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亿存量吸引

PE二级市场暗潮涌动

本报记者 刘宗根

“区域融媒体移动资讯龙头企业，转让股权比例保密，转让份额5000万元，项目所属阶段C轮，意向投资机构 50家，交易状态进行中。 ”

近期，在国内某股权转让服务平台官网上，一则关于老股买卖的信息被挂出。 所谓的老股买卖，实际上就是鲜为大众熟知的 PE二级市场。

PE二级市场是个“舶来品” 。 2012年，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联合多家机构发起设立“中国PE二级市场发展联盟” ，拉开了“中国版” PE二级市场发展的序幕。

六年过去了，当初被寄予厚望的PE二级市场，在股权投资退出压力不断升温的当下，再度成业内关注的焦点。

万亿存量的吸引力

上述挂出老股买卖信息的，是国内比较知名的一家非官方背景的股权转让服务平台。 “截至目前，平台撮合了二三十笔交易，合计金额十几亿元。 ” 该平台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之所以成立 PE二级市场转让服务平台，正是看到了股权投资的退出压力。

对于大多数业内人士而言，谈到PE二级市场，不能绕过的，一定是私募股权投资的流动性问题。 按照市场的主流观点，PE二级市场主要指从已经存在的 LP手中购买相应的私募股权权益，也包括从GP手中购买私募股权基金中部分或所有的投资组合。

相比国外 ，“中国版” PE二级市场起步较晚，直至 2010年，国内才陆续有一些小规模的实验。 此后以歌斐资产为代表的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相继推出“S基金”（专注于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基金），不过数量依然较少。

业内人士介绍，现阶段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退出格局是 ：10%能够并购，10%能够 IPO，20%会死掉，60%在发展过程中。 换句话说，也就是有百分之七八十的项目是没有办法退出的，这也倒逼了PE二级市场的发展。

那么，LP和GP退出的压力到底有多大？ 根据清科数据，过去10年，国内存量股权投资管理规模超过6000亿美元，每年新增投资规模1000亿美元。 尽管市场已经累计退出了2500亿美元，截至 2016年底，市场上仍有 5000多亿美元，相当于3万亿元的存量投资项目等待退出。

晨哨并购分析师李超认为，未来3年还将有接近1万亿人民币的资本流入私募股权投资市场。 尽管进入资金庞大，但是国内PE目前主要依赖的退出渠道还是 IPO和并购。 “未来随着更多基金到期期限的临近，GP的流动性压力必将骤升，PE二级市场可以为这些GP们提供第三条重要的退出路径 。 ”

“不管LP还是GP，都有及时退出的现实需求：一是国内基金普遍周期短，LP退出压力大；二是GP开募新基金前，退出业绩必不可少；三是投资人希望落袋为安，比如说1000万元估值投进去，现在10亿元估值转让已经赚了一百倍；四是投资人战略方向发生调整，或者持股比例较低，没有太大战略的价值；五是原来合伙人退出，其他合伙人不愿意接管。 ” 中国股权转让中心主任李刚强表示。

李超认为，当出现流动性不足或者难以承担未来的投资承诺时，通过权益转让，LP可以避免更多的投资并很快收回大部分投资和回报；当LP投资的GP过多或面临投资期限、地区和类型的战略调整时，PE二级市场对于LP来说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可以实现投资组合再平衡。 此外 ，当GP更换投资经理或者GP的投资策略与LP出现分歧时，LP也可以选择通过这种方式与GP“友好分手” 。

业内人士认为，PE二级市场最大的作用是为 PE这一缺乏流动性的资产提供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不仅是基于一级市场 LP的，也是基于GP的。

“基金的存续期一般是7年，3年投资期过后，被投项目的业绩基本可以确定。 如果从第 3年开始接盘，自然能降低风险，提高收益。 ” 北京某PE二级市场投资人表示。

定价“拦路虎”

除了万亿存量，折扣也是 PE二级市场的另一大吸引力所在。

“几乎没有溢价接盘的，基本都有折扣。 ” 据新程投资合伙人王岱宗透露，在PE二级市场的交易中，30%的折扣在业内很普遍 ，最多超过 50%的也有 ，不过如果项目比较好，折扣就比较低，可能只有5%。

