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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私募股权是一类很复杂的资本，其固有的特点使得私募股权只能成为内行
的游戏。由于其流动性低、投资周期长和独特的现金流模式，私募股权要求非
常专业的资产管理和投资过程中极其敏锐的风险意识。
资产投资收益的实现离不开私募股权基金公司管理者（一般合伙人）、投资
标的公司管理团队还有基金投资者（有限合伙人）之间利益的紧密结合。对一
般合伙人和顶级合伙人的绝大部分回报取决于投资退出时好看的内部收益率和
其他运营目标的实现。私募股权的投资动力普遍来讲会更加充足，投资目标更
加主次分明，结果导向更明显，并且相比于其他公司上市机构管理层更加具有
内部一致性。这些有力的激励和实现投资战略的手段完善共同在不同层面带来
了强大的收益能力。
但是这个行业的繁荣，尤其是基金规模的增长，反过来也影响了这种利益
目标的一致性，这点在一般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之间尤其明显。更大的基金规
模和固定管理费用的模式逐渐带来了回报和规模引致收益之间的不平衡，并且
逐渐导致单纯为了追求规模而扩大规模。管理费用是为了承担基金实际的运营
成本，其本身并不是为基金管理者提供激励。对已实现收益激励的再平衡也体
现了这个行业正面临挑战。
私募股权特有的投资方式令其可以满足不同种类的投资者，因此自然可以
看到私募股权投资配比由于投资者类型和地域分布的不同而产生很大不同。可
投资资产一般占比 5% ～ 10%，但对于特殊投资者（比如大学基金会）这个占
比有时能高达 30%。
另一个表明行业成熟度的是次级市场的发展，这一点也为资金承诺提供了
部分流动性——虽然是有成本的。提供的折扣正逐渐减少，说明市场本身也在
提高效率。
为了对私募股权行业的了解更加深入，人们需要将其看作一个拥有很多不
同层次关键玩家的金融系统。在这一章中，我们会首先分析基金投资者和管理
层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还将关注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和被投资的标的公司之间
的动态关系。

第2章

作为商业系统的私募股权

舞台准备
正如英国 CBI 负责人兼《金融时报》前任编辑理查德·兰伯特（Richard
一

Lambert）所说：“私募股权是一种高效的公司所有制形式。”它擅长通过把握暂
时的市场失衡和套利机会来创造价值。一旦出现信息不对称和其他市场扭曲，
这个灵活并且反应迅速的行业便会把握机会。

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目标
私募股权基金从正在搜寻企业或者更小投资机会的投资者那里募集资金。
股市的存在使得投资大公司和运营相对透明的公司变成了点一下鼠标就能完成
的事情，但私募股权则使投资者可以参与到必须由基金经理私下谈判而进行的
交易中。

二

私募股权和风投资本均在公司中即使没有持有绝对多数股权（比如在绝大
多数收购交易中都须如此）也是持有了大量股权，因此它们在多数时候都算是
活跃的投资者和业内人士。这个行业能够也必须创造价值，不能仅仅是通过高
抛低吸，还得通过真正成为负责任的企业所有者并且协助公司管理层让企业更
上一层楼来实现收益。
私募股权基金通常有一个有限的生命周期，之后它们必须变现并且所有
收入（扣除了费用之后）都必须返还给投资者。它们的法律框架经常是所谓的
由普通合伙人（GP）领导的有限合伙制（LP）。基金投资者被称作有限合伙人
（LP），他们承担有限责任并且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与此同时，普通合伙人则
在选择和管理投资的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决定空间（见图 2-1）。这种合作关系是
根据有限合伙协议（Limited Partnership Agreement）建立的，相关内容将在第 7
章有更详细的讨论。
有限合伙制通常会存在 10 年，而一项新投资的周期通常为 4 ～ 5 年。在实
际操作中，一般需要超过 10 年的时间来完全变现一个基金并结束最后一笔投
资。一个普通合伙人首先会经历一个筹资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将基金卖给不同
的有限合伙人。一旦融资额达到了门槛额度，一般合伙人就到达了可以进行第
一笔投资的窗口并且收取管理费。融资将一直持续至“最后”一个窗口。后进
入的投资者将支付一笔小额罚金作为延迟投资的成本；同时他们也会直接从在
一

即英国工商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

二

一些交易将上市公司私有化是为了减少上市带来的麻烦或者仅仅是认为其市值被低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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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窗口进行的已开始实现收益的交易中获得好处。在景气的时候，声誉好
的 GP 可以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完成融资；在不景气的时候，或者对于缺少战绩
的基金经理来说，到达“最终窗口”可能要花几年时间。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A

普通合伙人
所有权

有限合伙人 C

有限合伙人 B

基金所有权
私募股权
合伙基金

基金管理

联合投资

投资组合公司 1

投资组合公司 2

图 2-1

投资组合公司 3

私募股权合伙基金的一般结构

资料来源：Prequin.

在一个窗口关闭之后，紧接着的几年都将用来完成一个“交易流”：寻找
投资机遇、通过尽职调查和影响交易对其进行审核。一个典型的收购基金会进
行 10 ～ 15 笔交易，如果是风投基金则会更多。这个投资周期一般会持续 4 ～ 6
年。在每次投资之后，投资者会和公司管理层紧密合作努力让公司更上一层
楼。被投资公司的最高管理层也会被赋予更加具体的发展目标和实现业绩的强
劲动力，这些激励通常会包括预付投资和绩效奖金及成功退出后的福利。当时
机成熟之后，一般合伙人在公司管理层的帮助下将会策划并实施对被投资公司
的撤离行动。在基金生命周期的尾声，所有的投资都将完成退出，基金也即完
全变现（见图 2-2）。
筹款

基金启动

交易机会

图 2-2

交易融资

价值创造

退出

基金流动化

私募股权基金的生命周期

资料来源：Prequin.

