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本市场规则重塑 创投价值投资该向何方？

证券时报记者 卓泳

最近半年，监管层对新经济企业，

特别是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生物科技等战略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

有目共睹，一方面支持国内这类“独角

兽”企业快速登陆资本市场，另一方面

也支持已在境外上市的中资企业回到

国内资本市场。

政策和资本市场的这一态度和方

向的转变， 让最近半年的创投圈犹如

刮起了一股“科技风”。 许多创投界人

士都坦言“忙着看芯片、看生物制药等

硬科技项目”。这一次资本市场的变化

是再造了一个新的投资风口， 还是重

塑未来创业投资的新价值？ 在这样的

政策和市场环境下， 创业投资未来又

有怎样新的投资导向？

近日， 在证券时报主办的第六届

中国创业投资高峰论坛上， 多位创投

界人士对政策和资本市场的新方向进

行了把脉， 共议在此背景下的投资新

策略。参与讨论的业界人士一致认为，

坚持价值投资才是未来的王道。

无需过分关注政策变化

上半年的资本市场， 在投资界

人士看来，最直观的感受是：其一，

“独角兽”这一概念被资本市场浓墨

重彩地推出，进而受到盲目追捧；其

二，上市门槛提高、过会率低，项目

退出存忧。

事实上，除了市场环境外，政策的

风向一直深深影响着创业投资。在“募

投管退”四个环节中，投资和退出两个

“主动脉” 受政策导向的影响最为直

接。但是，在一些坚持价值投资的投资

人士来看， 不管政策如何扶持 “独角

兽”上市，“独角兽”这一概念并没有动

摇他们的投资理念。

“我们一直比较关注人工智能和

生物医药以及先进制造这些高科技

高壁垒的产业领域，所以我们投资的

方向本来就和国家政策方向是一致

的， 而且我们有一套自己的投资逻

辑， 不会盲目追随所谓的独角兽企

业。 ”新恒利达资本董事长贾君新在

面对新政和市场的情绪下表现得非

常淡定，在他看来，市场规则的改变

并不影响他一贯的投资风格，“独角

兽企业很多是一些互联网及商业模

式创新的企业，这并不是我们投资的

方向。 ”

贾新君认为， 真正能帮助中国

技术创新取得长足发展的不仅仅是

政策，还需要耐心的资本。 虽然政策

支持技术创新项目和企业， 但资本

的浮躁与投资者的不成熟或将成为

这方面投资的阻碍。 “美元基金一般

都是

10+2

的投资周期，但人民币基

金

5+2

的投资周期都有投资者嫌长

了， 资金的短视会阻碍技术创新的

沉淀和发展。 ”