“与PE一级市场不同 ，PE二级市场的盈利空间除了通常意义上的企业自身成长带来的增值，以及估值的增长，还有一个是‘流动性折扣’ ，即不管是 LP份额还是GP份额，买家提供的是一个流动性。 卖家没办法 IPO或者并购，这时候想要出手就要有折扣。 ” 王岱宗表示。

李刚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一个项目估值10亿元，打八折卖给接盘方，等到上市时如果是 20亿元，接盘方就浮盈1 .5倍

而折扣和短投资周期带来的直接结果是，PE二级基金的 IRR比较高。 “回顾 2010-2013年年份的PE二级基金， IRR的中位数保持年化 20%左右。 最大 IRR回报是 2010年的一只基金，达到了 63%。 对比其它类别的私募股权基金，PE二级基金的 IRR中位数保持了领先的位置。 这出乎许多投资人的意料 。 ” 北京某 PE二级市场分析师表示。

投中研报显示，目前国内“S基金” 规模大约是 200亿元左右，通过“S基金” 退出的仅占 0 .11%，与 IPO、股权转让、并购等相去甚远。

对于PE二级市场退出占比较小的原因，业内人士认为，最大的“拦路虎 ” 或许来自定价 。

李超认为，PE二级市场的估值一般会从以下三方面来考量 ：一是对于 LP权益的定价与评估必须对PE的被投资企业进行定价与评估；二是确定作为被投资企业股东之一的PE在整个被投资企业中所享有的权益 ，即需要考察和解决PE与其他被投资企业股东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安排问题 ；三是进一步分析和确定拟出售基金权益的LP在整个PE基金中所占有的权益数量与特点，即需要考察和解决该LP与其他LP以及该LP与GP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安排问题。

“估值的困难，以及买卖双方的估值差异，也成为目前市场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 李超表示。

业内人士认为，定价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涉及到诸多环节 。 如果企业在过去的6个月之内有新一轮的增资，可以据此为标准 ，设置流动性折扣。 如果这企业上一轮融资时间距离较远 ，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分析。

此外，尽调也被认为是另一大难题。 “转让LP份额时，评估过程需要把GP的投资组合重新审核一遍 ，而目前国内很多GP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投资组合和投资策略泄露给别人。 ” 李超表示。

“‘二手份额 ’ 交易体系需要升级，需要很大的风险对冲空间 ，对于资产的配置方式也有着独特的要求 。 ” 前述PE二级市场投资人表示。

为了适应股权投资市场的发展，近年来PE二级市场也在不断进行着自我的变革。

以“S基金” 为例，目前来看，国内的“S基金” 主要有四种交易形式：LP型、直投型、扩充资本型和收尾型。

其中第一种应用最为广泛。 LP型交易产生于当一只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者想卖出其所持有的股权份额给其他投资者时，新进购买方将代替原先的LP。 对于原来的LP而言，其作用就是提早获得现金、改变投资策略、锁定基金回报率。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的部分母基金已经开始试水新的玩法：P（首次投资）+S（私募股权转让）+D(直接或联合投资）投资策略，常规配置组合是5 :3 :2。 以 P为主，S和D为辅，利用P深入行业核心层，通过 S增加流动性，D则主要用于提升收益。

平台合规遇挑战

万亿存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机构加入其中，不过多数仍然处于观望状态。 一方面是专业知识匮乏 ，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合规的风险 。

前述的股权转让服务平台也进行了风险转让提示：“因国家宏观政策、法律 、法规的变化，紧急措施的出台，相关监管部门监管措施的实施等因素，导致平台可能被认定违反法律、法规或相关监管要求，亦可能需进行清理整顿。 前述情况可能会影响交易正常进行，也可能导致交易违反国家法律 、法规或者其他监管规定，进而导致相关交易文件被宣告无效、撤销 、解除或提前终止等。 对此平台管理者不承担任何责任 ，用户应自行承担由此导致的损失 。 ”

“不久前，某地方产权交易所计划开展PE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但被叫停了。 ” 北京某资深 PE二级市场分析师对记者表示。