成功的私募股权投资会同时让投资者和公司管理层盆满钵满。当然这个过
程不会完全逃过政府和私募股权专家的法眼，在政府竭尽全力想从中分一杯羹
的同时，私募股权玩家则创造出了日益复杂的公司架构以更好避税。实际中来
看，当私募股权投资者花大价钱为可能并不会实现的收益请顾问和设计财务最
优架构时，政府经常会将整个行业挤出这个国家（即离岸状态）。
在欧洲，这样就意味着要遵循能追溯到 19 世纪的古老的英国有限合伙法
进行融资，这些法规仅针对现代社会进行了很有限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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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

收益

税收

“你既然背着这些走了这么远，我开始
对你背包里的东西感兴趣了。”

让事情更加复杂的是，繁多的对于基金经理的补贴和奖励经常会适用不同
的税率。管理费用经常会以“收入”进行纳税；但是对持股部分（由基金一般
合伙人持有的部分资本利得）的处理方式则在很多国家都有争议。从过去的经
验来看，基本共识是这些会按照“资本利得”
（可以适用极低的税率）进行处理，
因为它们毕竟代表了实现了高于资金成本的资本收益。但自从 2007 年的金融
危机之后一直被讨论的问题是，这些“资金成本”到底是算基金经理承担的还
是其他投资者承担的呢？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一般合伙人通常仅在基金中持
有一小部分份额，因此资本利得适用的税收优惠是否真的适合用于持股所得事
实上是很有争议的，毕竟这种处理方式的受益者在事实上并没有承担很大的资
金风险。本书之后还会讨论绩效收入和其他收费的问题。

私募股权的细分市场
私募股权到现在已经发展出了一系列拥有不同投资策略的专业化基金。举
例来讲，它已经围绕着交易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发展出不同的投资策略，比
如说著名的 S 增长曲线（见图 2-3）。
在曲线的左端，也即早期发展阶段，是风险投资阶段；这个阶段包括从对
原始创意的种子投资（拥有一个很有发展潜力的创意，但是尚未完成的样品，
也没有非常完整的商业计划）到初创投资（概念和创意的样本完成，商业计划
也日趋完善）再到发展基金进行的多轮投资（通常也被称作“扩展资金”）。在
企业发展时期需要大量资金扩张，并且这些投资绝大多数被企业内部消化掉，
但在收购交易中情况则不一样，钱最终会流入股东的口袋。从风险资本到私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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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通常会与外部债务融资同步进行。有了货真价实
的资本、一定的盈利水平和可查询的交易记录，公司便能跟银行说上话了；但
此时公司仍然需要不断的股权注资以弥补现金的不足。这个阶段就是增长 / 扩
张型私募股权基金进驻的时候。成熟期的增长速度将会有所下降，但是从财务
稳定方面来讲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这个时期的资本积累已经非常扎实，现金
流稳定并且已不再对资本投资有很大的依赖。这个阶段的公司通常会寻求“管
理层收购”，这样新的所有者和管理层更大的激励将带来新的增长机遇，甚至可
以让处于衰落时期的企业扭转乾坤。本书各章中的各种案例将详细说明各种发
展状况的细节。
收入
私募股权收购

风险资本
种子和启动阶段

风险资本
成长阶段
私募股权退出
私募股权
成长阶段
时间

图 2-3

公司生命周期式的私募股权投资策略

资料来源：Prequin.

在美国，“私募股权”这个称呼既可以指代整个行业，也可以指代新近才兴
起的细分市场（增长型、收购型和周转型）。在欧洲，尤其是英国，“风险资本”
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指代整个行业；但是在美国主要是用来指代高速发展公司的早
期阶段投资，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由于科技迅速发展而推动前进的行业，比如电
信业和生命科学行业。在这本书之后的部分，我们会用“私募股权”来指代整个
行业，然后用“风险投资”和“收购”来指代这个行业中最大的两个细分市场。
不透明、流动性不高但还是很吸引人，这就是这种投资方式最让人困惑的
地方。对私募股权从业者来讲，隐藏在私募股权成功背后的秘诀并不难发现。
贝恩资本（Bain & Co.）的合伙人兼私募股权业务的负责人休·麦克阿瑟（Hugh
MacArthur）对哈佛商业出版社这么讲：
一

一

Gadiesh, O. and MacArthur, H.,“Lessons from private equity any company can use”, Harvard
Business Publishing, March 7,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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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业绩是：1969 ～ 2006 年，排名前 25% 的美国私募股权基
金实现了年均内部收益率 36%，不论景气好坏，比标普 500 前 25% 的
公司高出了近十个点。
虽然金融危机部分对这种乐观的态度产生了影响，但还是出现了令人惊讶
的事情：2012 年，投资者一共在私募股权行业中投资了超过 3200 亿美元，尽
管宏观经济形势还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私募股权行业直接管理的资金已经接
近 3.2 万亿美元。 尤其要关注的是很多后成立的基金是由新入行普通合伙人成
一

立的。如果真要讲跟之前的区别，那就是这个行业在面对困境时展示出了更强
的韧性。
在面对数量众多并且十分复杂的投资者群体的审视，私募股权行业必须要
拿出真本事，并且不能仅仅止于弥补自身的缺点，比如说流动性差、不稳定并
且缺少透明度。在第 4 章我们将详细追踪私募行业的交易记录，并且研究基金
规模、交易规模、过往交易和交易时间的差异带来的影响。私募股权已经成长
为一股潜力巨大并且影响深远的经济力量，并且毫无疑问地在过去 10 年企业
和经济的重塑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私募股权从投资行为存在的根本目的出发重新定义了交易，并且用其包
含 的 不 同 种 交 易 完 善 了 整 个 行 业。British Private Equity and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BVCA，英国针对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行业进行公共政策游说的行
业团体）认同以下按照不同投资阶段划分的类别。

二

1. 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是一种初期投资，通常需要有技术成果和未来增长的良好预期。
“风险”一词就意味着它会承担私募股权中风险更大的部分。这些高风险 / 高收
益的投资会在初创企业还没完全确认预期收益的时候就出手。风险资本本身作
为一类投资也会在更细分的市场中被进一步进行分类。
种子资本会投资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商业创意，涵盖了商业计划的不断完
善、样品开发和进一步研究的开展等方面，这一切都是在产品上市和开始大规
模量产阶段之前。种子投资规模一般都有限，通常会低于 250 000 美元，并且
都是由已经很专业的并且愿意在有前景的公司或创意上押宝的风险资本家进行
投资。
创投资本是用来帮助企业制造产品或提供服务的，并且也会助力初期营
一

Global Private Equity Report, Prequin, 2013.

