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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凯资本不承诺不在过去、现在或未来与报告中提及的公司发生业务关系或寻求与它们有关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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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说，属于创业的⻩⾦时代结束了。

或许是这样，已渐⾏渐远的2018年，对于创投⾏业⽽⾔，“资本寒冬”成为唯⼀不变的季节。

经济下⾏、监管趋严、债务违约集中爆发、⼆级市场暴跌、外部不确定性加剧……“募资难“、“退

出难“，成为创投⾏业⼼中的痛，⼀批批项⽬倒在了那个冬季。

残雪暗随冰笋滴，新春偷向柳梢归。⻛虽⼩了，但我们坚信⻛⼝还在。

2019年，乍暖还寒，但先进制造、智能硬件、⽆⼈驾驶等11个细分赛道将呈现出巨⼤的⽣命⼒与

发展潜⼒。即便在数九寒天⾥，这些领域依然不乏成⻓出独⻆兽的机会。

过去的⼀年，我们股权资本市场部（ECM）的同事在与全球各类基⾦的密切对接中，绘制出了这

幅“易凯视⻆”的股权投资市场版图。⽬前，易凯ECM的系统已经覆盖了超过4000家境内外投资机

构，确保我们的视野和洞⻅有⾜够⼴阔和深刻的基础，也确保了我们的客户可以享受到最⼴泛和

⾼效的资本市场覆盖。

为您奉上这份年初展望报告。在总结过去⼀年投资图景的基础上，我们将试图为您分析新的⼀年

的经济环境、⾏业变化，以及这其中的危与机。

Part1

中国股权投资市场资⾦出现“逆差”

原创：  易凯资本   今天易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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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异势殊促进创投⾏业新变⾰

01

投资总额显著⾼于募资总额，

呈现资⾦“逆差”

相关数据显示，截⾄到2018年12⽉31⽇，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全部资⾦（含⼈⺠币及美元）

募资总额为1310亿美元，投资总额为1450亿美元；全年投资总额度较募资总额度⾼出140

亿美元，打破了中国股权投资市场近⼏年以来募资规模远超于投资规模的常态。

02

资⾦紧缩、募资停滞，

“募资难”成为全⾏业共同难题

截⾄到2018年12⽉31⽇，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币募资总额为967亿美⾦，同⽐下降

43.8%；美元基⾦募资总额为343亿美元，同⽐下降68.2%；⼈⺠币加美元全部资⾦募资总

额较2017年同⽐下降53.2%。

在市场资⾦全⾯吃紧的形势下，多数资⾦向知名头部GP聚拢，很多⼆三线基⾦规模⼤幅缩

⽔，垂死挣扎或已彻底被踢出今年激烈的竞争格局之外。



数据来源：投中数据

募资额统计⼝径：2018年中国境内募集完成的股权投资基⾦

LP结构的巨⼤调整，直接导致⼈⺠币募资骤降：资管新规的出台重塑了资管⾏业的监管格

局，“通道禁⽌”、“多层嵌套限制”、“穿透式监管”让银⾏系作为往年重要的资⾦渠道之⼀暂

别LP舞台；各类⾦融机构更加注重⾃身业务的合规性，很多2017年的出资承诺在2018年没

有兑现；⼆级市场的持续低迷导致很多上市公司⾃顾不暇⽆⼼投资⼀级市场；个⼈LP投资

⻔槛的提⾼和⾼净值个⼈财富的缩⽔也让很多个⼈LP⽆法出资。总之，“募资难”是2018年

让整个私募股权投资基⾦⾏业最头痛的难题。

美元加速回流使得美元募资同样⾯临挑战：2018年初美国税制改⾰计划落地，⼀度促使美

国宏观经济预期显著改善，进⽽吸引美国之外的美元快速回流美国；同时，2018上半年美

股市场持续⾛强，进⼀步吸引海外资⾦回流；在多重因素影响下，美元募资也受到严峻挑

战。与⼈⺠币市场相同，美元LP也全⾯向头部GP集中，⾼瓴基⾦四期就逆市创纪录地募得

106亿美元。但我们认为，当前美元LP对中国市场的资产配置⽐例较低，随着美股⻅顶、中

国资产价格持续下跌⾄合理区间，2019年美元的募资和投资额均有望获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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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与美元市场投资冷热对⽐鲜明，

美元投资带动整体⾏业全年增⻓



截⾄到2018年12⽉31⽇，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币投资总额为592亿美元，同⽐增⻓

