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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央行上海总部：支持自贸区开展跨境股权投资业务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支

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助推“中国制造 2025”，精准服务实体

经济的跨境活动需求，经人民银行总行批准，2016 年 11 月 23 日上午，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

政策发布会，正式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拓展自贸区跨境金融服务功能支持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中包含:支持自贸区开展跨境股权投资业务。明确区内设立的股权投资项目公司和股

权投资基金可以依托自由贸易账户向区内及境外募集资金，用于进行跨境股权投资，满足实体

经济做大资本和扩大跨境投资的需求，推动上海自贸区跨境股权投资业务的健康发展。

＞全文（央行上海总部)

撑起私募半边天 股权投资“加油”新经济

3.53 万亿元，这是截至 11 月中旬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股权基金（PE）

和创业投资基金（VC）的实缴规模；48%，这是 PE、VC 实缴规模在整个私募基金行业中的比重；

2.2 倍，这是 PE、VC 实缴规模比之 2015 年年初的倍数。

历经市场多年锤炼，天使投资、PE、VC 无论是行业地位、运作合规性，还是投资专业性、

队伍建设，较之多年前均取得长足进步。伴随自身能力一同增长的，还有支持实体经济和创新

创业的力度。可以说，从天使到 VC 再到 PE，进而到 A股市场，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行业链

条已经形成。＞全文（上海证券报)

深港通开通后海外固收产品仍有吸引力

在日前深交所、港交所和中证登联合举办的“深港通论坛”上，申万宏源证券负责跨境和

自贸区业务董事总经理黄海明表示，经过几年海外投资教育，境内投资人已意识到海外股市包

括港股的风险并不比 A股小，机构和成熟投资人将继续大比例配置固定收益类产品。

从资金层面看，投资海外固定收益的合法合规资金来源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其一，通道

类出境 QDII、RQDII(已叫停)、QDIE、QDLP 等。目前此类额度耗尽，通道价格飞涨至 2.5%
至 3%，致使固定收益类产品很难借用。之前发行的产品到期不愿意清算而办理展期。其二，

企业和机构在自贸区 FT 账户项下的资金。FT项下资金可直接投资境外市场，但这部分存款数

量有限。值得注意的是，自贸区内便利的 ODI通道出境资金不可用于二级市场投资，只适用于

跨境并购和 PE股权类投资。其三，商业银行外汇自有资金（含部分理财资金）。其四，通过

各种渠道已出境的资金。在过去一段时间累积的已出境资金，并没有获取特别好的投资收益，

积极寻求新方向。＞全文（中国证券报)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9530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9531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9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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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中信建投赴港拟募资 82 亿港元 IPO 敲定十家基石投资者

中信建投证券 11 月 28 日在香港宣布招股发行 11.3 亿 H 股，每股发行价区间为 6.36-7.26

港元，计划最多筹资 82 亿港元。每手 500 股，入场费最低为 3180 港元，预计 12 月 9 日在港

交所挂牌。

此次中信建投证券 IPO 共有十家基石投资者“保驾护航”，根据招股书显示，如果按照招

股价为 6.36 港元，基石投资者认购的 H股总数为 7.03 亿股，占全球所发售 H股的 59.34%。

这十家基石投资者分别为镜湖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大华证券集团（Daiwa securities group）、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

有限公司、北京顺隆投资发展基金、北京祥龙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首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东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全文（21 世纪经济报道)

【退出】美图 IPO 拟融资 55 亿港元 高估值难掩巨亏尴尬

近日，美图公司在香港举行了首次公开募股（IPO）前的路演。据悉，美图公司计划发行

5.4 亿股普通股，招股区间为每股 8.5 至 9.6 港元，该公司预计将集资约 55 亿港元（约合 7

亿美元），其中 29%用作扩大智能电话及其他智能硬件业务，23%左右用作投资及收购，20%左

右用作内地及海外的销售和市场营销。

目前，美图董事长蔡文胜、美图 CEO 吴欣鸿在公司分别持股 38.32%、15.51%，老虎基金、

IDG 资本、启明创投、华夏基金等投资机构分别持股 10.95%、8.91%、7.65%、6.59%。堪称豪

华的投资团队，使美图公司的 IPO 引起了行业的高度关注。＞全文（21 世纪经济报道)

