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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重磅！国务院部署完善新三板投融资体制，强调积极发展股权融资

国务院今日在中国政府网发布了《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对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作出部署。

在《意见》提到要积极发展股权融资。加快完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健全小额、

快速、灵活、多元的投融资体制。研究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转板创业板相关制

度。规范发展服务中小微企业的区域性股权市场。支持区域性股权市场运营模式和服务方式创

新，强化融资功能。＞全文（中国政府网)

证监会等 15 部门公布《股权众筹风险专项整治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稳步开展股权众筹风险专项整治，促进互联网股权

融资规范发展，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建立和完善监管长效机制，经国务院同意，证监会、

中央宣传部、中央维稳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

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工商总局、国务院法制办、国家网信办、国家信访局、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15 部门联合公布了《股权众筹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证监发〔2016〕

29 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按照"高度重视，加强协作;周密部署，全面排查;突出重点，集中整治;积极

稳妥，讲究策略;近远结合，注重实效"的工作原则，将互联网股权融资活动纳入整治范围，重

点整治互联网股权融资平台(以下简称平台)以"股权众筹"等名义从事股权融资业务。

＞全文（证监会)

监管培训会曝 IPO 审核新动向

券商中国记者获悉，来自监管部门的最新消息显示，"防止带病申报"是当前 IPO 审核的一

项重点工作，在"从严监管"的基本原则下，重点加强核查 IPO 排队企业的财务问题及法律问题，

同时强化会后重大事项监管。

在今日召开的监管培训会上，监管部门权威人士阐释道，"从严监管"并不意味着随意提高

IPO 审核标准，而是意味着监管广度、深度上更为严格，即监管内容更多更全、监管更为仔细，

监管手段较从前会有所丰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质地好的企业，把不符合发行条件

的企业挡在 IPO 大门之外。＞全文（券商中国)

聚焦供给侧改革：政府基金引导 社会资本跟跑

“做好政府引导基金工作，关键要把政府的手与市场的手有机地结合起来，消除阻力、形

成合力。”刘尚希认为，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联手合作，既要引导投资方向，又要兼顾投资回

报，这个度要把握好。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8&aid=2589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8&aid=2588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8&aid=2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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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来说，既要坚持市场运作、防止行政干预，又要坚持科学监管，避免形成监管盲区。

特别是要统筹安排财政资金，合理控制基金规模与投向，不能重复设立、新铺摊子，更不能一

哄而上全覆盖，要将工作重点放在已设立的基金上，尽快形成投资、发挥效益。政府引导基金

绝不能作为融资工具、融资平台，将政府资金劣后变成了亏损兜底、财政担保，甚至通过基金

对外举债，明股暗债加大财政风险。＞全文（中国新闻网)

【国内】北京：“双创”成社会投资新动能

作为拉动 GDP 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投资一直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动能的关键因素。

在天使创投活跃、科研经费投资高涨、企业并购频频等创新资本的助推下，在中关村，“双创”

不仅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也成为了拉动社会投资的新动能。＞全文（北京日报)

【退出】“零食第一股”来伊份 IPO 市值 40 亿 投资方陪跑 6 年或仍浮亏

2016 年 10 月 12 日，休闲食品连锁商来伊份正式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开盘大涨 44%，股价

攀升至 16.8 元，市值 40 亿元。

这条 IPO 之路，来伊份已经走了 6年时间。2010 年来伊份即启动了上市计划，并完成了一

轮 3.2 亿元的 Pre-IPO 融资，当年曾是炙手可热的明星项目，投资方慷慨的给出了实际 30 倍

市盈率的高估值。但此后的来伊份受困于食品安全、增长乏力，尽管此番成功 IPO，其带给投

资人的恐怕仍将是无尽的遗憾。＞全文（投资中国网)

定了！中通递交 IPO 招股说明书：计划登陆纽交所 最高融资 15 亿美元

北京时间 10 月 10 日晚间消息，中通快递已于 9月 30 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

了招股书，拟最高融资 15 亿美元。

申请文件显示，中通快递计划于 2016 年年底前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交易代

码为 ZTO.招股书显示，摩根士丹利、高盛、花旗集团、瑞士信贷和摩根大通将担任承销商。

＞全文（新浪科技)

【活动预告】中德投资并购系列培训之“一带一路”下中德投资热点

“一带一路”政策自提出以来，已带动形成一条巨大的物流通道，将亚洲、欧洲以及非洲

等不同的经济区更好地连接起来。随着“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国家战略的逐步深化和落实，将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海外投资并购，并将面临沿线国家多样且复杂的历史、政治、安全、

文化、经济、法律等因素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德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一点，中德并购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热点。据德国联邦

外贸与投资署公布 2015 年对德投资报告显示，中国在德绿地投资项目项目达 260 个，这是中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591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580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592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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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连续两年名列该项指标全球第一。与2014年相比，中国2015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增长了37%。

中国是德国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之一。2015 年中国再次成为在德国投资项目最多的国家，这显

示了德国作为投资地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

在此背景下，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联合众达律师事务所共同举办中德投资并购系列培训