二

由 BVCA Private Equity and Venture Capital Report on Investment Activity 2009 进行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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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只要手握样本或产品原型，商业计划也成熟，那么创业资本就看到了进场
的机会。虽然创业公司一般规模都较小，但一些技术研发的确需要以百万美元
计的资本支撑。
相反的是，风险增长资本则会选择已经度过产品开发阶段并具有了一定规
模的产量和销售额的公司为投资对象。但这些公司尚未开始盈利，并且在商业
上还承受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私募股权业非常希望可以增加对创业公司和初期发展公司的支持，主要是
因为这些投资都是针对正在高速发展的领域，并且之后很有可能成为经济发展
和创造就业的重要引擎，比如说科技、通信、生命科学还有最近兴起的清洁能
源。也正是因为这些市场使得私募股权在大多数国家得到了跨党派的政治支持
和相当优惠的税收政策，尤其是针对资本利得而言，要知道这一政策在之前经
受了很多政治上的障碍。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类投资的规模普遍较小也意味着
它们在整个行业中尚处于小众的状态。
2. 扩张资本
扩张资本是针对处于增长扩张期的企业进行的投资。这类投资通常会用在
支持产量爬坡、产品研发、市场营销或者提供更多的工作预算，通常也会被称
作“发展”或“增长”资本。有的时候风险增长资本和扩张资本之间的区别非
常模糊，就看人们如何解释了。一般来讲，增长资本被冠以“风险”的称号时
说明投资还蕴藏着较大的产品和市场风险；当增长资本被冠以“扩张”的名号
时，说明被投资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已经展示了自己的市场实力，公司发展已经
成熟。
扩张资本拥有一定吸引力可能也是离不开这类交易相较于收购所需的资
金较少。从历史上来看，扩张资本一直不被私募股权基金中意的原因是这类投
资需要附加系统建设、管理层招募、生产与供应链投资、广告支出等一系列工
作。转过头来对比收购交易，其他方面的工作就少了很多。但是随着收购交易
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扩张资本的吸引力应该会逐渐上升。
3. 收购
在整个行业的高端部分，收购给发展成熟、收益稳定并且未来增长潜力较
大的企业提供资本支持。收购基金目前掌控着整个行业绝大部分资产。
收购交易也被进一步细分成了更多专业的子市场。比如说内部管理层收购
（MBO），它使得现任管理层可以拥有或购买很可观的一部分公司股权。从相对
较小的家族生意到数十亿身家的大企业，都有管理层收购的空间。还有一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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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交易叫作外部管理层收购（MBI），也就是由一群外部的管理者收购整个
企业。有时，交易中既包含内部管理者也包含外部管理者，也就是内部管理层
认为需要得到外部的一些管理者的协助。这类交易通常叫作购入的管理层收购
（buy-in management buyouts，BIMBO）。还有一类增长很快的交易叫作机构收
购（IBO)，这类交易通常由一家私募股权公司牵头，其或者与原有管理层继续
共事或者会引入新的管理层，管理团队通常会拿到一部分权益以示激励。
使用范围很广的一个词“杠杆收购”（LBO）其实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几乎
所有的收购都使用了杠杆，也就是说，收购都是部分建立在借债之上的。但总
体来讲，这个词语还是用来指代收购资本的负债部分明显超出权益部分的交
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因此将 LBO 定义为“主要通过举债实现的资
本收购公司的多数股权”。

一

4. 重振资本
最后，重振资本是提供给发展受挫或者利润下滑的企业的，目的是重振企
业往日的繁荣。这在私募股权中算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正由一部分专业化
的中坚操盘手领导。

案例 5

Tribeca Capital Partners 的成立和对 OndadeMar 的投资
卢克·杰勒德（Luc Gerard）出生在比利时和刚果的混血家庭，少年时期
多在刚果度过，上学后便搬到了比利时。在 1996 年拿到菲利普·莫里斯给的
企业并购工作之前，他在卡特彼勒工作。那段时间他负责在不同欧洲国家的很
多交易，并且在不久后成为拉美地区管理与零售渠道的负责人。当他在乌拉圭
的工作趋近尾声时，卢克将他的储蓄投资给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机场的免税
店，但投资并不成功；之后卢克回到了菲利普·莫里斯，并被派往了哥伦比亚。
在 他 工 作 期 间， 菲 利 普· 莫 里 斯 收 购 了 哥 伦 比 亚 最 大 的 独 立 烟 草 公 司
Coltabaco，并且获得了 48% 的市场份额。在那时哥伦比亚（拉丁美洲第五大经
济体，人口数排名第三）仍然与贩毒团伙多、暴力犯罪和社会混乱的形象连在
一起。于是当菲利普·莫里斯进行了这笔哥伦比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外国投
资之后，媒体关注随后而至，卢克也成了聚光灯的焦点。这笔投资意味着哥伦

一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April 2011.

