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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 9 月份开始，中基协的数据报

告持续提示，上海、深圳、北京、浙江（除宁

波）、广东（除深圳）五大辖区的私募基金

管理人集中度呈现出逐月下降的趋势，一

方面有私募股权基金向五大区域外延伸

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与管理人数量增速放

缓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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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投资热 行业有泡沫

证券时报记者 张国锋

过去两年， 中国医药创新企业获

得融资额度屡创新高。今年初，歌礼药

业、 天境生物又相继获得过亿美元的

融资。 国内起步较晚的医药创新开始

焕发新生机， 其可能带来的高回报受

到许多创投机构关注。 但由于存在高

投入、长周期的缘故，新药研发被认为

是生物和医疗健康投资行业中门槛极

高的细分领域， 也是风险最高的创投

领域之一。

昨日，由三江资本、磐霖资本、晨

兴创投联合主办的“

2017

中国生物与

医疗健康投资大会”在上海举行，谈及

新药投资，业内人士指出，这个细分领

域尽管充斥着泡沫， 但同时也处处充

满了机会。

行业泡沫

在业内人士看来，近两三年，新药

投资热开始兴起， 整体行业目前存在

泡沫，但并非坏事。

磐霖资本董事总经理张寅认

为，关于新药企业估值，主要通过分

析管线内品种未来的市场空间和竞

争环境，参考类似公司，判断当前估

值的合理。 考虑企业今后如何对接

资本市场，通过并购或

IPO

，选择的

上市地点， 可能的退出时间点和退

出方式，来测算回报空间。 “新药无

疑是医疗健康领域的投资热点之

一，一些企业估值存在泡沫，投资人

要看市场情绪，更需要冷静判断。 ”

与其他行业相比， 新药行业的

泡沫在投资人眼里并不可怕。 建信

资本执行总裁苑全红举例说， 与房

地产、互联网等行业相比，新药行业

的泡沫要小得多。 他指出，国内市场

对于新药有确实的临床需求， 在中

国创办生物医药公司会是一波浪

潮， 目前中国新药研发投入还远远

不够。 从这点看，行业内即便存在泡

沫，也只是刚刚开始，未来泡沫的时

间还很长。

在斯道资本合伙人刘为民看来，

大量资本进入新药投资领域是一件好

事，只有资本参与才能促进新药研发，

也促成了许多创新企业开始建立和成

长。“行业内有没有泡沫，见仁见智。对

于资本而言， 从来都是独立看每一个

企业和机会的， 根据企业本身来确定

其估值是否合理。当然不能否认，某些

领域和公司跟美国相比确实估值较

高，但是跟

TMT

等行业相比，总体泡

沫就小多了。 ”

晨兴创投董事总经理薛文煜认为，

市场会有一个回归的过程，整体行业现

在有泡沫、局部很热，是因为临床阶段

的资产已经出现了一些成功的先例，所

以价格普遍会高一些，不过现在国内新

药仍处于早期阶段，泡沫还不太严重。

多要素判断新药项目

刘为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药投资才刚刚起步， 未来会看到该

领域变得更活跃， 产生更多的明星

企业。

对于本土创新药企和投资者而

言，也存在挑战。 刘为民表示，过去本

土创新药企可以打时间差、 地域差的

战略，做一个只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

但现在跨国药企加速国际性的创新药

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 以前那种战略

模式可能已经不行了。

那么，未来在新药投资领域，怎样

去判断一个项目是否足够好？ 张寅表

示， 对于新药企业的创始人和团队，

首先看创始人和团队的背景，要看创

始人和团队的过往经验和能力和现

在的企业是否匹配，是否有延续性。

其次， 要看创始人是否具有企业

家精神、格局、执着、投入程度，是否有

组织管理团队的能力。此外，创新药企

业要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控制研发

风险， 需要积极寻求合作开发机会或

者对外授权、引进产品，所以还要关注

团队的商务能力。

刘为民说，除了要看这个项目的

创新性、数据的质量，最重要的是要

看团队。 早期投资投的还是人，看这

个团队本身有没有执行力，做事情是

不是严谨，数据是不是可靠，有没有

能力把公司做到比较大的规模。 “过

分关注早期的估值不一定是好事，对

于创业者来说最终的价值实现是在

公司上市或者退出之后，怎么把公司

的盘子做大。 ”

