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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1 月全国财政收入增长 6.5%

 前十一月实际使用外资基本保持平稳

 创投合伙人可按 20%税率缴个税

 VC/PE 回顾 2018 年：募投市场调整带来新投资机会

 VC/PE 扎堆“入主”小市值上市公司

 今年 IPO 募集资金规模降约 4 成 IPO 数量下降超 7成

 “安卓生态第一股”，联想创投被投企业万咖壹联登陆港交所

 企业级视频直播平台服务商“微吼”完成 2.3 亿元 D 轮融资，深创投领投

【宏观】前 11月全国财政收入增长 6.5%

财政部 12月 13日公布最新数据显示，11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775亿元，同比

下降 5.4%，减税效果逐渐显现。1—11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2333亿元，同比增

长 6.5%。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2167亿元，同比增长 6.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

收入 90166亿元，同比增长 6.9%。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149001亿元，同比增

长 9.5%；非税收入 23332亿元，同比下降 9.1%。＞全文（人民日报)

前十一月实际使用外资基本保持平稳

商务部 13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说，1—11月，我国实际使

用外资基本保持平稳，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4703家，同比增长77.5%；实际使用外资7932.7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1.3%(折 1212.6亿美元，同比增长 1.1%)。

11月当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5158家，同比增长 11.1%；实际使用外资 921.1亿元

人民币，同比下降 26.3%(折 136亿美元，同比下降 27.6%)，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基数较大。

＞全文（人民日报)

【国内】创投合伙人可按 20%税率缴个税

12月 1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施所得税优惠促进创业

投资发展，加大对创业创新支持力度。

会议决定，在今年已在全国对创投企业投向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实行按投资额 70%

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优惠政策基础上，从明年 1月 1日起，对依法备案的创投企业，可选择按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84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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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投资基金核算，其个人合伙人从该基金取得的股权转让和股息红利所得，按 20%税率缴纳

个人所得税；或选择按创投企业年度所得整体核算，其个人合伙人从企业所得，按 5%-35%超

额累进税率计算个人所得税。上述政策实施期限暂定五年，使创投企业个人合伙人税负有所下

降、只减不增。＞全文（北京商报）

【国内】VC/PE 回顾 2018 年：募投市场调整带来新投资机会

清科数据显示，从募资来看，2018年前 11月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共募集金额接近 1.15万亿

元，同比下降 28.7%。其中人民币基金 9108.5亿元，以美元基金为主的外币基金表现强势，共

募集 2370.43亿元，同比上升超 130%。不难看出，今年美元基金募资较为顺利，人民币基金则

受资管新规等政策影响下降较多。从投资来看，2018年前 11月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投资案例数

为 9773起，同比上升 7%，投资金额达 1.03万亿元，同比下降 6.6%。其中，人民币投资金额

5849.41亿元，外币投资金额 4475.76亿元，外币投资逼近人民币投资。IPO市场上，2018年前

11月中企 IPO企业数量下降至 203家，包括境外上市 103家，境内上市 100家，境内上市受

IPO审核趋严下降明显，继而影响人民币基金的顺利退出。＞全文（中国日报网）

VC/PE 扎堆“入主”小市值上市公司

11月以来，VC/PE机构“入主”上市公司的案例突然增多。从 VC/PE机构的运作对象来

看，多为 20亿-25亿元的小市值公司。业内人士认为，目前不少上市公司大股东存在股权质押

压力，给了 VC/PE机构获得上市公司控股权的机会。不过，对普通投资者来说，盲目跟风并不

可取，还需要考虑上市公司后续的经营风险，如商誉减值、流动性风险等。

＞全文（中国证券报）

今年 IPO 募集资金规模降约 4 成 IPO 数量下降超 7成

2018年至今 IPO募集资金规模同比下降 4成； IPO一字涨停板数量平均 7.71个，相对去

年下降近 2成。

2016年、2017年、2018年至今新股发行数量分别为 227家、438家、103家。2018年至

今相对 2017年减少超 76％。所以，2018年尽管每只新股平均募集资金 13.22亿元，相对 2017

年 5.25亿元和 2016年 6.59亿元，平均募集资金大幅度增加，但今年募集资金总额为 1362.02

亿元，同比下滑达 40％。＞全文（金融界）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86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87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88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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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安卓生态第一股”，联想创投被投企业万咖壹联登陆港交所

12月 21日，联想创投被投企业万咖壹联（Wanka Online）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股票

代码为 1762，发行价为 3.56港元，募集资金 1.947亿港元。这是联想创投本年度第四家上市的

被投企业，联想创投合伙人宋春雨、联想集团软件生态系统总经理陈学桂在现场见证了上市一

刻。

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联想创投集团总裁贺志强对万咖壹联上市表示祝贺，“随着智能互

联网时代的到来，IoT、边缘计算、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与垂直行业的深度融合，带

来了更多新科技、新物种与新平台。我们非常看好万咖壹联运用核心技术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安

卓生态圈，相信在优秀团队的带领下，万咖壹联将会为中国各行各业建立更为丰富的生态。

＞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企业级视频直播平台服务商“微吼”完成 2.3 亿元 D 轮融资，深创投领投

企业级视频直播平台服务商“微吼”近日完成 2.3亿元 D轮融资，领投方为深创投。本轮

资金将主要用于音视频互动技术向营销技术的延伸、直播营销应用场景的拓展及团队建设。

＞全文（投中网）

 “BPEA 月度培训”第八十一期成功举办

 亚洲私募投资论坛 2019

【协会动态】月度培训 81 期成功举办

2018年 12月 21日，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举办的 “后资管时代，私募基金监管实

务探讨”活动，在协会会议室成功举办。

本次月度培训协会邀请到的讲师是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金融资本部私募基金组万敏秀

律师，从 2019年私募基金登记、备案以及募资三方面的近期行业热点领域展开了精彩讲解。

首先万律师从 12月更新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入手为大家进行了解读。近年

来，私募基金行业在登记备案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行业自律不足。为了提高准入门槛、明

晰监管标准、有效地建立自律管理规范体系，新版登记须知增加了四方面要求。具体包括第一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90
https://mp.weixin.qq.com/s/XfwwzQGWYduXxccD_m8c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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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股东真实性和股权架构稳定性；第二厘清管理人登记边界，强化集团类机构主体资格责任；

第三加强高管及从业人员合规性、专业性要求；第四明确中止办理和不予登记的条件。

其次讲师从资管新规及细则的类比适用解释了私募产品备案监管动态。在原监管要求基础

上资管新规对合格投资者、份额分级安排、嵌套、备案前的现金管理和托管要求都制定了标准，

门槛提高、标准统一。万律师还对标准资产和非标资产进行了解释。标准资产包括标准化股权

和标准化债权，其中标准化股权指上市公司股票，标准化债权的特点包括等分化可交易，信息

披露充分，集中登记，独立监管，公允定价，流动性机制完善等。非标资产包括非标准化股权

和非标准化债权，其中非标准化股权主要指未上市企业股权，非标准化债权主要指标债权以外

的。

最后在募资方面讲师详细讲解了基金国资性质认定标准问题和国资基金监管问题以及对

银行理财投资私募基金的途径与学员进行了探讨，对引入保险资金与应注意的热点问题分享了

经验。

现场 40余名学员与讲师积极互动交流，认真探讨行业热点问题，分享彼此工作中的智慧

与经验，现场反响热烈，本次月度培训圆满结束。

【活动预告】亚洲私募投资论坛 2019

The Asia Private Equity Forum (APEF)is a leading industry event with increasing regional and

global influence.Organized each year by the Hong Kong Venture Capital and Private Equity

Association (HKVCA), Asia's oldest and largest private equity industrygroup, APEF 2019 will be

held duri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s annual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week. As in previous years,

APEF will immediately follow the Asian Financial Forum and will take place at the same venue.

TheHKSAR Financial Secretary will again open the event.

The speaker line-upfor APEF 2019 will feature more than 80 of the region’ s leading limited

partners, investors, advisors and consultants who will discuss the changes and challenges emerging as

the private markers of Asia continue to broaden and deepen. Industry practitioners will address key

issues facing investors inChina, India, Southeast Asia, Japan and Korea as well as specific topics

suchas venture capital investing, private equity real estate, co-investments, liquidity solutions,

fundraising and investor relations, post-investment valuecreation and regulatory matters.

