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组过会 6月陡增 并购基金“新玩法” 另辟蹊径

本报实习记者 刘宗根

对PE机构来说，刚刚过去的 6月或许有些不同，因为并购重组审核突然加速。 据记者粗略统计，合计有超过20家并购重组申请在6月份获得通过，远高于前 5个月的平均值。 加上近期监管层在多个场合表示支持并购重组、产业整合，并购市场将回暖的猜想一时间成了资本市场热议的话题，不少手握并购重组项目的PE机构期待转机由此出现。

自去年 IPO加速以来，项目估值飙升，优质标的成了稀缺资源。 再加上再融资和减持新规先后出台后，定增融资受到影响，退出期限延长，主做并购重组业务的部分PE机构受到不小冲击。 对此，为了实现并购和融资，市场上出现一些新玩法，即通过上市公司的子公司与并购基金等资金方进行股权融资，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资产，实现变相融资和并购。

审核提速

上半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有5家企业并购重组项目过会，单月过会数量合计超过 20家，环比增幅约一倍，远超前5个月的平均值，引起了不少关注。 业内人士预测，年中突然放量，释放信号意味明显，并购重组正在逐步回升至过去两年的水平。

对于此说法，北京一大型 PE机构投资总监并不认同。 他认为，现阶段确定回暖还为时尚早。 “并购重组本身并没有加速，只是监管层的审批速度加快了。 ”

天风证券分析师徐彪介绍，从上市公司因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数量来看 ，年初以来因为重大事项停牌的上市公司数量在 4月达到高峰，4月以来因重大事项停牌的比例始终保持40%以上。 目前来看，并购重组数量提升初见端倪，但仍有待进一步确认信号的出现。

据记者粗略统计，今年前 5个月，并购重组上会的家数分别为10家、6家、14家、11家、11家，而 6月份合计共有23家并购重组上会，其中21家过会，环比增幅约一倍，提速明显。

对比历史数据，今年6月份的上会数目并不算高，可以说是中规中距 。 Wind统计显示，2014年 -2016年并购重组的上会家数分别为 194家、337家、268家，平均每月的上会数量分别为16家、28家、22家，其中，单月并购重组上会最多的是2015年 9月份，上会数量为 44家。

徐彪认为，去年6月，重组新规出台使得借壳上市的难度加大，市场“炒壳” 情绪得到有效限制，但也波及了上市公司一般的资产重组行为。 虽然新规给出了新老划断的过渡期安排，但去年的并购仍然整体放缓。

实际上，眼下除了并购重组审核提速，审批程序也在简化 。 此前证监会副主席姜洋在中投论坛2017暨“一带一路 ” 与跨境投资CEO峰会上表示，2014年以来，证监会在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取消简化并购重组行政审批，目前90%的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项目已经无需证监会审批。

2017年6月中旬 ，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第六次会员大会上表示，证券公司不能只盯着承销保荐 ，更要在并购重组、盘活存量上做文章，为国企国资改革、化解过剩产能、“僵尸企业” 的市场出清、创新催化等方面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加快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

“从去年开始，监管层一直是鼓励并购重组的，这个大方向未来也不太会调整。 目前 A股有大量的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佳 ，甚至沦为壳公司，需要通过并购重组来重塑上市公司基本面，支持产业转型升级。 ” 前述投资总监说。

并购“新玩法”

“现在很多 PE都在往并购业务方向转，最近我们公司与一家上市公司大股东联合并购了一项德国资产，整个交易历时一年半，目前交割已经完成。 ” 前述投资总监表示。

年初以来，加码产业整合和并购业务的PE机构不在少数。 今年6月份，九鼎投资董事长蔡雷在中国风险投资论坛提出了九鼎的“见龙计划” 。 他认为，当前中国PE行业已告别过去的典型高成长投资和Pre-IPO上市型投资的阶段，进入到以整合型投资为主的阶段 。 而“见龙计划” 即是将“1+N” 产业整合投资作为 PE投资的主线，具体来看，就是选择具有发展潜力的细分市场龙头企业或准龙头（即“1” ）作为投资标的，在助推龙头企业内生增长的同时，支持龙头企业实施行业内、产业链上下游、境内外的持续整合（被整合对象为“N” ）。

目前来看 ，国内不少并购重组背后都有PE机构的参与。 以高新兴为例 ，今年6月下旬，其公告称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 ，购买凯腾投资、亿倍投资、亿格投资、亿泰投资四家投资机构合计持有的中兴物联共计84 .07%的股权，交易价格为6 .81亿元。

公开资料显示，凯腾投资是PE凯利易方旗下的一只基金。 此前，凯利易方设立凯腾投资作为投资主体 ，以约6亿元现金价格受让中兴物联74 .07%的股权，而中兴物联原是中兴通讯旗下努比亚的控股子公司。