【活动预告】2016 外滩金融·上海国际股权投资论坛

活动时间：

2016 年 12 月 7 日（周三）

活动地点：

上海雅居乐万豪酒店（西藏中路 555 号）五楼大宴会厅

活动主办：

上海市国际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上海市黄浦区金融服务办公室、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

院

活动支持：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9533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9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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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请查看协会官网

会员可以享受 12 月 7 日的论坛参会费 30% 的优惠（目前参会费为 2888 元人民币/位）；

请会员机构将：姓名-职务-手机号-邮箱的形式回复至 hli@bpea.net.cn，协会将收集会员

资料帮助报名。

非会员机构报名链接：http://event.3188.la/528386132/SelectTicket/528386148

咨询电话：010-88086775 13718862369 李先生

【活动预告】“投投适道”第四十六期-大健康项目专场

主办单位：

北京股权交易中心、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大兴区金融工作办公室

承办单位：

鸿坤•金融谷、生物医药基地、亿润投资、北京域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会议信息： 

活动时间：2016 年 12 月 9 日（周五）下午 14:00-16:00

活动地点：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寿宝庄北 鸿坤•金融谷

会议议程:

项目一：虹升生物

公司自创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各类原料药、医药中间体的开发生产，逐步形成了技术含量

较高的高级医药中间体和原料药为主的精细化学品研发生产体系。同时，公司持续加快产业升

级步伐，重点构建原料药产业链、研发体系和销售体系，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国际化发展战略，

全面融入国际制药产业链。

公司自 2010 年至 2013 年陆续发明和获得了 18 项研发成果和相关专利，不仅降低了工业

生产成本，而且响应了国家的节能减排号召，促进了工业化生产的高效环保。

目前公司客户资源丰富稳定，公司报告期内的客户类型以大型商贸公司以及大型药企为

主。2015 年营业收入 6254.47 万元，毛利 1722.52 万元，毛利率 27.54%，未来人口老龄化结

构加剧，而心血管类药物和抗生素类药物又是药品市场份额最大的两类药物，作为在心血管类

抗压药物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缬沙坦医药中间体领先企业，虹升生物得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都将

得到更快的提升，项目拟融资金额 3000 万，出让股权比例 16.67%。

项目二：e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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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旨在通过先进的技术模式，贯通整个急救信息链路，实现诊疗信息实时共享，从而节

约抢救时间挽救生命。项目产品由云平台、车载子系统、院内子系统三个部分组成。通过云平

台和车载子系统，采集处理各种急救医疗数据信息，包括调度信息、生命体征监护视频、移动

电子病历、诊断报告、现场照片、实时语音、地理位置等信息，通过移动网络以端对端的方式

直接推送到欲送达的医院院内子系统，从而使得医院急诊中心能够及时地、全方位地了解急救

现场与患者信息，及时做好接收救治准备，为抢救生命赢得宝贵的时间。

本轮融资为天使轮，融资 300 万，出让 10%的股权，资金主要用于 2个省会级城市的试点

建设。

项目三：联众泰克

全球免疫市场大于 200 亿美元，同类公司被并购价值大于 800 亿人民币。电化学发光是仪

器与试剂盒配合的技术平台，包括甲状腺功能、性激素、肿瘤、心梗、糖尿病、传染病、不孕

不育等 100 余种检测。系统稳定性高、检测精准。对标企业瑞士罗氏诊断的同类产品年销售额

40 亿美元，市场增长率大于 30%。我公司已获得多项授权专利，产品的发光效率是罗氏诊断的

10 倍，增加检测灵敏度并降低成本，试剂成本是罗氏的 10%，仪器成本是罗氏的 30%。公司团

队来自于跨国公司和国内外高端研发团队。技术壁垒高，包括化学合成、生物、医学、机械、

电子、光学等技术。赢利模式是仪器和试剂的配合销售与“打印机和墨盒”的赢利模式类似。

公司愿景为："世界级的技术，全球的市场"。公司已与 2013 年和 2015 年完成天使轮（深创投）

和 A轮（同创伟业）的融资，此次 A+轮融资资金主要用于新产品注册和市场推广。

项目初期为综合项目，含有餐饮部分（人人湘）和云 SaaS 部分（香橙互动）两部分同期

运行，先后接受洪泰基金、英诺基金、戈壁基金、蚂蚁金福、火橙基金的投资；2016 年 8 月因

为业务线发展需要，两部分业务拆分，云 SaaS 部分独立运营，单独进行 pre-A 轮融资。融资

金额 2000 万，用于产品研发、市场推广及生态投资基金。

项目四：石草溪

北京石草溪医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小儿创新制剂和创新药物研发为核心的企业。2012