31

32

私募股权 4.0：从“另类”到“主流”的投资指南

比亚重回了投资级的债务评级，一举成为拉丁美洲最有投资价值的国家。出口
业务一下有了巨量增长，旅游业也受惠于此，投资者蜂拥而至。小的地区性公
司开始扩张并涉足其他行业，逐渐也发展成为企业集团。这一现象为私募股权
交易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因为大企业开始积极出售自己的非核心业务。
商业环境的变化让卢克确信留在这个国家将遇到巨大的机遇。他开始筹划
在哥伦比亚成立一个创业风投公司。但既然要办为何不多办几个？为什么不成
立一个私募股权基金呢？彼时市场上仅有很少的几家活跃的基金，卢克马上开
始了详细的市场调查并且将有潜力的公司列入了一个候选名单。这个名单上的
当地公司都很希望扩大规模并且走向国际市场，后来发展的都很迅速，这也证
明了卢克最初的直觉是正确的。
在找到了一个有 20 年投行经历的合伙人后，卢克决定成立 Tribeca Capital
Partners。这是一家增长投资基金，投资者为本地投资者，投资也是针对本地公
司。他坚信自己可以找到正确的公司进行投资，但第一步是要建立起自己的业
绩记录，这是吸引投资者认购基金的先决条件。
他迅速意识到传统的美国和欧洲式的私募股权投资方式在这儿并不适用。
找到受困企业并帮其复盘在这个国家尤其艰难：裁员本身不合法，并且会激起
很严重的社会反抗；再融资借贷成本很高并且很耗时。卢克决定将重点放在发
展较好的公司身上：要的是有很强品牌溢价的市场领导者、现金流正常、商业
模式可推广并且有走向国际的可能。他愿意与企业合作一道提升人力资本、提
高效率并向国际市场扩张，这一步的起点是率先在拉丁美洲扩张。他认为最佳
的投资目标集中在医疗健康、奢侈品和能源等行业。
其中一个最早吸引了他的关注并满足了投资一系列条件的企业是
OndadeMar。这家公司在少数几个市场上设计、生产并销售高端泳衣，主要集
中在美国南部地区。它的创始人 Pily Queipo 和 Alvaro Arango 围绕着这个品牌
建立了强大的经销渠道，基本将其定位在了美国的高端工厂店，比如萨克斯第
五大道和 Neiman Marcus 的奢侈品销售区。
Pily Queipo 是这个品牌背后天才的设计师。她的第一份职业是为别人进行
设计工作，在 20 世纪 90 年代她决定将重心放在泳衣设计上，但最初只是为朋
友设计或应熟人所托。她的设计凭借活泼的造型、质量过关还有多彩的意大利
风面料脱颖而出。她将天赋和激情一起注入了这个品牌。Alvaro 作为一个创业
家和 Pily 的前任同事建议 Pily 可以创立一个品牌，并且两人合伙发展。于是
1999 年，OndadeMar 在哥伦比亚正式成立了，彼时的设计工作还是在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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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车库里进行。生意的规模迅速扩大了，不久之后大的高端零售商比如美国的
萨克斯第五大道和 Neiman Marcus 开始主动接洽希望承销这一品牌。但在产品
广受赞誉的同时，公司自身却受困于产能不足。大零售商的订单雪花片一样飞
过来，但公司并没有充足的现金来准备足够的纺织成品存货。最好的布匹交货
时间也会很长，合作伙伴也一直希望在客户需求和自身财务风险之间取得一个
平衡以避免破产。Pily 始终很热衷于设计新产品并且为整个品牌注入活力，但
Arango 的关注点一直集中在公司的财务状况上。由于两位创始人自身性格的差
异还有对公司发展前景的看法不一致，两人在不断的争吵之后结束了合作。虽
然这个品牌仍在向之前创始人无法想象的辉煌发展，但两人之间已再无合作的
可能。这个事情在 Pily 决定移居美国之后变得完全无法挽回了，空间上的距离
让两个人的关系愈发疏远。两人已经基本上不跟对方说话了。
当卢克开始关注这家公司时，他震惊于哥伦比亚时尚产业是如此不发达且
粗放。很多拉丁美洲当地的品牌都是虽然拥有很有天赋的设计师，但是无法越
过公司财务状况的壁垒来实现进一步的扩张。Tribeca 寻找的正是这种公司：有
能力打破现状，并且可以通过极具特色的本地特色进军国际市场。通过好的质
量、廉价的本地工艺这些“拉美制造”很有可能在国际市场取得很高的利润。
但是 OndadeMar 还是面临着很大挑战。竞争是来自多方面的。耐克和速
比涛（Speedo）已经进入了这个市场的运动部分，香奈儿和古驰也占据着奢
侈端。服装零售商比如沃尔玛还有塔吉特也发布了他们自己的泳装产品线。
OndadeMar 的销售方向建立在一个有力的组合之上：它销售时尚并且用独特拉
美工艺手工制作的泳衣。它的设计性感又不失实用。鲜明的本地特色搭配充满
生气的颜色还有美丽的哥伦比亚女郎的宣传照片，这一切让这个品牌在行业中
脱颖而出。2006 年的销售额预计可以到达 400 万美元，并且与整个行业情况一
样实现较低的利润水平。
这个公司展示了很强的发展潜力，主要是在资金周转和混乱的供应链管理
方面。公司有着激进的扩张计划，卢克当时是希望在 2013 年之前销售额可以
达到 6000 万美元，利润可以超过 1100 万美元。对 Tribeca 来讲，收购之后的
主要任务是要进行一系列彻底的管理上的改进，重点是要扩张销售团队以应对
激进的扩张策略。品控和采购流程也需要再优化。公司需要招募一个顶尖的零
售店设计师来建立起一个原创的销售模式，并且利用上 OndadeMar 品牌的哥伦
比亚特色。新的旗舰店将开设在麦德林这样的大城市。整个品牌将会得到重塑
来提高分配效率、提振销量以及扩大利润空间。销售办公室将会设立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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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拉丁美洲城市的核心位置。Tribeca 还想让公司的业务扩张到女士内衣、
服装还有配件等领域，同时保留泳衣在公司业务中的核心位置。OndadeMar 将
会成为不久后支撑基金三支柱之一的 Tribeca Fashion 旗下的第一家企业。之后
更多的企业将加入进来，以共享这些国际销售资源，同时分担营销成本。
这个交易并不容易，尤其是考虑到 Tribeca 的定位仍然是增长型资本基金。
对于行业的监管框架需要和哥伦比亚政府共同协商，而且 OndadeMar 已经属
于预筹资金目的的交易。最终，在成功收购 OndadeMar 之后不久，卢克还是
在 2006 年年末关闭了他的第一个基金（PEF I），这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此类基
金。针对 OndadeMar 的发展计划包括改善营运资本状况、彻底重建供应链、从
零售商分销模式转向直营以获取更多收益，并且积累迈向国际市场所必需的经
验。旗舰店开设在了迈阿密和迪拜。在头两年销售额就翻了三番，利润也大为
增长。
资料来源：案例由作者在获得 Tribeca Capital Partners 授权之后完成。