投中研报显示，国内GP有两成愿意参与PE二级市场的交易，23 .08%处于观望状态。 这也显示了 PE二级市场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 业内人士认为，交易结构和投资条款谈判复杂，估值缺乏相应的标准和基准，GP和LP对二级市场的理解都制约着PE二级市场的发展。

李超认为，虽然上述局部的实验部分效果显著，但从目前国内整体的PE二级市场发展现状看，进展依然较为缓慢。

在李超看来，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两点：一是“习惯了千军万马挤 IPO” 的GP还是习惯老套路，对于PE二级市场认可度不高。 从中国PE的发展现状来看，对流动性需求最高的是GP，GP主导的PE二级市场交易应成为市场主流，但现实却恰恰相反 。 中国PE一级市场的GP大多醉心于 IPO，对于PE二级市场提不起多大兴趣。 当然这与回报率密切相关。 二是现存的一些市场结构性问题，也是阻碍该市场发展的重要原因。 比如中国的 LP多以散户为主，仅有少数机构投资人、政府机构以及政府引导基金手中有少数基金份额，过度分散的结构很难促成大规模的交易量。 再如中国本土的专业买家依然十分匮乏，目前仅有少数母基金和专项二级市场基金，没有形成足够的市场需求。

“根据统计 ，即使加上并购退出，新三板挂牌转让等方式，中国PE目前的退出率也仅维持在10%左右 。 未来两三年，新一轮退出潮又将逼近，届时GP将承受更大的压力。 虽然从国际经验看，PE二级市场交易往往是在净资产现值的基础上打一个折扣，但不失为流动性管理的便利工具。 中国的GP或许在收益率和流动性方面需要学习更多的‘平衡术’ 。 ” 李超表示。

而王岱宗则认为机遇大于风险。 “万亿存量其实都可以被视为PE二级市场容量，不过具体还要看退出需求，其实未来想象空间蛮大。 ”

fund

04

本周话题

2018

年

5

月

7

日 星期一

编辑：鲁孝年 美编：王春燕

万亿存量的吸引力

上述挂出老股买卖信息的， 是国内比较知

名的一家非官方背景的股权转让服务平台。

“截至目前，平台撮合了二三十笔交易，合计金

额十几亿元。 ” 该平台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 之所以成立PE二级市场转让服务平

台，正是看到了股权投资的退出压力。

对于大多数业内人士而言， 谈到PE二级市

场，不能绕过的，一定是私募股权投资的流动性

问题。 按照市场的主流观点，PE二级市场主要

指从已经存在的LP手中购买相应的私募股权权

益，也包括从GP手中购买私募股权基金中部分

或所有的投资组合。

相比国外，“中国版” PE二级市场起步较

晚，直至2010年，国内才陆续有一些小规模的实

验。 此后以歌斐资产为代表的第三方财富管理

机构相继推出“S基金”（专注于私募股权二级

市场的基金），不过数量依然较少。

业内人士介绍， 现阶段私募股权投资行业

的退出格局是：10%能够并购，10%能够IPO，

20%会死掉，60%在发展过程中。 换句话说，也

就是有百分之七八十的项目是没有办法退出

的，这也倒逼了PE二级市场的发展。

那么，LP和GP退出的压力到底有多大？ 根

据清科数据，过去10年，国内存量股权投资管理

规模超过6000亿美元，每年新增投资规模1000

亿美元。尽管市场已经累计退出了2500亿美元，

截至2016年底， 市场上仍有5000多亿美元，相

当于3万亿元的存量投资项目等待退出。

PE二级市场分析师王雪（化名）认为，未来

3年还将有接近1万亿人民币的资本流入私募股

权投资市场。 尽管进入资金庞大，但是国内PE

目前主要依赖的退出渠道还是IPO和并购。“未

来随着更多基金到期期限的临近，GP的流动性

压力必将骤升，PE二级市场可以为这些GP们提

供第三条重要的退出路径。 ”