然而，对于大多数 PE机构来说，并购重组运作起来并不简单。 “并购重组业务有几个门槛，包括时间长、金额大、监管严、交易结构复杂等。 ” 在前述投资总监看来，并购重组业务的门槛其实非常高，短期内成功转型并不容易 。

北京一私募人士介绍，过去并购多数是通过定增募集资金达到收购资产的目的，但再融资新规出台后，定增受到了一定影响。 为了实现并购和融资，市场上出现一些“新玩法” ，即由于上市公司层面再融资受限，而子公司融资不受监管影响，便在子公司层面做一级市场股权融资。 具体做法是用上市公司的子公司与并购基金等资金方进行股权融资，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资产，然后由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收购前期对子公司增资的投资人的股份，变相实现融资和并购。

突破“落地难”

2011年，“上市公司+PE” 模式出现后，逐渐成为并购基金的主导模式 。 然而，并购基金落地难问题一直难有转机，让并购基金的发展蒙上阴影。

“发布设立并购基金公告的企业很多，最后成立并落地运营的却不多。 ” 北京一大型 PE机构副总对记者表示。

去年年底 ，该副总所在的 PE机构与一家A股上市公司签署了一份《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约定共同设立目标规模为10亿元的并购基金，上市公司出资10%作为劣后级基金，剩余资金由该PE机构募集。 基金存续期为4年，前两年为投资期，后两年中 1年为退出期，1年为延长期。

据业内人士介绍 ，签订合作协议并不能确保基金的成功“落地” ，距离真实运营还有很远的路程要走 。 在上述副总看来，目前市面上的并购基金存在协议签订多落地少的状况，而原因多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或者募集资金不能及时到位。

事实上，已有不少并购基金因标的问题而最终未能成功运营。 以格林美为例，今年 5月，格林美一口气终止了三只基金的成立协议，包括与荆门蓝源和慧云科技的两项产业基金协议，与中植资本、汇丰源的并购基金协议。 格林美对此的官方说法是合作协议签署以来，三只基金一直未能成立，为控制资金使用风险，不得已向协议对方提出终止合作协议。 此前格林美董秘曾表示，协议签署以来，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标的，基金一直未动用，担心对公司筹划的定增造成影响，索性选择了终止 。

记者注意到，早在 2014年9月，格林美就与中植资本、汇丰源签订了共同成立并购基金的合作框架协议，并购基金的首期规模不超过10亿元 ，存续期为5年，其中前3年投资期，后两年为退出期。 从时间段来看，至 2017年5月投资期已接近尾声 ，显然格林美是选在投资期过期的前一刻终止了并购基金协议。

而格林美并非个案。 去年 4月，深市上市公司科恒股份宣布终止与华融控股合作设立并购基金的议案。 按原计划，并购基金一期主要投资某水处理行业标的企业，后来因未能与该标的企业达成最终合作协议，并购基金不了了之 。

实际上，格林美、科恒股份纷纷折戟反映了现阶段并购基金的无奈现状。 一方面，上市公司希望联合 PE机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 ；另一方面，市场上优质项目稀少，募资不易，并购基金落地情况并不理想。 在“骨感 ” 的现实面前，不少企业只能选择放弃。

“并购基金更多的是一种工具，是针对具体情况的定制化设计，没有固定的套路，每一只并购基金都没办法直接照搬模仿其他基金。 ” 前述投资总监认为，想要运用好并购基金，提高并购基金的设计能力是关键。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的并购重组大多以现金和发行股份的方式进行，并购基金占比并不高，与国外并购基金的高占比有一定差距。 而随着国内私募股权市场的逐渐成熟，并购基金越来越受关注。

“如果上市公司自身现金不够，直接定增募集资金收购时间较长，而且监管趋严，这个时候就需要并购基金来进行收购。 后续通过发行股份收购资产的方式将标的装入上市公司，这样不涉及募集资金，审批会更快 。 ” 前述投资总监对记者表示。

他认为，并购基金在两种情况下作用巨大 ：一种是并购标的暂时不适合直接转让给上市公司，需要在并购基金下面进行培育，满足一定条件后再择机装入上市公司；另一种是标的比较优质，上市公司直接发公告收购需要审批 ，流程复杂耗时较长，标的企业等不及，存在被其他竞争对手并购的风险，可以通过更灵活的并购基金先收购，后续再装入上市公司，而并购基金承担的是一个过桥的角色 。

“特别是目前很多海外优质资产的并购，时间较长，涉及资金出境，并购基金的优势就更明显了。 ” 该投资总监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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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提速

