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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

时令已过春分，私募股权投资

（PE）行业却依然嗅不到春天的气息。
募资难，退出难，“两大难”成为

目前 PE行业的真实写照。
国内一家较知名的 PE 基金项目

管理人江经理（化名）对《中国企业

报》记者说，他们现在就像风箱里的

老鼠———进退两难。

PE遭遇“两大难”

近几年来一直做得风生水起的

PE行业从未遭遇目前的窘境：一方
面，IPO开闸似乎遥遥无期，亟待退出
的 PE只得苦苦等待；另一方面，近几
个月以来银监会、证监会相继出台相

关政策，禁止银行、证券公司销售 PE
产品，使得早已陷入募资难的 PE募
资渠道进一步受阻。

资料显示，2012年 11月，证监会
下发通知，称“考虑到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份额形式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的监管机关和监管规则尚不确定，此

类金融产品暂不纳入证券公司代销

范围。”2013年元月，银监会要求“严
格监管理财产品设计销售和资金投

向，严禁未经授权销售产品，严禁销

售私募股权基金产品”。

几乎 PE 行业募资受阻的同时，
作为行业突破口的资本市场又给 PE
行业当头一击：自去年 10 月以来，
IPO 便“关闸”至今，800 余家企业淤
堵成“堰塞湖”。虽业内人士和舆论高

度关注并积极呼吁，IPO重启仍无明
确时间表。

中国首创投资发布的研究报告

显示，自 2000年以来 PE投资的 9000
多个项目中，仍有超过 7500个项目
未能实现退出，这些未退出项目的投

资总额在 6000亿元以上。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们就像

风箱里的老鼠———进退两难。”国内

一家较知名的 PE基金项目管理人江
经理（化名）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据江经理介绍，2008年金融危机
前，PE行业利润可观，公司投资的多
个项目都获得了丰厚的收益。之后的

二三年，PE行业寒气渐浓，退出难、收
益低是 PE行业的普遍状态。尤其是
自去年以来，无论是募资还是退出，

PE行业两头受阻，更是进入寒冬。
当记者询问这家拟上市企业的

上市前景时，江经理显得并没有十分

的把握，“如果搁在以前，通过的可能

性比较大。但‘不巧’的是，目前证监

会正在对拟上市企业进行财务核查，

再加上去年整体经营形势不景气，为

此我们跟券商沟通过，券商态度冷

漠，并不是非常看好这个企业上市，

甚至建议企业及早‘撤单’。”

曾想转战海外资本市场

江经理还告诉记者，早在今年 1
月初，由于迟迟看不到 A 股 IPO‘开
闸’，他曾就负责的项目与企业老板

详细探讨转战海外资本市场等解救

方式，但考虑到转战海外资本市场将

延长上市时间，且海外资本市场情况

也不容乐观，因此作罢。

据清科数据中心统计，自 2012年
12月至今，共有 7家内地企业在香港
成功主板 IPO，但其中仅有惠生工程
和中国白银集团获得 VC/PE 机构支
持，且收益回报率并不尽如人意。

同样来自清科数据研究中心的

报告显示，受大环境影响，今年 2 月
份，VC/PE 投资案例数及金额处于低
谷，总投资案例数环比下降 38.7%。

并购成 PE退出新通道

对 PE机构而言，绝大多数都是
投资于企业上市之前，其退出方式为

上市后从公开资本市场出售股票退

出。如果无法借道 A股市场退出，则
意味着 PE无法及早获益、安全脱身，
持续下去还会有“胎死腹中”的巨大

风险。

“像我负责的项目，如果因 2012
年业绩下滑不符规定被否或‘撤单’，

按规定至少要连续两年实现业绩增

长，则意味着 2015 年才能再次谋求
上市。这么长的周期实在是太长了。”