之“一带一路”下中德投资热点。在此之前已成功举办两届中德投资并购系列培训，第一期主

题为“德国并购的市场环境及监管政策”，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举办；第二期主题为“在德

国进行企业并购的重要知识及陷阱避免”，于 2015 年 5 月 7 日举办。

第三期培训主题：“一带一路”下中德投资热点

本期培训有幸邀请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前主席，德国国防部前部长，德国法尔茨州

前总理沙尔平先生（Rudolf Scharping）参加。他将做关于德中商务的精彩演讲。（演讲由发

言嘉宾用英文提供，现场由律师翻译为中文）

日程安排：

讲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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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dolf Scharping（鲁道夫·沙尔平） 鲁道夫·沙尔平是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前主席、

德国国防部前部长、及德国法尔茨州前总理。自从他从政界退休后，他在德国法兰克福创办了

自己的顾问公司 RSBK，并在北京开设了办事处。他和他的公司一直为在中国投资的德国企业，

以及在德国和欧洲发展壮大的中国企业提供商务顾问服务。

Ansgar Rempp（安斯卡·汉普）为客户就公司和交易事项提供意见，专注于跨境并购、私

募股权交易、重组和公司治理问题。他是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德国业务的管理合伙人。作为企

业并购律师，他有 20 多年的从业经验，他同时还是德国的注册专业劳动法律师。他为客户就

公司和并购交易提供法律顾问服务，聚焦于跨国企业并购项目、私募基金、重组、以及企业合

规管理问题。在收购上市企业方面，他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Dr. Ulrich Brauer（乌里希·布豪尔博士）乌里希·布豪尔博士是众达律师事务所德国

杜塞尔多夫办事处的负责合伙人。作为企业并购律师，他在企业并购的各个方面，以及国际公

司法的各个方面经验丰富。他曾经谈判和管理过许多大型跨国企业并购项目。

众达律师事务所简介：众达律师事务所创建于 1893 年。经过多年发展，众达已经发展成

为一家在全球主要商业和金融中心拥有 43 个办事处和 2500 多名律师的国际性律师事务所。作

为“一所跨全球”的真正国际律师事务所。在企业并购方面，按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

和彭博社(Bloomberg)根据代理企业并购数量来对律师事务所的排名，众达连续 15 年排名全球

第一。

众达在大中华区拥有北京、上海、香港、台湾四个办事处，在德国拥有杜塞尔多夫、法兰

克福和慕尼黑三个办事处。中国办事处和德国办事处紧密合作，为无数中国企业在德国和欧洲

的投资保驾护航。

主办单位：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众达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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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时间：2016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三）13:30-17:00

培训地点：海淀区彩和坊路 11 号华一控股大厦 13 层

报名方式：邮箱报名：欲参会请编辑（姓名、单位、职务、手机和邮箱） 发送至

pflu@bpea.net.cn(010-88086895)报名，报名成功后您将收到确认邮件。报名从速，谢绝空降！

网站报名：点击：http://www.hdb.com/party/uku9u

【活动预告】“BPEA 月度培训”——第五十九期股权激励新税务政策解读

时 间：2016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五）14：00—17：00

地 点：协会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11 号华一控股大厦 13 层）

语 言：普通话

参 会 费：RMB 1000 元/人（BPEA 会员享有部分免费名额）

特邀讲师：

安永税务团队

培训主题： 股权激励新税务政策解读

主要内容：

近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财税[2016]101 号文《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

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调整了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进一步优化税收

优惠。本次培训讲究技术入股和股权激励的现行企业所得税政策及政策调整做进一步阐述。

联系方式：

联络人：张小姐，邹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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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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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www.bpea.net.cn

注明：报名截止时间为 10 月 20 日下午 17：00，此次培训限 40 席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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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B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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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预告】BPEA “PE 管理系列培训”第十二期

http://www.bpea.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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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前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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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此前已成功举办 11 期。本期培训内容涵盖股权投资基金的政策、法律、税务、募投管

退各个方面，特邀政策制定者、资深投资人、行业专家授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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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为学员提供针对性强的高端集训。

【主办单位 】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上课时间 】

2016 年 10 月 24-28 日（周一-周五）

【上课地点 】

10 月 24-25 日：港中旅维景国际大酒店（北京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 338 号）

10 月 26-28 日：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议室（北京海淀区彩和坊路 11 号华一控股大厦 13

层）

【目标学员 】

1、股权投资基金已从业人士，初阶、进阶水平

2、产业投资、企业中高层管理者

3、股权投资基金服务机构从业人员

4、政府机构相关人员

【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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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费用包含培训资料、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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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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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额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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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姐、梁先生

电话：010-88086901、66018074 传真：010-8808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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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预告】“一带一路”和海外投资并购系列培训

（第四期：意大利和西班牙投资并购专场）

主办单位：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柯杰全球法律联盟、柯杰律 师

事务所

培训时间：2016 年 10 月 26 日 13:30-17:20

培训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11 号华一控股大厦 13 层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

的高度关注。随着“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国家战略的逐步深化和落实，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