私募股权的发展动力：投资者
谁 会 想 要 投 资 有 如 下 特 点 的 资 产 类 别 呢：a） 长 时 间 缺 乏 资 金 流 动 性；
b）监管水平很有限，使得投资者受到的保护很少；c）交易成本很高，收费很
多，有固定费用也有绩效费用；d）不可预期的现金流，无论是投入基金的资金
还是收到的回报；e）认购门槛很高；f）透明度有限，使得基金投资对象的多样
性很难受到其他因素影响；g）回报一般不会以现金形式存在；h）由于投资战
略很不同，很难进行阶段性投资表现评估；i）不标准的业绩评估工具使得纸面
上呈现的收益包含争议。
为了找到进行这类投资的理由，人们通常预期这些投资将会实现丰厚的
收益。但首先要注意的是，这类投资不是针对心理承受能力弱的投资者的，并
且显然要求有深厚的财力作为支撑。一个简单的计算就可以展示出潜在投资者
可能要面临的困境：在认购私募股权基金时，单个基金最低的认购额就会超过
500 万美元；然后为了实现一定程度基金投资组合的多样性，一般要同时持有
15 ～ 25 个如此的基金，要能做到在不同基金经理、不同地域、不同投资战略
和不同时期这些维度上的均衡分配。换句话讲，要实现一个充分多样化的投资
组合要求投资者拥有在 10 ～ 12 年的时间范围内至少投资 1 亿美元的经济实力，
并且能够承受很有限的现金流动性。在了解了上面这些特性之后，只有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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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可以接受投资超过总资产的 5% ～ 10% 到私募股权上来。假设这个比例
是 10%，那么这就要求总资产要能达到 10 亿美元。
这样就解释了为何这类投资中基本上都是机构投资者了，它们有实力在单
个基金上面投入巨大的资金，投资从最少 100 万美元到最多几亿美元，其中成
熟的投资团队麾下可以拥有数组有经验的投资专家，并且绝大多数都会采取非
常非常谨慎耐心的投资策略。
18%
14%
11%
7%
4%
主权财富基金

退休金计划

私募股权公司

政府机构

资产管理公司

公司投资者

投资公司

银行和投资银行

财富管理公司

保险公司

基金管理基金

家族理财

捐赠计划

公共养老基金

图 2-4

基金会

私人部门养老基金

0%

截止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根据投资者类别划分的有限合伙人领域构
成（有限合伙人的数量）

资料来源：Preqin.

最 终 只 有 少 数 投 资 者 可 以 达 到 投 资 要 求。 根 据 私 募 股 权 投 资 调 研 机 构
Preqin 的说法，2012 年全部 LP 中有 23% 是养老基金，其中公共养老基金和私
人养老基金各占一半。信托基金和捐赠基金则占了 26%，综合基金经理占 8%。
其余的部分则是由为数众多的小投资团体组成，其中有银行和投行（6%）、保
险公司（7%）还有家庭公司（5%）
（见图 2-4）。

一

图 2-4 体现出了不同投资者的投资金额分布情况。居首的公共养老基金占
据了 2012 年全部投资额的 29%。私人养老基金（14%）、信托基金（9%）和保
险公司（8%）同样也占据了可观的份额，同时银行和投行、捐赠基金和主权财

一

Global Private Equity Report，Preqi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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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基金分别占比在 6% ～ 9%，家庭公司则占了剩下的 5%（见图 2-5）。

一

30%

23%

15%

8%

退休金计划

公司投资者

投资公司

政府机构

银行和投资银行

基金会

家族理财

捐赠计划

主权财富基金

保险公司

图 2-5

私人部门养老基金

公共养老基金

0%

截止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根据投资者类别划分的目前投资于私募股
权总资本的细目（除去基金管理基金和资产经理）

资料来源：Preqin.

投资者的投资组合分布
将所有的投资者视为一种类型显然是不合适的：他们在风险偏好还有处理
私募股权投资内生的流动性不足问题的能力都是有显著差别的。监管问题也会
约束他们投资私募股权的能力，尤其是对于流动性的监管。这个行业的隐私特
质同样使得准确估计不同类别投资者的配置策略非常困难。根据 Preqin 的数
据，类似于捐赠基金和信托基金的投资者对于私募股权基金的目标投资比例平
均为 12%，退休金计划、私人和公共养老基金目标投资比例平均则在 6% ～ 8%
之间（见图 2-6）。Preqin 同样估计了家庭公司的目标投资比例平均为 30%，目
前已经达到了接近 25%。

二

不同类别投资者的投资分布差异非常明显。2007 年由 EVCA 赞助的针对欧

一

Global Private Equity Report, Preqin, 2013.