More than half ofthe nearly 700 attendees at APEF 2018 were partners and C-suite executives

and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APEF 2019 will attract an even larger audiencerepresenting the private

equity industry’s regional and global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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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第十届全球 PE 北京论坛嘉宾精彩观点

2018 年 12 月 7 日-8 日，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联合主办的

“第十届全球 PE 北京论坛——改革开放 40 年，股权投资再出发”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成功举

办。

以下为论坛嘉宾演讲精彩观点：

https://mp.weixin.qq.com/s/yl8CFi-k7bzp9eiTPYKw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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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证监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建平

王建平：充分发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用，助推化解民营企业股票质押风险

各位 PE 界的同仁，大家早上好！

北京证监局很荣幸作为主办方之一，论坛已经办了十届，我相信这个活动会越办越好。因

为洪磊会长在，我就不想耽误大家时间讲行业的情况，我想在这个场合完成一项我个人的任务，

塞一点私货，就是刚才宋斌会长讲的发挥股权投资基金作用来助推化解民营企业的股票质押风

险。我想大概跟大家交流三方面的情况。

第一个方面是北京辖区民营企业股票质押大致状况，我们碰到了哪些问题。大家知道去年

下半年以来 A股市场逐步下调，在各个方面的一些因素相互作用下，确实是对民营企业的股票

——实际上是以中小板和创业板为主的股票股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当中，股票质

押的风险也就逐渐显露了。根据我们的统计，北京现在大致是 314 家上市公司，有 150 家左右

上市公司是有股票质押，而且主要是民营企业，实际上北京的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的占比也是

50%，150 家左右，也就是说几乎 100%的民营上市公司都是有股票质押的。总的贷款余额大约

2300 亿，就是民营上市公司股东通过股票质押方式拿到了 2300 亿的贷款。当然关于股票质押，

社会上有一些误解，说上市公司的股东拿股票质押的钱可能是做了一些不太合适的事，比如说

用于个人消费和其他的一些方面。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分析，总体上看，有 13%的资金是再用于

上市公司，主要是股东用于上市公司参与配股增发以及为员工激励计划提供一些资金支持，有

大概 85%左右的资金是用于上市公司股东的用途，比如说日常运营支出、还债和参与非上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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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购业务，总体上看大概不超过 3%的资金是用于企业家个人消费，就是说这些资金总体上是

用于上市公司、用于投资实体经济。

今年年初以来，个案性股票质押风险陆续发生，也就是说被平仓，或者是说被人家司法起

诉要求转移所有权，在各个方面因素的作用下，随着市场进一步下行，8月份以后确实是大面

积发生。最严重的时候，北京有 40 家上市公司股票质押比例超过 80%，十几家公司大股东股票

质押无力补仓，最后被平仓或被冻结，对上市公司的经营带来很大的干扰，甚至影响到上市公

司可持续经营。从我们监管掌握的情况看，股票质押风险其实是民营上市公司或者其股东流动

性风险的表现。大家可能看到，最近一两年以来随着去杠杆各项措施的推进，首先是非标资管

产品的大幅度减少，这确实是减少了对民营企业的资金供应，其二我们也看到民营企业家抱怨

比较多的，就是商业银行的抽贷或者是不续贷。第三个方面比较明显的就是债券市场融资条件

和融资环境不断恶化，前一段时间世界银行一位专家在一个论坛上放了一个幻灯片，大致列示

了央企、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信用利差的演变情况，相对于前两类企业，从 2014 年开始民营

企业的信用利差明显扩大，即使是在今年央行疏解流动性之后，民营企业的信用利差幅度还是

在继续扩大，相应地也出现了民营企业的发债成本上升，期限缩短等问题。其四是去年底证监

会为了控制股票质押的风险出台了一个质押新规，但是这个新规实际上是针对证券公司作为贷

款人进行风险控制的措施，这一措施实施的结果是使民营企业利用质押来续贷资金更为困难。

这几种情况叠加在一起导致民营企业面临很严重的流动性风险。股票质押只是流动性风险最突

出的表现，因为被质押的股票价格接近平仓线、包括被司法起诉都要公开披露，市场关注度比

较高，但质押风险不是民营企业流动性困难的全部问题。这个风险对民营企业整体确实是造成

了很大的困扰，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金融风险。我给大家几个数字列举一

下，我刚才讲过北京辖区的上市公司融资余额约 2300 亿资金，根据银保监局的初步统计，北

京的商业银行系统介入质押业务的贷款余额达 2000 亿元，北京的证券公司作为融出方也融出

了 2300 亿元，当然这三个数字的不对应表明有北京辖区上市公司从北京以外的地区融资，也

有北京金融机构对北京辖区以外的上市公司做质押融资，所以不是完全的对应关系。股票质押

风险带来的问题是双重的，一方面表现为民营企业的流动性风险，另一方面这个问题如不得到

合理的解决将面临大量金融机构坏帐和不良资产。因此，我们认为中央做出关于化解民营企业

股票质押风险的决定是正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化解传染性和系统性的危机，这是我想跟大

家沟通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跟大家沟通一下北京地区股票质押风险化解的工作机制和大致安排。从证监局

来讲，我们对这个事情实际上还是高度关注的，从年初处置一些个案的质押风险开始，到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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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我们觉得这个已经演变成了比较大的风险，有恶化的趋势。我们在 6月底给市政府写了两

份报告，一份报告是反映民营企业面临的流动性危机，第二份报告考虑到股票质押是证监局的

监管责任，又专门写了一个股票质押面临的问题和工作建议。这两个报告得到了市政府的高度

重视。同时我们也看到，因为海淀区情况最为突出，所以四五月份的时候我们也向海淀区政府

建议，区政府作为企业所在地的主管部门，应该有一些成体系、制度性的安排来解决这个问题。

市政府在收到我们的报告和海淀区提交的化解方案之后，7月中旬就召开了好几次专题会，基

本上形成了一个大致的工作机制和安排，海淀区国资委实质注资救助了 3家遇到困难的民营企

业，后来在 9月底又设立 100 亿专项纾困基金作为投资平台。11 月 1 号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

会讲话之后，股票质押风险化解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也出台了一系

列的支持政策来协助化解这方面的风险，北京市区的工作机制也进一步完善。

从目前来看，北京的工作机制大概由这么几个方面构成，一是由证监局会同金融局和相应

的区政府建立信息沟通机制，我局负责通过对企业风险的监测，把相应的情况和需要解决的问

题通报给金融局和相应的区政府。二是证监局和银监局加大了对受困企业债权人的协调工作。

这项工作确实是很有必要，主要是协调债权人调整质押率、建议债权人暂时不平仓、不提起法

律诉讼和冻结公司资产，为公司的持续经营和后续融资提供有利的环境，这个方面成效还是比

较显著的。三是由区政府会同相应的金融机构设立专项的基金作为投资平台来向需要支持的公

司进行投资，市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目前海淀、西城、朝阳，我印象当中好像亦庄、顺

义也有相应的基金都在筹集，一期资金都已经到位，正在开展尽职调查和商业谈判过程。四是

区内监管部门按照上级监管部门确定的工作要求，保证这些政策在北京地区尽快落地实施，大

致有这么几项：第一项工作就是人民银行负责有关支持民企发债支持计划的落地，大家可能看

到有几个公司，比如说东方园林、碧水源等，实际上都是用中央银行债券支持计划来做的；还

有就是优化相应监管规则，这里面包括人民银行要调整 MPA 对给民营企业贷款相应的一些规则

条款，银监局对于质押贷款逾期监管规则的放松，证监局也在做规则的调整；第三项工作是动

员金融企业设立专项投资计划参与化解股票质押风险，除了银保监会动员的保险行业 780 亿的

专项资金外，北京地区有上千亿的专项资金计划正在筹备过程中。

这是目前北京的工作机制和相应安排，应该来讲这些工作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效，一些需要

重点支持企业经过政府注资、发行债券、协调金融机构续贷等，流动性困难得到明显缓解。有

关方面把一些已经列入政府救助范围的企业做了一个指数，表明一揽子股价的表现实际上已经

回到了 8月初，也就是说从 8月到 11 月份这一段时间股价大幅度下跌的影响已经得到了明显

的缓解，有助于市场信心和民营企业家信心的回升。这是第二个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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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方面谈一点对股权投资基金在化解股票质押风险中的重要作用。我认为，民营企业

股票质押风险的化解除了解决股票质押本身的问题之外，其实是包含了民营企业流动性困难化

解，包含了民营上市公司在经历过这一次困难之后怎么样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和实现高质量增

长。大致的过程包括三个阶段：首先短期来讲要尽快解决流动性危机，由政府协调金融机构维

持最底限度的企业流动性，保持正常经营。第二个阶段是通过政府投资入股和其他救助政策支

持，给民营企业增加信用，逐步恢复其在金融机构或者金融市场的融资活动。第三个阶段要依

赖于民营企业自己做出实质的调整，比如说调整发展战略、重新聚焦主业、处置一些不良资产

或者是暂时不能承担的一些业务，同时在外部投资机构的协助下来恢复资产负债表，全面恢复

信用，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化解风险并实现民营上市公司高质量的增长，才能够有一个实

质的改善。股权投资基金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补充政府纾困资金的来源不足。大家知道，政府资金使用是要受到各方面的严格限

制，无论是资金规模和投资领域都应该是受到限制的，所以除了政府支持资金之外，市场资金

来源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民营企业除了股票质押风险化解，还有其他的流动资金需求比如说

债券还本付息和发展资金需求，需要大量的外部资金支持。

第二是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从功能上看，政府资金注入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给民营