2.47%；美元基⾦投资总额为858亿美元，同⽐增⻓71.23%；⼈⺠币加美元全部资⾦投资

总额较2017年同⽐上升34.4%，美元基⾦投资很⼤程度上拉动了全年投资活跃度的提升。

相⽐之下，⼈⺠币基⾦的整体投资活跃度有明显下降，投资决策周期普遍拉⻓，投资阶段⼀

⽅⾯向估值⼩于5亿的A轮或B轮项⽬倾斜，⼀⽅⾯向上市预期较为明确的新经济独⻆兽企业

或已具备较强盈利能⼒的细分市场⻰头倾斜。

数据来源：投中数据

募资额统计⼝径：2018年中国境内募集完成的股权投资基⾦

美元基⾦活跃度攀升： 2018年共有28家境内新经济企业在港IPO，募资总额达1,360亿港

元；共有38家新经济企业在美国上市，募资总额84亿美元。这些数字相较往年都有很⼤幅

度的提⾼，很多美元基⾦得以顺利退出，对中国的信⼼增强，愿意持续加码；另⼀⽅⾯由于

融资架构问题，计划赴港赴美IPO的新经济企业也更加愿意接受美元基⾦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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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幅紧缩让2019年未知变量增多，

市场更加冷静理智



⼈⺠币基⾦更加保守、谨慎，愈加珍惜⾃身所持有的“弹药”：2018年⼈⺠币基⾦募资难、

募资额下降43.8%的结果将会在2019年进⼀步显现出来，市场可投资⾦⼤幅减少，⼈⺠币

基⾦投资活跃度下降，⻛格更趋保守谨慎。投资⼈在⼿⾥“⼦弹”稀少情况下，将更加看重出

⼿的精准度。

市场资⾦偏爱向投资阶段中“头部、尾部”项⽬聚拢：资本寒冬下，投资机构的资⾦会在更

⼤⽐例上向具有更⼤升值空间的早期和确定性更强的晚期项⽬，尤其是Pre IPO和并购项

⽬。

基⾦继续活跃，资⾦供给相对充沛：虽然2018年美元基⾦募资⾦额⼤幅下降，但由于美国

股市过去两年表现强劲，带动⼤量资⾦回流美国，在亚洲及中国市场资⾦配置⽐例较低，

2019年这⼀⽐例有望上调；另⼀⽅⾯2018年港股和美股IPO数量的⼤幅上涨让很多美元基

⾦实现顺利退出，有望继续下注中国市场。受以上两种因素影响，预计2019年美元基⾦资

⾦供给相对充沛，继续保持活跃态势，部分⼈⺠币基⾦也会开始募集美元基⾦。

“脱虚务实”将是2019年的融资关键：强盈利能⼒、充沛的现⾦流、拥有⾼壁垒的核⼼技

术、有明确的上市预期等将是2019年融资的关键点；往期的⾼估值企业，尤其是模式尚未

被证明但估值过⾼的企业，已经成为所有投资⼈⾼度警惕的雷区。另外，能否吸引国有投资

基⾦和⾦融机构的钱，将是未来⼀年融资的关键因素。

 

Part2

2019年中国创投市场的⼏个变量

01

玩家版图变化

境内玩家变化 

 