上半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有5家企业并购

重组项目过会，单月过会数量合计超过20家，环

比增幅约一倍，远超前5个月的平均值，引起了

不少关注。 业内人士预测，年中突然放量，释放

信号意味明显， 并购重组正在逐步回升至过去

两年的水平。

对于此说法，北京一大型PE机构投资总监

并不认同。 他认为， 现阶段确定回暖还为时尚

早。“并购重组本身并没有加速，只是监管层的

审批速度加快了。 ”

天风证券分析师徐彪介绍， 从上市公司因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数量来看， 年初以来因为

重大事项停牌的上市公司数量在4月达到高峰，

4月以来因重大事项停牌的比例始终保持40%

以上。 目前来看，并购重组数量提升初见端倪，

但仍有待进一步确认信号的出现。

据记者粗略统计，今年前5个月，并购重组

上会的家数分别为10家、6家、14家、11家、11

家，而6月份合计共有23家并购重组上会，其中

21家过会，环比增幅约一倍，提速明显。

对比历史数据，今年6月份的上会数目并不

算高， 可以说是中规中矩。 Wind统计显示，

2014年-2016年并购重组的上会家数分别为

194家、337家、268家， 平均每月的上会数量分

别为16家、28家、22家，其中，单月并购重组上

会最多的是2015年9月份，上会数量为44家。

徐彪认为，去年6月，重组新规出台使得借

壳上市的难度加大，市场“炒壳” 情绪得到有效

限制， 但也波及到了上市公司一般的资产重组

行为。虽然新规给出了新老划断的过渡期安排，

但去年的并购仍然整体放缓。

实际上，眼下除了并购重组审核提速，审批

程序也在简化。 此前证监会副主席姜洋在中投

论坛2017暨“一带一路” 与跨境投资CEO峰会

上表示，2014年以来， 证监会在并购重组市场

化改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取消简化并购

重组行政审批， 目前90%的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项目已经无需证监会审批。

2017年6月中旬， 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中

国证券业协会第六次会员大会上表示， 证券公

司不能只盯着承销保荐，更要在并购重组、盘活

存量上做文章， 为国企国资改革、 化解过剩产

能、“僵尸企业” 的市场出清、创新催化等方面

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 加快对产业转型升级

的支持力度。

“从去年开始， 监管层一直是鼓励并购重组

的，这个大方向未来也不太会调整。目前A股有大

量的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佳，甚至沦为壳公

司， 需要通过并购重组来重塑上市公司基本面，

支持产业转型升级。 ”前述投资总监说。

并购“新玩法”

“现在很多PE都在往并购业务方向转，最

近我们公司与一家上市公司大股东联合并购了

一项德国资产，整个交易历时一年半，目前交割

已经完成。 ” 前述投资总监表示。

年初以来，加码产业整合和并购业务的PE

机构不在少数。 今年6月份，九鼎投资董事长蔡

雷在中国风险投资论坛提出了九鼎的“见龙计

划” 。他认为，当前中国PE行业已告别过去的典

型高成长投资和Pre-IPO上市型投资的阶段，

进入到以整合型投资为主的阶段。 而“见龙计

划” 即是将“1+N” 产业整合投资作为PE投资

的主线，具体来看，就是选择具有发展潜力的细

分市场龙头企业或准龙头（即“1” ）作为投资

标的，在助推龙头企业内生增长的同时，支持龙

头企业实施行业内、产业链上下游、境内外的持

续整合（被整合对象为“N” ）。

目前来看，国内不少并购重组背后都有PE

机构的参与。以高新兴为例，今年6月下旬，其公

告称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

购买凯腾投资、亿倍投资、亿格投资、亿泰投资

四家投资机构合计持有的中兴物联共计

84.07%的股权，交易价格为6.81亿元。

公开资料显示，凯腾投资是PE凯利易方旗

下的一只基金。此前，凯利易方设立凯腾投资作

为投资主体，以约6亿元现金价格受让中兴物联

74.07%的股权，而中兴物联原是中兴通讯旗下

努比亚的控股子公司。

然而，对于大多数PE机构来说，并购重组

运作起来并不简单。 “并购重组业务有几个门

槛，包括时间长、金额大、监管严、交易结构复杂

等。 ” 在前述投资总监看来，并购重组业务的门

槛其实非常高，短期内成功转型并不容易。

北京一私募人士介绍， 过去并购多数是通

过定增募集资金达到收购资产的目的， 但再融

资新规出台后，定增受到了一定影响。为了实现

并购和融资，市场上出现一些“新玩法” ，即由

于上市公司层面再融资受限， 而子公司融资不

受监管影响， 便在子公司层面做一级市场股权

融资。 具体做法是用上市公司的子公司与并购

基金等资金方进行股权融资， 募集资金用于收

购资产， 然后由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收购前期对

子公司增资的投资人的股份， 变相实现融资和

并购。

突破“落地难”