企业尽快增信，市场资金投资后，可以通过参与董事会运作、发挥积极股东作用来改善公司治

理水平。

第三是发挥股权投资资金在管理方面的增值作用，助推企业进行业务和资产重组，进一步

推动产业整合。从我们监管掌握的情况看，中关村上市公司最初发展的过程基本上是承担大型

央企某一部分业务，某一环节的业务外包或者是系统集成逐步成长起来的。尽管符合发行上市

规则中有关资产规模和利润指标等基本要求，但是抗风险能力和离做大做强还是有一些差距

的，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在这个时候通过股权投资基金的支持以及管理方面的支撑，包括提供行

业并购机会和产业整合，能够促进上市公司真正的提高质量。

第四是收购民营企业处置的资产和业务。我们也在跟民营企业的领导说，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还

是要有所得有所失，要主动处置一些不需要的资产和业务，实际上也需要有一些市场化的资金

来收购这些资产的业务，PE 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相应作用。近期也出现了一些成功的案例，通过

出售资产，民营企业自身获得了有效资金，明显改善了资产负债表，财务投资人也以合理价格

收购到了一些优质资产。

当然我觉得这个事情对股权投资行业来讲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商业机构还是要有一些商业

的战略考虑，这也将是行业拓展业务范围，丰富投资链条的一个很好的机会。现在在北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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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投资和成长性的投资其实在整个 PE 的业务链条里面还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推动行业整合，

推动财务困难公司转型这方面业务和交易类型实际上明显不够。从周边国家的发展过程来看，

日本在 90 年代初泡沫破裂之后、韩国在 1997 年金融危机之后，当地所谓的 Leveraged Buyout

Funds 概念从境外导入并得到迅速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股权投资基金行业在支持民营企业化

解股票质押风险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寻找到自己的一个新的业务增长点，这也是行业应该做的。

目前有关方面正在筹划和推动这一过程，我们建议相关监管部门在解决资金进入、投资和退出

的规则方面要为 PE 基金参与这方面的业务提供一些便利，相信这个事情最后还是能够形成民

营企业和 PE 行业双赢的格局。

这就是我希望跟大家探讨的内容，谢谢大家。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栗志纲

栗志纲：立足服务实体经济 推进全国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各位来宾，PE届的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欢迎各位出席本届“全球 PE北京论坛”，共同探讨股权投资发展大计，共同谋划北京金

融创新之路。我仅代表主办方之一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对大家一直以来给予北京金融业

的支持与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自 2008年举办第一届论坛，至今已有十个年头，论坛已经成为推动股权投资业界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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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的重要平台、桥梁和纽带。十年树木、春风化雨，论坛见证了股权投资行业从幼苗破土成

长为植根于金融市场的参天大树；十载创业、筚路蓝缕，有幸与诸位有识之士在大时代一路同

行，是你们坚定信念、奠定基石、毅然投身这份事业，诠释并创造着股权投资的价值。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举世瞩

目的成就。股权投资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进入中国，丰富了资本市场直接投融资体系与

功能，成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之一，成为促进高新产业，支持创新创业，加快

动能转换的重要力量。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创业创新和股权投资发展。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创新对中国持续发展上的重要作用，习总书记指出，要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创新是从根本上打开增长之锁的钥匙，抓住经济创新就能抓住发展的牛鼻子。党的十

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李克强

总理对创业创新有多次重要指示，明确指出，股权投资在企业直接融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

鼓励创业创新、保障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北京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股权投资行业在本市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实体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投资引

领、创新驱动、上市促进、管理提升和产业整合等积极作用，占比 23.3%的私募投资机构聚集

在北京，全国近三成的投资案例发生在北京。北京作为首都，发展股权投资行业基础条件优越，

市场潜力巨大。一是金融资源丰富，北京持牌法人金融机构 700余家，金融总资产 137万亿元，

占全国 45%，拥有巨大的可配置金融资产。二是服务对象集中，北京是国家外汇储备、全国社

保基金等管理机构所在地，上市公司 310家，总市值近 13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 2

万美元，高净值群体众多。投资和融资都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三是专业人才丰富，北京拥有全

国最优秀的金融财经等各类专业，每年有近 30万大学学历以上毕业生。北京还有超过 50万的

金融从业人员以及法律、评估、会计、咨询等各方面人才。四是开放水平较高，北京作为全国

唯一的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聚焦金融等重点领域，在业态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等方

面，形成了大量全国首创或效果最优的开放举措。目前，我们正在抓紧谋划新一轮服务业扩大

开放，将以更大的力度实现更多的突破。五是营商环境优越。8月，在中国营商环境首次评价

中，北京排名全国第一。最新发布的世界银行《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的全球排名从

上期的第 78位跃升至第 46位，北京是两个样本城市之一。同时，北京的发展优势、产业基础

和科技金融环境都为股权投资的发展提供了厚实土壤和优质保障。

展望未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深

化、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成，股权投资乃至整个资产管理行业都将迎来大有可为的机遇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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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会继续优化环境，加强服务，严控风险，推动股权投资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培育与首都城市

定位相适应的股权投资业态：

一是积极配合股权投资监管部门，促进行业合规发展。加强与证监部门和中基协沟通合作，

开展协同监管试点，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与监管联动机制，共同支持北京股权投资行业发展。

二是优化提升首都营商环境。强化服务意识，进一步促进股权投资的聚集和发展。研究在

通州区和北京基金小镇开展专业化服务试点，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异地注册在京经营优质机构回

迁，使本市成为诚信、规范和专业的优质金融资源聚集地。

三是积极搭建行业综合服务平台。致力于通过垂直的公共服务、多维度的数据服务及智能

化的投融资对接服务，形成股权投资行业“募投管退”线上线下服务矩阵，完善行业服务生态，

助力创新创业企业快速成长，推动股权投资行业发展升级。

四是拓宽股权投资市场退出渠道。充分发挥新三板和四板功能，会同证监部门共同推动设

立北京股权投资二级交易市场，畅通市场化退出渠道。支持设立股权投资二级交易基金，鼓励

发展专业化并购基金，改善行业退出流动性。

五是积极防控股权投资行业风险。加强属地管理，督导各区培养专业队伍。会同证监部门

加强对高风险机构风险排查和现场检查。建设行业协同监管与风险防控大数据系统，提高风险

研判及监测预警能力。加强行业自律，发挥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作用，加强

投资者教育，防范非法集资。

朋友们，即将过去的 2018年，中国股权投资行业遇到了“募资难”“退出难”“税收政

策”等问题，是极具挑战的一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洞察行业动向比平时更具风向标意义。

今天到场的嘉宾都是投资行业的翘楚，希望大家用数据和事实说话，共同探索行业发展的前景

和出路，也希望各位能立足自身信用和专业能力，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和参与首都金融业发

展。

改革开放四十年，股权投资再出发，大家又将站在起跑线上。我们相信只要坚持回归股权

投资本原，把握规律，不忘初心，提升质量，股权投资行业一定能够再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祝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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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

徐林：专注绿色投资，绿动中国发展

谢谢汪潮涌先生对我的美言。我是一个投资领域的新兵，做投资还需要向在座的各位大佬

好好学习。考虑到机会难得，我还是想利用今天这个平台，谈一点我们中美绿色基金在过去短

短两年间所积累的一些经验和体会。我发言的题目叫做“专著绿色投资，绿动中国发展”。

中美绿色基金的成立是在中美双方领导人和一些知名人士共同倡议推动下成立起来的，这

支基金设立运营的时间不长，只有两年时间。在这两年里，我们投资了大概 30亿人民币的资

金，到目前为止帐面上浮盈大概是 1.8倍，应该说我们专注绿色领域的投资还是小有业绩的。

我们的愿景是希望中美绿色基金能成为绿色股权投资基金的一个标杆，以及中美双边绿色合作

的一个市场化的执行者，我们的宗旨是希望通过中美双方在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和商业模式这

三大领域跨境创新合作，通过我们的投资和管理，使“绿色”能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要绿动中国发展，而不是使“绿色”成为阻碍发展的障碍，这是一种新的发

展理念。

那为什么我们那么专注于绿色投资，把绿色发展看的如此重要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是

一个人口大国，我们有将近 14亿的人口，而且我们国家因为水土资源生态环境的承载条件并

不好，使得我们 94%的人口聚集在胡焕庸线东部 44%的国土空间范围里，这是在一个相对小的

空间，人群聚集密度比较高，而且规模巨大。那这么多的人每天要吃喝拉撒，对生态环境的压

力毫无疑问是非常大的。有时我们会和美国比生态环境，我们当然不如美国，因为美国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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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一样的国土面积，但比我们少 10亿人，你想想多 10亿人，每天要产生这么多的排放，后

果可想而知。所以，中国如果要想有更好的生态环境，必须要付出更大的精力投入到绿色发展

领域。所以说中央对绿色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从新发展理念战略的高度，从生态文明哲学的

