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骏 做新三板投资领军机构

本报记者 张洁

18秒，融资2亿元！ 这样的融资速度，怕是只有天星资本才能做到。

如今新三板市场愈发火热，掘金新三板的 PE/VC机构更是赚的盆满钵盈。 天星资本以敏锐的嗅觉，率先布局了新三板市场，更凭借实力在投资企业数量、资金规模及浮盈等全面领先，成为新三板创投第一军团。

“新三板会是中国的纳斯达克，这里将会孕育出无数伟大的企业。 ”天星资本总裁王骏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信心满满地说，天星资本要做永远服务于创新型企业的创投机构，构建生态圈模式，打造新一代创新型创投机构。

深度掘金新三板

中国证券报：凭借先于市场的敏锐嗅觉，天星资本提早布局新三板市场，被业内称为“最具眼光的投资机构”。 天星资本如何借助新三板市场实现快速成长？

王骏：天星资本是国内最先布局新三板市场的创投机构，截至2015年5月 8日，天星资本已投资企业 171家，在新三板完成挂牌的123家，已转做市交易企业 43家，管理基金规模超过百亿元。 天星资本已与20多家证券公司、信托、银行等金融机构联合发行或拟发行新三板基金。 预计2015年天星资本管理资金规模将超200亿元，投资企业将超 800家。

对于一家年轻的创投机构来说，掘金新三板可以实现快速的财富增值，这基于两个原因，第一，就投资一家初创公司来说，不仅可以享受公司利润增长带来的股权增值，同时可以享受新三板企业市盈率修复空间。 目前新三板挂牌企业的市盈率平均在 20倍左右，但以企业成长性来判定市盈率，如果未来新三板的流动性不断修复，代表着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新三板挂牌企业，其市盈率应该为创业板的两倍。

当然在新三板掘金，不仅凭借制度红利，还是要依靠创投机构的专业判断能力，以及优质丰富的项目来源 。 而天星资本的最大竞争优势，是以新三板业务为核心在各种金融机构、企业资源上的深度积累 。

在新三板制度红利释放阶段，天星资本会充分把握市场时机放量开垦。 大量进行调研和挑选企业，优中选优。 今年新三板挂牌企业年底将达到5000家，明年突破万家，这要求天星资本以更快的投资节奏追赶市场扩容速度。

中国证券报：对于新三板，不同的投资机构有不同的认知 ，天星资本如何理解新三板并把握市场发展机遇 ？

王骏：大家对新三板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企业“看不上、看不懂”新三板，多数企业认为挂牌新三板融资本无法覆盖各种成本，但随着融资功能的改善，以及做市商制度的推出，新三板流动性大大提升，市场认知进入第二个阶段，那就是新三板将会是中国的纳斯达克。 在这里，企业可以获得融资，对投资机构来说，这里不仅能赚钱，而且还可以享受制度带来的红利。 有人或许认为等红利消退后，新三板仍会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一个补充，但是天星资本坚信，进入第三个阶段，大家会逐步意识到新三板无论从挂牌企业数量还是企业成长的活力，都将会推动新三板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最有发展前景的市场，新三板才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真正核心。

新三板会是中国资本市场最科学 、最健康的交易市场，基于制度设计的透明和市场化，企业挂牌新三板不存在门槛问题，且兼备了流动性和融资功能，这个市场将会海纳百川，也会产生出许多黑马企业，更不会错杀各种优质企业。 企业数量和交易量会很快超过上交所 。

新三板主导中国资本市场是大势所趋，从资金的流向就可以看出。 如果创业板代表了高成长企业，那么新三板更是代表了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对于投资机构来说，真正的风险根源是信息不对称，在新三板上任何瑕疵都可以披露，任何企业都可以挂牌寻求资金方，是否获得融资完全取决于市场。 也正是由于对新三板的长期判断，天星资本会非常重视新三板，充分利用新三板市场的发展机遇，永远做新三板的领军投资机构。

源于天星资本对新三板市场的充分认知 。 天星资本会注重商业模式的创新，随市场变化调整运作思路和模式，并且将长期战斗在新三板市场。

创新生态链模式

中国证券报：不同于传统的创投企业，天星资本不仅定位于深度开垦新三板，而且还在投资上“全面扫货”，为何选择这样的投资策略 ？

王骏：在大机会面前，不放量去拼实际上就是浪费机会。 天星资本会通过券商渠道获取大量的拟挂牌或挂牌项目，然后派出团队组织尽调 、立项、投资等规定动作，高效的投资理念得到了各个机构的认可，也形成了更快、更好的信息回复，让天星资本可以先于市场其他投资机构获得有价值的挂牌信息 。

