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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银行业理财规模增速下滑到历史低点

 9 月 M2 增速回升 四季度流动性料平稳

 VC/PE 龙头“分羹”IPO 市场

 “放长线钓大鱼” 私募股权投资打法生变

 险资股权投资超 2万亿元 监管警示五大风险

 灰色交易知难而退 并购重组频现流产

 新东方在线设立“东方新创”新基金，1亿元规模投资在线教育产业链

 禾多科技完成千万美元天使轮融资，IDG 资本和四维图新领投

【宏观】9 月银行业理财规模增速下滑到历史低点

10月 14日，银监会发布数据显示，在银监会采取以同业、理财为重点的“治乱象”等举

措以来，银行业逐渐艰难回归本源，信贷资产增多，同业资产显著压缩。

截至 9月末，银行业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3.2%，高于同期资产增速 2.6个百分点。具体而

言，前九个月新增贷款 11.5万亿元，占新增资产的比例较去年同期提高 35.5个百分点。制造

业贷款增速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基础设施行业贷款同比增 15.8%。＞全文（财新网)

9 月 M2 增速回升 四季度流动性料平稳

中国人民银行 14日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 11.16万亿元，同比多增 9980亿

元。其中，9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1.27万亿元，同比多增 566亿元。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65.57万亿元，同比增长 9.2%，增速比上月末高 0.3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 2.3个百分点。

业内专家表示，M2增速止降回升，金融去杠杆效果显著。货币政策方面，短期内或以市场流

动性总量适度和利率相对稳定为目标。＞全文（中国证券报)

【国内】VC/PE 龙头“分羹”IPO 市场

新三板转板加速的大背景下，不少投资机构迎来了退出收获季，新三板挂牌退出与 IPO退

出方式呈现此消彼长之势，VC/PE退出格局生变。值得注意的是，IPO 退出向龙头 VC/PE集中

趋势明显，优质投资项目的竞争或将进一步加剧。

去年独领风骚的新三板挂牌模式近期有些黯然失色。据清科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新三

板挂牌退出 521宗，占比 37.8%，较去年同期 1644宗和 80.1%的占比缩水过半。相较新三板挂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098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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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IPO退出表现较为抢眼，以 509宗退出和 37.0%的占比远超去年同期的 146宗和 7.1%。业

内人士指出，退出方式格局转变背后与 IPO 提速和新三板转板加速不无关系。＞全文（中财网）

【国内】 “放长线钓大鱼” 私募股权投资打法生变

随着 pre-IPO 市场项目估值水涨船高，热门行业市盈率动辄在 30倍以上，一二级市场倒挂

已不鲜见，通过 pre-IPO、“短平快”获利的打法面临巨大挑战。多位私募机构负责人表示，

“放长线、钓大鱼”、“一鱼多吃”的股权投资新打法愈发盛行，深度绑定优质标的的长线投

资已成趋势。＞全文（中国证券报)

险资股权投资超 2 万亿元 监管警示五大风险

相关数据显示，到今年 7月底，保险资金股权投资总额约达 2.1万亿元的规模，其中包括

1.34万亿元直接投资。

至今，保险资金股权投资尚未出现大的风险事件，但监管部门已经注意到部分保险机构存

在“短钱长配”的现象，有些公司投资盲目、冲动的现象较为明显。为此，在此前已经发布的

《保险资金投资股权暂行办法》的基础上，保监会拟进一步细化险资股权投资的内控指引，并

明确了至少需要关注五大风险点。

这五大风险分别是：市场风险，投资范围、交易结构及投资标的合规风险，法律风险，操

作风险，以及道德风险。＞全文（证券日报）

灰色交易知难而退 并购重组频现流产

证监会日前发布的并购重组新规影响开始显现。新规发布不到十个交易日，已有二十多

家公司宣布终止并购重组事项。公司公告的终止原因或是市场环境及政策变化所致，或是交易

各方无法就交易条件达成一致意见等。

业内人士表示，新规要求包括“三类股东”在内的交易方穿透披露最终出资人甚至资金来

源是导致不少并购重组流产的主要原因。部分涉及股份违规代持、资金来源灰色的交易被强烈

震慑，不得不知难而退。＞全文（中国证券报）

【募集】新东方在线设立“东方新创”新基金，1亿元规模投资在线教育产业链

10月 10日，新东方在线发布公告称，将与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迅程尚悦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霍尔果斯东方新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东方新

创”的企业规模为 1亿元人民币，主投教育科技领域的天使轮和早期投资。＞全文（投资界）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00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01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02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03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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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动态】禾多科技完成千万美元天使轮融资，IDG 资本和四维图新领投

想要让一辆汽车在任何环境、地点、情况下都能自动的安全行驶，高精度地图的导航和定

位至关重要。自动驾驶领域对地图精准度要求极高,尤其在中国特殊的道路环境中,找到一个有

实力的地图合作方尤为重要。

10月 13日消息，自动驾驶公司“禾多科技”近日对外宣布已经完成千万美元级别天使轮

融资，本次投资由 IDG 资本和四维图新领投, 知行科技和 BAI(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跟投。

