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口论” 瓦解 新拐点已至 2020年资本聚焦何处

证券时报记者 卓泳

“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作为国内

为数不多的明星创业者和投资人， 雷军

的“风口论”在创投圈广为流传，一度被

视为创业者的圣经， 也让整个资本圈掀

起了“造风运动”。

然而， 随着过去几年许多风口创

业项目频频倒下， 市场资金出现流动

性紧张和收缩， 创投机构的募资和创

业企业的融资风光不再， 资本对 “风

口”的警惕性逐步提高，“风口论”似乎

开始站不住脚。

平淡乏味的

2019

年，在一些投资人

看来，却是新常态的开始。在资本全面回

归理性， 在追逐热点和价值投资的风格

切换中，“风口”已经显得不合时宜。

2020

年，风口不再，拐点已至，下半场该如何

开局？

资本慎提风口

价值投资是王道

与过去几年相比，

2019

年的创投圈

显得尤其寡淡。这一年，没有出现像共享

单车、直播、人工智能这类数十亿资本蜂

拥而上的超级赛道， 也没有出现像商汤

科技、 大疆创新这类引无数资本垂青的

独角兽企业， 更没有能引起整个创投圈

为之轰动的利好政策。

惊喜没有，被戳破的泡沫倒是不少。

WeWork

上市夭折，估值从

470

亿美元跌

至

70

亿美元；淘集集融资未能到位导致

资金链断裂，最终宣告破产；在

2018

年

仅用半年时间聚集了数十亿资金的社区

团购，在

2019

年上演了兼并重组；苦苦

经营的生鲜电商赛道， 也有不少企业出

现经营危机、黯然离场。

清科数据显示，

2019

年前三季度中

国股权投资市场新募基金总规模约

8310

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

20.4%

；共

发生

5461

起投资案例，总计

4314.10

亿

元人民币 ， 同比分别下跌

36.9%

和

53.7%

。 近乎腰斩的数据和残酷的现实，

似乎都在预示着一个新格局的到来———

流动性泛滥时，到处都有风口，而当下的

资本寒冬， 或许只有看得见的未来才有

清风徐来。

“在风险投资领域，对项目的持有

时间长，即使抓住了这个风口，过几年

可能就不是风口了，所以这个概念用在

风险投资上不太合适，不符合价值投资

的理念。 ”招商启航总经理王金晶认为，

风口只能反映当时的现状，并不能反映

预期。

事实上，在

2019

年许多投资人都已

经慎提风口了。“在国家脱虚向实的背景

下，企业会更加注重提质增效，在这个趋

势下， 投资机构也会关注企业在这方面

转变所带来的机会。 ”在王金晶看来，不

同于以往各类新型商业模式所造成的风

口， 关注企业和产品自身发展需求是一

种理性的回归，也是价值投资的开始。

当然， 出于对风口的不同理解，也

有投资人认为风口会持续存在。 君盛资

本合伙人李昊认为，所谓风口，是产业

发展和资本关注度叠加在一起的产物，

而资本关注度本身就有传播效应支撑，

也就是说，当较为明确的产业变化被一

些投资机构发现， 一定会产生一系列

“涟漪”，从而引发投资热情，这就是风

口的产生。 “资本寒冬会降低大家对‘风

口’的投资额总数，但是‘风口’会永远

存在。 ”李昊说。

拐点已至

方向和估值迎来变局

资本回归理性、募资艰难持续、企业

融资受阻，种种迹象表明，曾经高举高打

的创投行业已经从淘金期进入炼金期，

无论是投资方向还是投资价格， 都迎来

了拐点。

梅花创投创始合伙人吴世春对记者

表示，他不提倡赛道投资理论，但他提倡

拐点投资理论。 在他看来， 新品牌的崛

起、大趋势的来临，以及国运上升都会带

来投资的拐点。“当一件事情出现拐点的

时候最有投资机会， 寻找新的拐点性机

会是每一个投资人应该去考虑的。 ”