高度，从体制机制政策保障的高度，都提出了绿色发展的新要求。

我们投资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就是绿色能源与节能。因为中国是一个能源

消费大国，我们现在城市化水平和收入水平还不够高，所以我们人均能源消费总量大概只有 3

吨标准煤/年，美国人均 11吨标煤/年，俄罗斯更高大概是 13吨标煤/年。全世界能效水平最高

的国家日本和德国人均是大概在 6吨标煤/年左右。我们可以预想，随着收入水平和城市化水平

的提高，人们的消费行为总体是趋同的，人均能源消费量也会慢慢收敛在基本相同的水平。但

我们不能学美国，也学不了俄罗斯，因为我们是一个能源资源禀赋条件不好，也就是能源资源

相对短缺的国家，环境容量也特别有限。尽管如此，我相信收入水平提高后，最后一定会至少

达到德国和日本的目前的人均能源消费水平。而要达到德国和日本的水平，必须在节能领域有

大的作为，才有可能实现人均 6吨标煤/年的水平。否则，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极有可能会超过

日本和德国的水平，那会是什么结果呢？这意味着中国未来的能源消费总量还要翻一番。如果

真是这样，中国在排放问题上，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包括其他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的排放

上，都可能突破我们原来设定的目标。要使得排放量下降，没有别的出路，只能花更大力气、

用更好的技术来节能，或是进行能源结构调整，进一步提高清洁能源的比重。所以说，我们在

这方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必须把绿色能源生产和节能，特别是清洁智慧能源、能源互联网、

建筑节能、工业节能、商业节能等，作为我们中美绿色基金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我们在

过去的实践中确实已经做了，而且我们也取得了相对较好的业绩。

第二个领域是绿色制造和环保。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我们的目标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制

造业本身与排放是密切相关的，特别是重化工业，如钢铁行业，化工行业等，都是排放大户。

即便是电子行业，也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微污染物排放，有气体的、液体的、固体的。在绿色制

造方面取得进展，用清洁生产工艺、智慧制造技术、清洁分布式能源系统，都有利于减少工业

制造带来的排放，对国家生态环境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把这个领域也作为中美绿色

基金投资的重要领域。

第三个就是消费和服务。中国的人口决定了中国也是一个消费大国，消费对未来经济增

长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这几年大家可以看得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确在不断提高。我们

重视消费对增长的作用，也要重视消费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毕竟很多消费行为同时会产生

污染物的排放，比如开车回排放尾气、洗头洗脚也会产生污水，网络购物还会导致大量废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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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物因此，引导消费者开展理性消费、绿色消费，必须成为消费大国的新消费理念。我们把绿

色消费服务作为我们投资的重要的领域，特别是在绿色智能零售、商业服务包括面向农村的生

产流通和商业服务，通过新技术特别是物联网技术提高物流效率，减少流通环节的资源浪费，

通过新技术促进家居消费的节能，使围绕消费的物流服务、消费本身的能源消耗等都有所下降，

更加符合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第四就是绿色交通和物流。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市内交通还是城市间交通都会消耗大量

能源、产生大量排放。交通的智能化管理水平，交通工具本身的绿色技术水平怎么样，对整个

城市的空气污染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大多数城市的 PM2.5交通尾气排放的贡献超过

30%，所以如果我们在绿色交通方面有更好的作为，我们就可以大大减少城市的空气污染。我

们关注智慧交通投资，是因为通过智慧技术的管理，可以提高城市交通的运行效率，减少不合

理配至交通资源导致的资源浪费和过度排放

恰恰是出于上述思考，我们把绿色能源与节能、绿色制造与环保、绿色消费与服务、绿色

交通与物流作为我们中美绿色基金投资的四个专注的领域。

我们的投资策略，一是做主动型投资。我们希望通过深耕行业，主动去溯源来发现投资机

会，来更好地了解我们所投资的产业，了解我们的所投标的，了解企业在整个行业、整个生态

中的地位，我们会在行业相关产业链中向上溯源、向下拓展，力求把我整个产业链生态，建立

稳固的行业信息链、资源链、专家链，保持与行业发展同步向前。二是做成长型投资。我们并

不是一个聚焦初创机构的 VC投资，我们投的是相对比较成熟期的发展阶段，寻找企业成长的

“拐点”适时参与，通过我们的投资推动企业得到新的赋能，尽快实现更加高速的增长。三是

做稳健型投资。做投资要追求总体稳健性，控制好风险。所以我们特别注重通过对投资标的成

长前景的把握、收益结构的合理安排，来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特别在绿色发展这个领域，特别

要注意投资收益和绿色内涵之间的平衡。从目前来，看我们投的项目都很好的实现了有吸引力

的收益和绿色内涵之间的平衡，而且是在没有政府补贴的前提下实现的。

选择投资标的标准，第一是要具有快速增长和持续驱动力的宏大市场，应该有广阔和有前

景的市场空间。第二是要具有商业化推广价值的相对成熟的领先技术，而不是实验室的新技术

成果。第三是具有能够被市场接受的创新型的商业模式，因为好的商业模式本身对更好地占据

市场具有非常强的推动力和吸引力。第四是具有强烈事业心、丰富管理经验和市场拓展能力的

优秀的管理团队，这也是做投资选择的共同标准。第五是公司自身具有可持续的运营能力和财

务盈利能力。第六是具有提高产能效率和资源效率、降低环境污染，能够起到促进绿色可持续

发展的现实和潜在动能。这些标准有的和在座的投资机构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真正独特的是关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17

注生态环境的改善、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对可持续发展的促进。这也是我们中美绿色基金的

初心，我们一定坚持下去，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投资及机构能加入我们的队伍。

大家都知道三分投资七分管理，很多机构也都是这样的，我们也也不例外。在投后管理中，

我们非常注重赋能被投企业的发展，我们希望自己不只是投资人，而是一个赋能企业增速发展

的投资人。通过投后管理，能够协助企业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能够协助企业提高管理能力，

能够协助解决企业资金瓶颈，能够协助企业拓展产品和服务市场，能够协助企业受益于我们投

资构建的产业生态。在被投项目上不光有股权投资，我们还给配有专项项目投资基金，与股权

基金的投资相配合，形成期限比较合理盈利结构，以更好迎合不同资金来源的特殊需要。因为

我们专注于绿色投资和发展，所以我们会通过我们专设的产业技术研究院，赋予企业更好的、

更先进的绿色技术去改进企业的生产和服务流程，使企业能够更多从事绿色发展行为。我们最

终的目标是把被投企业培育成行业内部绿色发展的行动人，也使我们中美绿色基金成为绿色投

资的实践者和标杆。

我们专门设立的技术研究院，主要负责对被投企业进行技术能力、技术发展水平的评估，

同时也给被投企业提供绿色技术的解决方案，这是中美绿色基金最独特的一种能力结构安排。

同时我们也会根据需要设立美元基金，更多关注中美之间的跨境投资，因为我们是中美绿色发

展基金，我们要通过中美间跨境投资，促进中美在绿色技术和绿色金融方面的合作交流。

最后我想谈几点体会和建议

第一，绿色投资和发展市场空间广阔。中国对绿色发展的需求近年来迅速提高，这是因

为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对生态环境质量越来越关注了，所以市场需求空间日益广阔，孕育

着大量的绿色投资机会。过去我们很多人可能觉得绿色投资不容易挣钱，但通过中美绿色基金

这两年的投资，我们发现过去我们觉得很 LOW的一些行业，如垃圾处理、固废处理、污废处

理，其实盈利水平并不低，这与过去的认识不太一样。这为更多绿色投资机构的加入提供了机

会和空间。

第二，我们通过“资本+技术+产业”的投资运作模式，可以更好赋能被投企业的绿色发

展，使绿色发展成为财务可持续的有利可图的商业行为，而不是依赖政府补贴的寻租行为，从

而使得绿色能够真正成为国家发展的新动能，是绿动企业的微观投资行为成为绿动中国发展的

持续动能。

第三，需要在制度上构建绿色金融、绿色投资的标准。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如果政府

要制定这样的标准，绿色的范畴不能太窄，太窄可能会在绿色定价上对专注绿色的企业和投资

人不利，使绿色价值得不到充分体现，最终会不利于激励绿色投资和绿色发展。在我看来，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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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和提高各类资源利用效率的投资和发展，都应该作为绿色投资和绿色发

展行为。

第四，尽快建立绿色资产交易机制。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去投资绿色领域的标

的，绿色资产会越来越多。但这些绿色资产的价值要得到实现，一定要有市场化实现机制，特

别是交易制度和市场安排。目前我国还处在探索试点阶段，但这个步骤应该要加快，因为如果

没有一个很好的绿色资产价值市场化实现机制，今后绿色投资形成的收益就很难变现，这不利

于促进绿色投资的发展，也不利于中国生态环境的改善。

第五，要放宽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对股权投资机构出资的管制。目前，大量股权投资机