“不管LP还是GP， 都有及时退出的现实需

求： 一是国内基金普遍周期短，LP退出压力大；

二是GP开募新基金前， 退出业绩必不可少；三

是投资人希望落袋为安， 比如说1000万元估值

投进去，现在10亿元估值转让已经赚了一百倍；

四是投资人战略方向发生调整， 或者持股比例

较低，没有太大的战略价值；五是原来合伙人退

出，其他合伙人不愿意接管。 ” 国内某股权转让

研究中心人士王明（化名）表示。

王雪认为，当出现流动性不足或者难以承

担未来的投资承诺时， 通过权益转让，LP可以

避免更多的投资并很快收回大部分投资和回

报；当LP投资的GP过多或面临投资期限、地区

和类型的战略调整时，PE二级市场对于LP来

说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可以实现投资组合

再平衡。此外，当GP更换投资经理或者GP的投

资策略与LP出现分歧时，LP也可以选择通过

这种方式与GP“友好分手” 。

业内人士认为，PE二级市场最大的作用是为

PE这一缺乏流动性的资产提供流动性，这种流动

性不仅是基于一级市场LP的，也是基于GP的。

“基金的存续期一般是7年，3年投资期过

后，被投项目的业绩基本可以确定。 如果从第3

年开始接盘，自然能降低风险，提高收益。 ” 北

京某PE二级市场投资人表示。

定价“拦路虎”

除了万亿存量， 折扣也是PE二级市场的另

一大吸引力所在。

“几乎没有溢价接盘的， 基本都有流动性折

扣。 ”据国内某PE二级市场投资机构合伙人谢峰

（化名）透露，在PE二级市场的交易中，30%的折

扣在业内很普遍，最多超过50%的也有，不过如果

项目比较好，折扣就比较低，可能只有5%。

“与PE一级市场不同，PE二级市场的盈利

空间除了通常意义上的企业自身成长带来的增

值，以及估值的增长，还有一个是‘流动性折

扣’ ，即不管是LP份额还是GP份额，买家提供的

是一个流动性。 卖家没办法IPO或者并购，这时

候想要出手就要有折扣。 ” 谢峰表示。

王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如果一个项目估

值10亿元，打八折卖给接盘方，等到上市时如果

是20亿元，接盘方就浮盈1.5倍。

而折扣和短投资周期带来的直接结果是，

PE二级基金的IRR比较高。 “回顾2010-2013

年年份的PE二级基金，IRR的中位数保持年化

20%左右。 最大IRR回报是2010年的一只基金，

达到了63%。对比其它类别的私募股权基金，PE

二级基金的IRR中位数保持了领先的位置。 这

出乎许多投资人的意料。 ” 北京某PE二级市场

分析师表示。

投中研报显示，目前国内“S基金” 规模大

约是200亿元左右，通过“S基金” 退出的仅占

0.11%，与IPO、股权转让、并购等相去甚远。

对于PE二级市场退出占比较小的原因，业

内人士认为，最大的“拦路虎” 或许来自定价。

王雪认为，PE二级市场的估值一般会从以

下三方面来考量： 一是对于LP权益的定价与评

估必须对PE的被投资企业进行定价与评估；二

是确定作为被投资企业股东之一的PE在整个被

投资企业中所享有的权益， 即需要考察和解决

PE与其他被投资企业股东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安

排问题； 三是进一步分析和确定拟出售基金权

益的LP在整个PE基金中所占有的权益数量与特

点，即需要考察和解决该LP与其他LP以及该LP

与GP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安排问题。

“估值的困难， 以及买卖双方的估值差异，

也成为目前市场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 王雪

表示。

业内人士认为， 定价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

的过程，涉及到诸多环节。 如果企业在过去的6

个月之内有新一轮的增资，可以据此为标准，设

置流动性折扣。 如果这企业上一轮融资时间距

离较远，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分析。

此外，尽调也被认为是另一大难题。“转让LP份

额时，评估过程需要把GP的投资组合重新审核一遍，

而目前国内很多GP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投资组合和

投资策略泄露给别人。 ”王雪表示。

“‘二手份额’ 交易体系需要升级，需要很

大的风险对冲空间， 对于资产的配置方式也有

着独特的要求。 ” 前述PE二级市场投资人表示。

为了适应股权投资市场的发展， 近年来PE

二级市场也在不断进行着自我的变革。

以“S基金” 为例，目前来看，国内的“S基

金” 主要有四种交易形式：LP型、直投型、扩充

资本型和收尾型。

其中第一种应用最为广泛。 LP型交易产生于

当一只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者想卖出其所持有

的股权份额给其他投资者时，新进购买方将代替

原先的LP。 对于原来的LP而言，其作用就是提早

获得现金、改变投资策略、锁定基金回报率。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的部分母基金已经开