在投资阶段，天星资本将企业以挂牌前后细分成七个子阶段。 挂牌后有四个，A1是刚挂牌的企业，没有别的投资机构，也没有做市商；A2是没有别的投资机构、但在找券商做市的企业，我们会跟着券商的价格进去；A3是已经做市的企业，但价格和市场价相比有较大折扣 ；A4是第一轮融资已结束企业，我们在价格可接受范围内进入。 挂牌前也分三个，B1是没有启动新三板上市企业，我们挖掘股权投资，并引导其挂牌，比例占10%；B2是已经和券商签挂牌辅导协议的企业，但还没进行股改；B3是股改完成、仍在走挂牌程序的企业。 这样的细分，在操作上具有便利性 ，根据不同阶段的企业，决定天星资本的尽调和决策力度。 天星资本也将更多的投入比重向A1、A2及挂牌阶段前移。

在投资程序上，先会初步筛选、访谈 ，如果符合投资逻辑，召开立项会 ；由立项会委员决定是否正式尽调，验证真实性 ，形成尽调报告，交给投委会表决；投委会有外聘委员，都是各个行业的专家，帮助天星一起决策。

中国证券报：天星资本更看好哪些领域的投资？ 给予估值上有何不同？ 市盈率如何确定？

王骏：天星资本已全面布局未来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行业，包括TMT、医疗、消费 、高端制造和泛金融。 初创企业利润并不是最关键指标，有些企业利润为负但发展空间巨大，依然可以获得较高的融资额 ，不同模式的公司会有不一样的参考指标，会参考实销率、日活率等，所以没有所谓的估值高低。 基于对互联网的理解，天星资本更倾向有大量用户和产品的平台类公司。

归根结底 ，企业或市场的市盈率只会与成长性正相关，新三板的成长性是创业板的两倍多，创业板是中小板两倍。 2014年数据显示，中小板的年均利润增长为12%，创业板增长了24%，新三板的年均增长达50%以上 。 而目前新三板企业的整体市盈率仅为 20倍左右，还有很大的修复空间。

中国证券报：在竞争激烈的创投领域，天星资本如何能确保长久的成长？ 实现健康合理的生态模式？

王骏：天星资本在项目投资上遵循五个字原则：帮忙不捣乱。 第一，充分相信企业家对企业的热爱远大于投资人，而真正大牛的企业家也会在各个方面展示其强大的能力，所以我们会放手把资金交给企业家运作；第二，在投后管理上，天星资本会本着服务创新企业为宗旨，尽我们所能为企业家对接上下游资源。

一个企业寻求发展，最基本的需要是钱（直接、间接）以及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的提升。 那么针对解决这个问题，天星资本将在 5月份上线一款APP平台，企业家、金融机构、社会种类资源都可以通过APP实现对接，平台会完全免费和开放，给各个企业自由对接的空间，不仅限于天星资本所投资的企业。

天星资本未来不仅会全面布局金融各领域：保险 、银行、券商、公募、信托、期货 ，还会开放的接纳各类优秀的服务机构，给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通过平台服务让每一个企业都可以在这里获得融资，得到资源整合，并获得提升。

那么越来越多的企业会加入到这个平台 ，天星资本所投企业也会获得更多的盈利空间，这样也确保了天星资本在创投领域更健康、更开放的生态链发展模式。

即将登陆新三板

中国证券报：天星资本将在9月份挂牌新三板，市场预计市值将超1000亿，天星未来是如何规划的？

王骏：天星资本已于2015年3月正式启动新三板挂牌上市程序 ，按照计划表，6月底前上报材料，最迟 9月份将正式挂牌新三板。 近日已启动第一轮定增计划 ，挂牌同时启动第二轮定增方案。 未定增前天星资本市值已高达300亿元，已超九鼎投资挂牌前市值。

本轮融资将用于增强已有投资领域的布局并开拓蒙古国、中国香港、美国硅谷等海外市场，收购、参股或设立其他金融机构，建设完善天星商学院等。

未来天星资本将继续以新三板市场投资为业务核心，其他金融业态和天星商学院、天星企业家金融服务生态系统等形成相互支撑互补 ，逐步形成可为中国创新型民营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的泛金融控股集团。

简历

王骏，天星资本总裁、创始合伙人，硕士毕业于对外经贸大学，曾就职于山西证券直投子公司、场外市场部和投资银行部；北汽福田海外事业部；山东电力集团和鲁能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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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骏 做新三板投资领军机构