构在募资环节面临问题，主要原因是银行等金融机构面临表外业务过于严格的管制，以及部分

金融机构不合理的业绩考核办法。资管新规对募资的影响十分明显，我就不多说了。对保险机

构的业绩考核，需要有每年的收益作为依据，这不利于保险机构对股权投资基金出资，因为股

权投资机构投出去的钱要收回来，一般要经过五年到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然后最后连本带利

分给出资人。所以保险机构不愿意给我们这样的股权投资机构去做 LP。所以，像这样的业绩

考核方法，完全可以根据资产配置的不同模式进行完善，如果不改变的话，私募股权基金在募

资的时候就会遇到制度障碍。

最后，政府要营造良好地营商环境和税收环境，更好鼓励股权投资机构发展。目前股权投

资企业是一个投资工具，对其征税不宜按一般工商主体对待，最好是分配后对出资人进行投资

收益征税。目前的税收环境还具不确定性。最近对创投企业实行了新的征税办法，但也只是在

一定年限，今后怎么办还有变数。由于股权投资基金在促进实体经济投资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有利于降低企业杠杆率，政府值得在这个领域做一些政策和制度完善，激励股权投资基金

更多更专注的对实体经济进行股权投资。说的不对的请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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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源合投资 CEO 周竹平

周竹平：探索钢铁行业困境破解之道

各位来宾，PE届的朋友们：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探索钢铁行业困境破解之道。大致分成四个部分，第一是钢

铁行业怎么了？第二是我们想做什么？第三是我们做了什么？第四是我们还有哪些挑战？

那回顾一下，钢铁行业到底怎么了？我们首先看看它的历史和现状。钢铁是人类至今为止

应用最广泛的材料，是现代工业不可缺少的一个最基本的材料，是工业的粮食。钢铁工业是现

代工业的脊梁，几乎所有的国家的工业进程都离不开钢铁行业，应该说工业时代制造业的代表

一个是钢铁，另一个就是汽车。改革开放 40年，我国钢铁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以

前，中国人为了发展钢铁业做了很多事吃了很多苦，1978年，我们只有 2200万吨钢，只相当

于现在一个大型企业的产量，到了去年，我们有 8亿多吨钢，应该说占了全球的一半。中国巨

大的经济成就造就了中国钢铁工业在短短时间里有了辉煌的发展。

但是走到今天，8亿多吨的钢产量，钢铁行业遇到了什么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总量多了，

产能过剩了。大家一直感觉钢铁是以国企为主要代表的，是具有垄断性的一个行业。实际上以

前是这样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就不是了，就目前来说，钢铁是一个具有充分竞争的市场，民

企占了大约一半的产量，国企占了一半的产量。我们一直在执行低成本的定价策略，那这个低

成本的定价策略加上监管不到位就导致这个市场近乎崩溃，这是一个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的市

场，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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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区域布局不合理。钢厂投资比较大，规模也比较大，通常大约 1000万吨的

钢厂占地就是 10平方公里。钢铁产业的区域布局是非常重要的。我国以长江划条线，长江以

南的配置是不足的，长江以北的配置过多了，那总量多在哪儿？多在东北，多在西北，多在新

疆，多在华北、华东，这四个区域基本上就是产能过剩的区域，其他区域实际上配置是不足的，

所以区域性布局失调。

第三个问题是产品结构失调。低端用钢多，高端用钢需求不足，也没有办法再多生产了。

随着未来中国经济结构的升级调整，它也需要做相应的调整，这就是中国钢铁行业当前遇到的

困境。

这个困境产生了多长的时间？应该说我们“去产能”去了 20多年，朱镕基总理的时候，

我国钢产量不足 2亿吨，那时候我们就在考虑产能过剩的问题。产能过剩、去产能伴随着这个

行业发展的全过程。20年来，我们在去产能政策的指引下，产量由不足 2亿吨干到了现在的 8

亿吨，产能干到了 13亿吨。那为什么会是这个局面？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大家都知道这样

做是不对的，但是大家都没有选择，只有加产量增产能，没有其他办法来化解这个过程。之所

以陷入了囚徒困境，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行业的集中度太低了。从国际主要产能国的实践来看，

产业集中度过低必然陷入一个低成本充分竞争的状态，必然导致这个行业的崩溃。因此，提高

产业集中度是这个行业的共识，达成这个共识也已经很多年了，至今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

的路径去实现它。政府也做了多年的努力，从市场端也做了多年的努力，实际上，产业集中度

不仅没有提升，反而最近这几年在逐步劣化，是逐步降低的一个过程。这些就是钢铁行业当前

存在的问题。

四源合想做什么，它的使命和机遇是什么？我们意识到了，要解决这个行业困境的主要路

径在于：第一，首先要讨论提高行业集中度。因为总量已经多了，不可能再以绿地建设为主，

那并购重组是解决这个行业所有存在问题的关键。在行业并购重组过程中，我们也尝试了很长

的时间，以前我们更多地是使用行政的方式进行合并，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方式效果可能不是很

好，很难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也很难达成原来良好的预期。第二，所以市场化是重要方向。我

们一定要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来做并购重组，才有可能达成初始目的。以前做的过程中，除了行

政在当中占得分量太足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更多地依赖金融解决问题。比如说，

现在大量的债转股，实际上只是起到了降低资产负债率的作用，阶段性的改善数据报表，把报

表中的数字放在了不同的位置，这对企业运行状况的实际改善事实上是没有多大作用的。因此，

第三，要从产业角度提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才有可能使得钢铁行业的重组具有真正的意义。

当前，中国钢铁工业进入了市场化整合期的比较好的窗口。最近这两三年，政府下了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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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气，发改委、工信部对不合格的产能做了剔除。不合格的产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

环保不过关，达不到基本环保标准的产能；另一方面就是质量达不到标准的产能。这两部分产

能去除大约有一亿多吨。最近两三年，市场情况有一些好转，但是这个行业根本存在的问题并

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开始进入到一个整合窗口期。从国际同行的角

度来看，宝钢和武钢的整合意味着中国真正开启了钢铁行业整合的序幕。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

作会已经提出来，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时期转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

们钢铁行业原有存在的这几方面问题将会更加突出，一些企业生存也会更加艰难，股权投资市

场在这个整合过程中应该有其独到的优势，应该充分发挥其特殊的作用。

基于这样的理解，这四家公司，中国宝武，目前中国最大的钢铁行业旗舰公司，联合中美

绿色基金，招商局，会同美国著名的 PE机构Wilbur ROSS共同组建了四源合。四源合的四方

股东各自拥有各自的优势，共同希望通过这样平台达成一个初心。那就是能够聚合四方资源完

成高远目标，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控股权，要对所并购的企业实施直接的管理，按照市场化的方

式进行运营。主要考量三方面的内容，在重组过程中和过程后第一是要把债务做必要的调整；

第二是要把行业做必要的整合；第三是要转换经营体制和机制，从而使得这个重组整合符合各

个利益共同体的共同诉求。四源合拥有五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是相比较传统的MC，更擅长从

产业的角度来挖掘不良资产的价值，从产业背景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独特的优势；第二是具

备比较强的经营能力，可以深度参与到管理过程当中，四源合不是财务投资者，是控股股东；

第三，是有能力谋求各方面的利益平衡，使各方面的利益达成最佳的方案；第四，是帮助国企

实现所有制和管理机制的调整，推动民营企业规范治理，产业和技术升级；第五，是在与政府

协调过程中也有突出的作用。依靠四方股东，四源合形成了这样一些独有的能力。

四源合是在去年 4月 7号对外宣布正式组建，去年大半年的时间里我们做了些什么？这里

分享一个具体的案例，就是重庆钢铁。重钢的前身是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是我们国家最早

的铁厂。抗战期间被搬到重庆，应该说，重钢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建国以后对我们国家做出了

突出的贡献。之后在 2007年上市，从 2006年开始搬迁，2013年搬迁完成，这个搬迁使得重钢

陷入了亏损当中。在我们重整之前，基本上该退市了，应该说没有办法翻身。从 2011年到 2016

年累计亏了 238个亿，潜在的资产损失大概 100多亿，严重的资不抵债。主要的问题有：一是

产品结构跟市场需求错配，主要产品是船板，从重庆运到沿海的船厂；二是成本承受不了；三

是劳动生产率不够，钢铁市场本身也不太好。2017年，在各方的支持下，我们用了不到一年时

间基本上完成了对重钢的重整。基本思路就是剥离无效资产 110亿；人员做了优化，从劳动生

产率的角度来说，基本上达到了国际平均先进水平；我们对债务进行了重组，现在资产负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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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30%；机制也做了创新。在整个重钢司法重整的过程中，比较好地处理了并购过程中市场、

债务、人员、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为供给侧改革，市场化并购和债转股提供了一个示范性的案

