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实务】

新金融评论/ New Finance Review

作者洪磊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

* 本文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课题“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部分成

果，课题经CF40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摘要：创新发展能力是大国竞争的关键因素，创新资本形成能力是创新

发展的核心动力。当前，创新资本形成机制不完善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向高质

量发展转型的主要问题。从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看，银行体系无法提供充

分的创新资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更好的选择，但在发展中面临资金来

源、税收、流动性等方面的制度障碍，这阻碍了创新资本的形成。为此，有

必要全方位改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从地方股权市场建设、交易制度建

设、投资机构规范发展、长期资金培育以及税收激励等方面着手，增强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的创新资本形成能力，助推实体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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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赶超型发展路径基本走到尽头，创新发

展成为必然选择。创新发展是从理论到应用、从技术到产业的全景式变革，

需要全方位配套制度尤其是高效的创新资本形成机制的支持。从微观层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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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高度活跃、分散、成果不确定的活动，需要大量有意愿和能力承担风

险的资本；从宏观层面看，我国科技创新在基础研究的颠覆性和创新应用的

广泛性上，与世界主要创新经济体之间还存在显著差距。必须形成高效的长

期风险资本组织动员能力，才能为大国之间的技术竞争提供可持续的支持。

因此，如何推动市场创新、制度创新，建立高效的创新资本形成机制，是当

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二、问题：我国创新发展缺乏高效的创新资本形成机制

从国际经验看，在创新资本形成能力方面，以资本市场为中心的直接

融资体系优于以银行为中心的间接融资体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则是直接

融资体系支持创新发展的核心手段。综观全球，美国、日本、德国为典型

的创新型国家代表，其中美国金融体系以资本市场为中心，日本、德国皆

以银行为中心但又各有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三国不同的创新培育

模式和创新分布领域，从而导致了三国在综合创新能力上的差别。美国社

会在既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框架内，经过长期自下而上的市场化选择，

辅之以包括流动性制度在内的配套制度建设，确定了以社会资本 （主要是

基金会）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代表的创新资本形成机

制，成为科技创新主要的长期风险资本来源。德国、日本则分别在以全能

银行和主银行为中心的制度惯性下，建立了以银行信贷为中心、深度介入

中小企业治理与发展的创新资本形成机制。其结果则是，德国、日本在成

熟企业的技术改良上获得了充足的资金供给，但美国则在根本性的技术创

新上获得了明显的比较优势，在“做大蛋糕”方面更胜一筹，在科技革命

的路上走在了最前列。

通过创新资本形成机制的国际比较可以看出，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

体系在创新资本形成方面天然弱于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体系。我国

信贷资源配置机制与日本、德国有路径上差异，路径机制的不同决定了在

各自路径下的优化无法取得相同或类似的结果。依靠优化现有银行信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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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大概率无法取得类似日本、德国的创新支持效果，必须坚定不移地发

展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资本市场体系。私募股权与创投基金是创新资本

形成的重要载体，是市场化最充分、最具活力和效率的创新投资活动。应

当从资本市场支持创新发展大局出发，积极推进相关制度改革，优化私募

股权与创投基金发展环境。

虽然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发展迅猛，但仍然存在投资行为短期化、创

新参与不足、价值投资不充分等明显的问题。

一是对技术创新的参与度不足。从行业投向看，我国私募股权和创业投

资基金投向房地产开发与园区、其他金融服务、建筑与工程三大领域的在投

本金占比高达27.0%，投向信息技术服务、互联网服务及软件开发领域的在投

本金占 10.3%，投向半导体、环保设备、医药生物等领域的在投本金占

10.1%，投向航空航天与国防等前沿技术领域的在投本金占比仅 0.4%，私募

股权基金对科技行业的参与还有待加强。此外，我国私募股权基金更倾向于

投资应用层项目，而非更早期的基础层和技术层项目。这种实用主义的取向

对私募股权基金参与基础创新，起到了负面作用。

二是价值投资不充分，存在明显的短期行为。实践中，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往往将相当多的资产以股东借款的方式纳入投资组合，谋求固定回报，削

弱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长期股权投资的真正价值。同时，为了维护自身利

益，投资机构往往采用分阶段投资的策略，使得被投企业更易受到短期业绩

目标的压力，影响企业长期创新投入。一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受制于市场交

易机制的约束，将企业回购视为风险管理和退出的保障，给基金和被投企业

均带来不利影响。此外，我国股票市场不以盈利能力为支撑，价值交易机制

不活跃，扭曲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价值实现。

三是价值交易机制不活跃，推动产业并购作用不充分。从基金退出结构

来看，由于主板资源有限，新三板缺少流动性以及场外市场欠发达，私募股

权基金退出一直是行业难点问题。截至 2018年第三季度末，私募股权基金通

过整体收购退出的项目数量和本金占比仅为 2.0%和 3.2%；创业投资基金通过

整体收购退出项目数量和本金占比仅为 3.4%和 5.0%。并购是市场化比较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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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活动，能够客观反映被投企业真实价值，推动企业资源重组和产业升

级。目前，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服务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和产业并购的作用

还有待加强。

三、原因：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发展中存在诸多障碍，

成为制约创新资本形成的主要因素

第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缺少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私募股权投资创

造价值的过程，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这决定了其资金来源必须是长期资

本。但实践中，我国私募股权与创业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中，长期资金占

比较低，慈善捐赠类社会公益基金、社会保障基金等出资占比合计仅为

0.5%，远低于美国各类养老金计划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高达 32.7% 的出