年公司重组后，在多名留美企业家的带领下开发了国际领先的经皮给药系统（PTPS，小儿经皮

给药系统 和 TransPro，可溶性微针技术）和多个 1.1 类候选药物（一种治疗糖尿病并发血管

性疾病的多靶点化合物等）。公司 2013 年认定为中关村高新企业，承担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亦庄生物医药园经皮给药平台服务。公司还与美国多家企业在经皮给药技术上展开合作。

公司不仅开展独立的新药研发，同时为国内的上市公司提供技术服务或项目服务。2014

年公司 2成立北京徳默高科医药技术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对外技术服务和国际项目合作。

公司自 2012 年至 2016 年陆续发明和获得了 17 项研发成果和相关专利。 并为国内几家上

市医药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和投资服务。 2017 年公司首个治疗小儿高热的小儿布洛芬退热贴近

将进入临床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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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方式：请将个人信息按照机构-姓名-职务-手机号-邮箱-感兴趣的企业的形式回复至

hli@bpea.net.cn，报名成功以收到报名确认成功邮件为准，谢绝空降！ 咨询电话：

010-88086775 13718862369 李先生

【活动预告】第八届全球 PE 北京论坛-转型期的股权投资：信心与机会

经北京市政府批准，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将于 2016 年 12 月 10 日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主办“第八届全球 PE 北

京论坛”。

论坛目前已邀请一行三会、国家发改委、社保基金、商务部和北京市政府等部门领导，以

及境内外顶级 PE 业界领袖和境内外行业协会领导等嘉宾齐聚北京，共同交流 GP 的管理经验，

分享 LP 的投资心得，并就创业投资、并购、母基金、退出、TMT 投资、文化投资等业界热点话

题展开深入讨论。参会人数逾 500 人。

主办单位：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支持单位：全球新兴市场股权投资协会（EMPEA）

欧洲股权基金与创业投资协会（Invest Europe）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

中国投资协会股权和创业投资专业委员会（CVCA）

中华股权投资协会（CVCA）

中华有限合伙人联合会（LPACN）

香港创业及私募投资协会（HKVCA）

台湾并购与私募投资协会（MAPECT）

上海市国际股权投资基金协会（SHPEA）

上海股权投资协会（PEAS）

苏州股权投资基金协会（SZAPE）

湖南省股权投资协会（HNPEA）

云南股权投资基金协会（YPEA）

辽宁省股权和创业投资协会（LNVCPEA）

天津股权投资协会（CPEA）

北京创业投资协会（VC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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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创业投资创新服务联盟（BVCISA）

中关村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协会（ZVCPE）

北京产权交易所（CBEX）

北京投融资商会

京城企业协会（CEA）

中关村并购发展促进会

会议议程（拟定）

12 月 10 日（星期六）

09:00-09:05 主持人：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 王文杰

09:05-09:45

致辞：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李士祥

致辞：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长 邵秉仁

致辞：北京市海淀区领导

09:45-10:25
主题演讲：全国社保基金会副理事长 王忠民

主题演讲：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 范恒山

10:25-10:30 协会第八届轮值主席任命仪式

10:30-10:45 专委会揭牌仪式

10:45-10:55 茶歇

10:55-11:00
主持人：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长、厚朴投资创办人暨董事长 方

风雷

11:00-12:00

主题演讲：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副总裁 朱民

主题演讲：中投公司副总经理 祁斌

主题演讲：EMPEA Robert W.van Zwieten

12:00-12:20 主题演讲：协会第八届轮值主席

12:20-12:30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手册（2016 年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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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14:00 午餐

14:00-15:10

平行论坛一：股权投资与科技创新

主持人：北极光创投创始人、董事总经理 邓锋

嘉宾：

云月投资合伙人 宋斌

首钢基金董事总经理 游文丽

中科招商集团国际业务中心负责人 吴碧瑄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刘星

平行论坛二：并购专场

主持人：江铜有邻董事长 李昊

嘉宾：

华融渝富董事长、党委书记 白国红

中关村并购发展促进会秘书长、清控资产管理集团专务副总裁 志

鹏

招商致远资本董事长 李宗军

尚融资本合伙人 董贵昕

15:10-16:20

平行论坛三：FoF 专场

主持人：亦庄国投总经理 王晓波

嘉宾：

前海母基金主管合伙人 李思平

中关村并购发展促进会监事长、北京北咨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 孟兆辉

歌斐资产创始合伙人、CEO 殷哲

尚高资本中国基金副主席 路跃兵

小村资本合伙人 郑赞表

平行论坛四：退出专场

主持人：国富资本董事长 熊焰

嘉宾：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钟廉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机构业务部总监、综合事务部总监 贾