□本报记者 张洁

18秒， 融资2亿

元！ 这样的融资速

度， 怕是只有天星资

本才能做到。

如今新三板市场

愈发火热， 掘金新三

板的PE/VC机构更

是赚的盆满钵盈。 天

星资本以敏锐的嗅

觉， 率先布局了新三

板市场， 更凭借实力

在投资企业数量、资

金规模及浮盈等全

面领先， 成为新三板

创投第一军团。

“新三板会是中

国的纳斯达克， 这里

将会孕育出无数伟

大的企业。 ” 天星资

本总裁王骏在接受

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

时信心满满地说，天

星资本要做永远服务

于创新型企业的创投

机构， 构建生态圈模

式， 打造新一代创新

型创投机构。

深度掘金新三板

中国证券报：凭借先于市场的敏锐

嗅觉， 天星资本提早布局新三板市场，

被业内称为“最具眼光的投资机构”。天

星资本如何借助新三板市场实现快速

成长？

王骏：天星资本是国内最先布局新

三板市场的创投机构，截至2015年5月

8日，天星资本已投资企业171家，在新

三板完成挂牌的123家，已转做市交易

企业43家，管理基金规模超过百亿元。

天星资本已与20多家证券公司、信托、

银行等金融机构联合发行或拟发行新

三板基金。 预计2015年天星资本管理

资金规模将超300亿元，投资企业将超

800家。

对于一家年轻的创投机构来说，

掘金新三板可以实现快速的财富增

值，这基于两个原因，第一，就投资一

家初创公司来说，不仅可以享受公司

利润增长带来的股权增值，同时可以

享受新三板企业市盈率修复空间。 目

前新三板挂牌企业的市盈率平均在

20倍左右，但以企业成长性来判定市

盈率，如果未来新三板的流动性不断

修复，代表着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新

三板挂牌企业，其市盈率应该为创业

板的两倍。

当然在新三板掘金，不仅凭借制度

红利，还要依靠创投机构的专业判断能

力，以及优质丰富的项目来源。 而天星

资本的最大竞争优势，是以新三板业务

为核心在各种金融机构、企业资源上的

深度积累。

在新三板制度红利释放阶段，天星

资本会充分把握市场时机放量开垦。大

量进行调研和挑选企业，优中选优。 今

年新三板挂牌企业年底将达到5000

家，明年突破万家，这要求天星资本以

更快的投资节奏追赶市场扩容速度。

中国证券报：对于新三板，不同的

投资机构有不同的认知，天星资本如何

理解新三板并把握市场发展机遇？

王骏：大家对新三板的认识，大致

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企业

“看不上、看不懂” 新三板，多数企业认

为挂牌新三板融资本无法覆盖各种成

本，但随着融资功能的改善，以及做市

商制度的推出， 新三板流动性大大提

升，市场认知进入第二个阶段，那就是

新三板将会是中国的纳斯达克。 在这

里，企业可以获得融资，对投资机构来

说，这里不仅能赚钱，而且还可以享受

制度带来的红利。有人或许认为等红利

消褪后，新三板仍会是多层次资本市场

的一个补充，但是天星资本坚信，进入

第三个阶段，大家会逐步意识到新三板

无论从挂牌企业数量还是企业成长的

活力，都将会推动新三板成为中国资本

市场最有发展前景的市场，新三板才是

中国资本市场的真正核心。

新三板会是中国资本市场最科

学、最健康的交易市场，基于制度设计

的透明和市场化， 企业挂牌新三板不

存在门槛问题， 且兼备了流动性和融

资功能，这个市场将会海纳百川，也会

产生出许多黑马企业， 更不会错杀各

种优质企业。 企业数量和交易量会很

快超过上交所。

新三板主导中国资本市场是大势

所趋，从资金的流向就可以看出。 如果

创业板代表了高成长企业，那么新三板

更是代表了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对于投资机构来说，真正的风险根源是

信息不对称，在新三板上任何瑕疵都可

以披露，任何企业都可以挂牌寻求资金

方，是否获得融资完全取决于市场。 也

正是由于对新三板的长期判断，天星资

本会非常重视新三板，充分利用新三板

市场的发展机遇，永远做新三板的领军

投资机构。

源于天星资本对新三板市场的充

分认知。天星资本会注重商业模式的创

新， 随市场变化调整运作思路和模式，

并且将长期战斗在新三板市场。

创新生态链模式

中国证券报： 不同于传统的

创投企业， 天星资本不仅定位于

深度开垦新三板， 而且还在投资

上“全面扫货”，为何选择这样的

投资策略？

王骏：在大机会面前，不放量去

拼实际上就是浪费机会。 天星资本