互联网巨头背后的地产暗战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移动支付、共享出行……不管是

实体还是互联网领域，人们生活的方

方面面都已经被几家互联网巨头企

业渗透，当然少不了房地产，互联网

巨头的触角正从不同维度切入到房

地产市场之中。

昨日，链家与腾讯云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 共同建设房产服务生态体

系。 根据协议，链家在未来将借助腾

讯云的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能力，打

通线上与线下， 重构并优化找房、租

房、购房等交易流程。 值得注意的是，

腾讯早已是链家背后的“金主”。 早在

去年，链家完成

B

轮

60

亿元融资，此

次融资由华兴旗下的华晟资本领投，

百度与腾讯等作为战略投资方参与

融资。

华泰证券的研究报告曾认为，链

家已经成为一家数据公司，不论是楼

盘字典还是购房者信息，且是完全来

自于线下真实数据，线上化后可以产

生极大的效益。

在腾讯之前， 阿里巴巴和京东

两家互联网巨头在房地产领域已经

开始布局。 与腾讯通过大数据技术

赋能房地产业内公司不同， 阿里和

京东则是选择重新建立房地产电商

体系。

今年

10

月， 京东宣告正式进军

房地产市场，京东房产拟使房地产行

业与电商产生新的融合， 覆盖住宅、

商业地产、特色地产等市场，并提出

将在

5

年内成“流量、线上交易量双

料冠军”。 记者发现，京东房产频道里

可选择近

22

个城市的房源， 主要为

新房。

阿里巴巴在房产领域的布局主

要是以淘宝房产为主， 配合有租房

和淘宝拍卖。 目前，阿里又盯上了租

房市场。 支付宝宣布有超过

100

万

间公寓将正式入驻支付宝，在上海、

北京、深圳、杭州、南京、成都、西安、

郑州

8

个城市率先启用支付宝信用

租房。

有分析人士表示，曾被寄予厚望

的房产电商中介带着颠覆行业的使

命出现， 但似乎并未给行业带来实

质上的变革。 房产电商之所以难做

的原因是其流量主要是线下， 用户

需求明确，需要专业信息参考、决策

成本极大、不易留存等特点。 不过，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

进指出， 在房地产市场监管最严厉

的时候， 恰是电商平台发挥作用的

时候。 尤其是市场交易下滑，对于很

多中介来说都会有很大影响， 这个

时候技术创新很关键。

除了买卖和租赁房产业务， 互联

网巨头也越来越成为土地市场上的主

角。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今年全国一线

城市中上海与广州就有至少

10

幅地

块的出让是采用定向招拍挂的方式，

互联网企业常常成为量身定制的 “主

角”。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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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创未来（深圳）