＞全文（投资界）

 2017 中国企业并购论坛即将开幕

【活动预告】2017 中国企业并购论坛即将开幕

时间：2017 年 10 月 19 日

活动地点：上海浦东四季酒店

报名咨询：路先生 010-88086895

注：协会会员独享折扣，详请请咨询上述联系人。

2017 年 10 月 19 日，“中国企业并购论坛”将于上海浦东四季酒店举办。该论坛由亚洲创

业投资期刊集团（AVCJ）和并购市场资讯有限公司（Mergermarket）共同主办，中国股权投资

基金协会支持主办。随着私募股权公司资金的不断积累，意味着寻找交易机遇及投资合作伙伴

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企业并购论坛届时将邀请 270 多名世界各地的企业高管、机构投资者、

并购顾问及私募股权投资者赴上海参加此次盛会并邀请相关领域的知名嘉宾就近期热点发表

主题演讲，相信这是一次绝佳的交流良机。

讨论内容：

1、2017 年中国企业并购活动的发展演变及未来展望

2、境内和境外并购：关键驱动因素、交易机会挖掘趋势以及面临的挑战

3、“一带一路”及其并购机遇

4、交易融资解决方案

5、私募股权公司如何在并购交易中成为成功的合作伙伴

6、中国买家青睐的热门并购行业

http://mp.weixin.qq.com/s/u5fFr8Rba2r7cQKNUdiI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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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企业并购的制胜战略--从交易机会的挖掘和谈判到并购后的业务整合

＞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2017 中国并购基金峰会嘉宾演讲摘录二

曹远征：中国经济转型带来的启示和体会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

2017年 8月 31日，由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中税咨询集团主

办的“2017中国并购基金峰会”在北京万达索菲特酒店隆重举办。以下为嘉宾演讲摘录二：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先生在峰会上的精彩演讲：

谢谢非常高兴来到 2017并购基金峰会。今天我主要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经

济是否进入一个新周期，如果不是，它是什么；第二在这样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怎么安排？

什么叫去杠杆，怎么去杠杆；第三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未来在什么地方，特别是对股权基金

来说，它的方向在什么地方。

首先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我们注意到现在市场中在讨论，中国经济在过去三个季

度表现超过大家的预期，尤其在今年第二季度大家认为应该是掉头向下，前高后低，结果经济

稳定增长，所以市场都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周期。特别是上市企业会面临周期轮动的现象，

会出现一个新的利好的前景。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还没有进入新的周期，经济还有继续下

行的可能。通过我们的研究分析，我们认为这两种角度的考虑问题，有一定道理，但是都站不

住脚，中国没有进入新周期。我们知道周期变化是由需求引动的，但是观察一下中国经济，自

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到现在，经济在持续下行，已经下行了 25个季度。尽管在过去 8个季度

经济开始稳定，在 6.9%-6.7%这个区间，但是它并没有出现上扬态势。我们说经济下行如此之

长，超出预期，他表明这个经济活动波动不再服从传统周期，经济分析通常按过去的周期衡量

现在的周期，剩下多少个月才是下行，下行多少个月上行。

如果经济持续下行 25个季度，就不符合过去这样一种周期律，一定意味着内部产生了深

刻的结构性变化。我们注意到中国经济跟过去相比，大概有几个因素发生重大变化：

http://mp.weixin.qq.com/s/JVuLn0DWZLpVxmK5Q7bU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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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家都看到了，劳动力成本不再便宜，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充沛，于是工资持续上升

导致劳动密集型的行业竞争力下滑，很多产业开始转到东南亚，这是跟过去 30多年相比是重

大变化，过去 30年中国高增长的这个因素将不再持续。

第二我们注意到，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人口老龄化趋势在加快，人口老龄化

的趋势反映在经济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储蓄率下降。2012年开始中国居民的储蓄在下降，

而储蓄是投资的来源，如果储蓄下降，那么投资后继乏力，投资驱动经济将难以为继，而过去

30多年，中国的投资驱动，这个因素也在减弱。

第三，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是资源耗费型增长，环境不友好。现在资源约束日趋紧张，环境

约束日趋紧张，使这种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要变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这是个重

大的转折。它标志着过去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而过去的增长方式支持高速增长的这些因素，

在发生长期的结构性的变化。而这些个因素现在持续在发挥作用，中国因此就不可能出现一个

传统的周期。如果说有周期，这个周期在变形。那么这时资产配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用过去

的周期分析方法看待这个问题可能会有误区。

那么经济会不会进一步下行，我们认为也不大会。原因很简单，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能正在出清之中，引起了价格的上升，从而企业的销售收入好转，

企业信心在好转。与此同时，企业的利润，无论国营还是民营的企业利润都在增长之中。这意

味着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就在夯实之中，经济趋于稳定。今年 PPI大家已经看到，经过 54个

月负增长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正增长以来维持在高位，但是提醒一点，这个增长不是由于需求拉

动的价格上升，而是由供给方面的缩减引起的价格上升，带来一个标志性结果就是企业盈利普

遍向好。

我们说只要这个是 PPI正的区间，企业的盈利能力就会持续存在，从而经济的下行的风险

就会减弱，中国经济也不大会下行。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倾向，可能在相当长时间，中国经