始试水新的玩法：P（首次投资）+S（私募股

权转让）+D(直接或联合投资）投资策略，常

规配置组合是5:3:2。 以P为主，S和D为辅，利

用P深入行业核心层， 通过S增加流动性，D则

主要用于提升收益。

平台合规性遇挑战

万亿存量，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机构加入其

中，不过多数仍然处于观望状态。 一方面是专业

知识匮乏，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合规性的风险。

前述的股权转让服务平台也进行了风险提

示：“因国家宏观政策、法律、法规的变化，紧急

措施的出台， 相关监管部门监管措施的实施等

因素，导致平台可能被认定违反法律、法规或相

关监管要求，亦可能需进行清理整顿。 前述情况

可能会影响交易正常进行， 也可能导致交易违

反国家法律、法规或者其他监管规定，进而导致

相关交易文件被宣告无效、撤销、解除或提前终

止等。 对此平台管理者不承担任何责任，用户应

自行承担由此导致的损失。 ”

“不久前， 某地方产权交易所计划开展PE

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但被叫停了。 ” 北京另一PE

二级市场分析师对记者表示。

投中研报显示，国内GP有两成愿意参与PE

二级市场的交易，23.08%处于观望状态。这也显

示了PE二级市场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 业内人

士认为，交易结构和投资条款谈判复杂，估值缺

乏相应的标准和基准，GP和LP对二级市场的理

解都制约着PE二级市场的发展。

王雪认为， 虽然上述局部的实验部分效果

显著，但从目前国内整体的PE二级市场发展现

状看，进展依然较为缓慢。

在王雪看来，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两点：一

是“习惯了千军万马挤IPO” 的GP还是习惯老

套路，对于PE二级市场认可度不高。 从中国PE

的发展现状来看， 对流动性需求最高的是GP，

GP主导的PE二级市场交易应成为市场主流，但

现实却恰恰相反。中国PE一级市场的GP大多醉

心于IPO，对于PE二级市场提不起多大兴趣。 当

然这与回报率密切相关。 二是现存的一些市场

结构性问题，也是阻碍该市场发展的重要原因。

比如中国的LP多以散户为主， 仅有少数机构投

资人、 政府机构以及政府引导基金手中有少数

基金份额， 过度分散的结构很难促成大规模的

交易量。 再如中国本土的专业买家依然十分匮

乏，目前仅有少数母基金和专项二级市场基金，

没有形成足够的市场需求。

“根据统计，即使加上并购退出，新三板挂牌

转让等方式， 中国PE目前的退出率也仅维持在

10%左右。 未来两三年，新一轮退出潮又将逼近，

届时GP将承受更大的压力。 虽然从国际经验看，

PE二级市场交易往往是在净资产现值的基础上

打一个折扣， 但不失为流动性管理的便利工具。

中国的GP或许在收益率和流动性方面需要学习

更多的‘平衡术’ 。 ”王雪表示。

而谢峰则认为机遇大于风险。“万亿存量其

实都可以被视为PE二级市场容量，不过具体还

要看退出需求，其实未来想象空间蛮大。 ”

万亿存量吸引

PE二级市场暗潮涌动

□本报记者 刘宗根

“区域融媒体移动资讯龙

头企业， 转让股权比例保密，转

让份额5000万元， 项目所属阶

段C轮， 意向投资机构50家，交

易状态进行中。 ”

近期，在国内某股权转让服

务平台官网上，一则关于老股买

卖的信息被挂出。所谓的老股买

卖，实际上就是鲜为大众熟知的

PE二级市场。

PE二级市场是个 “舶来

品” 。 2012年，北京金融资产交

易所联合多家机构发起设立

“中国PE二级市场发展联盟” ，

拉开了 “中国版” PE二级市场

发展的序幕。

六年过去了，当初被寄予厚

望的PE二级市场， 在股权投资

退出压力不断升温的当下，再度

成业内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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