江经理向记者坦言。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像江经理的

投资机构一样“挣扎”的企业不在少

数，在寒冬里煎熬的 PE机构正积极
寻找新的退出方式。

并购退出已然成为目前 PE 机
构的新选择，借助并购实现曲线上

市、由上市公司来并购 PE 机构投资
企业，已逐渐成为一种较普遍的退

出通道。

投中集团数据显示，2012 年 PE/
VC 通过并购退出的案例数量达到
140起，为近六年的峰值，但平均的账
面退出回报率仅为 1.1倍。
“并购的投资回报率远不能和

IPO相比。”江经理对记者表示，目前
并购退出现象，应该只是权宜之计，

不得已而为之。“由于各家 PE投资理
念不一样、实力不一样。有的以长期

投资为主，有的则是以短期投资为重

点，这导致目前有的 PE机构选择并
购退出，有的则将坚持上市退出的既

定战略。不过，对投资者而言，并购退

出投资风险会降低，但收益肯定远不

如上市退出。”

“我个人认为，将来一旦 IPO重
启，绝大部分 PE机构会改变策略，重
新将重心放在 IPO通道上。”江经理
表示。

随着证监会主席发生领导更替，

PE们有关 3月底 IPO财务核查结束
后 IPO即将重启的希望又重新燃起。

近日，博众投资大胆猜测称，根

据证监会加班的时间进度来说，IPO
重启的时间或在清明节前后。从种种

迹象来看，IPO的发行提前是大概率
事件。

“电商真不是只能买个衣服、买个家电的地方了。前一阵

子，有公司在淘宝上卖股份，有点儿犹豫，果然很快被叫停了。

现在又能卖基金了，这个官方认可的，一定要尝试一下。”日前，

北京的网购达人崔红雷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日前，证监会公布了酝酿一年之久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机构通过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分析