例，为未来中国钢铁行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开辟了一条市场化的道路。

在投后管理方面，今年一年应该说从 1月 1号四源合接手之后，钢产量已经达到了 600万

吨，生产成本降低到了全国平均水准，产品结构也做了必要的调整，以重庆当地市场为主，基

本上不到沿海地区销售，管理体系也在优化过程当中。这样，基本上让资本市场、让银行端、

让社会各个利益相关方都看到了重庆钢铁的潜力所在，因为到目前为止，重钢所做的所有工作

都还仅仅只是开始，一季度到三季度已经有将近 15亿的利润，综合能耗也创了历史最好的水

平，成本大致保持在全国平均水平，股价稳定，人员、利益各方都是保持稳定状态。目前为止，

这些事情都是基于重钢内部的业务增值来做的，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收益没能体现出来，那就是

整个协同整合方面的增值，未来，这些方面的价值还将得到更多的体现。应该说，债权人、员

工、小股东、国家、政府、地方、四源合等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在这样的一个重整过程当中都得

到了他们各自想要达成的初衷。从目前各界的反应来看，市场对这个案例的反响很好，中央政

府、地方政府、行业协会、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把它当做一个经典的案例在分析研究。通过这样

一个案例给了我们一些启示，一是并购重组不是简单的把两个企业合并，也不是简单的去做一

个债转股，而是包括所有制、体制、运行机制等在内的各项生产关系的大变动大调整。是政策

性较强，涉及面较广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个层面均衡去考量才有可能做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得到了几点启示，第一就是以前大家一听到钢铁行业就觉得很害怕，

听下来就觉得问题很多，不知道后面该怎么处置，而实际上在资本市场来看，钢铁行业和人寿

保险的估值大致上差不多，说明什么呢？两个行业有很多相通的特点，非常适合大资金、周期

比较长的资本，因为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盈利水平相对稳定，风险不那么高的产业。对于存量

资本来说，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原有的投入已经亏损了一部分，那怎么办？实际上原有投入的

亏损一定会在重整之后的资本市场上得到补偿，那当然不是补偿同一个投资者了。就是说，正

因为前期有了这样的过度投入，有了这样的一个资本的亏损，才使得后面获得的回报更加稳定，

对后续的投资者来说才会有一个好的收益。作为一个 PE机构，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了什

么角色？价值是什么？大家可能会问：从钢厂的角度来说为什么宝武不能直接并购重钢呢？为

什么要通过四源合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宝武更擅长的是运营钢厂，而要把所有的复杂关系、利

益关系做一个重构，那是四源合的强项，这也是四源合对于钢厂端拥有的一个独特优势，从这

一点来说，四源合会比钢厂更专业。那为什么不能通过金融机构直接做债转股呢？因为对于金

融机构来说，简单的债转股是不能转换被投企业的体制机制的，这就是 PE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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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企业来说，如果就是把资产负债表作一个简单的调整，或许短期是有效的，但并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这个企业运行的机理，并不能把企业整个利益链条做重构，可是经过了破产重整

以后，完全不是原来的那个企业了，不要再用原来看待老重庆钢铁所存在问题的角度再去衡量

重整以后的新重庆钢铁，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再生的人，获得了新生。这样重整后的企业将

更具有生命力，它的未来会比一般的企业更具有潜力。刚才，徐林董事长也提到了，因为 PE

发展在我国还是比较新的东西，监管也不是很清晰，所以许多监管政策也是需要与时俱进，做

必要调整的。四源合坚持以增加有效供给为导向，推动钢铁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坚持以市场化、

法制化的方式化解钢铁企业的重大社会风险；坚持以体制机制优化为抓手，深化混合所有制改

革，这是四源合在并购重组过程当中始终遵循的三个基本原则。按照专业的人贡献专业的价值，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致力于 ESG责任投资，激发经济体的长远活力，这就是四源合的最终

目标。四源合是一群擅长做钢铁的人，并且是愿意做钢铁的人，我们愿意深耕这个行业，我相

信四源合不仅能够实现它的愿望，也一定会给各方带来应得的收益，谢谢大家。

高盛亚洲直接投资部董事总经理范翔

范翔：PE 行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就是看人

大家好。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04年加入高盛，原来在高盛做投资银行，在纽约。做

投资到中国 10多年了现在。我们公司是一个老公司，成立 150年了。公司现在将近 4万人，

其中有 30%是 IT，所以我们也说自己是一个金融科技公司。我们在中国的业务，从我的投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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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开始，从 90年代初就开始做投资，迄今在中国投资有数十亿美元，我们投资银行业务也是

在 04年成立了合资公司高盛高华，给中国的政府、国企民企提供了很多融资上市以及兼并顾

问的业务。我今天主要想谈两个事情，希望都是干货。第一个回顾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过去的 30

年，看看 PE投资下一个阶段的挑战，这是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可能也是应北京市金融局

要求，我们谈谈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包括对现在的经济和投资的影响，以及我们的应对策略，

这个可能就是关着门说话第二个话题了。

先说第一个话题，中国私募股权过去的 30年我们分成几个阶段。

从 90年到 2000年，这是一个中国制造的崛起，有很多的外资的代工厂 OEM制造基地在

中国，有大量的产品出口到海外，这个期间我们也投了不少的外资企业到中国来开厂。在 90

年代末期的时候，受西方互联网潮的冲击，出现了很多早期的互联网公司和投资，我们当时也

很荣幸地投了阿里巴巴、新浪、网易等等。其中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高盛投了阿里，但我们当

时很可惜的 2000多万美元就把阿里的 13%给卖掉了，这个是在 90年代末的时候。

从 2000年到 2008年的时候我们认为是第二个阶段，国内的消费水平大幅度的提升，催生

出一系列国有的自有品牌，伴随着国企混改、管理层收购萌芽阶段，而且有大批的金融机构不

断的在发展壮大，在内需和外需的共同作用下，大宗商品和房地产在蓬勃地发展。在这个阶段

也涌现出了很多的投资，外资在中国是蛮活跃的，并且都赚了不少钱，包括像蒙牛，我们当时

投了双汇，比如说吉利汽车，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在金融机构上面各大银行的这种改革，包括

我们投了工商银行，之后我们又投了泰康保险，当时有很多的保险公司和银行被外资投资，而

且进行了很多的改革。

最后一个阶段是 08年到 2014年，这个时候是金融危机之后，其实中国是出现了一个扩张

性的经济政策，当时大家积累了有 4万亿，并且有开放 A股市场，中国经济持续的维持了一个

强劲的增长，在这个时候中国的跨境并购也很活跃，而且 Pre IPO 也特别的显著，国内基金一

下子涌现出来了。在这个阶段其实挺典型是有很多的上市，给大家带来了很丰厚的回报，我们

当时在 A股在上口子窖和海普瑞，回报也很好，因为 A股当时十分活跃，同时出现了大量的

人民币 PE的基金。我刚看了一下，迄今为止可能现在在基金协会去登记的基金可能现在有 10

万支，中国真是一个在任何的国家这个数量级都没有办法匹配的，这里面有 PE基金有公募基

金等等。

从 2014年到现在是另外一个阶段，就是整个电子商务和科技领导的投资越来越活跃，而

且医疗保健领域投资也是紧跟其后，包括有很多抗癌的药，早期的药，大量国内和国际私募基

金集中在各个领军行业，尤其是在互联网类、科技类和医药类，IPO也不再是退出的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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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比较有标志性的一个事情是，可能阿里在 2014年上市，之后就是整个腾讯、

百度等各大企业，包括滴滴等等茁壮的成长，以至于很多基金的投资策略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大家觉得很多基金只要是抱了大腿和这几家投一定可以赚钱，那我们当时也是很多企业都去看

过，包括像滴滴，柳青去看了，结果看走了，这也是一个趋势，很多人去了创业公司去创业。

然后在国际上有一些跨国公司开始做分拆，包括最近的这些麦当劳，包括百盛中国，就是 KFC，

在中国的这种分拆，还有 GE，整个的通用电器，在美国卖很多的资产，有中国企业去收购，

这是从 2014年到现在的一个阶段。

我们往下看，中国私募股权下一个阶段是什么样子，我们觉得有几个话题可以去讨论，而

且这几个话题相对应的分别是有很多外部条件和政策法律法规的这种考量。那第一个就是中国

公司的全球化，提升品牌的认可度，这个趋势大家可能都会比较明显的看到，但他需要外部来

配合的条件恰恰是这种贸易，尤其是中美贸易的这种政策也好或者是说他的导向；第二个家族

企业代际传承、杠杆收购、管理层收购，这个事情其实在 10年以前大家都开始说这个事情，

将来从 LBO的角度讲，中国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发生。我们也觉得在政

策的配套上一定得有下市的机制，有收购贷款的市场放开，有职业管理团队人员的形成等等。

这个我们相信还会是一个大的趋势，只是需要时间。第三点就是谈到消费升级，我们看到消费

的主力渐渐转移到 90后 00后，那从政策导向上怎么样是可持续理性的消费、健康的消费，这

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这也直接会影响我们投资的回报。第四点人工智能，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