济是横向，既不会下跌也不会反弹。中国经济大概 L底部形成，那一横可能会持续相当长时间，

未来的经济增长取决于新动能，取决于结构转换，而不取决于单纯的宏观总需求政策的影响。

今年经济的好转在需求侧方面唯有一个因素是跟过去不一样就是出口，中国出口在过去两

年中间一直是负增长，今年是正增长，这是中国需求侧带动经济增长表现比较好的一个原因，

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全球经济是否会按照持续的良好的预期方向发展，好像不

一定。那么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本身也是不可持续的，出口的短期好转并不是长期好

转，因此他也决定中国经济需要有定力而不是短期的某种变化而放松。定力就在于如何抓住这

个有利时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国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这是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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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当前的宏观政策。如果大家回顾一下，在去年这个时候我们焦虑的是什么，

我们焦虑的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产业过剩要去产能，但是产能去就意味着经济下行，我们又知道，

我们杠杆比较高，要去杠杆，杠杆去的大就有风险极大暴露，如果去杠杆跟去产能两个搅在一

起，那么宏观经济问题更加复杂。去年上半年在讨论是稳经济还是促改革，而且大家记得去年

上半年争论很激烈，甚至最后是人民日报发表意见，告诉说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说明这

个问题的缠绕性。

今年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如果宏观经济稳定，意味这个问题的缠绕性在缓解。其实我们看

到在过去 8个季度，中国宏观经济都在 6.9到 6.7中间，我们刚刚分析可能这个状况还会持续

相当长时间，也就是说宏观经济基本见底，也就不需要有大规模的刺激政策。稳增长的政策可

能告一段落，这时候货币政策就会转向中性。在货币经济中性情况下，可能稳定的重心就转向

如何处理去杠杆。于是今年以来大家看到，在货币政策中性情况下开始加强监管。今年的去杠

杆主要是监管的加强，而不是货币政策的变动。在监管方面，他要求透明化，监管的核心是影

子银行。什么是影子银行，我想说影子银行就是看不见摸不着，又如影相随，老百姓话说是见

鬼了。我们知道老虎虽然凶猛，但老虎并不可怕，我们知道他的弱点，我们了解他，可以把它

关到笼子里，可是鬼没办法对付，你根本不知道他怎么样，看不着摸不见，很可怕。

影子银行业务如果从学术上表达，就是出了资产负债表，又没有彻底出资产负债表的业务，

从而不受监管。我们知道从监管上来讲，一种按照资产负债比监管，按照资产负债表监管，这

是银监会的监管方式，就是看资本充足率，第二种就是证监会监管方式，透明化，然后是他在

市场上进行交易，风险披露，由投资者决定是不是购买这个产品。由此市场中产品进行交易、

买卖，风险对冲，风险分散到市场参与者身上。

今年你看，各个监管政策是按这两个方向在走，针对的核心问题是影子银行。影子银行在

这次的表现，就是商业银行特别是小银行之间的同业拆借，小银行通过同业拆借融到的资金，

再把这个钱投到信托或其他的投资安排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链条，但是这个链条又不透明，

因此无法监管。监管的核心就是透明化。这个政策还会继续维持，而且这次全国金融会议上传

达的信号就是加强监管，监管就是要监管影子银行。

从透明度的角度看，有一个方向大家要注意，假如资产负债表的业务彻底出资产负债表，

只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回表。于是我们看到非标准资产都在回表，由于回表，这种资产负债机

构需要增加资本，如果增加不了资本，就减少负债，这就出现在债券市场当中长端债务的抛售，

于是债市出现一些困难，这是回表的业务。其实还有更重要的方向就是彻底出表，ABS，通过

资产证券化彻底出表。包括银行理财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所谓影子银行业务，都是在一级市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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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在二级市场没有转让，所以风险累积在资产负债表内但是它在资产负债表外，那么让他转

让，就是全部问题的关键。

大家注意一下关于国家发改委关于 PPP的安排，包括股权投资基金，都是退出问题，核心

就是一件事，在法律体系中间要有一个重大变化。我们知道中国如果资产证券化做 PPP，很重

要就是 SPV的设计，即特别目的公司，他是信托责任的重新安排，是破产隔离责任，而我们中

国的法律是不支持这个的。尽管目前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法律修法可能需要相当长时

间，于是用条例公布，就是创建 SPV。通过 SPV，形成一个破产隔离措施，从而使资产证券化

有一个合理载体。我想这对股权投资基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意味着退出机制的重新

安排。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说监管加强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而且这次金融工作会议上已经提

出监管改革方向，第一，是用过去的分业监管变成综合监管，三家监管委员会无缝衔接，不再

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第二监管应该监管到产品上，就变成功能性监管，而不是单纯的机构

监管；第三监管是行为监管，这意味着宏观审慎和行为监管要市场分离，你会看到这次宏观审

慎监管主要是人民银行，人民银行是国家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的办公室，他做宏观审慎监管。

通过宏观审慎的管理对整个金融系统来进行一种监管，在这样一个格局下，各个监管委员

会就变成行为监管。行为监管说穿了，就例如路边摆摊的，不管卖食品卖服装的，摆放都得一

个摆放，这都归城管大队监管，这叫行为监管。我们发现中国的监管体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这种监管模式，宏观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想分离，是被全球认为最佳的监管实践。如果大家有