二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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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领先家族办公室的一项研究中的数据对这个问题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 。数
一

据表明在一些家族办公室将他们财富的 30% 投入到了私募股权当中的同时，其
他家族办公室仅对其投入了很少的资金（甚至就是完全没有投资）。图 2-7 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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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些办公室对这类资产投资的分布情况。

目前平均分配数

图 2-6

目标平均分配数

截止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根据投资者类别划分的平均私募股权分配
数（按百分比排序）

家族理财总资产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Preqin.

40

公募股权（与家族生意无关）
债券

30

私募股权（与家族生意无关）
对冲基金

20

房地产（与家族生意无关）
现金
其他（艺术、收藏品等）

10
0

图 2-7

欧洲主要家族理财的战略分配

资料来源：EVCA.

私募股权投资领域中最成功的投资者中的绝大多数都对这类资产有着明显
更多的投入。CalPERS（加利福尼亚公共雇员退休系统）对私募股权的投资占

一

Europe’s Family Ofﬁces, Private Equity and Venture Capital, An EVCA Special Paper, Novemb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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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达到 13%，这些投资在 2012 年 12 月达到了 320 亿美元 。耶鲁基金会被大
一

多数人视作最复杂的投资机构之一，它们从 2003 年到 2007 年再到 2009 年逐
渐大量增加了私募股权投资的占比，从 14.9% 增至 18.7% 再增至 26%。最终在
2013 年达到了令人震惊的 31%

二

三

。在 2013 年的基金会报告中，耶鲁称私募股

权提供了“非常诱人的随风险不断调整的长期收益” 。这个策略给耶鲁带来了
四

丰厚的回报：如之前提到的，从 1973 年开始私募股权投资给大学的年化回报
率达到了 29.9%。

五

地区性差异是存在的。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成熟的私募股权市场，在金融
危机之前对私募股权的平均资金投入与总管理资产占比稳定在 6% ～ 8%。在
2001 年，北美投资者对私募股权的平均战略性投入占比达到 7.5%，这个数字
在 10 年以来的 Russell Investments 半年调查中基本都保持稳定（记录中的平均
投入占比在 2003 年是 7.5%，2005 年是 7.0%，2007 年是 6.5%），直到金融危
机袭来，这个比重在 2009 年跌至 4.3%。相反的是，欧洲的投资者并没有很快
赶上私募股权投资这趟快车，直到最近他们才开始尝试追赶他们的美国同行。
在过去的 10 年中，欧洲的私募股权投资占比从 2001 年的 3.6% 升至 2005 年的
4.5%，在 2007 年达到 4.6%，但是在 2009 年跟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也出现了
下跌。

六

精准并且实时更新的数据很难寻找，但是我们从 Russell Investments2012
年针对另类投资的调查（这项调查由 146 个机构投资者完成，代表了 144 个组
织，其总资产达到 1.1 万亿美元） 中看到 64% 的受访者现在在他们的投资组
七

合中持有私募股权，联合持有率为 5.1%。这项调查同时表明 78% 的受访对象
认为他们正处于或者低于他们计划的投资水平，并有 82% 的机构投资者希望保
持目前针对私募股权的投资或者在未来的 1 ～ 3 年增加投资。

一

CalPERS, Facts at a Glance, February 2013, www.calpers.ca.gov.

二

Yale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24, 2010.

三

The Yale Endowment 2013.

四

同 。

五

同 。

六

Russell Investments.

七

在响应这项调查的 146 家机构投资者中，有 45% 是位于美国，14% 在欧洲和英国，16% 在
亚洲（包括日本），14% 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1% 来自加拿大。

八

八

Russell Investments’2012 Global Survey on Alternative Inv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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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说你们两个看起来都很像有钱的富人吗？

对傻瓜的
文化理解

主权财富

普通合伙人

基金

正如在本书中广泛讨论的，私募股权投资在普通合伙人（GP）和有限合伙
人（LP）之间现金流模式（同时包括流入和流出）方面有着不同的特性。当把
他们的一部分资产组合投资于这个领域时，有限合伙人心中要始终忍受大部分
现金流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会不可预测。正如同道格·米勒（Doug Miller，英国
私募股权代理机构 International Private Equity Limited 创始人）解释的一样：
最优的资产分配方式几乎完全取决于投资者的预期还有他的债务
结构。私募股权投资是一种存续时期很长的交易，投资者需要将潜在
收益与其债务特性做一个很好的匹配。因此私募股权对于养老基金、
捐赠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这种希望将收益期延长至几十年的投资者是
最为合适的。
这部分解释了为何目前行业中最大的一些投资者是养老基金（CalPERS 投
资了 323 亿美元，CPP Investment Board 投资了 334 亿美元，CalSTRS 投资了
220 亿美元）和主权财富基金（Kuwait Investment Authority 投资 300 亿美元，
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 投资额估计为 501 亿美元）。
一

Global Private Equity Report, Preqin, 201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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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权投资费用的（明显）疯狂之处
这个行业一直标榜自己实现了这个收益创造游戏中三个主角，也就是基金
投资者（LPs）、管理者（GPs）和标的公司管理者之间的强势结盟。通过保持一
致的利益追求，也即实现①每一方都强烈希望实现收益，②没有一方可以做到
在另外两方没有收益进账时独自盈利。但是这个不甚高明的收费行为把这个相
互的承诺变得有些复杂，所以我们大胆地对一系列补贴安排进行了一次重新梳
理并对这种联盟关系进行了压力测试。
基金经理和 GP 通常会用 3 种方式赚钱：①管理费，通常是会按季提前支
付；②附带权益，通常按照实现收益的百分比计算；③相对传统对服务支付的
费用。