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就是腾讯创始人马

化腾， 而此地块对竞买人主体资格要

求就是应为技术咨询、技术孵化公司，

注册资本达到

1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

外币。

那么，有人不禁要问：以后买房到

底要找谁？

私募股权基金进入平稳发展期 将更注重规模化专业化

证券时报记者 张国锋

近几年，在“双创”的浪潮下，私募

股权基金行业被推到了聚光灯下，也

让行业内的基金和管理人数量实现了

井喷式增长。 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11

月底， 中基协已登记私募股权、创

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12764

家， 管理正

在运作的基金

27560

只， 管理基金规

模

6.93

万亿元。

但在近几个月，私募股权基金管

理人数量的增长开始趋于平稳，上

海、深圳、北京、浙江（除宁波）、广东

（除深圳） 五大辖区私募基金管理人

集中度也呈现逐月下降的趋势。 这预

示着，数量持续暴增的私募股权基金

行业开始进入平稳发展期，甚至即将

面临洗牌。

基金数量增速放缓

根据中基协的公开数据显示，截

至

2015

年

1

月底， 中基协已登记私

募股权、 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4276

家，管理正在运作的基金

4025

只，管

理基金规模

1.67

万亿元。近

3

年时间

过去，这些数据分别翻了

2

倍、

5

倍和

3

倍。

2017

年年初以来，私募股权和创

投基金管理人月度登记数量比

2016

年增长

72.2%

， 总体仍然呈现出高速

增长的态势。中基协党委书记、会长洪

磊此前在一场会议上透露， 我国各类

私募基金管理总规模由

2014

年

12

月

末的

1.49

万亿元增长到

2017

年

11

月末的

10.83

万亿元， 不到

3

年暴增

6.27

倍。在这当中，私募股权和创投基

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业内人士指出， 国内私募股权基

金管理人数量在过去几年之所以呈现

井喷式增长， 跟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

是离不开的。 “中国正处于一个机会

多、市场大的阶段，对单只基金要求的

资金量相对较小， 私募股权基金行业

进入的门槛相对不高。 这么多基金的

存在有其合理性， 对行业的发展起到

了促进作用。 ”方源资本总裁唐葵说。

而从中基协近几个月发布的数据

情况来看， 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数量

的增速已经开始放缓。 从今年

8

月到

11

月，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

人数量分别为

11950

家、

12352

家、

12617

家以及

12764

家， 增速呈现出

逐月下降的趋势。此外，从今年

9

月份

开始， 中基协的数据报告中就持续提

示，上海、深圳、北京、浙江（除宁波）、

广东（除深圳）五大辖区的私募基金管

理人集中度呈现出逐月下降的趋势，

一方面有私募股权基金向五大区域外

延伸的原因， 另一方面也与管理人数

量增速放缓有关系。

“行业仍然会稳定地增长，但是从

2014

年至今的爆发式增长已经基本结

束了。 ”源星资本管理合伙人、董事长

卓福民认为，从近段时间的数据看，在

当下基数比较大的情况下， 私募股权

基金管理人数量的增长已经基本趋于

平稳。 他认为，当下市场上私募股权基

金管理人、基金数量、资金如此多，但

是其资金流向的出口还有一些问题，

存在资金错配、名股实债等问题。 在政

府加强监管、 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

当下， 资金再出现大的爆发性增长可

能性不大， 反推回私募股权基金管理

人数量也很难再出现爆发式增长。

头部效应开始显现

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中基协最新

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中国已

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平均管理基金规

模是

5.84

亿元，

100

亿元规模以上的

基金管理人数量是

185

家，

50

亿元到

100

亿元之间的是

231

家。 这意味着

整个行业中绝大部分基金管理人规模

很小，在很多人看来，这些小机构在持

续发展能力、 专业化等各方面表现都

会相对较弱， 在未来行业的竞争中或

许会被淘汰出局。

在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数量增速

放缓的当下，不少业内人士指出，未来

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数量可能会出现

较多减少。 唐葵表示， 根据美国的经

验，投资和回报都在向头部集中。硅谷

的统计数据显示， 整个风投行业创造

的总体利润中，有

80%

是由行业数量

内少于

20%

的头部

VC

（风险投资）创

造的， 其他绝大部分

VC

都没有产生

好的盈利。他认为，目前国内也开始往

这个方向在走，大量投资往头部集中。

卓福民也认为， 私募股权基金管

理人数量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开始减

少。 他指出，根据公开数据显示，目前

美国的私募股权、 创投基金的资金额

大概在

2

万多亿美元， 管理人数量在

3000

多家左右。 中国目前私募股权基

金管理人数量显然已经太多， 理性状

态应该在

5000

家

~6000

家左右，接下

来行业会经历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

“这些头部的私募股权基金之所以能

够脱颖而出，靠的是专业化和规模化，

吸引足够的优秀人才和创造出足够的

影响力去拿到好项目。 ”