兴趣看看英国的监管实践，就是行为监管跟宏观审慎相分离，中国监管机构在监管体制和监管

领域方面虽然没有做重大调整，但是在监管理念上应该体现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包括咱们私募基金被纳入监管也是大概的事件。所以这次你们看到私

募监管条例，实际上是跟这个是相关的。我们想如果通过去杠杆，去产能，使中国宏观经济减

少风险，让企业真正盈利。但是我想提一个事，去杠杆，不单单金融部门自己的事，核心是经

济的去杠杆。因为大家都知道金融活动是杠杆操作工具，金融快速去杠杆有金融危机，越是金

融去杠杆的背后应该是经济杠杆的降低。如果你观察一下中国的资产负债表，企业的杠杆差不

多是全球最高的，企业去杠杆就成为经济去杠杆的全部基础，而只有经济去杠杆金融才能去杠

杆。大家看到今年金融工作会议中间有两句最重要的话，第一去杠杆最重要是国有企业去杠杆，

第二去杠杆最重要是通过去僵尸企业来去杠杆，这两句话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关系，我讲一个例

子。

大家知道中国产能过剩的部门最严重的曾经是中国钢铁工业。2015年中国钢铁工业产能

11.3亿吨，当年产量 8亿吨，也就是有将近 4亿吨产能退出生产。2016年钢价就稳定了，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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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就稳定了。但是退出生产的产能并没有退出市场，当钢铁价格一上去，钢企一盈利，这个

产能又重新投资生产。于是看到去年 2季度钢价又下去。这个案例给我们提了一个醒。第一目

前的局面的形成是去产能的结果，是由于产能的缩小引起剩余的产能开始盈利。这里我想特别

指出一点，在分析中国钢铁工业和中国过剩产能时，这个过剩产能并不意味着是落后的，它是

先进的，只不过产能是过度了。拿中国钢铁工业来说，我们算过中国钢铁工业除了生铁的生产

成本高于全球平均成本，其他的生产成本，包括线材、板材等几乎都在全球平均成本之下。因

此中国的钢铁工业不是个落后工业，是个先进工业，是成本具有竞争力的。前些日子在欧盟，

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讲的很清楚，如果说中国产能过剩，不是我产能过剩，是你的产能更过

剩。我们说今天最重要是成本竞争，我的成本在全球具有竞争优势，应该买我的钢铁，欧洲生

产成本远远高于中国生产成本，欧盟的官员也很清楚，但是欧盟有另外的问题，他们有社会成

本，是个就业问题。

这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中国产能过剩部门是有竞争力的，这是奠定去产能信心，只要把部

分产能去掉，剩余产能就能盈利，而且可持续，中国钢铁工业就是这样。通过去钢铁产能为去

杠杆创造基础，去产能意味着两件事，第一个在物理上一定把那个产能去掉，别叫它死灰复燃，

像去年重新投入生产；第二资产负债表必须重组，这两件事指向一个方向，就是去僵尸企业，

通过去僵尸企业去产能，通过去产能去杠杆，从而使资产负债表健康化。

在民营部门中间，中国去产能去的最好的是水泥工业。中国水泥工业去年完成去产能。国

家发改委有个指标，通常说产业集中度，也就是说该行业前十家产业集中全部产能的 60%，这

是去产能的标志，水泥工业这个标准是要求到 2020年达到，但是去年就达到了。民间怎么去，

你关了我给你补钱，否则咱俩都活不好，所以我说市场我们去产能可以观察水泥工业。

在国有工业方面的去产能怎么做，肯定带有行政措施，在钢铁工业这个行政措施就是大家

看到包钢跟武钢合并，把武钢炉子占了，把武钢工人占了，把武钢资产负债表接了，武钢的产

能缩小了，从而包钢盈利了。未来这两个方向都会展开，通过去僵尸企业去产能，通过国有企

业去杠杆去产能，这成为新的一个改革动向。我们预计在十九大以后，会全面展开，国有企业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购由此发生。

并购就是资产负债表的重组。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在国企中间资产负债表重组已经在频

频展开，比如说联通所谓混合所有制改革、神华和国电的合并等等，我们预计这还会进一步展

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国有资产变成国有资本。汇金公司模式请大家研究一下，

他不管资产，不管运营，主要管资本。可以对比的是金融公司的资产管理和国有企业中的资产

管理，其中有巨大的差距。大家知道汇金公司每年从各个银行获得了分红达到 35%，是分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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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而国有企业基本不分红。这预示一个方向，将来很可能是国有控股公司，会不会这次

国内的神华合并就是一个信号，是国有能源投资公司，将来中石油中石化会不会国有石油控股

公司，这可能是个方向。

第二我们知道，去杠杆一个很重要安排，就是地方政府的负债，这意味着财政改革会提速。

因为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不是一个金融问题，是财政问题，财政体制改革就变得非常重要，其

中最重要是财政的支出制度。支出制度既包括中央政法的支出边界，也包括地方政府的支出边

界。这也意味着这个地方融资平台也会发生重大变化，他可能有两个方向可能会显现，也可能

是并购基金所关注的。

第一个就是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化改造。目前地方融资平台既不是企业也不是政府，也不知