话题，因为从集团的角度讲，高盛一直认为这一波的人工智能对整个社会的变革有巨大的推动

作用，甚至可以比拟上一次的工业革命。那人工智能所需要的基本条件，比如说算例、算法和

大数据，现在基本上都成熟了，机器的学习能力要比人的学习能力要强的多，机器的学习能力

是指数型的，我们都是几何型的，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是一个人类想象不到的速

度。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投资，就是配合他政策法规包括我们要去考量的事情，是人工智能对

整个社会的变革，对这种人文结构的变革，比如说在几年以后司机这个职业就没有了，那这些

人去哪儿？再有就是机器之间怎么去互动？所有的伦理标准是怎么制定的，这个事情是比较缺

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去全面的面对这个人工智能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变革。第五点我们看到人口

老龄化，包括大家对医疗教育的这种认知和重视，这一点相对国家的政策又是一个事情，最近

国家宣布说不允许幼儿园上市，包括医院的上市其实也都有一些困难，所以这个分别和国家的

政策法规是相关的，虽然这是一个很大的红利，而且是一个很大的风口，投资的时候也是需要

谨慎的。

最后一点谈到私募股权市场将进行整合，并且注重投资标地的质量，这个整合我觉得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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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或者是说有十万家的基金来竞争，这种情况我觉得是会有很多的

问题。具体有哪些问题呢？首先一点就是估值高，其实估值是由于竞争钱太多了，把估值抬起

来。估值高其实对 PE 来讲是一个巨大的问题，PE 其实私募股权基本上赚的钱是一级市场和

二级市场的差价，现在很多估值是倒挂的，二级市场比一级市场价格要低，一级市场反而要高，

你私募股权是低的，赚不到钱。第二点私募股权竞争激烈，现在这个问题不光是说把这个价格

提高，在很多的做尽职调查的时候大家就没有做那么细，包括有很多的项目是所谓很多人都进

去，每个人贡献都不多，而且每个人发声也不多，在这个时候公司治理是很大的担心。之后的

几点包括创业公司竞争，市场份额等等，刚才也提到了击鼓传花，从 A轮到 B轮到 C轮，很

多时候没有盈利的模式，最后传到最后一轮一定是有风险的，企业的治理、退出渠道等等。

我第一个话题，回顾 30 年及往后 PE 的发展，我们觉得今后重要的几个要素，在中国做

PE 我们还是觉得第一个要看人，人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将来希望是有职业经理人的团队可以

成长起来，但是选择优秀的管理团队可能是所有判断中最重要的事情。第二个就是深耕行业，

拓展关系和网络，实现共赢。第三个就是在企业的治理，这是一个对决策和监测的首要的因素。

第一个话题说到这。

第二个话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中美关系和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话题。我先带大家看一

下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其实现在就是一个老大和老二之争，而且第二名

一定会超过第一名变成第一名，是不是修斯底德陷阱我们再说，我们先拿数据说话。美国和中

国的经济加起来占占整个世界经济 GDP的 40%，如果从增长的角度来讲美国和中国加起来占

整个 GDP增长超过 50%以上，中美之间的关系其实决定了整个世界的发展。中美之间如果是

有不好的关系，或者是说对立，然后使各国的经济发展都受阻的话，整个世界经济发展都会受

损。

第二点行业的分布，我们看到尤其是做投资的时候，研究美国的市场和中国的市场发现是

惊人的相似，所以有很多的事情中国其实是可以向美国学习，而且在产业分布相似的时候，包

括行业相似的时候有很多合作的机会。我想大家可能和各国都有合作的经历，反正我个人是觉

得和美国人的交流就非常容易交流，美国人比较直，说话比较直，而且决策流程也相对比较简

单，说话也比较的幽默。所以说我倒是觉得在中美的这种交流上，尤其是在企业的交流上，可

能这是一个比起在和其他国家的交流相对要容易，而且由于这个体量在这，由于对世界经济的

影响在这，中美的合作是必然的，这个是谁都躲不开的。那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很多的

客户也在问我们，就是美国这个总统到底是什么状况？其实我倒是觉得和总统本身关系不是特

别的大。美国现在这一两年在整个主流观点，就是在他的政界和商界的主流观点对中美贸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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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以至于我觉得结论是说中美关系发生了这种核心变化是在回不到

过去的状态，那我们再想想这又是为什么？这两个国家本来交易的都挺好，大家都互相的也都

挺高兴的，每届政府除了政治上选举上吵吵闹闹的，为什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这个可能就得

回顾一下我们整个改革开放 40周年的发展历史，因为这 40年中国的发展历史，双位数 GDP

的增长在世界的经济上是史无前例的，没有什么经济理论可以解释这个我们改革开放为什么有

这么强劲的增长，你如果说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就是因为市场经济，很多国家原来就是市场经济；

你如果说是因为中国人的智慧和勤劳，我觉得 40年前中国人也是智慧和勤劳的，其实很多事

情是说不通的。

我想分享一下一些个人的观点。我是从 1995年到 1999年在耶鲁学习经济，当时整个西方

的主流观点看中国是一个相对比较悲观的一个观点，为什么呢？他们觉得在没有政治体制改革

的情况下，市场经济是没法持续下去的，或者说中国的这种双位数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当时

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呢？如果大家能想起来的话，就会从 1989年开始，整个的东欧剧变到

波兰、到苏联解体、到德国的东西德合并、到 1992年整个冷战结束，所有这些绝大多数的原

来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除了东欧的那些国家，苏联的解体，包括也门、蒙古、

埃塞俄比亚等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中国一枝独秀持续的以双位数的经济在往前跑。当时

美国经济主流观点一个是说，就像我说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话经济不可能持续发展，第二个

就是也有很多人在想，如果和中国经济的融合，也许能够改变中国很多的现状，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又做了什么事呢？在 1998年 1999年的时候中国申请进入WTO，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等于中国完全的把自己放开了，然后去和整个西方的这些经济去结合，在这个节点上大家需要

一个换位思考，想从 98、99年到现在的 2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导致中美摩擦的一个核心

问题。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因为我回来想以一个什么比较好的方式能够解释，但是可能比较

难，举一个比较蹩脚的例子，比如说大家在一个小区里面生活，你原来是这个小区里面最富的

人，是德高望重的一个人，整个小区很和谐，然后小区有自己的规章制度，这个时候来了一个

租户，当时也比较穷了，所有的生活方式可能大家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小区可能都是白色的房

子或者是楼，他唯一把自己家里涂成红色的，门口堆了一堆东西，他说我就是给你们做一些所

谓微商，将来你不用出去买东西我来负责这些事情，大家商量一下说也行吧，这个事看着人也

挺老实长的也不错大家一起做生意。但是还是有条件的，因为你跟大家不管是习惯也好都不一

样，希望都可以改变，这个条件是一开始就提到的，希望你把家里红色刷成白的？20年以后发

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有一个成功的进入我们小区的一个老乡，就是来各种货物交易，你原来是

整个小区最富有的一户，你发现了四个事情，第一个原来做微商的老乡要变成小区里面最富的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28

人了，第二个你欠了老乡很多的钱，第三个你发现老乡到处开始发红包，为了小区和谐有可能

的话咱们把这个小区都刷成红色的吧，第四个就是你可能有自己的小孩是在下面做杂货店是卖

货的，现在失业了，因为整个的货品就是通过他们的货品来跟我们交易，他对外是没有什么交

易的，以至于他自己能够这么快的富裕起来，其他的人富裕的程度就没有那么高，又导致了我

们家里的小孩失业了，可能还有第五点就是可能有一天杂货商的小孩带着劳力士开着宝马把你

女儿接走了，你学习高科技的一个女儿说以后永远不再回来了。

这些事情就是说突然大家反应过来了，觉得这个里面好象有一点问题，为什么你会在

WTO20年你发展的这么快，我没有发展这么快，给我刚才说的几个这种影响是什么？左面是

中美贸易逆差，这个不是累计，是每年的贸易逆差，现在还是在最高的水平，而且跟中国的贸

易逆差，中国绝对是占最大的。右面是什么？右面是美国制造业在中国进入WTO以后的就业

率，就是我刚刚说的这几个例子里面其中的几个故事，说到这点我就是说，大家在想到现在中

美贸易谈判或者是摩擦的时候，可能要有一个比较大的环境，上下文来理解这个事情是发生了

什么事情，而并不是特朗普一个人他这个政策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特朗普呢，我们当时在美国

的时候一直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自恋的人，当时我记得在美国买矿泉水的时候，他都把自己的头

像印在矿泉水瓶子上。但是特朗普是从头到尾对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是持质疑态度的，从他最