忠磊

北京股权交易中心总经理 成九雁

香港创业及私募投资协会会长 曾光宇

毕马威中国税务合伙人、私募股权主管合伙人 古军华

16:20-16:35 茶歇

16:35-17:45
平行论坛五：TMT 专场

主持人：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汪潮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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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

中金甲子董事长兼 CEO 梁国忠

IDG 资本资深合伙人 李骁军

尚珹资本合伙人 张顺

基石资本董事总经理 李小红

平行论坛六：文化专场

主持人：文化中心基金 CEO 姬连强

嘉宾：

IDG 资本创始合伙人 熊晓鸽

易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蔡怀军

光大金控瑞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 徐放

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 刘泽辉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45 论坛闭幕

18:00-20:00 PE/VC 星云之夜暨 2016 中国 PE/VC 行业评选颁奖典礼

（定向邀请）

报名联系人：张小姐、梁先生、邹小姐

电 话： 010-88086901 、010-88088074/88087229

邮 件： lzhang@bpea.net.cn ; hliang@bpea.net.cn

传 真： 010-88086229

赞助联系人：丛小姐、邹小姐

电 话：010-88087061、010-88087229

邮 件：jhcong@bpea.net.cn;qqzou@bpea.net.cn

详情请关注论坛网站：http://forum.bpea.net.cn/2016/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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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峰：VC 和 PE 从根本上是两种不同的生意

KKR 全球合伙人

在 CVCA 年会现场，刘海峰分享了他对当前经济形势下 PE/VC 行业发展、值得关注的领域、

捕捉独角兽、资本出海做并购等问题的观点。

刘海峰指出，中国 PE/VC 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成熟，在市场高速增长时候，要加深对行

业的了解，开发投资机会。市场平稳时候要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开源节流。

刘海峰反复强调投资者的自律，强调作为 GP，要清楚地了解到自己的特长在哪里，善于做

什么样的投资，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VC 与 PE 有不同的投资理念和投资方式，VC 要有风

险意识，PE 要有价值意识。投资者要有自律精神，避免跟风，有价值思维方式，独角兽可遇不

可求。好的 GP 应以实业家的心态进行投资，而不是短期的金融运作。

对于海外并购，刘海峰认为这是不可回避的大趋势，但关键在于投后管理。“真正能把企

业海外并购管理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作为长期投资者，低买高卖是短时间的策略选择，如何

做好 1+1=3 的并购，真正发展中国业务，有力解决管理中出现的不足才是更为重要的。”刘海

峰说。

衡量好 GP 的唯一标准

当前，中国整个经济都在放缓，经济增长只有 6％。大家都很担心，怎么能保持投资回报。

但是刘海峰认为，放眼全球，中国经济 6%的增速已经不差了，美国的经济增长连 6%的一半都

不到，欧洲的经济增长几乎是 0。但是欧美百年老店的基金，在这些成熟的市场里还能获得高

达 20%多的回报。

刘海峰说：“中国的投资者们应该想一想怎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因为经济发展就像天气

一样，没法儿去预测今天刮风、明天下雨、后天晴天。你只需要把自己的基本功做好，能在相

应的经济环境下找到好的投资，并帮助被投企业发展。这一点才是自己真正可控，可以做到的。”

这么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保持着高速发展，所以投资人以前很容易找到一个有着 20%增

速的行业，选择一个这个行业当中能够达到 25%、30%增长的企业。

“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在高增长的环境下，企业的管理并不精细，而且高增长也难免无

暇顾及过程中的错误或者疏漏。经济新常态以后，中国企业对于管理的要求会更高，因为成熟

的市场里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的顺风车。企业可以依靠内部管理的提升，达到超越竞争对手的增

长。”刘海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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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国内的 PE 做得越来越大。刘海峰回忆，在 90 年代，PE 能投资 2000 万美金的项目