道是什么东西。公司化改造就是要让它独立化，脱离政府资产负债表。其实在南方很多地方尤

其在江浙一带很多地方融资平台正在进行公司化改造。这是并购机会。

第二个在公司化改造基础上最核心还不是变成公司，因为地方融资很多钱投了资了，主要

变成基础设施，能不能在公司化改造基础上地方融资平台打开，让他们逐个项目来讨论问题，

用本项目的收入，本项目的现金流覆盖本项目的债务，这就是 PPP。然后通过每个项目的分解

使你本项目建立项目的融资，从而真正脱离政府财政。我们知道 PPP按照今年年初证监会和发

改委的文件是可以做 ABS资产证券化的，这是一个退出机制。这些改革总结下来，国有企业

的改革和财政制度的改革，预计会相继推出，这为中国下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第二个问

题宏观政策是怎么安排的。

第三，中国可持续增长的未来。大家都意识到，经济稳定增长需要通过改革来调结构，调

结构的核心就是两句话，第一一二三产业均衡发展，重点是发展服务业，第二是内外需共同提

高，重点是扩张内需，扩张内需核心是扩大消费，扩大消费主要途径是增加居民收入，为此十

二五计划特别提出了两个提高两个同步，两个提高分别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尤其第二个提高是被媒体经常称之为我们说通俗版的

中国梦。

在过去的十年中间，我们注意到四种指标在发生重大变化。

第一组指标就是刚才说的居民收入，中国居民收入在 2009年开始再次出现正增长，而且

增长速度一直比较快，整个居民收入增长是保证与 GDP同步，因此今后主要是 GDP还继续保

持同步，GDP每年增长 6.5，十年内中国居民收入翻番。在这个过程中间，尤其中国农民收入

增长速度更快，在 2009年到现在，几乎是每年增长 10%以上，这意味着农村居民收入已经实

现翻番。于是你能观察一种很特别现象，大家都在讨论产能过剩，我问你们，电视机过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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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过剩吗，洗衣机过剩吗，这是中国最传统的传统产能，卖哪里去了，卖农村去了，农村收

入再提高。现在房子不太好卖，但是中国增长最快的行业是家具行业，家装行业，农民收入提

高了，人家把房子收拾收拾，买点新家具，这些传统行业却是增长最快的行业。

与此相关，在一些不太传统的行业也出现重大的变化，比如我们做市场分析，我们曾预测，

去年中国的汽车销售应该是下降的，但是中国去年汽车销售量是上升的，2800万辆，这个预测

也有合理的地方，载重车是下降的，但是不合理地方的是乘用车是上升，这个上升的不是城市

用的轿车，是 SUV，是农民收入相关的，在 SUV十大品牌中间前八个都是中国品牌。我说这

个意思是盯住居民收入，尤其与农民居民收入增长的一组产业，可能是投资方向。中国农民消

费行为正在出现类似于我们城里人 90年代消费行为，简单描述就是消费能力，消费级别从一

万元提高到十万元起，是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国有 9亿农民，这个消费市场将为中国传统工业

提供一个喘息的机会。

第二，中国在十二五期间有一个指标没完成任务，就是服务业增长指标，尽管当年国务院

要求服务业增长速度占 GDP两个点，但是没有做到。到 2013年，中国服务业终于成为中国第

一大产业，现在中国服务员占 GDP比重已经是将近 53%，我们认为可以很轻松在 2020年是超

过 55%，服务业将成为中国绝对优势的领域。但这个服务业不再是传统吃喝玩乐的服务业，是

高端服务业，如果你观察一下，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部门是医疗、教育、旅游、互联网、金融，

这是高端服务业。服务业因此就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也成为各位投资者需要关注的方向。

第三，在十一五期间有一项指标没有完成任务，就是研发经费占 GDP的比重，当时要求

达到 2%，但是没有做到。2012年中国的研发经费已经超过 2%，现在每年都维持在 2%以上，

甚至接近 3%，研发经费从 2012年到现在持续超过 2%这个增长，意味着技术在进步，但是我

想说这个投入不是政府投入，我们算过 80%是企业投资，为什么企业要投，很简单，劳动力成

本变贵，机器取代劳动力，于是机器人使用在中国是方兴未艾，在过去几年当中，机器人销售

三分之一在中国，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售增长速度 90%多。

讲一个故事，我曾经帮助海尔在香港上市。前些日子我们见到了海尔，说我们海尔跟过去

不一样，我们还开玩笑有什么不一样，不就是生产洗衣机，部队，你到我们佛山看看，我们佛

山是黑灯工厂，没有电灯，智能制造，我的滚动洗衣机全部智能制造。我们很感慨，但是我今

年去跟顺德佛山这一代看到美的，美的已经脱胎换骨变成研发企业，在德国最重要的机器人制

造企业是被美的收购的，美的总部全部都是研发人员，都是大学生，西装革履，不再是说我们

看到一线工人，这是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向中高端迈进。我们说国家的技术进步，不仅仅意味

着你的卫星上升，蛟龙下海，这种高大上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你能不能把一双鞋从粗制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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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品质制造。这才是真正的技术进步。德国制造是这样出来的。技术进步成为中国企业一个

强大的转型推动力，你们看到了 2025中国制造业，中国人工智能的规划，这个行业是值得关

注的。

第四，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中间存在着区域差距，有发达的东部，落后的西部，我们经常说