拐点的出现还体现在估值的改变

上。随着科创板推出，以及注册制试点的

实施， 一级市场投资的估值比以往多了

一些变量。在王金晶看来，估值永远有一

个最基本的逻辑，就是预期风险回报比，

但随着一二级市场价格趋近， 甚至倒挂

现象频发， 这种预期的风险就似乎比以

前考虑得更多。 “以往是市场定价、资金

驱动的，同类型的项目卖这个价格，不管

它们之间的差异有多大， 也都基本卖这

个价格。 但实际上第一名和第三名之间

是有差别的，不是市场容量的差别，而是

技术的差别， 在资金驱动下的定价往往

会忽略了这一点。 ”王金晶说。

王金晶认为，随着注册制的来临，一

级市场的估值还需要考虑二级市场的因

素，“融资方、资金方都会趋于理性，会参

考二级市场同类企业的排名、 核心技术

等。”但是，有一个不同是，一级市场的融

资企业增长率和已上市的企业明显不

同，未上市的增长率会比上市企业的高；

此外，上市企业的融资渠道更好，而且已

经建立了一定的护城河，风险会更低，而

未上市企业的风险则更高。“现在做估值

比以前更难了， 需要不断地调整风险系

数。 ”王金晶认为，好的估值体系不仅仅

是对项目做指导，还是对市场的修正，因

为如今一二级市场的联动性更强了，“好

的估值方法在行业里会成为一个常识性

的东西，虽然不能说没有泡沫，但会让价

格更加合理，让市场更加健康。 ”

2020年资本投向

这三大领域

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

2020

年再提

风口已无意义， 但大的发展趋势基本形

成共识：硬科技、新消费、产业互联网为

主流的几个投资方向。

“我们认为跨学科领域会带来一些

机会， 比如物理和化学的结合可能会出

现新的材料和新的产品。”王金晶对记者

表示，作为早期投资机构，他们

2020

年

会以更前瞻的目光、 更大的精力投资硬

科技。

“我们一直以科技类为核心，以倒三

角为布局特点。 其中围绕通讯半导体信

息技术为基础设施，企业服务、金融科技

为场景应用。 ”李昊认为，过去

8-10

年，

整体说是一个“个人数字化”的进程，数

字化包括了个人行为、画像的数字化，基

础设施是

4G+3C

。 而未来五到八年是围

绕“企业数字化”而延展开的，这是中国

企业需要在效率上找利润的驱动力下的

必然产物，基础设施是

5G+ICT

，应用场

景是企业服务和金融科技等等。

吴世春则认为， 不同领域迎来的拐

点会诞生不同的机会。比如，新品牌的拐

点，年轻人对于新品牌的认知，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 比如高端白酒里，茅台、五粮

液，年轻人都能够认知。但是再往下一层

的一些白酒，可能很多

95

后年轻人就完

全没听过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建立

新的品牌认知。 他认为， 现在的消费人

群，主力人群慢慢从

70

后、

80

后迁移到

90

后，甚至

00

后了。 “这一波人的品牌

的建立，我们要用更强的设计感、更年轻

的一些元素去建立更高的辨识度。 我们

认为每一个品类都值得重做一遍， 这里

面都有建立新品牌的拐点。 ”

其次，是大趋势带来的拐点。 “中国

的整体人口是下降的，未来，我们需要大

量的机器来代替人的工作， 所以我们投

了很多机器人的项目。”吴世春说。另外，

国运上升也会带来拐点。“随着我们国家

地位在提高， 现在中国品牌在东南亚正

在慢慢变得强势，变得更有价值。随着中

国类似于华为、

OPPO

、

vivo

、 小米这样的

品牌出去， 会带动一批新生品牌也走到

非洲、东南亚、中东、印度这种地方去，这

也是拐点性的机会。 ”

“我认为每逢

8

的年份走向低谷，

9

的年份到最谷底， 到

0

一直到

2

的年份

会走出来，会进入下一个寒冬的周期。 ”

吴世春认为，

2020

年的大环境整体还是

比较艰难，但他始终相信中国国运向上，

对中国创投市场以及中国国运会坚定不

移的

Long China

。

各地两会暖风频吹

创投机构充满期待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明珠

全国各地两会在近期密集召

开，为支持创业创新频出新招，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能略见端倪。

为了促进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

各地出台了一些新的利好政策和

对于科创企业的发展支持， 而参

与两会的创投界代表更多的关注

点在引进专业金融人才、 税收政

策优惠、畅通融资渠道等方面，并

积极进行建言献策。

政策利好频出

上海两会期间， 上海市市长

应勇作政府工作报告表示，

2020

年上海将推动科创板持续发展，

加快重点领域改革攻坚。当日，上

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了 《上海市推进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条例（草案）》（以下

