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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早期机构投资后移：竞争激烈 “
大钱无处去”
证券时报记者 卓泳
周期长、风险大、竞争激烈，但
却潜藏着巨大的机会，早期投资在
2014 年至 2015 年间掀起一场波澜
天使”运动，但伴随创
壮阔的全民“
业热情回落、优质项目减少，这两
年的早期投资似乎有所降温，甚至
有投资人发文大呼 “
早期投资已
死”， 给当下略显沉寂的早期投资
敲响一记惊雷。
据证券时报·创业资本汇记者
观察， 这两年确实有一些天使投资
人开始组建团队，成立机构，募集资
金，参与到中后期项目中去；也有一
些原本做早期投资的创投机构开始
募集更大的资金投向中后期项目。
这种“
早期机构后移”的现象是否揭
示了早期投资目前面临一定的困
境，而不得不选择部分退场？ 有业内
人士对记者表示， 事实上，“
早期机
构后移”与基金规模逐渐做大有关，
但早期投资竞争越发激烈、 越来越
不好做的确是业界的共识。

早期机构投资后移
从事财务顾问（
FA）工作的吴
女士今年来发现，她手上的项目在
某些早期机构那里推不动了。 她告
诉记者，今年年初，她向某知名早
期投资机构的投资经理推荐 A 轮
的创业项目，尽管该投资经理对项
目很感兴趣，但却无奈于公司内部
现在很难推动较早期的项目而不
得不拒绝， 该投资经理的回复是
“
我们现在募了投 B 轮以后， 甚至
投 Pre-IPO 的基金”。
“
早期机构后移”的创投机构不
止一家，吴女士还告诉记者，在今年
自己和国内另外一家知名早期投资
基金接触时发现， 该基金也开始投
后期的项目， 且此前投了一堆早期
的项目根本没法管理。 “
越是当初有
名的早期投资机构如今越是往中后
期移动， 手上的早期项目都很难找
到比较有名的早期基金了。 ”
泰合资本创始合伙人郭如意
在一次内部分享会中也提到，多个
曾经在天使投资领域赫赫有名的
机构， 今天也出现在中后期项目
里，他们甚至会通过成长期基金或
者合作基金投出上亿人民币，这曾
经是他们整个天使基金的规模。 此
外，他还看到，无论传统的强势品
牌还是新兴有活力的 VC 机构，都
在纷纷成立自己的中后期基金，动
辄五十亿、上百亿规模。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数据，2017
前 三 季 度 共 发 生 早 期 投 资 1320
笔，募集新基金 78 只，而 2016 年
全年早期投资 2051 笔， 全年募集
新基金 127 只；2017 年天使融资笔
数占总融资笔数的 20%，2016 年则
占 31%，而这个数据在轰轰烈烈的
2015 年，是 42%。 如此看来，仅剩一
个月的 2017 年早期投资成绩单几
乎是不可能追平 2016 年了。
“
早期机构后移”是否能成为
“
早期投资已死”的一个佐证？ 事实
上，真格基金合伙人徐小平曾经指
出，作为早期投资机构，真格基金
并不坚守第一笔钱，根据形势的发
展， 他提出了 3A 策略， 即 Angle、
Pre-A 和 A，不只投 100 万美元，大
概会投到 100 万~500 万美元，但会
不会投到 B 轮去，徐小平则没有正
面回答。
无独有偶， 创新工场管理合伙
人汪华在不久前的投资趋势分享会
上也声明：大家之前有很多误解，认
为创新工场是一个孵化机构， 其实
创新工场真正投资的是早中期，A
轮、B 轮，包括 C 轮跟进。 不难发现，
这些早期投资机构参与中后期投资
似乎早已在其整体的策略中， 只是
当下启动中后期投资的时点到了。

地产资源：
互联网巨头的另一个算盘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互联网+地产，衍生出了许多新“
玩法”。
不过，与这些“
玩法”相比，互联网巨头们早
已走出虚拟世界，布局实体地产，背后拥有
的地产资源更引人注目，也更值得玩味。

互联网巨头的地产生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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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移” 与基金规模逐渐做大有关，但早期