中国也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三个世界中间有矛盾冲突。你关注一下过去

十年中国经济增长，西部的增长速度最快，他的格局已经初步发生变化，而且这个增长快还不

仅仅意味着增长速度快，是他的结构，他的技术进步也在显著发生。具体来说，如果你们投入

高科技企业，推荐的地域，我们第一推荐深圳，第二推荐北京中关村，第三推荐成都，成都成

为高新技术区聚集地，很多企业到那去。贵阳成为了中国云计算大数据一个聚集地，中国的制

造业纺织工业最好的技术出现在新疆，由于西部地区的这样一个发展，这样一个变化，才有了

经济基础，从而现在一带一路有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如果关注一带一路，我建议大家关注一带

一路国内段，它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新的经济增长点，可能是投资的重点。

总结一下，我们看到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一系列行业正在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这

个增长点不仅仅是高新技术，而且意味着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大家经常讨论热门的房地产业也

面临着转型，因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养老房地产变成新的房地产需求，这是房地产转型的机会，

第一意味着在设计建造上面有区别。老人住的房子跟年轻人住的房子不一样，年轻人讲究别墅，

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但是腿脚不好的老头老太太是不行的。第二经营模式变化，不是简单的

卖房子，于是我们看到像一些传统房地产业，买地然后盖房子，卖房子，再借钱买买地盖房子，

这种模式正在过时。

这种转型为中国各个行业提供新的机会，正是一个大浪淘沙阶段，出现一个新的嫩芽，如

果这个嫩芽长成参天大树，中国经济可持续，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时期，就是新旧的焦灼，

新动能还没有完成足以成型，老动能已经在减弱，新旧结构在交替中出现的焦灼状态，处在一

个转换时期，这个时期可能会持续相当长时间。我们预计在十三五期间基本都是这么一个状态。

这期间如果新生力量蓬勃成长，他会结束这个状态，使中国经济走上可持续增长的轨道，于是

我们看到宏观调控，说穿了就是为了新苗遮风避雨，避免老树掉下来把它砸死，这就是稳增长。

什么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就是改善土壤改良环境，让嫩芽快快长大。一旦长大中国经

济就可持续。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宏观政策安排是从过去的短期的总需求稳定，转向了长期

的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奠定，这个是通过改革来促进结构调整，而结构调整核心还是服务业和内

需。这是中国经济一个未来，这个为并购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提供新的投资方向。其实大家也

并不一味要去高新技术，中国很多的创新是在商业模式和技术进步。我想中国有 13亿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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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市场需要的，我个人来看，就是高新科技，尽管

那是一双鞋，那也是高新科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并购基金了解中国市场基础上脚踏

实地来做，你的投资回报才有渴望。

我想这是大概中国经济目前转型的带来的提示和体会，我的报告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来源：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清科观察：《2017 年中国企业估值统计研究报告》发布

2006至 2017年上半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已完成近 3.6万起投资交易，总融资规模达到

5.3万亿元人民币。国内企业在股权投资市场蓬勃发展、“双创”事业大受鼓舞的背景下，已步

入迅速发展时期。纵观过去二十年间企业估值的变化历程，除企业自身价值之外，二级市场的

活跃度和退出渠道的畅通性同样深深影响着企业的估值。2014-2015年，国家大力鼓励创新创

业，IPO 重新开闸，二级市场的繁荣迅速传递到一级市场，VC/PE机构投资积极性高涨。与此

同时，国内以富有家族、上市公司、企业、地方政府为代表的投资群体不断涌现，进而掀起了

新一轮的投资热潮，企业估值不断走高。国民财富的增长和资本市场资金供给的充足仍在推动

着市场的巨变。

在此背景下，清科研究中心重磅推出《2017年中国企业估值统计研究报告》，对我国非上

市企业估值变化进行了全面统计和解读。宏观层面，通过观察过去二十年里我国非上市企业估

值的变化趋势解读影响企业估值变动的内外部因素；微观层面，报告从企业发展阶段、融资轮

次、行业、地域等方面对我国非上市企业估值分布情况进行了多维度统计和剖析。

私募基金裂变扩张，二级市场活跃度影响企业估值

伴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国股权投资行业在

过去二十年中发展迅速，实体企业自身也正经历着重要的变化。清科研究中心研究显示，9,262

家被调研企业的估值中位数为 2.19亿元人民币。

自 1997年以来，我国企业的估值水平呈现了不同的增长态势，研究发现，二级市场活跃

度以及退出渠道的通畅性对企业估值的影响较大。2005年 4月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全面推行股权分置改革，推动企业估值迈上一个新的台阶；2008

年-2009年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企业估值略降；2012年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做好首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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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票公司 2012年度财务报告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严查 IPO公司财务，IPO退出受阻，

企业估值因此出现较大幅下滑态势；2015年以来的企业估值中位波动不大。

图 11998年-2017年第一季度企业估值中位数分布（单位：人民币亿元）

来源：私募通 2017.05 www.pedata.cn

企业估值规模长尾分布，各规模企业数量分布呈一定规律

清科研究中心发现，我国企业估值规模呈“长尾分布”。大约 93%的企业估值规模处于 20

亿元以下；相比之下，约 7%的企业估值规模超过 20亿元，其中估值规模超过 69亿元的企业

仅占全体样本企业的 2.5%。更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企业估值规模分布情况与 GDP增速变化间