业走向海外投资并购，并将面临沿线国家多样且复杂的历史、政治、安全、文化、经济、法律

等因素带来的风险和挑战。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法律环境是中国企业在走向海外进行投

资并购之前即需要了解的重要因素。

在此背景下，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柯杰全球法律联盟和柯杰

律师事务所共同举办主题为“一带一路”和海外投资并购系列培训，讲授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

购的法律和实务，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法律环境以及风险防范等。前三期培训

主题分别为“葡萄牙、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投资并购专场”、“希腊、葡萄牙

和欧盟投资并购专场”和“荷兰、乌克兰和印度投资并购专场”，已于 2015 年 10 月 21 日、

2016 年 5 月 10 日和 2016 年 7 月 22 日在北京成功举办。

第四期培训主题：意大利和西班牙投资并购专场。（部分讲师英文讲解，会场配有交替传译）

日程安排：

mailto:yzhao@bpea.net.cn%EF%BC%8Clzhang@bpea.net.cn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14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简称：中国 PE 协会，英文：China Association of Private Equity，

缩写：CAPE）是由股权投资行业人士自愿联合发起成立的非盈利性社会团体法人机构。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接受国家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指导和业务支持，服务于在全国注册

的各类基金及管理、中介机构等，致力于建设行业自律监管机制，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提高

会员从业素质，加强会员与境内外股权投资基金界的合作与交流，促进我国股权投资基金产业

健康发展。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简称“北京 PE 协会”，英文：Beijing Private Equity

Association，缩写为 BPEA）成立于 2008 年 6 月 20 日。

协会致力于促进行业环境建设，建立自律监管机制；维护会员合法权益，研究行业发展动

向；培养相关专业人员，组织内外交流合作。为会员及相关从业人士提供专业咨询、辅导，基

金注册、备案，商务会议、培训等服务。

柯杰律师事务所

柯杰律师事务所是一家拥有全球网络的交易和诉讼律师事务所，专注于为领先的国内和国

际公司、金融机构以及政府部门就其最具挑战性的交易和争议事项提供中国法律服务。柯杰的

主要业务领域为兼并和收购、私募融资和投资、投资基金、证券发行和资本市场、知识产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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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商事诉讼和仲裁等。柯杰的代表性项目包括吉利并购沃尔沃（18 亿美元）、北京卓越航空并

购美国公务机公司豪客比奇（17.9 亿美元）、京西重工并购徳尔福全球悬架和制动器资产和业

务（1亿美元）、京芯半导体并购摩托罗拉和飞思卡尔移动通讯技术、同方国芯并购新加坡恒

温晶体振荡器项目、山西证券并购格林期货（11 亿元人民币）、中国人寿战略投资远洋地产（58

亿港元）、远洋地产战略投资华融资产（53 亿港元）、远洋地产发行合计 166 亿元人民币债券

和合计 37 亿美元债券、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和北京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总

规模 300 亿元人民币）。

柯杰全球法律联盟

柯杰全球法律联盟是由柯杰律师事务所在“一带一路”战略和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于 2015

年 9 月发起成立的全球第一家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并购提供一站式服务的法律联盟，旨在通

过其全球的法律和商业网络，为充满雄心壮志的中国企业在全球的投资、并购交易和商事争议

事项提供跨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服务。柯杰全球法律联盟目前在全球拥有 34 家成员所，在 35 个

国家的 38 个城市拥有办公室，计划在 2016 年底前将成员的数量扩大至 40 家，法律服务覆盖

五大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

报名方式：欲参会请编辑（姓名、单位、职务、手机和邮箱） 发送至

pflu@chinacape.org(010-88086895)报名，报名成功后您将收到确认邮件。



网站报名：http://www.hdb.com/party/sqb9u.html

沈南鹏：光靠融资烧钱，就能活下去？

没有技术壁垒的创业者迟早得死！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

聪明与勤奋，应该是业界对沈南鹏先生的一贯看法。“腾讯这几年做投资看很多项目，基

本每一个都会发现沈南鹏的团队早在 1~2 年前就已经进入。”马化腾先生不久前在公开场合如

是表示。

沈南鹏先生给人的印象也多是一个综合的多面体：理性如沈南鹏，他关注数据，精通财务，

做出精准判断；感性亦如沈南鹏，他尽量多与创业者接触，仔细观察创业团队中每个人的性格，

凭借直觉做出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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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直觉」这一难以量化的指标，被沈南鹏称为风险投资行业里「最迷人的地方」。投