已经觉得不得了了，而今天 PE 投个 1、2亿美金也是常事。这就是市场成熟阶段的标志。

从 GP 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投资公司的管理者怎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对此，刘海峰总

结为三点：

首先，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下，捡漏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通过对一个行业或项目

的深入了解，在别人发现一个行业机会或者一家公司之前，你能找到更好的投资机会，变得更

加重要了。那种人云亦云的项目，大家都能看得见、摸得着。所以，怎么能够通过更深的行业

了解，开发出比较独特的投资机会应该是 GP 们关注的重点。GP 通过更深入的行业专识投资，

并陪伴被投企业成长才能保持长期稳定的回报。

第二，GP 在做尽职调查、项目设计、价格谈判的过程中，怎么能有更多的自律约束自己也

是关键。行业高速增长可能会掩盖一些错误和管理上的不足，但是在市场平稳成熟的时候，你

怎么能把这个业务真正搞清楚，而不是坐顺风车去投资，严格的自律是非常重要的，稳健的估

值是稳定回报的保障。

第三，投后管理。因为企业在市场不好的情况下，只有精细化管理才能让这个企业有超行

业平均速度的增长。以前，很多中国企业更多的是考虑开源，发现并占据市场。但是在市场平

稳或者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企业需要考虑的是怎么能在管理上提高，怎么能通过细化管理压出

利润来。在欧美整个 GDP 的增长才 2-3%，正常的行业增长可能也就是 3-4%，怎么在这种情况

下，投出一个能拿到 20%回报的企业，虽然杠杆有一定的帮助，但是通过细化管理提高企业价

值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随着中国 PE 行业的多年发展，一个 GP 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如何把自

己的这些基本功抓得更好。

对于互联网投资，整个行业有个飞跃性发展，但对于大型 PE 基金来说，并不应该是 PE 投

资的基础领域。刘海峰认为不只有互联网这个高增长潜力的行业，像环保、教育、医疗、食品

安全领域也是高增长潜力行业。

刘海峰特别指出：并不是一个大家都看得到热点才是最好的投资，有的时候，反倒是大家

都看不到的热点才有好的投资机会。在今天这种情况下，更多的是要理性，不要有太多的投机

心理，更多的长期、理性的投资可能才是当下最重要的。

“怎么能在 15-2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获得长期稳定的回报，这也是衡量一个好的 PE 基

金的唯一标准。”这是刘海峰最为看重的。

独角兽是可遇不可求的

刘海峰反复强调作为基金管理人，最主要的就是得有自知之明，你要知道自己真正擅长做

什么，你擅长做的事可能大部分都是因为曾经做过，有过经验，也有过教训。

在市场比较热的时候，经常有做 VC 的人想做 PE，做 PE 的人也想做 VC。但是做了 20 多年

投资的刘海峰认为，虽然都是投资，但从投资理念、运作风格、投后管理、人才培训等从根本

上是非常不同的两种生意，VC 跟 PE，从最根本上来说，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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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虽然都是厨师，做日本餐的跟做印度餐的其实不是一种厨师。所以，作为一个好的基

金管理人最主要的是知道自己擅长做什么，而且你有非常强的自律性做你真正擅长的模式。

从理念上来讲，VC/PE 不一样的方向在哪？通常，VC 的目标是以较少的投资额投资较多的

企业，其中有几个高回报的投资，哪怕其他亏了钱，整支基金也能获得较好的回报。

但是大型 PE 基金不同。一个基金五年内只投 10-20 个项目，且单笔投资规模在 1亿美金

以上。因为 PE 管的钱多、投资的项目大，所以都是晚期进入，做好 1个投资可能也只能获得 3

倍的回报，很难赚 10 倍、20 倍的钱。所以如果有 3个项目投错了，靠成功项目是无法达到好

的基金回报的。作为 PE 基金管理者，对价值投资、风险控制、投后管理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当然，中国会有优秀的 GP 会把 VC/PE 方面都做得很好。但对大多数 GP 来说，真正了解自己的