存在一定相关性。当 GDP增速放缓时，估值规模在 1亿人民币以上的企业占比相对减少；而

当 GDP增速加快时，估值规模在 1亿人民币以上的企业占比相对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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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不同估值规模企业数量与 GDP增速分布

不同阶段企业呈差异化估值水平，初创期到成长期估值增长明显

通常情况下，企业估值水平伴随企业不断发展而实现增长。特别是当企业从初创期发展成

为成长期企业时，企业估值增幅最为明显。初创型企业的主要业务为购置生产设备、产品的开

发及行销并建立组织管理制度等，各项业务尚未形成一定规模。成长型企业的相关产品已被市

场肯定，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企业需进一步开发产品、扩充设备、量产、存货规划及强化

行销力等，此时企业的各项业务已渐渐形成一定规模。由初创期进入成长期是一个企业的发展

过程中的关键阶段，意味着一个企业已具有一定的市场认可度，同时能满足一部分消费者的需

求，在行业中已占有一席之地，在此过程中企业估值一般会有飞跃式提升。清科研究中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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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早期企业成长为初创期企业，企业估值增幅约 66.7%；初创期企业发展成为成长期企业，

估值增幅约 234.0%；成长期企业发展成为成熟期企业，估值增幅约 63.5%。

图 4不同发展阶段企业估值分布（单位：人民币亿元）

消费升级与科技强国领域估值持续走高

从行业分布来看，纵观 20年样本企业估值数据，在清科 23个一级行业中，物流、房地产、

纺织及服装、能源及矿产、食品&饮料行业的估值水平位列全行业前五名。值得注意的是，房

地产、化工原料及加工、广播电视及数字电视、农/林/牧/渔、纺织及服装、食品&饮料行业的

估值水平连续三年呈现负增长。

近年来，从 3D打印、网红经济、自媒体内容创业到手游、移动直播、共享出行，各行业

垂直细分领域可谓百花齐放。伴随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移动智能终端的快速升级和各类互

联网应用服务的不断涌现，产品创新和用户数量激增驱动移动互联网服务企业快速发展，

2015-2017年第一季度电信及增值业务行业估值一直保持较高增幅。此外，在与消费升级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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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行业如娱乐传媒、互联网、物流，以及与科技强国相关的半导体行业中，样本企业估值

水平在 2017年第一季度均超过 3.5亿人民币，表现出强劲增长趋势。

图 5各行业企业估值中位数分布（单位：人民币亿元）

上市溢价倍数传统行业与新兴产业并驾齐驱，次沿海城市领衔其他地域

纵观各行业，首先从互联网与 IT 技术最开始的基础技术创新，到 “互联网+”模式下的商

业模式创新，再到现阶段日渐火爆的区块链、VR、AI等前沿技术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都可以

看到科技驱动下的新风口与投资机会。其次，农/林/牧/渔、食品&饮料、能源及矿产行业分别

隶属于第一、二产业，具有企业发展时间长、积淀深厚、行业贴近生活的特点，均属于传统支

柱型行业。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文件主题聚焦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农业改革的大幕在政策驱动下已缓缓拉开。另外，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和政府

对服务业的大力支持对娱乐传媒行业产生了积极影响，娱乐传媒行业或成为新经济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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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区角度看，沿海地区资源聚集程度高，资本关注度高，“热钱”丰富。这导致沿海地区

的一些企业在未上市时就易出现高估值，进而上市首日不易出现大幅溢价；次沿海地区经济发

展相对稳定，存在具有一定潜力的企业，但由于地理位置、经济基础等因素，一些优秀企业不

易被资本捕捉，在上市前不如沿海地区企业受资本青睐。但一旦上市这些后企业自身的成长性

和盈利能力将充分展现，容易出现较高溢价水平。

图 7各行业企业上市首日溢价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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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各地区企业上市溢价倍数（中位数）

超百家独角兽诞生，近九十家准独角兽浮出水面

截至 2017年第一季度，我国创业企业中共诞生 127家独角兽企业（估值超过 69亿人民币

且成立时间不足 10年的未上市企业）和 87家准独角兽（估值在 30至 69亿元人民币起成立时

间不足 10年的高成长性非上市企业）。

表 1截至 2017第一季度独角兽企业所处阶段与规模分布

数据来源：私募通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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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10 月 7日-10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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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8日 力帆股份 盼达用车 汽车 中国 1575.00 万人民币

10 月 9日
合纵投资

深圳天风天成资产
合纵科技 机械制造 中国 4.68 亿人民币

10 月 9日
同渡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蜂巢农科 IT 中国 62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9日

经纬中国

险峰长青

点亮（天津）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猎鹰创投

水滴互助

美味生活 连锁及零售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9日

天使投资人韩小红

天使投资人俞熔

天亿资管

正和岛投资

记健康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6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9日 PINGO 国际 宅翻新 建筑/工程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9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美哇广告 互联网 中国 4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9日