管理费
管理费是用来承担一个管理团队的运营成本的，比如说工资、经常性支
出、商务出差还有外部尽职调查成本等。通常这是由 LP 按照投入资本的某个
比例进行支付的，通常会在 1.5% ～ 3%，受基金规模和不同投资要求的影响而
波动，一般 2% 的水平是最常见的。重振资本基金、扩张资本基金和风险投资
基金通常会比收购资本基金收费高，因为它们的规模会更小并且实施既定策略
的成本更高。在基金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尤其是在投资周期结束之后，管理费
用都会逐渐变低。图 2-8 展示了管理费用在收购资本基金中的分布。
ı 2.25%
4%

1.50%～1.74%
15%

1.75%～1.99%
10%

2.00%～2.24%
71%

图 2-8

私募股权收购基金管理费用的分配（大约所有募集和产生于 2012 年或
2013 年的基金）

资料来源：Preq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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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权益
附带权益是指在给合作伙伴带来的收益率超过某个“门槛”之后被付给一
般合伙人的一部分资本利得。一旦目标门槛被超过，与对冲基金情况不一样的
是附带权益将在全部资本利得的基础上进行计算，而不只是超过门槛的那一部
分资本利得。收益只有在一项投资完成之后才会被认为实现了，通常是通过股
权转让、IPO、再融资或者次级收购，不能在某个公司还在投资计划中的时候
就开始计算。
不同基金的补偿金结构是不一样的，利差通常在 20% 左右——有时美国顶
尖的风险资本公司可以达到 30%，与此同时“门槛”基本是由长期股市收益率
或利率水平决定的，通常在 5% ～ 8% 波动。图 2-9 展示了欧洲私募股权基金
的门槛收益率分布情况。

率
资本回收
最低预期
率）
（障碍利

“感谢低利率，这太简单了。”

对于“瀑布”这个词有两种主要的看法：这个词过去常常指代优先在有限
合伙人和一般合伙人之间分配收益。在美国，利差实现是建立在“交易发生制”
基础上的；但在欧洲，主流的模式是“先分配收益”。在基金运营的末期，通
常两种模式带给一般合伙人的收益水平是一致的，但是收益在时空上的分布则
会有很大的差别。总体来说“肥缺”，也就是大额交易，会比普通投资更快地实
现收益。换句话讲，通常基金实现收益的方式会“头重脚轻”。因此在“交易
发生制”的利差分配模式中就会有一种内生性的风险：有可能初期已经给一般
合伙人分配的利差在后期看来是过度的。回补条款就是为了应对这种问题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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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一般合伙人得到的不合理分配最终会被收回。
ݕ⢳ >10%喞5%

ݕ⢳3%喞1%

ݕ⢳0喞6%

ݕ⢳ 10%喞4%

ݕ⢳4%喞1%
ݕ⢳5%喞2%

ݕ⢳ 9%喞1%

ݕ⢳6%喞5%
ݕ⢳7%喞5%

ݕ⢳8%; 70%

图 2-9

私募股权基金中的最低收益率分布（所有募集和产生于 2012 年或 2013
年的封闭基金）

资料来源：Preqin.

表 2-1

美国收购和风险投资基金的管理费用、最低预期资本回报率和资本回报率
风险投资基金

收购基金

a）费用项目
最初费率的构成情况
>2%

40

11

=2%

44

59

<2%

9

74

投资期后基金变动费用基础所占的百分比

42.6%

84.0%

投资期后基金变动费率所占的百分比

55.3%

45.1%

投资期后基金变动费用基础和费率所占的百分比

16.0%

38.9%

b）持有收益项目
基金的收益水平
>20%

4

0

=20%

89

144

<20%

1

0

要求在收益之前偿还费用的基金百分比

93.6%

83.3%

有最低预期资本回报率的基金百分比

44.7%

92.4%

基金最低预期资本回报率水平
>8%

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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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风险投资基金

收购基金

=8%

28

104

<8%

7

11

资料来源：Metrick,A.and Yasuda, A.,“ The Economics of Private Equity Funds ”,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23, 2009, PP.2303-2341.

在一项标杆性的研究中，Metrick 和 Yasuda（2009） 以 1993 ～ 2006 年间
一

238 家风险资本基金和 144 家收购资本基金为样本分析了私募股权行业的费用
问题。
在他们的样本中，处于中位的收购资本基金拥有 6 亿美元资本，5 位合伙
人和 13 位专家，同时这些样本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表 2-1 展示了收购资本基
金通常会选择的管理费用（见表 2-1a）：最常见的比例是 2%，但是大多数基金
都会在投资周期结束之后给有限合伙人做出一些让步，比如通过将费用模式转
换为以投资资本基础（84% 收购资本基金），或者通过降低费用水平（45% 收
购资本基金），或者两种方式都采用（39% 收购资本基金）。
在他们的样本中，所有收购资本基金都将利差设为 20%（见表 2-1b），其中
很大一部分使用的门槛率是 92.4%，最终的计算结果是 8%。

普通合伙人权益
为了在收益方面达成更牢固的共识，普通合伙人一般会被要求“风险共
担”，即在他们自己运营的基金中也持有相当的比重。普通合伙人的投资占比在
总资本中通常在 1% ～ 5%，有时也会更多。以贝恩资本（Bian Capital）为例，
它是最成功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之一，也是仅有的几家普通合伙人出资比例达
到 30% 的公司之一，这种策略保证了普通合伙人本身就是基金中出资额最高的
有限合伙人。这种同时成为重要有限合伙人和出资 30% 的普通合伙人的“双薪
制”非常明显地提升了普通合伙人的业绩表现，也是给其他所有有限合伙人做
出了对未来高收益的承诺。
1. 利益同盟的压力测试：成功的投资也会带来分歧
固定收益和绩效补贴相结合的模式从逻辑上来看一般是会运行良好的。管
理费用是为了支付基金管理的日常开支，而附带权益和普通合伙人利润分成则
一