2011年，“上市公司+PE” 模式出现后，逐

渐成为并购基金的主导模式。然而，并购基金落

地难问题一直难有转机， 让并购基金的发展蒙

上阴影。

“发布设立并购基金公告的企业很多，最

后成立并落地运营的却不多。 ” 北京一大型PE

机构副总对记者表示。

去年年底， 该副总所在的PE机构与一家A

股上市公司签署了一份《合作框架协议》，协议

约定共同设立目标规模为10亿元的并购基金，

上市公司出资10%作为劣后级基金， 剩余资金

由该PE机构募集。 基金存续期为4年，前两年为

投资期，后两年中1年为退出期，1年为延长期。

据业内人士介绍， 签订合作协议并不能确

保基金的成功“落地” ，距离真实运营还有很长

的路程要走。在上述副总看来，目前市面上的并

购基金存在协议签订多落地少的状况， 而原因

多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 或者募集资金

不能及时到位。

事实上， 已有不少并购基金因标的问题而

最终未能成功运营。以格林美为例，今年5月，格

林美一口气终止了三只基金的成立协议， 包括

与荆门蓝源和慧云科技的两项产业基金协议，

与中植资本、汇丰源的并购基金协议。格林美对

此的官方说法是合作协议签署以来， 三只基金

一直未能成立，为控制资金使用风险，不得已向

协议对方提出终止合作协议。 此前格林美董秘

曾表示，协议签署以来，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标

的，基金一直未动用，担心对公司筹划的定增造

成影响，索性选择了终止。

记者注意到，早在2014年9月，格林美就与

中植资本、 汇丰源签订了共同成立并购基金的

合作框架协议， 并购基金的首期规模不超过10

亿元，存续期为5年，其中前3年投资期，后两年

为退出期。 从时间段来看，至2017年5月投资期

已接近尾声， 显然格林美是选在投资期过期的

前一刻终止了并购基金协议。

而格林美并非个案。 去年4月，深市上市公

司科恒股份宣布终止与华融控股合作设立并购

基金的议案。按原计划，并购基金一期主要投资

某水处理行业标的企业， 后来因未能与该标的

企业达成最终合作协议，并购基金不了了之。

实际上，格林美、科恒股份纷纷折戟反映了

现阶段并购基金的无奈现状。一方面，上市公司

希望联合PE机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 另一方

面，市场上优质项目稀少，募资不易，并购基金

落地情况并不理想。 在“骨感” 的现实面前，不

少企业只能选择放弃。

“并购基金更多的是一种工具， 是针对具

体情况的定制化设计，没有固定的套路，每一只

并购基金都没办法直接照搬模仿其他基金。 ”

前述投资总监认为，想要运用好并购基金，提高

并购基金的设计能力是关键。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国内的并购重组大多

以现金和发行股份的方式进行， 并购基金占比

并不高，与国外并购基金的高占比有一定差距。

而随着国内私募股权市场的逐渐成熟， 并购基

金越来越受关注。

“如果上市公司自身现金不够， 直接定增

募集资金收购时间较长，而且监管趋严，这个时

候就需要并购基金来进行收购。 后续通过发行

股份收购资产的方式将标的装入上市公司，这

样不涉及募集资金，审批会更快。 ” 前述投资总

监对记者表示。

他认为，并购基金在两种情况下作用巨大：

一种是并购标的暂时不适合直接转让给上市公

司，需要在并购基金下面进行培育，满足一定条

件后再择机装入上市公司； 另一种是标的比较

优质，上市公司直接发公告收购需要审批，流程

复杂耗时较长，标的企业等不及，存在被其他竞

争对手并购的风险， 可以通过更灵活的并购基

金先收购，后续再装入上市公司，而并购基金承

担的是一个过桥的角色。

“特别是目前很多海外优质资产的并购，

时间较长，涉及资金出境，并购基金的优势就更

明显了。 ” 该投资总监坦言。

重组过会6月陡增

并购基金“新玩法” 另辟蹊径

□本报实习记者 刘宗根

对PE机构来说，刚刚过去的6

月或许有些不同，因为并购重组审

核突然加速。 据记者粗略统计，合

计有超过20家并购重组申请在6

月份获得通过， 远高于前5个月的

平均值。 加上近期监管层在多个场

合表示支持并购重组、 产业整合，

并购市场将回暖的猜想一时间成

了资本市场热议的话题，不少手握

并购重组项目的PE机构期待转机

由此出现。

自去年IPO加速以来，项目估

值飙升， 优质标的成了稀缺资源。

再加上再融资和减持新规先后出

台后，定增融资受到影响，退出期

限延长，主做并购重组业务的部分

PE机构受到不小冲击。 对此，为了

实现并购和融资，市场上出现一些

新玩法，即通过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与并购基金等资金方进行股权融

资，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资产，实现

变相融资和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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