⼈⺠币LP进⼀步国资化，国资逐步从幕后⾛到台前：2018年⼈⺠币市场募集规模前⼗⼤基

⾦，有七只基⾦资⾦来⾃国家队；除了地⽅财政出资之外，央企、城投公司等国有企业也⾮

常活跃。另⼀⽅⾯，国资开始从幕后⾛到台前承担GP⻆⾊，帮助政府把政府引导基⾦和⺟

基⾦做得更加专业化。在2019年，想要募集新的⼈⺠币基⾦，寻求政府出资⼏乎是必要条

件。 

⺟基⾦加码直接投资：在过去的2018年，陆续有多⽀百亿级以上规模的⺟基⾦纷纷落地，

且开始加码⼀级市场直投。这些⺟基⾦拥有雄厚的资⾦和强⼤的品牌背书能⼒，2019年他



们会在重点关注先进制造、硬科技、医疗健康、节能环保等国家政策⿎励进⼊的领域。 

保险投资将不再受⾏业范围限制，政策⿎励险资加⼤股权投资业务⽐例：⽬前政策⿎励险资

积极参与市场化可转债项⽬，⿎励投资⼩微企业。保险资⾦当前偏好通过投资优秀私募GP

的形式来参与股权投资，所以未来头部GP将会获得更多的保险LP的⻘睐。保险资⾦直投更

加偏好明星项⽬，有⼤平台兜底回购的项⽬，现⾦流充⾜的企业，有明确上市预期的项⽬或

者股债结合的项⽬。 

政府背景基⾦、新兴PE、⾦融机构背景的投资⼈相对活跃，与A股相关的投资⼈相对沉寂：

托管⼤量地⽅政府资⾦的头部GP变得活跃，例如托管河南、厦⻔、武汉、天津等地⽅政府

资⾦的中⾦资本；⼀些新⽣代PE也在2018年在市场上表现优异，⽐如⼤钲资本和德弘资本

等；由于科创板的兴起，头部的券商直投积极布局科创板第⼀批和第⼆批企业；传统银⾏系

的投资⼈中，2018年中银投资和农银国际的表现⾮常亮眼。 

境外玩家变化 

 

美元投资⼈中新⼈表现亮眼，对冲基⾦和家族办公室开始⼊场：他们的资⾦⼤举从⼆级转向

⼀级，顺藤摸⽠开始收割⼀级市场的优质项⽬。安永预计，到2020年，将有28%的对冲基

⾦会参与私募投资。例如管理约5亿美⾦资产的D1Capital，将有35%的资⾦投⼊到PE阶

段；再如管理约130亿美⾦资产的Point72，在募集新的体量约为7.5亿美⾦的基⾦投⼊到

VC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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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味变化

⾏业维度 

 

境内机构聚焦先进制造、硬科技、医疗健康、节能环保等领域：先进制造领域例如新材料、

智能和柔性制造赛道；硬科技领域例如物联⽹、机器⼈赛道；新药领域的CRO/CMO/CDMO企

业，成药性⾼的Me-Only、Me-Specific，创新医疗器械、⾼值耗材、AI+新药、AI+影像、医

药电商、以医疗⼤数据为核⼼的赋能型企业等。

海外机构聚焦消费、零售、医疗健康等⼤产业：消费零售领域例如新潮牌、社区拼团、⼩区

业态新零售、⽣鲜冻品产业链赛道；医疗健康产业例如技术平台型的新药研发企业，⼼⾎管、

肿瘤、眼科、⼝腔等专业连锁机构等。

阶段维度

 



境内机构呈现⽐较明显的向“头部”和“尾部”聚焦的趋势：聚焦公司整体估值在3-5亿⼈⺠

币左右的A或B轮融资；上市预期较为明确的新经济独⻆兽企业或已具备较强盈利能⼒的细

分市场⻰头；经济模型已经得到验证的成⻓期阶段项⽬或者A股市场出现的价值洼地。

 

海外机构呈现向成熟阶段的企业聚焦的趋势：根据PWC报告显示，海外创投市场2013年到

2018年期间，从获投项⽬数量来看，种⼦阶段的项⽬⽐例从36%下降⾄25%，成⻓期阶段

项⽬⽐例基本持平，维持在20-23%左右，中晚期、成熟期的项⽬⽐例从18%增⻓⾄

27%。 

 

产品维度 

  

新的“四万亿”与创投市场的关系：近期央⾏再次降准，下调⾦融机构存款准备⾦率1个百分

点，释放约1.5万亿资⾦，去除⼀季度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不再续后的因素，净释放⻓

期资⾦约8,000亿元；2019年预计还会有2-3次降准，市场上会出现新的⼀波“4万亿”。增量资

⾦主要还是会通过银⾏⼤量流向地⽅政府、央企、各地国有企业、⼤型⾦融机构等平台。因

此，对于新经济创业公司来说，打通与⾦融机构和⼤型国有基⾦的沟通渠道并拿到他们的投

资，是间接享受“四万亿”的唯⼀⽅式。  

银⾏资⾦更⻘睐传统债权和可转债，增加股债结合和股债融合的新型⾦融产品投放：⼯农中

建旗下已经设⽴⾦融资产投资公司，其他商业银⾏未来可能会与AMC公司合作设⽴⾦融资

产投资公司，聚焦可转债业务，具体操作⽅式为企业向银⾏出让债权，银⾏将债权转化为股

权，遵循市场化原则协商定价；其中银⾏投资款必须全部⽤来归还债务，投资额度原则上单

笔⾦额不低于5亿⼈⺠币，不能投向⾦融和地产⾏业。针对⾮传统债权融资，例如并购配套

资⾦和纯股权融资，银⾏偏好有实际控制⼈承诺兜底、有股权质押、盈利情况良好、有明确

上市预期得项⽬，同时降低对不动产抵押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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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味变化