强项、经验在哪里，有更好的自律还是很重要的。

第二，对于独角兽的问题，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在第一天认出它来，即使看

出来意义也不大，企业成长过程中要经历的坎坷太多了。大家看到的只是今天的独角兽，没有

看到有多少想成为独角兽却并未达到目标的公司。晚期投资时，如果投了一个大家公认的独角

兽，你怎么保证别把价钱付太高，如果你付了极高的估值，即使是真的独角兽，可能回报有限，

作为专业的投资人，如何建立一个理性的投资组合以保证给 LP 长期稳定、跨周期的回报才是

最关键的。怎么能避免不在市场热的时候去跟风。每个投资人都想找一个独角兽，但这是一个

可遇不可求的事。

海外收购就像去国外领养孩子

海外并购肯定是一个趋势，不可回避。但我相信，如果 10 年以后看这几年中国做的这些

项目，我相信会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也肯定会有不少失败的案例。因为海外并购是一个做起来

很刺激的事，但是并购之后如何把企业管理整合好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咱们都可以换位思考，想想美国公司和欧洲公司到中国来做并购多困难，比如如何接地气，

怎么把投资的中国公司管好，怎么能避免所有文化上的差异等等。中国企业去美国、欧洲，其

实，也会碰到一样的问题。作为一个长期投资者，你收购一个公司就像在国外收养一个孩子一

样，如何把这个孩子培养好，还能融入到一个新的中国家庭，难度可想而知。作为好的 PE 基

金，拥有充分的国内和国际经验，在这方面是可以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帮助的。

如果从一个 5年、7年的投资周期来说，低买高卖是一个短时间的事，不是一个持久的事。

持久意味着你必须得想着买了这家公司是不是有能力把它管好，能不能真正发展它的业务、解

决它在管理中的问题与不足。所以并购，可能对于所有在座的投资者来说，都是个摸索的过程。

刘海峰认为，当前国内的杠杆收购，在大家今天投的项目里还是少数，但是随着中国经验

的发展成熟，以后会相对越来越多。

文章来源：投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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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中统计：

10 月全球并购市场爆发 中企交易继续走低

根据 CVSource 投中数据终端显示，10 月份，中国并购市场宣布交易 479 起，环比下降

9.28%，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47.48%;并购交易宣布规模约为 453.8 亿美元，环比下降约 9.02%，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约 44.55%。

就完成并购交易数量的行业分布来看，在 10 月份中国并购市场完成交易案例中，互联网完

成交易案例数量以 32 起位居首位，占比 16.75%;IT、金融行业完成交易案例数量均为 29 起并

列第二位，各占比 15.18%;就完成并购交易披露交易规模的行业分布来看，金融业、建筑建材、

食品饮料交易规模分别为 21.02 亿美元、18.78 亿美元、16.82 亿美元，占比分别为 19.23%、

17.18%、15.40%，交易规模位居前三甲。

公开数据显示，10 月全球宣布并购交易总规模高达 4890 亿美元，刷新了 2007 年 4 月份创

下的 4710 亿美元的月度纪录，创历史新高。北美市场 10 月并购交易额达到 3485 亿美元，同

比大幅增长 37%，同样创下历史新高。巨额并购交易已然成为推动整体交易额大幅增长的重要

动力。

10 月份中国并购市场宣布交易稍有回落

2016 年 10 月，中国并购市场宣布交易稍有回落。根据 CVSource 投中数据终端显示，10

月份，中国并购市场宣布交易 479 起，环比下降 9.28%，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47.48%;并购交

易宣布规模约为 453.8 亿美元，环比下降约 9.02%，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约 44.55%(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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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中国并购市场宣布交易趋势图

从具体宣布交易案例来看，渤海金控拟收购 CIT 飞机租赁业务，交易金额近百亿美元位列

本月并购交易事件规模首位。10 月 6 日，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000415.SZ)拟支付现金

收购 C2

Aviation Capital Inc.100%股权，C2 系 CIT Group Inc.下属飞机租赁业务的整合平台，

CIT 将其下属飞机租赁业务和资产注入 C2。C2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约为 99.95 亿美元(按人民

币对美元汇率 6.6778 计算折合人民币约 667 亿元)，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包括渤海金控自有资

金、银行贷款及境外银行 Morgan

Stanley & Co. LLC 和 UBS Investment Bank 给予的不超过 85 亿美元的贷款。收购完成后，

渤海金控将持有 C2100%股权。

除此以外，海航旅游拟 65 亿美元收购希尔顿集团 25%股份和寰宇投资拟 27 亿美元收购

Genworth 全部股份分别为本月并购市场重大进行中交易二三名(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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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6 年 10 月中企参与并购重大进行中交易案例