投猜想这跟他之前成功的创业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神奇的直觉判断，在他如今的风

险投资中具体如何表现？他个人的成功经验对我们又有哪些借鉴意义？带着好奇，投投便做了

这篇文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带着问题，在文中寻找答案吧。

1.核心竞争力

我们这批创始人很多没有商业经验，做携程是抱着对互联网的热情，后来发现不管互联网

创业还是别的，归根到底都是生意。生意都有门道和诀窍。就像小时候做数学题一样，应当从

最简单的入手。

第一年携程网集中全力打通酒店订房环节，这是携程网的初级版本。相对订票，订房是更

为简单直接的切入点。这种帮人订房的简单工作，或许是很多海归所不屑的。但是不要忘了，

你是在中国，要服务的是中国大众。

后来做「预留房」服务的时候，携程网也并没有期望能马上得到回报。但它保证了携程网

的酒店订房业务在旅游旺季依然能够游刃有余，这是一种长期竞争力。

做了携程三年之后，创办一家经济型连锁酒店的想法也逐渐形成。经济体在腾飞的时候，

酒店行业的机遇是无穷的。如家从创立第一天起，就是准备上市的。当时进行了严格的市场调

查，对于酒店模式、市场需求、价位等等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

例如，当时出租率有 90%的锦江之星。如家不像星级酒店有大堂、餐饮，而是借助周边成

熟的社区服务。和当时的酒店管理理念是完全相反的。

如家的模式首先是方便，其次是成本。如家酒店的选址，可以概括为「支线街路内行 20

米 」，这样的酒店临近黄金地段，又避免了与开发商的正面竞争，缓冲了房地产价格飞涨带

来的冲击；而且租期长达 15 年，成本非常确定。在拿地上不和房地厂商争地盘，一般会选 3000

—5000 平米的办公楼、招待所等，这样的各种行业闲置的物业。拿到物业后，专门有一个团队

跟着拓展队伍，去根据自然条件进行灵活的房间划分，很快复制。

我记得当时在做如家的时候，碰到这样的一件事，我们有非常强的经营团队，有很多人来

找我们希望我们管理一些酒店，其中，有一些酒店与我们的定位不一样，他们有一些是 3星、

4星级酒店，而我们的定位是 100 多一点的经济型酒店。我们最后决定不做，这对我们的品牌

是一个稀释，所以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

在传统观念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有钱不赚呢?而对我们来说，如果影响长期效

益，有钱也许不会去赚。所以在创业的时候，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一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上市公司的股价你无法控制，但是你可以不断地把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加强再加强。只要是

金子总会发光。给核心竞争力加分的秘诀都取决于「细节 」。

2.拿数据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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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是容不得你去重新学习的，竞争的环境可能让你没有机会学习，因此基础科学知识结

构对个人成长最关键。培养逻辑思维和建立模型的能力，对创业和企业管理都至关重要。

很多优秀的创业者或 CEO 利用基础科学的建模能力去比较分析竞争对手，优化自己的产品

的战略。这无疑是最基础的工具和手段。世界上最好的企业需要的人才是长跑型的，人文科学

和基础科学等集合成一体的人，而不仅仅只懂计算机科学。

这些知识也会帮助你分析自己的企业是否是健康的。企业家需要懂得和关注真正重要的指

标，包括客户、订单量、营收、毛利、流失率、盈利能力、现金流，让真实的数字说话。而不

是强调物理条件和设施、注重形式而非内容、强调不可量化的事物。因为，投资方对创业项目

的考量，在 A轮之后不可逃避的就是数据：订单量、客单价、用户数、周留存率等等都是考核

指标之重，无数据难以服众。

2007 年初，我正在重庆考察小天鹅项目的时候，中场休息就逛到了楼下，发现一家位于商

业区的餐厅正排着长队，远远甩过周边一众餐厅。半抱着好奇，也排在队尾买了一份，味道不

错。这家餐饮店正是三年后在纽交所上市的乡村基。乡村基店面门口排起的长队就是数据，代

表人流量。

今天这个市场大家都懂了，互联网需要的是用户规模，需要的是市场占有率，很多公司平

均四轮五轮以后，才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商业模式。

在这样一种竞争环境当中，我感觉市场的参与者还是应该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毕竟资金投

入产出成本在长期是要算帐的，并不是更多的资本就一定能够带来一个成功的企业，我相信这

个当中五年以前有过这样的教训，十年以前有过这样的教训，在中国有过这样的教训，在美国

也有。

3.有积累才能加速发展

企业初创期，每个创始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

木桶理论说的是不能有短板，但，初创期企业往往是反木桶理论起作用。不管是创始人还

是团队，不可能什么都强。与其全才，不如专才。每个早期企业都需要独门的杀手锏才能脱颖

而出。即便队员能力都不错，但没有巨大亮点，作为初创期企业反而可能没有机会。

创始人要有独门武功，这独门武功因行业而异。而这往往来自于积淀。之前创业所积累的

行业经验，领导经验很快就能够转化成下一个创业的企业能量。很多人成功的因素是叫「加速

发展」，例如，以前做 SP、游戏的经验，可能对做航空管家或者酒店管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世界上没有天才，只有经验的积累，才能够让你有更好的感觉。这种感觉听起来很玄妙，

但是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可以被磨炼和提升的。

这些人的优势在早期企业中非常重要，避免走弯路，在大方向上有更好的判断力——公司

和商业模型。但千万不要陷入经验主义的条条框框，创业者需要在现有的经验值的前提下，保

持对新产品和敏感度和创新度，寻找平衡点。创业不仅是创新产品，也要在消费者层面上去做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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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年红杉在早期投资的创业者包括航班管家创始人王江、美丽说创始人徐易容、美团