同程旅游

分众传媒

玖富集团

有伞 Usan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0 日

安赐资本

线性资本

唯猎资本

发现创投

甲子光年 IT 中国 79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0 日

携程旅行网

全明星投资

华兴私募股权基金

Glade Brook

Capital

途家网 互联网 中国 3.0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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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0 日

信达汉石投资

天图资本

淡马锡投资

新天域资本

同盾科技 金融 深圳市 7280.00 万美元

10 月 10 日 天融信 火绒安全 IT 深圳市 15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0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中惠创智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0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啦啦快送 物流
伊犁哈萨

克自治州
1.00 亿美元

10 月 10 日 佳一引航 腾跃校长社区 教育与培训 中国 4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0 日

华睿投资

如山投资

浙商创投

联川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636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0 日 宸铭影视 真实故事计划 娱乐传媒 中国 12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1 日
松禾资本

险峰长青
数途信息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1 日

顺为资本

襄禾资本

概念资本

货拉拉 物流 中国 1.00 亿美元

10 月 11 日
青松基金

小樱桃基金
优辰公寓 房地产 中国 15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1 日

毅达资本

合鲸资本

经纬中国

信中利资本

觅跑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中国 75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1 日
蓝色光标

英诺天使基金
原昇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1 日 奋荣投资 恒一电竞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0 月 11 日
上海澜亭投资

凯旋创投
魔视智能 IT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10 月 12 日
上海永宣

上海复之硕
美市科技 金融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0 月 12 日 金鼎资本 欧德雅 建筑/工程 中国 165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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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2 日 ONES Ventures 味觉方舟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2 日 正保育才 摩西机器人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2 日
维港投资

真格基金
妙盈科技 金融 中国 700.00 万美元

10 月 12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一粒传媒 娱乐传媒 中国 2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2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玖富集团 金融 中国 1.00 亿美元

10 月 12 日 易泽资本 娱加娱乐 娱乐传媒 中国 NA

10 月 12 日
深圳泓锦文资产

水木资本
洒哇地咔 机械制造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2 日 小站教育 飞渡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NA

10 月 12 日

BAI

新世界集团

百度风投

好未来

作业盒子 互联网 中国 2.00 亿人民币

10 月 12 日
彬复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Vingt Ans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2 日
九万资本

天使投资人吴波
123GO IT 中国 35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2 日
江西恒博

江西欣旺进
兴邦置业 房地产 中国 6008.90 万人民币

10 月 12 日
中运传媒

前海开心营销
前海中运 其他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3 日

IDG 资本

四维图新

青海知行科技

BAI

禾多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3 日
国中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蜜柚时尚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10 月 13 日
同方厚持

不公开的投资者
懒猫社长 互联网 中国 25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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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10 月 13 日
银盛创新

亚投张家口
智晓未来 连锁及零售 中国 799.60 万人民币

10 月 13 日

高瓴资本

华兴私募股权基金

IDG 资本

乐刻网络 娱乐传媒 美国 1.00 亿人民币

10 月 13 日

创丰资本

浙江赤子股权投资

基金

WAVE 浪 娱乐传媒 中国 300.00 万人民币

http://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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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亚洲 TOP10 并购事件

（9 月 30 日-10 月 4 日）

【并购/投资事件】

并购事件

宣告日期
并购标的

并购标

的所在

国家

出资方
出资方所在

国家
所属行业

出资金额

（百万美元）

10 月 2 日 Gazeley Limited 英国

Global Logistic
Properties
Limited

新加坡 房地产业 2,800

10 月 2 日 Asatsu-DK Inc 日本
Bain Capital

LLC
美国 传媒业 1,215

9 月 30 日

湖南长远锂科有限公司;

金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贵州松桃金瑞锰业有限

责任公司; 贵州铜仁金

瑞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金贵矿业有限公司

(60% 股权变动规模);

湖南金拓置业有限公司;

Minmetals Capital Co Ltd
(lithium-related business

and assets)

中国

长沙矿冶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五矿股份有

限公司; 五矿创

新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 矿业 296

10 月 2 日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c (Medical
stop-loss business)

美国
HCC Insurance
Holdings Inc

日本
金融服务

业
267

9 月 30 日

山东鲁能泰山电缆股份

有限公司 (11.01% 股权

变动规模); 山东华能莱

芜热电有限公司 (80%

股权变动规模); 山东华

能莱州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 (80% 股权变动规

模); 山东华能聊城热电

有限公司 (75% 股权变

动规模); 华能莱芜发电

有限公司 (15% 股权变

动规模); 山东泰丰钢业

有限公司 (20.75% 股权

变动规模)

中国
中国华能集团公

司
中国 能源业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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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 日

PetroChina Jingtang LNG
Co Ltd (29% 股权变动规

模)

中国
北京控股有限公

司
香港 运输业 145

9 月 30 日

深圳旺金金融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40% 股权变

动规模)

中国
巨人网络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

互联网/电

子商务业
123

10 月 3 日
MRL Posnet Private

Limited
印度 Worldline SA 法国

服务业（其

他）
105

10 月 4 日 Cassons Pty Ltd 澳大利亚

MotorCycle
Holdings
Limited

澳大利亚 汽车业 97

9 月 30 日 Katun Corporation 美国
上福全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台湾

计算机业：

硬件
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