10 月中企并购完成交易继续回落

从完成交易趋势来看，10 月份中企并购完成交易数量规模呈回落态势。根据 CVSource 投

中数据终端显示，本月完成并购交易 191 起，环比下降约 34.81%，与 2015 年同期相比，数量

下降 49.47%;并购交易完成规模为 109.3 亿美元，环比下降 64.78%，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75.98%。本月披露交易金额案例为 110 起，平均单笔交易金额为 0.99 亿美元(见图 2)。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16

图 2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中国并购市场完成交易趋势图

在今年 10 月份完成的重大并购交易案例中，华润啤酒 16 亿美元收购雪花啤酒 49%股权、

金隅股份增资冀东发展和北新建材收购泰山石膏 35%股权成为本月重大完成交易前三位(见表

2)。2016 年 3 月 2 日，华润啤酒(控股)有限公司(00291.HK)拟出资 16 亿美元收购英国南非米

勒酿酒公司持有的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 49%股权。10 月 11 日，交易完成，华润啤酒

全资持有华润雪花。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市场上啤酒品牌份额情况大体为：华润雪花占比

约为 24.77%，百威英博占比为 15.8%。而青岛啤酒和燕京啤酒的占比则分别为 18%和 10.24%。

此次华润啤酒收购华润雪花后会在中国市场份额上明显领先青岛啤酒和燕京啤酒，这种形势也

会促使其他啤酒企业加快国企改革和并购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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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6 年 10 月中国并购市场重大完成交易

互联网、金融两行业再次位居两榜之首

就完成并购交易数量的行业分布来看，在 10 月份中国并购市场交易完成案例中，互联网完

成交易案例数量以 32 起位居首位，占比 16.75%;IT、金融行业完成交易案例数量均为 29 起并

列第二位，各自占比均为 15.18%(见图 3、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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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6 年 10 月中国并购市场完成交易数量占比按行业分布

就完成并购交易披露交易规模的行业分布来看，金融业、建筑建材、食品饮料交易规模分

别为 21.02 亿美元、18.78 亿美元、16.82 亿美元，占比分别为 19.23%、17.18%、15.40%，交

易规模位居前三甲(见图 4、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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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6 年 10 月中国并购市场完成交易金额占比按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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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6 年 10 月中国并购市场完成交易规模(按行业)

全球并购市场爆发 中企跨境稍有回落

公开数据显示，10 月全球宣布并购交易总规模高达 4890 亿美元，刷新了 2007 年 4 月份创

下的 4710 亿美元的月度纪录，创历史新高。北美市场表现活跃，10 月并购交易额达到 3485

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 37%，同样创下历史新高。巨额并购交易已然成为推动整体交易额大幅

增长的重要动力。其中本月宣布的四起重大案例是：AT&T 斥资 850 亿美元收购时代华纳、英美

烟草 580 亿美元收购雷诺兹美国、高通 470 亿美元收购恩智浦半导体以及世纪互联公司 340 亿

美元收购 Level 3 通信。

根据 CVSource 投中数据终端显示，2016 年 10 月，中国并购市场已完成交易案例共 191 起，

披露并购交易金额约 109.26 亿美元，其中境内并购 171 起，交易规模约为 99.94 亿美元，数

量及金额分别占比为 89.53%、91.47%;出境并购 15 起，交易规模约为 8.72 亿美元，数量及金

额分别占比为 7.85%、7.98%;入境并购 5起，交易规模约为 0.60 亿美元，数量及金额分别占比

为 2.62%、0.55%(见图 5，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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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6 年 10 月中国并购市场完成交易占比图(按是否跨境分布)

表 4 2016 年 10 月中国并购市场完成交易规模(按是否跨境)

文章来源：投资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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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11月 28日-12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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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1-28
深圳前海富鑫资本

尚势资本
飞泊通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1-28 万潮集团 自行车在线 其他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1-28
众驰投资

恒基浦业
1步单车 其他 国内 2亿元人民币

2016-11-28 杭州龙渊资产管理 兔玩网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1-28 苏宁云商 易果生鲜 互联网 国内 NA

2016-11-28
腾讯产业共赢基金

中川盛唐
锦尚志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1-28
深创投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
凌脉网络 互联网 国内 5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1-28 阿里影业 和和影业 娱乐传媒 国内 NA

2016-11-28 不公开的投资者 租八戒 其他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1-28 不公开的投资者 学点云 IT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1-28 天使投资人 学加加 互联网 国内 100 万元人民币