网创始人王兴等，都是二次或三次创业，还有一些在创业型企业中担任高管的经历。他们走的

更顺利、更快的原因是，已经对产品、运营等有了第六感。

4.产业地图论

我投资的选择标准和逻辑，跟 10 年前是一样的，把行业图谱好好研究一下，找一找哪些

是高速成长的。尝试去寻找好的机会，但通常不第一个尝试。我会观察一下，如果合适，则投

资整个产业链，甚至是生态圈的打造。

首先就是观察产业地图。不是一张产业地图，是有多个产业地图。比如 O2O 肯定是一张产

业地图，金融是一张，电商是一张。因为认知不断进化，地图也不断完善。比如第一天看电商

时，肯定不会想到原来打折产品销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也没想到有些领域可以做这么

大。

2007 年开始布局电子商务，从阿里巴巴到京东、唯品会、聚美优品、美丽说到蜜芽宝贝，

电商知名企业我们几乎都参与了。2008 年布局影视娱乐，投了万达影院、阿里影业、博纳影视

等。2009 年开始投云计算大数据。2010 年开始投 O2O，从美团、大众点评网、饿了么到赶集，

也占了一定市场份额。相关的物流行业也投得很好，中通快递、德邦物流、安能、郑明物流等。

2011 年开始投了一批互联网金融。

重要的判断要素是尝试着去预见未来，可能出错，但得形成自己的独特判断，哪些是万亿

市场，沿着这个逻辑去思考，你会很清楚地知道你的投资重点在哪里。比如医疗行业，今年在

美国上市的新的企业，在纳斯达克，医疗数量跟互联网几乎是一样的，很多优秀企业在美国和

中国诞生。

我们相信未来创新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是怎么能够把科学科技的力量转换成真正的商业

价值?传统的做法是跟科学家、尤其是有相当商业触角的科学家合作;我们也可以做「命题作

文」，从产业上得到的需求，反过去问科学家要答案，这样的反向的做法在海外科研发展中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径。

中国有很多优秀的科技人才，但是科技产业化过程还处在比较落后的状况。当三年多以前，

无人机是一个几乎无人关注的市场，但它有非常优秀的创业执行团队，其中还有一位创始人是

香港科技大学的讲座教授，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机器人研究领域做出了相当的成就。尽管无法量

化数据，但最终红杉中国决定投资大疆。

5.技术是护城河，资本不是

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我感觉还是应该把心态放得更加平和一点，千万不要因为竞争，而

乱了自己的阵脚。

在中国看到在很多的行业当中，有直接两到四家公司在竞争，甚至在 O2O 行业里面看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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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业非常直接竞争瓜分市场。这一点跟美国的差别是很大的，美国最近五年十年崛起的公司，

从推特到 Linkedin 这些公司发展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几乎每一个垂直的行业，或

者每一种应用当中，一般很快形成一家公司的独大。总体来讲这些公司占据了市场 70、80%的

市场份额。

为什么没有创业者模仿这些领先的企业，明明知道这个市场很大，去市场分一杯羹？我的

美国朋友告诉我，总结为 180 天的现象。一个公司当你的产品发布以后，在 180 天以内因为你

的竞争对手还没来得及反应，你很快建立自己的口碑和用户基础，于是在那个行业当中，竞争

对手已经很难赶超了。

因为你的产品有先发优势，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你可能在用户当中已经建立了一个很深

刻的品牌和他的产品基本属性，于是你的竞争对手就很难抄袭了。

当然 180 天现象的背后是什么？首先产品必须是原创的，必须是那个创业者根据市场自己

的独特理解，产生具有市场非常差异化产品和应用，这些产品和应用是今天大公司还没有想到

的。

过去的几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后，创业的壁垒大大的下降，今天我们看到的确实是

一种全民创业的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建立一个 APP，来解决某一批人群的需求，这不应该互联

网创业的全部。从全世界范围看，创新创业应该是不仅仅拘泥于本国市场的消费需求更多的是

在技术创新带来的突破。

如果你的产品在180天现象面前不成立，那么就要思考一下你的产品和技术是不是独家的。

移动互联网的进入成本太低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激烈竞争的行业，无非是产品的差异化。

但还不够，如果每一个想法都是独创的，都会让你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面建立自己的壁垒，避

免可能出现的恶性竞争。也通过这种方法，不再是通过不断融资规模来建立自己的壁垒，我相

信这是中国未来一批优秀企业应该有的这么一个特征。

当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180 天现象还来得太长了一点，移动互联网恐怕有机会在更短的

时间里面，建立自己这样的品牌优势。

在未来的十年中，如果创业创新有什么变化的话，技术创新的企业会比重会大大增加，模

式创新还有低进入壁垒和相对同质化的挑战。全球性公司必须有一个重要的特征，产品上一定

是科技的创新，而不仅仅是模式的创新。

文章来源：投资人说

清科观察：

《2016 中国基金小镇研究报告》发布，

谁能造出中国版“格林尼治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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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处于“最坏”的资本寒潮和资产配置荒叠加的时代，但又处于“最