前几年早期投资的疯狂扩张
带来了一些“
历史遗留问题”，如早
期项目估值偏高、 资本非理性的
盲投”思维等，如今这一切都正在
“
慢慢修正，谨慎、保守、理性是当下
资本的态度。
“
经历前两年的摸索，许多早期
基金发现其实早期项目的收益也没
那么大，但风险却很大，还是中后期
稳妥一点。 ”深圳久富基金董事长袁
伟坦言， 不少早期基金的募资都挺
困难，且早期项目退出周期长，其中
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很考验基金
的耐心和能力。 但是，他认为，早期
机构往中后期移动一定程度上也出
于“
全盘通吃”的考虑，配置点中后
期稳妥的项目，有利于平衡风险。
也有多个业内人士对记者表
示， 资本涌向后期的真正原因其实
是 “
大钱无处去”。 “
是因为钱募多
了，投前期投不过来，后期的单个项
目投资金额大， 容易在给定的时间
内把钱投出去。 ”东兴智铭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合伙人贾鹏告诉记者。
为何钱多？阿尔法公社创始合伙
人 CEO 许四清表示， 不少机构会认

投资竞争越发激烈、越来越不好做的确是
业界的共识。
为管理费模式有利于基金管理人，对基
金来说，他们能够获得的管理费率都一
样， 那么也就意味着融的基金规模越
大，能够获得的管理费就越高。 梅花天
使创始人吴世春也说道：“
就像经纬创
投，管着 100 亿，只投 A 轮是投不完的；
我们目前管理 10 亿人民币， 如果管理
20 亿，只投天使也是投不完的。 ”
当然，也有内人人士揣测，早期
基金纷纷成立后期基金，不排除通过
这种形式去接盘自己的早期基金。 此
外，吴女士还告诉记者，事实上，投资
经理也会倾向于投后期项目，因为管
理小项目和大项目所花费的精力是
一样的，但如果投大项目，一年投两
个就可以完成公司的 KPI 考核了，同
时投资回报也可以更快出来。

早期投资的难点
早期投资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往

后移动，其竞争 越 发 激 烈 是 不 争 的
事实。 且不说前两年催生的大批早
期创投基金正在 抢 夺 优 质 项 目 ， 以
BAT 为 首 的 互 联 网 巨 头 已 经 进 行
深度投资布局， 正 在 与 创 投 基 金 们
抢食”。 为了和老牌 VC 和互联网
“
巨头竞争，早期 机 构 还 频 频 亮 相 在
公众面前，提升 自 己 在 创 业 者 群 体
中的曝光率。
如今早期投资的难点还体现在
时代变迁给投资人提出更高的要
求。 分享投资联合创始人崔欣欣认
为：“
如今很多独角兽企业在十年前
多是学习海外成功的案例， 在此基
础上实现创新和超越， 投资人在投
资时多少会有海外项目作为参照
物。 但今天国内很多项目的创新已
经超越海外了，在没有参照物之后，
投资人会更难判断。 ”
但无论早期投资变得如何艰
难，经纬中国创 始 管 理 合 伙 人 张 颖

认为早期投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近日在一场活动中说到道， 中 国
的创业浪潮现在愈演愈烈， 优秀 的
创始人越来越多。 没有早期投资 他
们没法融资、无法发展，就更加没法
变成未来的今日头条、腾讯、阿里巴
巴这些巨头企业了，所以，他并不认
早期投资已死”的说法。 他还透
同“
露， 近日他们刚刚内部决定要加 大
天使和早期投资。
实际上， 除了竞争激烈以外，
早期投资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募集
资金和项目退出。 但这两年明显可
以看到的是，早期投资的政策环境
开始优化。 据记者了解，今年以来，
一 方 面 财 政 部 、 税务总局部门出台
针对创投机构和天使投资人税收 优
惠政策（
符合条件的，按投资额 70%
抵 税 ）； 另 一 方 面 ， 各 区 域 对 创 投 行
业的支持力度空前， 纷纷设立政 府
引导基金， 并且将引导基金纳入 政
府预算， 政府引导基金还 优 先 支 持
早期投资。 而在退出方面，A 股、港
股、美股的窗口期，以及新三板、并
购 、 站 队 BAT 等 退 出 途 径 ， 也 是 早
期投资可以考虑的渠道。
而崔欣欣认为， 早期投资应该针
对不同的行业聚焦细分领域，“
过去早
期投资所看的 TMT 领域实际上很宽
泛， 如今需要下沉到更细分和垂直的
领域去， 需要真正对行业有理解的人
来做投资”。

创投机构：优质企业无须担心IPO低过会率
证券时报记者 卓泳 岳亚楠
自新一届发审委 10 月 17 日履
职以来，截至 11 月 30 日，共审核了
61 家公司的首发申请（
IPO）。 其中，
34 家获得通过，22 家被否，5 家暂
缓表决， 通过率为 55.7%。 而去年
IPO 通过率为 91.50%，今年前 9 个
月的通过率为 80.99%。
对创投机构而言， 低过会率是
否意味着退出之路变得不那么顺畅
了？ 多位创投机构负责人对证券时
报·创业资本汇记者表示，这样的低
过会率将持续一段时间， 质地好的
企业就不担心上不了市。 但也有机
构人士提出， 希望上市审查能多听
听市场的声音， 审核标准能与国家
战略相吻合，真正鼓励创新。