也总有⼀些投资偏好是相对不变的：⽆论是已经过去的2018年，还是已经到来的2019年，⼈

⺠币和美元资⾦，都会更希望看到天花板⾜够⾼、经济模型健康、估值合理的⾏业⻰头型企

业。⼈⺠币机构会更加在意企业的盈利能⼒和现⾦流情况，同时对企业的核⼼技术壁垒、上市

预期是否明确等也格外关注；美元机构会更加在意企业的天花板、单位经济模型和所⾯临的政

策监管等因素。当然，⽆论是⼈⺠币还是美元机构，都会对经济模型尚未得到证明的“VC阶段

+PE估值”的项⽬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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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市场环境 

01

A股

IPO审核进⼀步趋严，外资持续流⼊A股市场：2018年A股IPO的公司数量为105家，同⽐下

降76%，创5年来新低；融资规模约1,378亿元，同⽐下降40%；与此同时证监会出台了⼀

系列针对新股发⾏审核的责权新规，审核进⼀步趋严。2018年全年A股IPO审核通过率仅为

56%，远低于2017年的76%；同时，伴随2018年内A股相继纳⼊多个国际指数（包括

MSCI新兴市场指数、富时罗素指数等），外资在A股持股⽐例不断提升，A股市场开放程度

稳步改善。 

尽管审核趋严将成常态，A股IPO仍将是境内优质公司上市的重要选择，科创板将为新经济

公司提供新的上市渠道：虽然证监会针对A股IPO的审核更加严格，但考虑到A股部分新经济

⾏业仍存在估值溢价，境内的优质新经济公司将会考虑所处⾏业的估值以及⾃身业务、财务

情况，仍将A股IPO作为上市的重要选择。同时，科创板的正式落地将有效拓展头部科创企

业的上市渠道。 

我们预计2019年外资将持续加码中国资本市场：外管局于近期放宽QFII额度⾄3,000亿美

元，进⼀步便利了外资布局中国资本市场。我们预计，在美国经济⻅顶下⾏、A股估值⽇趋

合理的背景下，中国资本市场对外资吸引⼒将进⼀步提升，⼤量海外资⾦将回流中国。

除外资以外，五⼤⾏理财⼦公司也有望为A股带来万亿量级增量资⾦：2019年2⽉17⽇，随

着银保监会正式批准⼯⾏理财⼦公司设⽴，五⼤国有银⾏（除邮储银⾏外）理财⼦公司已全

部获批成⽴。由于2018年四季度出台的理财新规已允许公募理财通过公募基⾦投资股市，

未来上述理财⼦公司有望为A股带来⼤量合规增量资⾦。

 

02

港股

港股IPO新规落地，新经济头部企业抢滩港股市场，但上市后整体表现惨淡、市场接纳度不

⾼：随着⼀季度港交所IPO新规的正式落地，新经济企业开始抢滩港股市场。2018年全年，

共有207家公司登陆港交所、合计募集资⾦2,779亿港元，募资⾦额在全球资本市场排名第

⼀；其中共有28家新经济企业在港上市，IPO募资额1,360亿港元，占⽐近50%。港股市场

已成为新经济企业上市的⾸选之⼀。 



但新经济独⻆兽抢滩上市后的股价⾛势却不容乐观。截⾄2018年末，28家新经济企业中，

逾⼋成企业破发、8家公司股价接近腰斩；与此同时，往年登陆港股的新经济企业同样表现

不佳，2018年内美图公司股价下跌达80%；除去港股市场整体下⾏因素外，⾹港市场对新

经济企业的认知及接纳程度不⾼也是重要因素之⼀。 

2019年，我们认为⼆级市场表现乏⼒、市场对新经济接纳度难⻅显著改善，将成为新经济

企业港股上市热度延续的最⼤阻碍：受发⾏遇冷、破发频现的影响，预计2019年新经济公

司在港股上市的发⾏价格和⼆级市场表现仍有较⼤的挑战。新经济企业考虑港股作为上市地

时将更加审慎，扎堆上市的热度不复。

 

03

美股

美股市场开始进⼊下⾏周期，中概股IPO数量及发⾏规模⼤幅上升：10年⽜市进⼊尾声，美

股市场开始进⼊下⾏周期；纳斯达克指数较2018年内⾼点下跌18%以上，过往表现稳健的

科技巨头企业也频频出现单⽇5%以上的跌幅；与此同时，2018年中概股IPO数量共有38

笔，融资规模达到84亿美元，相⽐2017年分别上升58%、147%。对于在美国市场⾏业认

知更好、有成熟对标企业的新经济企业来说，美股仍然具备相当的吸引⼒。 

尽管美股震荡下⾏⾛势短期或将延续，但美股市场对部分新经济⾏业接纳度更佳，未来对于

新经济企业仍具备吸引⼒：相较港股市场，美股投资⼈对新经济企业接纳度普遍更⾼、部分

垂直⾏业（尤其新能源汽⻋、电商等⾏业）估值体系更加成熟，美股上市仍将是新经济企业

的主要选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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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 