资占比。缺少真正的“长钱”构成了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发展不充分、投资

行为短期化的重要原因。

第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多层次资本市场之间未形成良性互动。主

板市场价格发现机制偏弱，偏离内在价值约束的价格发现机制，易对私募

股权投资活动产生不当激励。区域股权市场则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活

跃，且部分市场监管制度不健全，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之间缺少良性互

动。全国性股权交易市场则由于流动性不足，无法有效满足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的交易和退出需求。总体而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募、投、退等环节

与多层次资本市场还未形成有效协同和价值实现的闭环。

第三，缺乏有利于长期资本形成的税收激励政策。我国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适用的税制，仍然存在诸多有违税法原理及资管行业特性的规定。一

是当前税收政策与既有法律规定存在直接冲突，造成适用上的障碍。二是

对资管行业征收增值税不符合资管行业的特性和内在逻辑。三是资管行业

“营改增”由于缺乏操作细则，实际上增加了行业税负，抬升了社会融资

成本。四是诸多税收政策不明确，缺乏可预判性。这些规定都对私募股权

投资活动和长期资本形成产生了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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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决方案：改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增强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的风险资本形成能力，推动创新发展

党的十九大赋予了资本市场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使命。在多层次

资本市场建设过程中，应当立足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内在特点，改变单纯

依靠降低投资者门槛提升流动性的传统思路，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提供多层

次、功能完备的交易环境与制度，引导其回归本源，充分发挥其长期风险资

本形成的核心功能。

一是在《证券法》中明确证券的实质性定义，将未上市股权和基金份额

列举在内。公开发行股票和非公开股权融资都是以企业股权份额为对价对外

募集资本金，同属股权融资活动，应当对其发行、交易、信息披露以及违背

发行人义务的行为实施一体监管，形成从非上市股权到公开发行股票的完整

市场，全面满足企业不同阶段的股权融资需求。基金份额作为对外募集资

金、交由管理人管理、按份承担风险和获取收益的权益凭证，同样符合证券

的本质，应当认定为证券，在此基础上，由《基金法》在信托关系下具体规

范其募集管理活动，保障份额持有人权益。融资活动和投资活动按其各自规

则得到完整监管，才能形成功能完备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二是尽快推动《私募管理条例》出台，弥补《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股权

投资基金约束不清晰的缺憾。应当从基金的实质出发，强化管理人为投资人

利益、建立投资组合、精选投资标的的义务，厘清投资与融资的边界，避免

为投资人利益服务的投资工具沦为融资通道。应当进一步细化《证券投资基

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明确契约型、合伙型、公司型基金的信托关系当事

人和权利义务，明确契约型基金的管理人和托管人共同受托责任部分的具体

要求，明确合伙型、公司型基金中，投资人与该合伙企业或公司之间的关系，

以及该合伙企业或公司与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之间的关系，将受托人义务落

到实处。

三是积极推动以做市商制度为主的交易制度。竞价交易机制只适合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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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股票交易，对于早期企业的股权融资活动，应当发展包括做市商在内

的各类交易商主体，引入做市商制度，由专业做市机构用自身信用和真金白

银为挂牌企业背书，向市场提供买入和卖出双向报价，并承担按最优价格交

易的义务，抑制股价炒作，降低发行审核环节对政府信用的依赖。随着挂牌

企业成长和价值显现，市场认可度提高，做市交易更加频繁，达到一定水平，

可以允许挂牌企业转为公开发行，形成市场化的、功能连续的多层次资本市

场。在充分防范利益冲突的前提下，应当鼓励私募机构参与做市，通过发行

私募做市基金等方式提高其做市能力，充分发挥私募机构在企业估值上的优

势，提升报价的科学性和公允性，降低投资者交易成本，激发市场价值投资

活力。

四是推动建立税收递延型个人养老金制度，从根本上优化长期资金供给

结构。尽快推出以个人账户为基础的第三支柱养老体系，通过税收递延的方

式鼓励全体公民积累个人养老账户资金，并通过专业化的投资管理制度安

排，将个人养老账户资金合理配置到长期权益类产品中去，形成资本市场最

珍贵的长期资本金，同时也让养老金持有人更充分地分享中国经济创新发展

的长期回报。

五是完善资本市场税收政策，提供有利于长期资本形成的制度激励。积

极推动《证券投资基金法》税收中性原则落地，在产品层面不征增值税，在

基金产品向投资人分配时按照股息红利或财产转让所得征收所得税，避免基

金产品带税运营；加快研究并推动以资本利得税取代增值税，提高资本市场

投融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对REITs、FOF等长期投资工具实行税收穿透，避

免重复征税。应当将创投基金所得税汇算清缴机制扩大到全部股权投资基金，

根据投资期限实行税收递延，鼓励长期投资。税收目标应当更加重视对创新

资本形成的激励价值，促进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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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novation capability is the key factor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capital formation capability i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imperfection of innovation capital formation mechanism has become the main problem

restricting China’s transformation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e and real economy, the banking system cannot provide sufficient

innovative capital, and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 fund is a better choice. However, it is confronted

with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in terms of capital source, tax, liquidity and other aspects, which hinder

the formation of innovative capital. To this end,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ecology of multi-

level capital market in an all-round way, starting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equity market,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action system, the standard development of investment institutions, long-

term capital cultivation and tax incentives, so as to enhance the innovative capital formation

capacity of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 funds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Key words：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 Fund, Capital Market, Innovation Capital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 Fund and Multi-level
Capit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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