会通过券商渠道获取大量的拟挂牌

或挂牌项目， 然后派出团队组织尽

调、立项、投资等规定动作，高效的

投资理念得到了各个机构的认可，

也形成了更快、更好的信息回复，让

天星资本可以先于市场其他投资机

构获得有价值的挂牌信息。

在投资阶段， 天星资本将企业

以挂牌前后细分成七个子阶段。 挂

牌后有四个，A1是刚挂牌的企业，

没有别的投资机构，也没有做市商；

A2是没有别的投资机构、但在找券

商做市的企业， 我们会跟着券商的

价格进去；A3是已经做市的企业，

但价格和市场价相比有较大折扣；

A4是第一轮融资已结束企业，我们

在价格可接受范围内进入。 挂牌前

也分三个，B1是没有启动新三板上

市企业，我们挖掘股权投资，并引导

其挂牌， 比例占10%；B2是已经和

券商签挂牌辅导协议的企业， 但还

没进行股改；B3是股改完成、 仍在

走挂牌程序的企业。这样的细分，在

操作上具有便利性， 根据不同阶段

的企业， 决定天星资本的尽调和决

策力度。 天星资本也将更多的投入

比重向A1、A2及挂牌阶段前移。

在投资程序上，先会初步筛选、

访谈，如果符合投资逻辑，召开立项

会； 由立项会委员决定是否正式尽

调，验证真实性，形成尽调报告，交

给投委会表决；投委会有外聘委员，

都是各个行业的专家， 帮助天星一

起决策。

中国证券报： 天星资本更看好

哪些领域的投资？ 给予估值上有何

不同？ 市盈率如何确定？

王骏： 天星资本已全面布局未

来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行业， 包括

TMT、医疗、消费、高端制造和泛金

融。 初创企业利润并不是最关键指

标， 有些企业利润为负但发展空间

巨大，依然可以获得较高的融资额，

不同模式的公司会有不一样的参考

指标，会参考实销率、日活率等，所

以没有所谓的估值高低。 基于对互

联网的理解， 天星资本更倾向有大

量用户和产品的平台类公司。

归根结底， 企业或市场的市盈

率只会与成长性正相关， 新三板的

成长性是创业板的两倍多， 创业板

是中小板两倍。 2014年数据显示，

中小板的年均利润增长为12%，创

业板增长了24%， 新三板的年均增

长达50%以上。 而目前新三板企业

的整体市盈率仅为20倍左右，还有

很大的修复空间。

中国证券报： 在竞争激烈的创

投领域， 天星资本如何能确保长久

的成长？实现健康合理的生态模式？

王骏： 天星资本在项目投资上

遵循五个字原则： 帮忙不捣乱。 第

一， 充分相信企业家对企业的热爱

远大于投资人， 而真正大牛的企业

家也会在各个方面展示其强大的能

力， 所以我们会放手把资金交给企

业家运作；第二，在投后管理上，天

星资本会本着服务创新企业为宗

旨， 尽我们所能为企业家对接上下

游资源。

一个企业寻求发展， 最基本的

需要是钱（直接、间接）以及管理能

力和业务水平的提升。 那么针对解

决这个问题，天星资本将在5月份上

线一款APP平台， 企业家、 金融机

构、 社会种类资源都可以通过APP

实现对接，平台会完全免费和开放，

给各个企业自由对接的空间， 不仅

限于天星资本所投资的企业。

天星资本未来不仅会全面布局

金融各领域：保险、银行、券商、公

募、信托、期货，还会开放的接纳各

类优秀的服务机构， 给企业提供全

方位的服务， 通过平台服务让每一

个企业都可以在这里获得融资，得

到资源整合，并获得提升。

那么越来越多的企业会加入到

这个平台， 天星资本所投企业也会

获得更多的盈利空间， 这样也确保

了天星资本在创投领域更健康、更

开放的生态链发展模式。

即将登陆新三板

中国证券报： 天星资本将在

9

月份挂牌新三板， 市场预计市值

将超

1000

亿， 天星未来是如何规

划的？

王骏： 天星资本已于2015年3

月正式启动新三板挂牌上市程序，

按照计划表，6月底前上报材料，最

迟9月份将正式挂牌新三板。 近日

已启动第一轮定增计划， 挂牌同时

启动第二轮定增方案。 未定增前天

星资本市值已高达300亿元， 已超

九鼎投资挂牌前市值。

本轮融资将用于增强已有投资

领域的布局并开拓蒙古国、 中国香

港、美国硅谷等海外市场，收购、参

股或设立其他金融机构， 建设完善

天星商学院等。

未来天星资本将继续以新三板

市场投资为业务核心， 其他金融业

态和天星商学院、 天星企业家金融

服务生态系统等形成相互支撑互

补， 逐步形成可为中国创新型民营

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的泛金融

控股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