简称《条例（草案）》），其中围绕鼓

励各类资本参与投资，《条例 （草

案）》提出，上海鼓励境内外各类

资本和投资机构设立创业投资基

金、 股权投资基金、 并购投资基

金、 产业投资基金和母基金等专

业投资机构，开展创业投资。创新

国有资本参与创业投资的管理制

度， 推动发展混合所有制创业投

资基金， 鼓励符合条件的国有创

业投资企业建立跟投机制。

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则特别

强调， 强化金融中心城市综合服

务功能，打造国际风投创投中心。

深圳罗湖区人大代表、 深创投董

事长倪泽望认为， 深圳有丰富的

项目源和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

并且以能有效学习硅谷的体系，

将一流的创业项目， 顶级的风投

机构聚集在深圳为目标。其中，深

圳市政府引导基金对中小企业的

支持力度很大， 对建设国际风投

创投中心， 深圳市政府引导基金

的作用也功不可没， 吸引效应十

分明显， 目前已经签约近

130

只

子基金， 吸引了国内外的顶级风

投机构，外资基金也来申请。

重庆市市长唐良智在作政府

工作报告时指出，加大科技创新投

入，引进知名创投机构，发展壮大

创投基金，扩大知识价值信用贷款

规模，支持企业在科创板等多层次

资本市场上市，

2020

年全社会研

发投入强度达到

2.1%

左右。

吉林省近日也在科创领域

发力， 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显

示，

2020

年吉林省将完善金融发

展链条， 促进金融产品创新，优

化金融生态环境，探索组建区域

性信用增进公司，抓好企业上市

辅导培育，确保

3

户、争取

6

户

企业上市。

聚焦人才引进

税收优惠

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的特色、

优势和资源，民营企业是浙江经济

发展的主力军，而浙江也是众多创

投机构在长三角布局的必选之地。

对于本土成长起来的浙商创投，从

2007

年成立至今支持了

200

多个

项目，其中超过六成在浙江。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不

同行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可以

采取不同的融资手段， 以股权投

资和创投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应在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方面承担更重

要的角色。” 浙江省政协委员、浙

商创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越

孟表示。

他强调，银行、金融机构少设

条件、 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门槛、

融资利率，才能更好发挥对实体经

济的支撑作用。浙江应持续推动金

融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

力量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政策

供给服务配套，既服务好制造业企

业等中坚力量，也关注浙江经济舞

台上萌发的创新力量。

作为浙江省创投行业唯一政

协委员， 针对创投行业的发展，陈

越孟向记者展示了他的提案，他建

议：首先，政府产业基金应加大对

创投基金的支持力度，针对创投基

金募资难的现状，鼓励更多的国企

资金，政府产业基金，支持优秀的

创投机构发起各类子基金，提高投

资比例，针对政府产业基金相较其

他

LP

（有限合伙人）的诸多优先权

益，希望按照市场化原则，坚持“同

股同权”，坚持长期投资；其次，构

建优秀创投机构白名单，加快创投

基金注册审批流程，支持创投机构

和创投基金高质量健康发展；第

三，完善金融人才引进政策，打造

国际金融科技中心需要金融人才

的储备和支持，重视金融人才关心

的教育、医疗、住房、高管税收优惠

等民生问题，解决金融人才的后顾

之忧；第四，税收政策仍然有很大

改善空间。目前股权投资企业存在

税率偏高、重复征税、投资亏损无

法抵减应纳税所得额等问题。建议

税务部门从穿透角度解决重复征

税的问题，同时考虑股权投资行业

的特殊性，待投资人收回本金后再

计缴所得税。

倪泽望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他看好

2020

年创投

行业的发展前景， 对深圳的创新

创业充满期待。 随着资本市场的

改革深化和创业板实施注册制的

加速推进， 对于中小企业发展是

一个新的机遇， 尤其对深圳的企

业而言将带来更多机会。

创业资本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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