2016-11-28

普华资本

中卫基金

东方富海

贝登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国内 6500 万元人民币

2016-11-28

不公开的投资者

立白

润都集团

荣昌 e袋洗 互联网 国内 10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1-28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上上铺 房地产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1-28 不公开的投资者 动物直播 互联网 国内 150 万元人民币

2016-11-28 不公开的投资者 狗狗生态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1-29
杭州君上投资

天使投资人蔡景钟
一起印 其他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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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钢网

2016-11-29 小咖秀 迷迭香 互联网 国内 NA

2016-11-29

美星投资集团

零一创投

创新工场

天使投资人吴宵光

不公开的投资者

搜芽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1-29 酒店哥哥 百格活动 互联网 国内 900 万元人民币

2016-11-29

理成资产

国投创新

高瓴资本

淡马锡投资

国寿投资

君联资本

泰康人寿

中国平安

信达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国内 2.6 亿美元

2016-11-29
中体鼎新

冠军 VC
EPTC 娱乐传媒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1-29

韬蕴投资

Ventech China

伊藤忠商事

World Innovation

Lab

豌豆公主 互联网 国内 2600 万美元

2016-11-29
前海瑞华

中国先锋金融集团
店商互联 互联网 国内 7亿元人民币

2016-11-29
红杉

顺为资本
智慧芽 IT 国内 NA

2016-11-29
华创资本

浙江昭园恒值实业
小安时代 金融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1-30 磐霖资本 智康博药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国内 NA

2016-11-30 不公开的投资者 大咖设计 纺织及服装 国内 300 万元人民币

2016-11-30
珠海华发文化产业

投资
和力辰光 娱乐传媒 国内 NA

2016-11-30 御弘资本 翡翠教育 互联网 国内 2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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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30 土流网 蔬东坡 互联网 国内 NA

2016-11-30

泰睿投资

启明创投

再鼎医药

缔脉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国内 5500 万元人民币

2016-12-1 立思辰 青橙创客教育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2-1 不公开的投资者 燕小唛 食品&饮料 国内 2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2-1 天使投资人 魔方格 互联网 国内 1.5 亿元人民币

2016-12-1 不公开的投资者 千宿国际 连锁及零售 国内 5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2-1 海航集团 住百家 互联网 国内 10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2-2 恩华药业 好心情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国内 5000 万元人民币

2016-12-2 海南瑞泽 煤炭交易所 金融 国内 22.23%

2016-12-2 融捷股份 融捷光电 电子及光电设备 国内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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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9 日-11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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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

/2016
日本 Calsonic Kansei 公

司

日本 三星电子有限公司 USA 工业化工 42.74 亿

21/11

/2016

美国 KKR & Co 有限合伙

人

美国 博罗有限责任公司 澳大利

亚
工业化工 24.88 亿

19/11

/2016
深圳华强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 梁光伟为首的投资

者

中国 工业化工 6.12 亿

(23.12% 股权)

21/11

/2016
宣一夏（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

中国 微博公司为首的投

资者

中国 科技、媒体

和通信

5.00 亿

24/11

/2016
韩国生态管理控股有限

公司

韩国 韩国 IMM 投资公司 韩国 工业化工 4.45 亿

22/11

/2016
Misawa 房产有限公司 日本 丰田房屋公司 日本 建筑业 4.20 亿

(23.16% 股权)

25/11

/2016
Hansol Artone 纸业有限

公司

韩国 Hansol 纸业有限公

司

韩国 工业化工 3.10 亿

22/11

/2016

石门产品公司 美国 顺昌集团 香港 能源，采矿

和公用事

业

2.78 亿

22/11

/2016
日本 Ichikoh 工业有限

公司

日本 法雷奥公司 法国 工业化工 2.24 亿

(23.51% 股权)

22/11

/2016
澳大利亚Supagas控股有

限公司

澳大利

亚
大阳日酸株式会社 日本 能源，采矿

和公用事

业

2.22 亿

数据来源：Mergermarket（http://www.mergermarket.com/china）

http://www.baidu.com/link?url=nuMsTtFrCazwOrS94Oe2lEmeu_uTWLUwdYZy2TCU0fBDi7a6wIqh_sGubc4tBRr5
http://www.baidu.com/link?url=bRWgrm4EwyLKLW7t5q6sUkyTftSW05R5Ny61NXjV8Y1Ommwp6U8o9tah2vjK3X3DQ84fmunyWF1H5RO_oSBDV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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