机构称不担心退出问题
对于新一届发审委履新以后
IPO 的过会情况，梧桐领航基金总
经理王彦认为要分三个角度观
察：第一，盲目计算发审会多少通
过率是不科学的说法， 因为这些
企业不在一个行业或者一个规模
上， 因此这个比例不能成为判断
过会率高低的依据。 第二，从机构
的角度来看，IPO 政策的调整，是
对行业内企业的洗牌， 如果完全
依赖 IPO 退出，有一些热衷于“
临
门一脚” 的投机分子势必要承担
风险， 而对投资头部企业或做产

业投资的影响则不大， 反倒是好
事。 第三，实际上监管层并不认同
市场将近期的发审结果简单粗暴
地概括为过会率低， 质量好的企
业依然能够上市， 企业质地依然
是发审委的核心评判标准。
“
我认为发审委全面从严监管
是中期的态度，这样的发审规则会
持续下去，会有一些调整，但不会
持续的低，中长期来看，IPO 还会是
正常的退出渠道。 ”王彦认为，其实
鲤鱼跳龙门”，每年
IPO 本来就是“
都很难，发审委只要能够按规则办
事常规审核就可以了，“
我们内部
不太担心， 担心的可能是投机的
人， 因为他们的基金很多是单项
的，而不是组合的，如果通不过就
很影响业绩”。
东兴智铭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合
伙人贾鹏接受记者采访时则非常有
信心地表示：“
不会影响我们的退
出，只要企业行业好、质地好、成长
快、财务指标健康、经营管理规范，
是没什么可担心的。 ”
基岩资本副总裁岑赛铟对此
则表示，上市审核严格的确会影响
到市场上一些项目的退出，毕竟相
比于其他退出渠道，发行上市实现
退出仍然是目前最受欢迎的途径。
但是，监管加严首先惠及的是中小
投资者，毕竟买到的股票比之前更
放心了。 这种监管趋严也使得一些
仅仅想要获取一级市场和二级市
场之间利差，而不顾所投标的公司

实际状况和发展潜力的投资机构自
尝苦果。

建议审核标准能鼓励创新
仔细观察可发现， 新一届发审委
非常关注细节， 询问的问题涉及企业
的方方面面， 大类问题下又包含数个
小问题，公司业务、规范运作、财务会
计、 信息披露等问题都是发审委关注
的重点。
有创投机构人士研究被否企业所
存在的问题时发现， 一些企业的毛利
率高引起了发审委的质疑。
“
创业投资公司投资的企业，往往
具有创新意义，反映在毛利率上，往往
比行业平均水平高， 这是好企业的最
核心标准。但毛利率比行业高，成为发
审会怀疑企业财务真实性的主要依
据， 这给投资机构判断项目质量带来
很大压力。”华睿投资董事长宗佩民对
记者表示， 毛利低于或者跟行业平均
水平差不多的项目， 因为缺乏创新机
构往往不想投， 但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的企业却存在过会风险， 这对鼓励创
新很不利。
宗佩民认为， 新的一届发审会刚
刚开始工作不久， 严格审查树立了威
信，也向市场、机构发出了积极信号，
但同时希望能多听听市场的声音，让
上市审查跟国家战略更加吻合， 真正
能够驱逐劣币、保护良币。
此外，宗佩民还认为，利润多少不
应该成为上市的核心标准， 但要作为

重要的考虑因素。“
阿里巴巴、腾讯、百
度都是利润很少时上市的， 但现在已
经千亿万亿市值。看一个公司好不好，
要看是不是符合国家战略， 是不是符
合时代趋势，有没有重大创新，有没有
护城河，有没有巨大发展空间。 ”在他
看来，有几个亿利润的企业，如果没有
成长性也不算好企业，但有 3000 万利
润的企业， 如果每年保持倍增也是好
企业。
受访机构人士基本一致认为，
IPO 从严审核是未来的趋势， 对于投
资机构来说，无论在什么样的市场中，
坚持价值投资，坚持选择更优秀、更有
潜力的标的才是长久的生存之道。
对于新形势下未来的投资标准，

宗佩民认为：“
未来的投资一定要重视
项目质量，不要追求项目数量。 对符合
国家战略、有重大创新意义、模式独特、
团队优秀的要敢于重点投资，对品味不
高、缺乏创新意义、没有技术壁垒、容易
被模仿的项目，要尽量避免投资。 ”
对于东兴智铭这样的中后期投资
机构来说，则从项目所在的行业、商业
模式、 企业团队和财务数据集管理规
范性这几个指标进行综合考虑， 来选
择优秀的可持续发展的企业。 而王彦
认为， 只有坚定的定力才能在政策和
市场的变化中稳步发展，“
我们只投头
部企业及与上市公司做产业型投资，
这个战略一直没有变， 所以不会太受
影响。 ”