伴随1⽉30⽇《科创板⾸次公开发⾏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及⼀系列实施细则的征求意

⻅稿（以下简称“科创板新规”）发布，科创板制度框架已愈加清晰。从发⾏审核机制⾰新、

允许符合条件的未盈利/红筹/同股不同权企业上市、设置五套发⾏上市标准等各项创新举措

的快速落地，可以看出监管层拥抱制度创新、全⾯接轨国际市场的决⼼。（易凯资本证券部的

同事也在新规正式颁布之后，迅速反应，出品了科创板48⼩时快解读：《知否知否，有条新路可⾛：站在

⼀级市场眺望科创板》。请戳链接，进⼀步阅读。）

我们认为，科创板将对⼀级市场产⽣以下影响：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4MjA1OTcyMg==&mid=2650054905&idx=1&sn=93326f1042f577ed2c947eb8bc68171c&chksm=f39fb65cc4e83f4a62480a78adb7b66ecd66dec04549dfde55fbff7e6b3781d96dcaea9d547e&token=129698418&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01

对于符合条件的科创企业⽽⾔，潜在退出路径将得到有效拓展；但在科创板运⾏情况尚待观

察之时，更多⾮⾸批上市科创企业或将审慎观望。尽管本次科创板新规从概念到落地仅耗时

三个⽉，但包括监管细则、估值⽔平、交投活跃度在内的诸多环节仍不明朗。除已达相当体

量、⾏业及运⾏规范明确符合监管标准的头部科创企业，更多⾮⾸批上市企业在当前或将以

审慎观望为主，待靴⼦完全落地后再进⼀步审视与科创板的匹配度、作出上市地选择。

02

科创领域红筹架构/同股不同权企业、A股上市公司分拆⼦公司的上市灵活性将得到有效提

升。考虑到此次科创板新规已允许红筹（包括VIE，下同）架构企业上市及发⾏存托凭证

（但红筹架构登陆科创板条件应⾼于⼀般境内架构科创企业），红筹架构及同股不同权科创

企业将有望实现科创板/港股/美股上市的最⼤灵活性；后续待科创板稳定运营后，可视不同

上市地的估值⽔平、流动性及⾏业接纳度，灵活选择上市地。与此同时，科创板放开了对A

股上市公司⼦公司境内上市的限制（尚⽆先例），A股上市公司孵化的科创⼦公司将有望实

现境内独⽴上市，退出渠道得到极⼤拓展。

03

科创板有望在中⻓期成为⼀级市场投资机构具有实质意义的退出可选项。考虑到监管层对本

次科创板实施的⾼度重视、科创板作为市场化改⾰试⾦⽯的重要地位，科创板相较过往新三

板、战新板、CDR等历次制度改⾰，更有可能成为注册制全⾯落地、实质性拓宽科创企业上

市选择的重要渠道。⻓期内，科创板将有望提升信息技术、⾼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

能环保以及⽣物医药等领域头部企业对PE/VC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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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蛋：易凯“⼩”数据

 

在过去的2018年，易凯资本私募融资管道中执⾏的项⽬共有80个：消费项⽬18个、科技项

⽬12个、娱乐项⽬18个、医疗项⽬32个。 



2018年宣布完成的项⽬，从启动到完成平均时⻓为31周：消费项⽬35周、科技项⽬36周、

娱乐项⽬28周、医疗项⽬29周。

平均询问3.2个投资机构可贡献1个有效会议：消费项⽬3.0次询问、科技项⽬3.8次询问、娱

乐项⽬3.6次询问、医疗项⽬2.3次询问。 

平均每11.5场有效会议可贡献1张TS：消费项⽬7.1场、科技项⽬10.5场、娱乐项⽬14.4

场、医疗项⽬14.9场。

平均每2.6张TS可贡献1张SPA：消费项⽬2.0张、科技项⽬2.0张、娱乐项⽬3.8张、医疗项

⽬3.8张。 

 “最快”和“最慢”：2018年易凯资本私募融资和并购完成项⽬中，最快项⽬⽤时12周，最

慢项⽬⽤时57周。 

 “最多”和“最少”：2018年易凯资本私募融资和并购完成项⽬中，排会数量最多的为57

场，最少的为2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