金浦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总裁

吕厚军对行业的洗牌看法更加悲观，

在他看来， 未来中国私募股权基金管

理人真正能实现规模、 专业的头部机

构数量估计不到

1000

家， 他更直言，

未来几年就是行业洗牌的过程。

哪些基金管理人可以存活下来？

在业内人士看来，由于数量激增、行业

竞争激烈， 目前行业已经开始呈现两

极分化的现象。卓福民认为，资本市场

最终需要看退出， 随着退出越来越理

性，

Pre-IPO

的项目也越来越少。 等到

大家都看得懂了， 这些项目的估值也

都比较高，即便是不错的项目，由于估

值过高也很难让机构投进去。 正是这

些原因， 倒逼行业需要考虑更加长远

的东西， 会往两头走———一头往早期

深入挖掘好的、有潜力的项目，另一头

往后期跟并购基金挂钩。

“需要注意的是，后期挂钩的是大

型的并购基金，而不是现在一般的

PE

（私募股权）投资。 根据海外成熟经验

来看，并购是需要杠杆的，但出于股权

投资目的做杠杆，是有一定的倍数的，

不能乱来。总体来看，行业会趋向更加

早期或者更加晚期， 尤其是后者需要

借助资本并购的力量、 杠杆的力量来

做，才能让产业更充分释放能量。 ”卓

福民说。

吕厚军认为，对于一个基金管理

人而言，其核心竞争力可以用五个词

概括。 第一是文化，需要贯穿到投资

风格、风控能力、风控水平和风控意

识。 第二是品牌，需要规模化或者市

场影响力。 第三是机制，需要运用市

场化机制，这是核心问题。 第四是专

业，包括专业精神、专业水平，要真正

严肃审慎地做投资。 第五是风控，要

有合规意识。

未来行业将会怎么走？

可以说， 目前私募股权基金行业

已成红海，即将进入洗牌阶段。那么未

来行业将会怎么走？

卓福民认为， 私募股权基金行业

未来

5

到

10

年的发展趋势可以归纳

为“四化”。

第一是规模化。 目前国内基金管

理规模在百亿以上的基金管理人数量

只有

185

家，非常少。将来行业内的资

源包括资金， 一定会集中在优秀的机

构身上，而且会越来越集中，从而带来

规模化效应。

第二是专业化。在一个基金里面，

其投资组合往往是多个领域的。 但是

不同领域的人做的事情并不一样，因

此逼着行业必须要专业化， 基金团队

也必须要专业化，才能了解行业、把握

行业趋势，精准投资。

第三是长期化。 目前行业内从投

资到退出整个周期高于

4

年的占比并

不高， 根据中基协数据显示， 大概在

20%

到

30%

之间。 在中国已经过了浮

躁时代、 过了

VC/PE

普及知识的时代

的当下， 所有人都明白基金的退出周

期会越来越长，所以要有足够的耐心。

此外， 资金来源也应该趋向长期化。

“我们呼吁更多长期资金， 包括保险、

养老金更多介入到股权投资中来。 ”

第四是全产业链化。 所谓全产业

链化就是在做法上，从早期到扩张期、

到成熟期、 到

Pre-IPO

甚至延伸到并

购和二级市场上。

德同资本管理合伙人邵俊认为，

未来行业的结构创新， 有两个系统性

的机会。 首先是人民币基金年限跟实

际的周期不匹配的问题。他指出，国内

目前的退出通道相比美国而言是不畅

通的。 之前国内的基金期限大部分是

5+2

，而大部分人民币基金在近两年已

经到了

7

年的年限， 但是还没能实现

完全退出， 因此退出的问题受到了广

泛的关注。

他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私募

股权基金都有

PE

二级市场的需求。如

果能将

PE

二级市场做活做好，这不仅

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 而且能将退

出周期大大缩短。 这方面的系统性创

新， 可能对行业形成健康的闭环以及

给出资人更早进行现金分配， 是非常

有必要的。

其次，邵俊建议，可以做一些一级

市场跟二级市场混合的基金， 这能解

决现在行业内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

他指出， 目前行业内最大的问题就是

缺乏流动性，但是对于保险公司、银行

等出资人而言，流动性是非常关键的，

甚至直接关系到这些出资人的考核、

人事变动等问题。 而单靠一级市场来

产生现金流，从目前来看是比较难的。

“如果能适当兼顾二级市场，通过某些

机制解决两个市场之间的平衡问题，

将可以解决流动性差的问题。 ”

邵俊提出，在实践中，很多投资人

在看投资标的的时候， 对行业的研究

不应该区分一二级市场， 而且当下在

局部领域和行业已经出现了一二级市

场倒挂的问题。但与一级市场相比，二

级市场的流动性显然是好的， 如果一

个基金管理人固步自封， 严格区分开

两个市场， 可能会影响基金未来的发

展。 他直言，价值投资就是价值投资，

好的标的就是好的标的，如果有创新

的结构应该能一举几得，可以解决怎

样满足真正的机构投资者对短期流

动性包括分配的要求。 在当下一级市

场阶段性形成泡沫、面粉比面包贵的

情况下，要求基金必须买面粉是有问

题的。

“未来我们可能需要呼吁整个行

业做更多的创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经济体系下， 由于

VC/PE

生存的

环境不同， 中国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的

打法。我甚至在想，未来通过控股上市

公司然后结合上市公司去做跟投，这

样也许更能突破基金周期、 现金分配

的障碍。 ”邵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