认为，电商销售基金获准将有可能打破商业银行在基金销售

渠道上的垄断地位，日益完善的线上金融产品库还会冲击到

传统线下金融机构格局。

多家基金机构上线销售

崔红雷告诉记者，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就开始用支付宝购

买基金了，可以免费开通账户、费率四折，但是支付宝只是提

供支付作用，真正销售基金的还是基金公司。至于各大电商，

暂时还没有看到可以购买基金的。

《中国企业报》记者登录支付宝基金支付专区发现，目前已

经有 22家公司已经上线，另有 5家公司即将上线，用户通过开
通基金专用账户、签约基金公司，就可以实现网上申购基金了。

“需要注意的是，投资者并不是直接从电商平台购买基

金，而是从入驻电商平台的基金销售机构购买，基金销售机构

在电商平台开通官方店铺，电商平台只是提供平台维护、结算

等第三方服务。”电商企业人士张建涛告诉记者。

据悉，基金公司行业酝酿在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开店已

有几年时间，目前方正、博时、广发、嘉实、众禄等多家公司正

在积极筹备电商平台上线销售基金事宜。不过，由于需要备案

以及一系列的准备和对接，预计最早的一批基金公司淘宝店

5、6月份才能正式上线。
根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在目前的基金销售格局中，

相比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和独立基金销售机构，银行处于

绝对强势地位，大部分基金公司几乎 80%的产品销售是通过
银行渠道完成的，某些小基金公司的产品甚至九成以上依靠

银行渠道销售。

“我在（银行）柜台买过基金，明显地感觉费率太高了，一

般在 1到 2个百分点。另一个就是产品选择太少，甚至各个银
行之间都没有明显的区别。”崔红雷说。

“电商最擅长打价格战的，不知道未来基金销售会不会打

折。”崔红雷笑着说。

再次挑战线下金融机构

电商企业人士张建涛认为，相比银行等传统销售渠道，第

三方电商平台具有广泛的用户基础和面对面的销售渠道，并

且对用户的消费能力、消费习惯非常清楚，可以根据不同客户

的需求设计或者推荐更具个性化的基金产品。

不过，中国银行的一位业务人员并不赞同上述观点，他表

示：“电商平台的加盟很难冲击到银行的垄断地位，目前大多

数客户还是习惯于通过银行渠道申购基金，因为银行网点和

网银渠道在支付环节的交易安全性更有保障，通过银行展开

理财业务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

其实，早在基金公司获得官方授权之前，保险公司和商业

银行已经在去年先行试水电商，甚至有的公司开始在淘宝店

销售自己的原始股票。

今年年初，一家名为美微传媒的公司在淘宝销售会员卡

引起了广泛关注，因为用户购买会员卡就相当于购买美微传

媒的原始股票，单位凭证为 1.2元，最低认购单位为 100，只需
要花 120元下单就可以成为持有美微 100股的原始股东。

根据该公司 CEO朱江透露，两次销售一共有约千名会员
购买，一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120.37万元。不过，由于涉嫌非法
集资，这一行为很快被证监会叫停。

对于美微传媒被叫停是因为“有限责任公司不具备公开

募股的主体条件”，互联网行业资深律师赵占领说，具备了公

开募股的主体条件的话，例如上市公司，是不是就可以通过电

商公开募集资金了？没有禁止，即为合理，未来会不会出现这

样的情况很难预料。

“即使电商还无法销售股票，目前的电商实际上已经可以

展开很多传统金融业务了，例如保险、融资，加上刚刚获准的

基金业务。如果说一般电商业务冲击的是实体零售店，金融业

务则无疑冲击到的是传统线下金融机构。”张建涛说。

并购退出收益低
PE热盼 IPO重启

电商获准销售基金
线下金融机构再受挤压

本报记者 陈青松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公告

本报记者 郭奎涛

（上接第二版）

谈及对国内能源企业的影响，业

内普遍认为，之前，中石油和俄罗斯

在石油领域一直都在合作，此次中俄

两国加深能源领域的合作力度，开采

和加工的新合作内容，对中石油而

言，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这有利于加

快中石油“走出去”的步伐，帮助其开

辟国外的新战场。当然，除了中石油，

中石化和中海油也同样受到这方面

益处。

周勇刚认为，中俄加深能源领域

全产业合作之后，不仅仅是三桶油获

益，对中国整体能源战略布局也大为

有利，有了俄罗斯这个稳定能源供给

之后，中国再与其他能源出口国进行

能源博弈时，进退的空间会更有弹

性。

中俄合作模式走向成熟

记者从《2012年国内外油气行业
发展报告》中了解到，2012年我国油
气对外依存度继续上升，原油对外依

存度达 56.6%，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上
升至 29%，未来油气供应面临的挑战
依然严峻。

此外，有报道称，到 2020 年，中
国石油需求仍将接近 5亿吨，进口量
3.0亿吨左右，对外依存度约 60%，超

过国际上公认的 50%的石油安全警
戒线，中国石油安全风险将进一步加

大。

中国一次能源全面进口使得中

国能源安全风险加大，因此构建安全

的中国能源安全新版图至关重要。在

此背景下，石油进口渠道多元化诉求

日益迫切。

业界至今没有忘记，欧盟由于过

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而屡次陷入政

治外交困境的前车之鉴，因此，中国

不能过分依赖任何一个能源供给者。

相较于俄罗斯的诸多优势，同为

金砖国家成员的巴西，其优势同样十

分明显。

据了解，拉美地区的巴西、委内

瑞拉等国近年来处于油气大发现阶

段，探明储量急剧增加，在世界能源

市场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目前，巴西

不仅能够实现本地区的能源自给，而

且还将成为全球重要的能源出口地

区。

在采访中，周勇刚反复提醒记

者，“中俄能源领域已经从初期的发

展阶段走向成熟，这对于中国整体能

源战略布局有借鉴意义，通过复制中

俄能源的合作模式，看看能否与巴西

等国家建立起稳定的能源供应体系

与机制，实现中国能源在国际市场上

的多元化供应。”

募资难，退出难，“两大难”成为目前 PE行业的真实写照。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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