起，累计占比 50.5%。并购退出事件共 57起，其中泰豪科技收购博辕、

蓝丰生化收购方舟制药等事件的交割完成，赛伯乐、高特佳以及其他众多机构基金成功退出。



中国 PE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20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本周 PE/VC 事件



中国 PE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21

（3 月 7日-3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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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7日
均弥投资

无穹创投

Chinapex 创略

中国
互联网 国内 NA

3 月 7日

HFI 金投集团

百度投资

众晖投资

中兴合创

exands 电信及增值业务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3月 7日 前海安星资产 时间价值网 金融 国内 NA

3 月 7日 锦盛鑫源 魏老香 连锁及零售 国内 9000 万元人民币

3月 7日 云创业 住房邦 互联网 国内 200 万元人民币

3月 7日 中信产业基金 纷享逍客 IT 国内 NA

3 月 7日 海量资本 多有米 互联网 国内 NA

3 月 7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啼鸥 互联网 国内 800 万元人民币

3月 7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赛曼投资

梅花天使创投

兼职猫 电信及增值业务 国内 6300 万元人民币

3月 7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蓝驰创投
青云 IT 国内 1亿美元

3月 8日

极客梦工场创投

（极客帮天使基

金）

异构智能 IT 国内 100 万元人民币

3月 8日

腾讯产业共赢基金

芒果投资

弘毅投资

柠萌影视 娱乐传媒 国内 5亿元人民币

3月 8日 全经联 摩玛公寓 房地产 国内 500 万元人民币

3月 8日
丰厚资本

朗玛峰创投
世界高铁网 互联网 国内 NA

3 月 8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国融互联网金

融
金融 国内 500 万元人民币

3月 8日 清流资本 垂衣 互联网 国内 100 万元人民币

3月 8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快来租我 互联网 国内 500 万元人民币

3月 8日 克雷投资 挖挖 电信及增值业务 国内 2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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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8日 诺辉岭南投资 e葱金融 金融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3月 8日 同创金鼎投资 野兽骑行 电信及增值业务 国内 3000 万元人民币

3月 9日 鼎信创投 魔猎网 互联网 国内 NA

3 月 9日 天使投资人马肖风 小知科技 互联网 国内 500 万美元

3月 9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猪兼强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3月 9日
帮实资本

初心资本
种草没 互联网 国内 100 万元人民币

3月 9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翼道网络 IT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3月 9日 东方华盖投资 咸蛋动画 娱乐传媒 国内 660 万元人民币

3月 10日
泽贤投资

启赋资本
猎萌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3月 10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来三斤 互联网 国内 300 万元人民币

3月 10日 松禾资本 酷咔数字 互联网 国内 600 万元人民币

3月 10日 IDG 资本 金刚文化 互联网 国内 4000 万元人民币

3月 10日

源渡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耀途资本

掌玩网络 互联网 国内 3000 万元人民币

3月 10日 星河互联 积木云 IT 国内 200 万元人民币

3月 10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慕声电子科技 电子及光电设备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3月 10日 药明康德 合全药业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国内 3.86%

3 月 11 日 金叶科教 金叶房地产 房地产 国内 20.00%

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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