好”的政策福利时代。国家对于“双创”的扶持力度逐步增强；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

自主创新，国内“双创”氛围浓厚，初创企业数量爆发式增长。但中国同质化日益严重的孵化

器创新创业服务，已不能完全满足创业者的要求，创新创业一站式服务亟待升级。热情高涨的

创业热潮与孵化器倒闭浪潮叠加来袭，导致创新创业服务低迷不前。在此情况下，中国基金小

镇应运而生，为创新创业注入新的活力因子。

基金小镇按市场化方式设立运行，充分利用私募（对冲）基金扎堆惯性，通过打造“精而

美”软硬件环境吸引各种创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和对冲基金及相关

金融机构的聚集，快速形成金融产业集聚效应，成为金融市场管理财富中一支高素质力量；这

一新兴的资本运作方式，直接打通资本和企业的连接，紧密对接实体经济，有效支撑我国经济

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基金小镇的规划建设能增强发展新动能、促进社会就业和提高

发展质量效益，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成为新常态下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加快

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

目前，北京、江苏、浙江、新疆和福建等地都在打造属于具有本土特色的基金小镇；浙江

地区凭借自身独特优势最早摸索设立基金小镇，现阶段浙江地区基金小镇的规模遥遥领先，跻

身国内基金小镇前列。但基金小镇这一新兴资本运作模式主要借鉴于国外，比如美国著名的对

冲基金天堂格林尼治基金小镇、瑞士达沃斯小镇，以及法国格拉斯的香水小镇等。国内基金小

镇并没有完全复制国外运行模式而是在国外基金小镇运作模式的基础上添加具有中国特色的

经济和历史文化等元素；全面打造符合中国国情的基金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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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天堂发展历史悠久，大佬占据云端无人企及

“美国对冲基金天堂”格林尼治基金小镇面积很小，只有 174 平方公里，却是大约 380 家

对冲基金总部所在地，掌管着超过 3,500 亿美元的资本，单单 Bridge

Water 一家公司就掌管着 1,500 亿美元的规模。得益于政府眼光长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

与高素质人才“强联姻”，达到基金小镇金融集聚效应的快速形成从而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调

整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美国私募（对冲）基金发展历史悠久，积淀丰富发展经验且私募基

金法律法规健全，经济纠纷少；此外，政府不横加干涉基金小镇的发展，“无形的手”发挥决

定性作用，政务环境廉洁高效。当提及对冲基金时，索罗斯、Michael Steinhardt 以及 Bruce

Kovner 就会自主浮现占据我们半壁大脑皮层。迄今为止，无人超越索罗斯占据对冲基金榜首，

索罗斯抛空英镑几乎令英格兰银行破产成为金融界传奇案例，金融界人士对其顶礼膜拜。美国

对冲基金界的大佬占据全球云端位置，至今无人企及，影响力度历久弥新。

国内基金小镇各有千秋，协同发展力促金融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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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小镇对经济发展作用明显，国内各地争相效仿设立基金小镇。杭州玉皇山南基金小镇

以美国对冲基金天堂格林尼治基金小镇为标杆，运用国际先进理念和运作模式，重点引进和培

育私募证券基金、私募商品（期货）基金、对冲基金、量化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等五大类

私募基金。玉皇山南基金小镇的快速发展加速地方金融资本的聚集从而形成聚合效应，推动私

募金融产业的集聚发展，带动大小资本的“聚啸”，以及民间资本的规范和盘活。通过创新规

划理念、创新运营模式和创新人才机制进一步打造景美“金”多的玉皇山南基金小镇。

北京基金小镇主要吸引包括创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对冲基金等各

类基金及相关产业链服务机构入驻，主要作用为承接金融核心产业外溢，突出金融创新带动作

用；北京基金小镇作为私募股权领域的高端金融产业园，凭借其天时地利的诸多优势，成为开

启京津冀财富管理的又一新支点。在京津冀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北京基金小镇的诞生深入

融合了京津冀金融一体化发展。此外，通过利用北京基金小镇成立形成的金融集聚效应，着力

降低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促进北京高精尖产业结构的建设。

国内基金小镇三方联动发展，功能复合性及集群内生性凸显

对于入驻企业来说，可与资本零距离接触，优先获得资本关注；被投企业充分利用所获资

本，进行内部资源的整合和管理方式的规范，扩大产品市场占有率。投资机构也会充分审时度

势，洞察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帮助被投企业充分利用宏观政策和微观发展形成的“倒逼”机

制，在调整中提升自身企业战斗力以及协助企业制定清晰发展方向。对于入驻金融机构来说，

国内基金小镇入驻门槛相当之高，一旦入驻成功，高标准的入驻要求会全面提升金融机构的对

外知名度，基金小镇的低租赁金和各类补贴全面降低入驻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增强其资金的

使用效率。

此外，地方政策大力扶持基金小镇，入驻金融机构能够抢抓发展“窗口期”，拓展自身业

务抢占金融商机。基金小镇的建立会对当地经济产生深远影响，能够促使 CIER 持续下降，积

极响应“双创”国策，形成充满活力的创业生态；提升当地产业层次，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形成健全产业生态；进而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扶贫开发。基金小镇不仅是功能单一的办公地