年轻的时候一直到当了总统，这一点是始终没有改变的，以至于你这个质疑态度导致了现在一

系列各个国家的贸易谈判包括和中国的贸易谈判。那在中国和贸易谈判的过程之中，就是特朗

普从他的角度认为中国没有公平的竞争，在这 20年以来从美国的角度觉得中国没有把自己整

个的市场放开，对 IP也没有进行很好的保护，也没有公平的竞争，以至于在谈判 142条里面

大部分是围绕这些事情来的，包括科技的转移等等。

我刚刚说到分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或者是什么样的背景，往下会有三种可能，一种

就是全面和解，就是把所有的事情谈到了 142条，照单全收，回到两国最先比较好的合作和贸

易的水平，这个可能性是蛮小的，这个里面涉及到很多的意识形态的事情。第二点升级，就像

原来说的到 1月 1号升级到 25%，现在特朗普其实给了大约 90天的谈判期，如果是全面升级

的话，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是很大的，现在看来没有那么大是为什么？第一个就是在出口和美国

的进口里面有一些是提前囤货的，到 2019年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动作了，再有就是对整

个结构的变化，你和很多珠三角长三角企业谈判的时候发现大家都渐渐的希望把这些厂移出中

国，避免风险，这个风险非常非常的大，在这种情况下会导致整个资产的贬值，包括人民币的

贬值等等，这也是大家不希望看到的结果，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所以说保

持现在的状况很有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可能，90天以后再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能够继续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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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直到有一个解决方案。至于什么样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作为我们当然是没有任何解的，

我们是相信中国有大国的智慧和肚量能够把这个事情谈出来。

但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觉得互相投资互相缠绕是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很好的方式。现

在投资确实是大家互相是有障碍的，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方式方法是可以进行投资的。比如说在

一年以前中投和我们成立了中美合作基金，中美制造业产业合作基金，这个基金在这么困难的

中美的这种关系下逆势融了 25亿美元，已经做了第一个项目，那我们觉得在明年年初融到 50

亿美元是没有问题的，会持续做项目，做什么项目呢？我们在美国买企业，然后把他带回来，

这样第一会减少贸易逆差，第二个增加消费升级，包括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可能有朋友们问

到那监管怎么办？监管由我们来跑。我刚才提到其实在整个最上层是有各种政治家考量这个事

情，但是资本家或者是商业上还是愿意去合作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一定是有方式的，能够

有合作的方式，而我们成立这个中美基金的初衷也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大的平台，能和大家一

起去收购美国的企业。如果你是有好的企业，中资的企业想出去收购和好的基金来跟我们一起

合作收购的话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和大家合作，以上是我的个人观点，不代表集团观点，谢谢大

家。（来源：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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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12 月 15 日-12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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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5 日 民银资本
你我您社区

购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2 月 15 日 宏昌创投 帮啦跑腿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人民币

12 月 16 日

安捷伦科技

Cota Capital

LAM Capital

梅菲尔德基金

Mission

Bio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美国 3000.00 万美元

12 月 17 日 芳晟股权投资基金 一米云站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7 日

中银投资

经纬中国

PAC

福佑卡车 互联网 中国 1.70 亿美元

12 月 17 日
经纬中国

元璟资本
岚时科技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12 月 17 日

清科资管

华耀资本

普华资本

青籁健康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7 日
方和资本

蓝驰创投
润雅信息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7 日 万物资本
可盈里克科

技
IT 中国 N/A

12 月 17 日

太平洋人寿保险

海尔资本

兴业国信

安亭实业

君祺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上海细胞治

疗集团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9.25 亿人民币

12 月 18 日
深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微吼 互联网 中国 2.3 亿人民币

12 月 18 日

百度风投

联想创投集团

金蝶国际

亚信科技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6000.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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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8 日

LB 投资

好买财富

VCG

慧泉投资

InnoVen Capital

理享家财富 互联网 中国 1.20 亿人民币

12 月 18 日
杭州灵则资产

不公开的投资者
惟乐教育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8 日

中美绿色基金

三星

韩投伙伴（中国）

纪源资本

云启资本

未来资产

Translink 资本

韩国现代

e换电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3.00 亿人民币

12 月 18 日 极豆资本 BoloGames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8 日

安元基金

华富嘉业

国元资本

舜禹水务 机械制造 中国 5294.69 万人民币

12 月 18 日
杭州城投富鼎投资

浙科投资
大洋生物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525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8 日

华金证券

天风证券

太平洋

新烽光电 IT 中国国 1182.50 万人民币

12 月 18 日 诚信创投 前海易购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2 月 18 日 中粮生化 生化能源 化工原料及加工 开曼群岛 33.61 亿人民币

12 月 19 日 中粮生化 生物化学 食品&饮料 开曼群岛 45.48 亿人民币

12 月 19 日
艾瑞资本

百度风投
海豚思维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9 日

新龙脉资本

第一资产 蔓兰酒店 其他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9 日
东莞国弘投资

思威特 机械制造 中国 46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9 日

中国国新

启迪控股

保利资本

第四范式数

据
IT 中国 10.00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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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资本

中信资本

红杉中国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不公开的投资者

12 月 19 日

中信资本

Vy Capital

Expa

学旅家 房地产 美国 1000.00 万美元

12 月 19 日 火花创投 学无国界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9 日 高盛 Rothy’s 纺织及服装 美国 3500.00 万美元

12 月 19 日 软银集团 Crebe 金融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12 月 19 日 恩华药业 医华移动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12 月 19 日 华铭智能
九次方大数

据
金融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2 月 19 日

Future Fund

高盛

恩颐投资

Sprout

Social
IT 中国 4050.00 万美元

12 月 19 日

贝恩资本

黑石

恩颐投资

诺华创业基金

Adage Capital

Management

Surveyor Capital

Satter Investment

Annexon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美国 7500.00 万美元

12 月 20 日

财通基金

江西高投投资

天津远方资产

江特电机 机械制造 中国 13.40 亿人民币

12 月 20 日 英特尔投资 当红齐天 娱乐传媒 中国 NA

12 月 20 日

同程众创

腾讯产业共赢基金

不公开的投资者

同程生活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0 日

红杉海外

Airbnb

恩颐投资

The Wing 娱乐传媒 美国 7500.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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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front

12 月 20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未名之光 金融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0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奇点机智 IT 中国 N/A

12 月 20 日

红杉中国

Net 1 UEPS

Technologies

GMO Payment Gateway

MobiKwik 金融 中国 338.00 万美元

12 月 20 日

DAG

特纳亚（原雷曼兄弟）

Greylock Partners

红杉海外

Harrison Metal

Capital

Aspect Ventures

Crew IT 美国 3500.00 万美元

12 月 20 日

越秀产业基金

玩家网

不公开的投资者

多牛传媒 互联网 中国 N/A

12 月 20 日 顾家投资 华源磁业 机械制造 中国 3144.70 万人民币

12 月 20 日 上海维彤资管 中德宏泰 IT 中国 29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0 日 上海鼎迎 飓风股份 其他 中国 5152.00 万人民币

12 月 20 日 余杭基金 智诺科技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976.00 万人民币

12 月 20 日 繸子财富 众巢医学 互联网 中国 25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0 日 斯维登置业 梓如股份 互联网 中国 45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0 日

上海鸿立

拉萨鸿新资管

鸿臻轩杰创投

可可磁业 机械制造 中国 5000.90 万人民币

12 月 20 日

熊猫资本

昆仲资本

光速中国

乐行科技 汽车 中国 1.08 亿人民币

12 月 20 日
德晖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恺佧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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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12 月 20 日

高瓴资本

红杉海外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Woowa 连锁及零售 韩国 3.20 亿美元

12 月 20 日

Brand Capital

赛富投资基金

斯道资本

Kaizen Private Equit

Helion Ventures

Alteria Capital

Toppr 互联网 印尼 3500.00 万美元

12 月 21 日 深圳富海鑫湾投资 汇创达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5998.64 万人民币

12 月 21 日 高新南粤基金 皕成科技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1789.00 万人民币

12 月 21 日

软银集团

Exponential Ventures

Munich Re Venture

G Squared

宜信财富母基金

Fair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3.85 亿美元

http://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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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亚洲 TOP5 并购事件

（12 月 17 日-12 月 20 日）

【并购/投资事件】

数据来源：Mergermarket 公众号：AcurisGlobal 网址：http://www.mergermarket.com/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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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7 日

ABB Ltd (power grids
business) (80.1% 股权变

动规模)
瑞士 Hitachi Ltd 日本

工业自动

化业
9,400

12 月 20 日

Bundl Technologies
Private Limited (未透露

股权)
印度

Wellington
Management
Company LLP;
腾讯控股有限公

司; Naspers
Limited; DST
Global; Coatue
Management
L.L.C; 高瓴资

本管理有限公

司; 美团点评

南非
计算机软

件业
1,000

12 月 17 日 Formica Group 美国
Broadview
Holding BV

荷兰
消费品业：

其他
840

12 月 17 日
优美通讯有限公司 (35%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SourceNext
Corporation

日本
电信业：硬

件
700

12 月 19 日

Clermont Coal Mine
(31.4% 股权变动规模);
and Ulan Coal Mine (10%

股权变动规模)

澳大利亚

GS Coal Pty Ltd;
Glencore Coal
Pty Limited

澳大利亚 矿业 5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