在退出方面， 上半年上市门槛

提高让业界感受深刻。 据不完全统

计，

2017

年的过会率高达七成以上，

而今年以来的过会率只有约

40%

，

还有许多准上市企业临时撤材料，

不得不引起业界的隐忧。 但隐忧的

同时， 也有一些机构保持积极乐观

的态度。

“现在

A

股和港股都在鼓励创新

企业

IPO

，并购机会就多了，意味着项

目退出不一定要通过上市，如果投得

早，等估值涨起来了再卖掉，也是很

好的机会， 不一定非要等到

IPO

退

出。 ”东方富海合伙人周绍军认为，作

为一线投资人，与其关注政策的不断

变化，不如多关注自己能够发觉怎样

的企业， 怎样的优秀企业能够跑出

来，当政策发生变化时，也许所投资

的优秀企业会有很好的退出机会。

“过于关注资本市场的政策变化，会

丧失作为投资人 最应该做 的 事

情———挖掘优秀的企业。 ”在周绍军

看来，心平气和挖掘和培养好企业才

是最应该关注的事情。

道格资本合伙人罗凯滨则认为，

制度的变化是随着社会进步的发展

而产生变化的，“以往对传统企业的

上市模式已经不适应于现在新经济

的发展了， 导致

BATJ

这些优秀的企

业都到国外上市，所以才需要变”。 在

他看来，相应的政策调整也是对行业

发展的推动，此外，投资本身也要对

这些变化做出一些调整，“我们的投

资遍布早期、中期和后期，正在打造

一个闭环， 有些企业不能马上上市，

被并购也是不错的方式，可以对抗市

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价值投资成为当前共识

在规则重塑、市场风格转换之下，

创投机构是否调整投资策略， 适应未

来发展大势？ 多位业内人士在讨论中

形成一致共识，无论政策环境怎么变，

坚守价值投资是王道。

“我们公司不会因为资本市场

的一些规则修改而改变我们的投资

方向和投资策略， 投资方向仍然关

注在人工智能、 生物医疗和先进制

造这些高技术高壁垒的领域。 ”贾君

新认为， 其实国家在监管和修改资

本市场规则时也关注到这些， 比如

在生物医疗领域， 香港资本市场已

经放宽了上市门槛与条件， 同样

A

股也对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等领域

的企业上市给以支持，“所以我们一

直都走在符合时代发展的道路上，我

们的投资方向也不会改变。 ”但是，贾

君新表示， 会做一些风险组合的配置

来应对规则变化可能出现的风险，即

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配置短期、 中期和

长期的不同阶段的项目， 而从容降低

基金的流动性风险。

深圳高新投创投副总经理金鑫认

为， 在二级市场流动性溢价减弱的情况

下， 要追逐的是企业的正常业绩增长。

“我们今年结合资本市场的判断，和很多

上市公司成立了一些产业基金， 也是基

于投资的专业化， 同时未来的退出渠道

可能以并购为主， 这是我们面对政策变

化所作出的调整。 ”金鑫还形象地比喻，

“不要以为自己是个狙击手，我们只是机

枪手。 ”在他看来，投资还是要有一个理

性的心态，跟产业结合起来，基于企业自

身的价值判断做自己的投资组合， 提高

组合的效率。

一直与上市公司做并购业务的九

派资本合伙人刘强对价值投资的体会

也非常深刻，“无论是

IPO

还是并购，

都要靠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来支撑，两

三年前， 只要上市公司并购了某个公

司，股价就上涨了，但我们跟踪了所合

作的并购成功的

20

多家上市公司的

股价走势发现， 只有真正并购有价值

的企业， 做有价值的事情才能可持

续。 ”刘强认为，这传导至一级市场的

启发是，一级市场做并购的时候，也需

要思维转变，去判断上市公司、判断这

项并购的价值， 是否能产生协同效应

和价值增长。

而对于规则的修改， 刘强还看到

了机会所在，他认为，港股一二级市场

的中资化越来越明显， 这对创投来说

可能是有利的， 像美图这样的新经济

企业也可以在香港上市了， 因此政策

无论怎么变化， 坚持投有价值的企业

总会取得成功。 这点也得到盛世投资

合伙人花伟的认同：“价值投资是投资

的本质，母基金也好，

GP

也好，都有把

这些资源投入到真正能创造价值的方

向去， 这是行业能够获得长期和高额

回报的基础。 ”

资本市场规则的修改重塑了投资的

价值体系， 同样也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一

些问题。周绍军认为，保持市场的流动性

是根本，如果没有流动性，所投资项目的

退出将会很难很受伤，“我觉得该呼吁的

还是要呼吁， 希望未来资本市场能越来

越成熟，当然，我们也会争取找到更优秀

的企业匹配成熟的资本市场”。

对于罗凯滨来说， 还是把焦点放

在关注业务本身， 关注团队的核心能

力，“我们也愿意接地气地陪伴被投

企业一起成长， 给他们更多的赋能和

帮助”。 花伟则提出了投资的“良知”

和“市场化”，所谓良知，即用心发现

真正有价值的企业， 而市场化则是让

这些企业跟市场结合， 让他们更加符

合市场的发展规律，“往往能够结合

市场和发展规律的企业， 价值是比较

大的”。

对于该如何应对资本市场重塑投资

的价值导向，刘强提出了三点：第一，要

聚焦；第二，要坚持，做自己适合做的事

情； 第三， 想清楚机构的优势在哪里。

“过去一级市场一直在做价格投资，像

PE

更像是交易性的投资，没有价值投资

的概念，虽然价值投资现在做起来会比

较困难，但是只要坚持下去，就会越来

越好”。

在规则重塑、市场风格转换之下，创投机

构是否调整投资策略，适应未来发展大势？多

位业内人士在讨论中形成一致共识， 无论政

策环境怎么变，坚守价值投资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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