点，而是人产镇共同相互协调发展的综合体；除办公设施外并辅以必要的社区、娱乐配套设施，

是一个产业、娱乐、社区的有机复合体，基金小镇功能复合性非常明显。此外，基金小镇将国

内大部分私募基金和高端金融人才从全国各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效应，在产

业集群的带动下，当地资金、技术和人才储备得到充分扩容，进一步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

展进程。

国内基金小镇同质化严重，运营主体错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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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基金小镇的地理位置都比较偏远，区域人力资源偏少；运行模式大体也类似，政府引

导作用占据制高点；小镇招商标准大同小异，竞相参照国外标杆。地方政府为不断扩大基金小

镇规模和增强招商力度，通过利用税收、住房补助等多种组合优惠政策来增强对机构、企业和

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其他地方政府争相效仿形成补贴性恶性循环竞争，不仅会使各地基金小镇

政府优惠政策吸引度丧失殆尽，陷入招商危机而且会影响当地产业的良性发展；其最终将影响

地方政府财政税收的增加和地方经济的平稳发展。此外，国内基金小镇的运营模式尽管有名义

上的市场化主体，但管理运营受地方政府影响仍然比较大；一旦地方政府停止对招商引资的优

惠支持，国内大部分基金小镇都会陷入招商瘫痪的局面。在国内设立的基金小镇中，配备有专

门的金融监管团队但其职能的履行存在很大纰漏，投资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偏弱；基金小镇金

融监管部门应加强统计分析和风险监测，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性风险，防止金融市场风险

交叉感染。

基金小镇“变身”商业综合体，LP 二级市场引领退出新潮流

基金小镇金融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行业精英人群和资本大佬的支持。安全优美的自然环境、

舒适快捷的生活设施、高端奢侈的生活品质是最具吸引力的理想居住和办公环境。基金小镇多

方位打造的商业综合体，将成为集生态居住、财富聚集和休闲办公于一身的高端商务区；高端

人才足不出镇即可享受生活日常所需服务。此外，LP 二级市场成为金融市场退出渠道探索的又

一领域。在国内新三板发展成熟之前，国内股权投资的退出方式主要以 IPO 为主，这使得 LP

的投资退出直接与股市的荣衰挂钩，LP 选择能动性非常低。此外，MSCI 第三次拒纳 A股以及

中国股票注册制度实施的不明朗，进一步加剧国内股市底部震荡幅度，为 LP 通过 IPO 退出蒙

上阴影。在变化不断的资本市场上，LP 面临投资流动性差的困境；这为 LP 积极探索二级市场

发展提供了新发展机遇。

文章来源：投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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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10月 8日-10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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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0-8

苏宁云商

法国巴黎银行个人

金融集团

先声再康江苏药业

南京银行

苏宁消费金融 金融 国内 3亿元人民币

2016-10-8
艾思能达儿童产业

孵化器
我萌 IT 国内 300 万元人民币

2016-10-8 天使投资人冯涛 小鸣单车 其他 国内 10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0-8 诚成资本 卡曼车联网 汽车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0-9 不公开的投资者 GO 窝公寓 房地产 国内 300 万元人民币

2016-10-9 KIP Algoblu IT 国内 100 万美元

2016-10-9 华开投资 51CTO 互联网 国内 10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0-9 原链资本 知言 互联网 国内 100 万元人民币

2016-10-9 原链资本 车好了 电信及增值业务 国内 100 万元人民币

2016-10-9 不公开的投资者 咕哒猎人 连锁及零售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0-9 磐霖资本 成浪网络 互联网 国内 N

2016-10-10
暖流资产

天使投资人黄晓捷
资立方 金融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0-10 不公开的投资者 肌秘 互联网 国内 300 万元人民币

2016-10-10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 契约锁 IT 国内 900 万元人民币

2016-10-10
东湖华科

东湖天使基金
武汉幻视互动 IT 国内 100 万元人民币

2016-10-10

中信产业基金

Yuri Milner

经纬中国

ofo 互联网 国内 1.3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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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创投

元璟资本

Coatue

小米科技

滴滴出行

2016-10-10

经纬中国

红点投资

北极光

云杉网络 IT 国内 1000 万美元

2016-10-10 华瑞银行 优客逸家 互联网 国内 10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0-10

华新世纪投资

新天域资本

金沙江创投

学乐云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美元

2016-10-10

琢石投资

长石资本

启斌资本

食务链 互联网 国内 5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0-10
英诺天使基金

臻云创投
巨佳电子 电子及光电设备 国内 500 万元人民币

2016-10-10

平安创新资本

顺为资本

广发信德

格格家 互联网 国内 10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0-11 上海涛理投资 惠驾学车 互联网 国内 100 万元人民币

2016-10-11 水木资本 农经理 IT 国内 100 万元人民币

2016-10-11 易泽资本 派乐传媒 娱乐传媒 国内 10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0-11 顺为资本 装小蜜 建筑/工程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0-11
上海乐有投资