互联网+地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就是
互联网的方式改变了房地产的经营模式，
像一时轰动的房产电商， 还有类似雷军开
发的小米公寓等。有分析人士表示，传统的
房地产开发销售模式增长空间有限， 房地
产商也意识到延续传统的模式无法带来利
润持续的增长。房地产企业拥有的平台，恰
恰可以与互联网拥有的线上资源对接，特
别是在受冲击巨大的商业地产领域， 两者
的合作空间巨大。
不过，“
互联网+地产”的模式准确地说
应该是“
互联网公司+土地”。
早在 2011 年，网易宣布在浙江湖州安
吉县租用 1200 亩土地建养猪场，并且开创
“
第三代养猪模式”。 2012 年，褚橙火了，科
技和互联网大咖纷纷为褚橙站台， 褚橙一
时间一箱难求，随后还出现“
柳桃”以及“
潘
—柳传志投资的桃园以及潘石屹投
苹”——
资的苹果种植。这些项目背后，第一件事情
就是找土地。
当然， 互联网企业与土地之间的关系
远不止这些， 不管是买地盖楼自用还是另
有他用，互联网巨头早已布局实体地产。
就在上周，位于深圳南山区后海中心区
的编号 T107-0085 宗地挂牌出让，最终由腾
创未来（
深圳）有限公司以总价 19.32 亿元夺
得，折合楼面单价每平方米 15285 元。 记者
查询得知，腾创未来（
深圳）有限公司法人代
表系腾讯创始人马化腾。 值得注意的是，就
在深圳南山的科技园和后海片区，腾讯已经
拥有总部大楼和全球新总部滨海大厦，而在
宝安区大铲岛的规划里也曾出现腾讯的身
影。 此外，深圳百度国际大厦、阿里巴巴大厦
也相继落成并投入使用，“
BAT”在此相遇。
不管是自建总部用房、各种研发中心还
是仓储用地等，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以及京
地产版图”早已遍布全
东等互联网巨头的“
国。 阿里巴巴总部大楼和支付宝总部大楼位
于杭州，市场预计两栋大楼的市值已经超过
50 亿元。 2007 年 1 月，百度签得北京上地
科技园区最后一个地块， 建设用地 3.68 公
顷，用于修建总部“
搜索框”大厦。 就在今年
8 月，京东集团以底价 38.5 亿元竞得位于北
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东路的两宗地块。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
表示，对于互联网企业买地和建楼的做法，实
际上是出于多方面考虑： 类似深圳等一线城
市本身土地市场的投资具有收益回报，所以
企业自己拿地然后建楼，也可以获得土地增
值的回报，是一种比较好的投资方式。 其次，
从业务发展的角度出发，尤其是部分企业规
模持续扩张，实际上会有积极拿地的考虑。从
税费等角度考虑， 尤其是这两年营改增的政
策背景下， 办公物业的持有是可以抵扣部分
税费，所以互联网企业也会积极拿地。

地产资源的别样用途
买地建楼不仅能自用， 似乎还能坐享
地产升值红利，国外诸如谷歌、亚马逊等公
司更大肆修建豪华总部。除此之外，这些地
产资源在必要时或许还能起到更大作用。
近日， 市场传出乐视将出售位于北京
的总部大楼，正在寻找买家，售价为 14 亿
元。此前，手握大量土地资源的酷派集团被
传将转型房地产业务。公司在今年 10 月发
布公告， 公司附属公司宇龙计算机通信科
技(深圳)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星华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书。 根据
该协议， 宇龙和星华安确认并达成相关主
要条款， 以共同合作开发酷派信息港城市
更新项目一期、二期、三期。对于这些现象，
业内人士认为买地买楼对于有实力的互联
网公司而言不失为明智之选： 万一哪天陷
入“
危局”，还可变卖自救，以解燃眉之急。
此外， 多数互联网上市公司的资本结
构都是现金和短期投资占比较高， 这和房
地产公司的报表有天壤之别。 市场数据显
示， 腾讯公布的三季度财报显示公司现金
流同比增长 94%， 自由现金为 274.62 亿
元，足够的现金流给腾讯充足的造血能力，
也让腾讯“
钱多好办事”。
腾讯 2016 年的总营收达到 1519.38
亿元， 和排名第七位的国内房地产企业相
当。虽然两者没有直接关系，但似乎也说明
互联网巨头的“
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