东方创投
净净洗衣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0-11

上海界石

创新工场

线性资本

桃树 IT 国内 1200 万元人民币

2016-10-11

东方华盖投资

清融信基金

创合汇

红杉

真格基金

信中利

高榕资本

君紫资本

共享际 IT 国内 4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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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腾投资

三磊设计

领势投资

北京百福嘉工程管

理

鑫苑中国

金运电气

盛景网联

中融融优

2016-10-11

永淳资本

常春藤资本

海德立业

新城控股

易路软件 IT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0-11
洛克资本

红秀资本
每日美妆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0-11 奋达科技
奥图科技-酷镜

CoolGlass
IT 国内 3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0-12

中国文化产业投资

基金

天使投资人邱坚强

天使投资人华勇

太浩创业

京东

聚合数据 电信及增值业务 国内 2.18 亿元人民币

2016-10-12

丰元创投

IDG 资本

华岩资本

凯泰创投

珠穆朗玛资产

TEEC Angel Fund

Social Starts

数码视讯

桂花网 IT 国内 1027 万美元

2016-10-12 万嘉娱乐工场 一道 互联网 国内 N/A

2016-10-13

君联资本

红点投资

亦联资本

顺为资本

糖豆网 互联网 国内 1500 万美元

2016-10-13

复星资本

策源创投

浅石创投

诸葛找房 房地产 国内 3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0-13
火山石资本

高榕资本
Geek+ IT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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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13 尤洛卡
师凯科技 电子及光电设备

国内
100.00%

2016-10-13
康耐特 旗计智能 金融

国内
100.00%

2016-10-14 平安创新资本 神厨家宴 电信及增值业务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0-14 DCM 资本 牛魔王 互联网 国内 100 万美元

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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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亚洲 TOP10 并购事件

（10 月 1 日-10 月 7 日）

日期 被并购方 被 并 购

方 所 在

国家

出资方 出资方所

在国家

所属行业 出资金额（美元）

05/10

/2016
耐力专业控股

有限公司

百慕大

群岛
日本兴亚控股有

限公司

日本 金融服务 63.04 亿

04/10

/2016

九倉電訊有限

公司

香港 德克萨斯太平洋

投资集团、安博凯

直接投资基金

USA 电信运营

商

12.25 亿

04/10

/2016
菲律宾 GNPower

Mariveles 煤炭

厂有限公司、

GNPOWER

DINGININ 有限

公司拟

菲律宾 阿沃伊蒂斯动力

公司

菲律宾 能源 12.00 亿

05/10

/2016
亚洲资金再保

险集团

新加坡 深圳控股有限公

司、前海深圳金融

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 金融服务 10.00 亿

05/10

/2016

卓佳专业商务

有限公司

香港 英国 Trivium 投

资有限公司

英国 服务业 8.34 亿

05/10

/2016
Actavis 英国有

限 公 司 、

Actavis 爱 尔

兰有限公司

爱尔兰 印 度 Accord

Healthcare 有限

公司

印度 医疗、药品 7.68 亿

03/10

/2016
澳 大 利 亚

Bradken 有限公

司

澳大利

亚
日立建筑机械有

限公司

日本 工业产品

和服务

6.57 亿

03/10

/2016

美国 KRUX 数码

有限公司

美国 美 国

Salesforce.com

有限公司

美国 电脑软件 5.83 亿

07/10

/2016
韩华 Q细胞韩国

株式会社

韩国 韩华化学有限公

司

韩国 能源 3.89 亿

(50.15% 股权)

03/10

/2016
德国欧绿保集

团

德国 邓亲华 中国 工业产品

和服务

3.37 亿

(60% 股权)

http://www.baidu.com/link?url=NDXsDR55pNxTdfH91pGblUe2o0lFP9-xy68OtysHOjHE6RN_cTUWRz2RSsvdA98KW8hLBkwd2eT6ganlogKVDK
http://www.baidu.com/link?url=NDXsDR55pNxTdfH91pGblUe2o0lFP9-xy68OtysHOjHE6RN_cTUWRz2RSsvdA98KW8hLBkwd2eT6ganlogKVDK
http://www.baidu.com/link?url=Y8s1YwuOGWZr9s1VopWWKQxEKTold_M2BnwdwKYc_QWe6SHov2INSJwUR0J-Ff0w
http://www.baidu.com/link?url=Y8s1YwuOGWZr9s1VopWWKQxEKTold_M2BnwdwKYc_QWe6SHov2INSJwUR0J-Ff0w
http://www.baidu.com/link?url=LsC6YEvKFn71FqFRihVB3Eh4-kr-TQMylxxvtl-83tT1Bt8S4rnUcn1Or_0q9haBFkfvNyibY5nsiE94WKhvE_
http://www.baidu.com/link?url=LsC6YEvKFn71FqFRihVB3Eh4-kr-TQMylxxvtl-83tT1Bt8S4rnUcn1Or_0q9haBFkfvNyibY5nsiE94WKhvE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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