Metrick, A. and Yasuda, A.,“The Economics of Private Equity Fund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 23, 2009, pp. 2303–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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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充足的投资动力。
但是，平均基金规模的增加和过去几年观察到的基金收益下降给这个利
益联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负面影响。在实践中，固定的管理者费用逐渐成为所
有回报中占比较大的部分。即使是最低的费用水平，从一个规模为 100 亿美
元的基金获得 1% 的管理费用，一年也可以实现 1 亿美元的收入。再考虑到普
通合伙人一般都会同时运营几只基金，若按最多同时运营 4 只基金来计算，能
因此产生的固定收入就已经足够巨大。最初风险资本基金设置的费用水平在 1
亿～ 2 亿美元。但后来发现收购资本基金实际上更具潜力并且规模增长更巨大。
管理费用的比例是会随基金规模的扩大有所降低的，但降低的程度并没有根据
基金类型的不同有太大的差异。
在之前的权威研究中，Andrew Metrick 和 Ayako Yasuda 关注了这个问题
一

真正的影响。在研究了从不同基金收集来的现实证据和自己进行的模拟之后，
他们认为投资实现的每 100 美元收益中，平均会有 7.54 美元会以浮动收益的形
式成为普通合伙人的收益（大部分是通过附带权益和向标的公司收取的监管以
及退出投资时的费用），还有 12.22 美元会在整个基金投资周期内会成为向普通
合伙人支付的固定费用（通常由管理者费用和在投资时向标的公司收取的费用
组成）。基金平均每实现 100 美元的收益，就会给普通合伙人 19.76 美元的回报
（见表 2-2）。
表 2-2

当基金规模在激励结构中遭遇严重破坏时：以 144 家收购基金为样本
估计的收入水平

（单位：美元）
平均值

中位值

每 100 美元的持有收益

5.41

5.35

每 100 美元的可变收益

7.54

7.46

每 100 美元的管理费用

10.35

10.34

每 100 美元的固定收益

12.22

11.78

每 100 美元的总收益

19.76

19.36

资料来源：Metrick, A. and Yasuda, A.,“ The Economics of Private Equity Funds ”,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 23, 2009, pp. 2303–2341.

从百分比的角度看，按照目前的收益回报方式，普通合伙人收益的 38% 来
自绩效奖励，62% 来自固定费用：这样绝对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比例。并且当管
理者费用随基金规模增加时，相对应的内部成本有着显著的下降（见图 2-10）。
一

Metrick, A. and Yasuda, A.,“The Economics of Private Equity Fund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 23, 2009, pp. 2303–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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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员工人数

225.
150.
75.
0.

≤ 2.5 亿美元 2.5 亿～ 4.99
亿美元
平均员工人数

图 2-10

5 亿～ 9.99
亿美元

10 亿～49
亿美元

50 亿～99
亿美元

≥ 100 亿美元

每 10 亿美元的平均员工人数

截止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管理资产的平均员工人数

资料来源：Preqin.

这种激励机制带来的另一个不甚合理的潜在影响是它会鼓励公司不断追求
交易的规模。如果一个公司以 1000 万美元的价格被收购，之后以 3000 万美元
的价格转手，资本利得将达到 2000 万美元，或者说为 200% ；如果忽略其他所
有费用，附带权益将达到 400 万美元（2000 万美元的 20%）。当交易规模更大
时，收益降低（从比重角度看）附带权益的绝对数额反而会上升。比如说，如
果一个公司以 10 亿美元被收购，又以 15 亿美元被出售，则资本利得为 5 亿美
元，或者 50%。假设分配门槛相同，则普通合伙人会得到 5 亿美元的 20%，也
就是 1 亿美元。根据麦肯锡的研究，私募股权公司在 2004 ～ 2007 年投资的权
益资本共完成了 55 个大型交易，仅占所有私募股权投资交易的 2%。

一

2002 年， 耶 鲁 基 金 会 的 投 资 部 门 主 管 戴 维· 史 文 森（David Swensen）
在 EVCA 国 际 投 资 者 大 会 上 宣 布 公 司 正 在 考 虑 把 私 募 股 权 占 比 从 25% 降 至
16% ～ 17%（虽然耶鲁后来大举提高了这一比例）。科技泡沫的破裂肯定是造
成这一个趋势的原因，但是史文森还是专门提出了费用结构这一问题：
附带权益本应成为实现收益的动力，绩效奖励也只应该在实现了
好的收益之后出现。人们应该看到投资者在向普通合伙人提供资本时
是有机会成本的。但这个行业现在偏离得太远了。随着基金逐渐变大，
管理费用取代附带权益成为普通合伙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不再积
极并尽最大的努力来寻找最完美的投资机会，反而开始倾向寻找最安
全的交易。”
一

Kehoe, C. and Palter, R.,“The future of private equity”, McKinsey Perspectives on Corporate
Finance and Strategy, Spring 2009, Number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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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抱歉，但病人状况依然没有变化。

平

水

用

费

伙人

普通合

有限合伙人

整个行业也达成了共识，认为规模最大的基金的组织结构不再能有效地统
一基金管理者和投资者之间的利益。私募股权公司 Alchemy Partners 的创始人
乔恩·莫顿（Jon Moulton）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利益统一的难点在于支付的费用太高，这意味着即使投资者并不
满意收益水平，管理者仍然可以过得很好。我非常惊讶基金管理模式
竟是如此单一。为什么这个市场上从来都没人采用类似于共同基金的
模式呢？
2. 监管、交易和咨询费用
包括监管、交易和咨询费用在内的其他费用也随着时间出现在了私募股权
的系统中。这些费用吸引了很多的注意力，但只有很少的人支持收取交易费用
这个想法，当然正在收取这些的普通合伙人除外。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组合型
基金 Pantheon Ventures 的创始人 Rhoddy Swire 直言不讳地说：
支付的管理费用就是为了承担交易费用。更不好的是有的基金还
在向标的公司收取并购费用。我认为这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虽然必须要承认的是普通合伙人实现的这些收益中经常从有限合伙人的管
理费用中被扣除，但是这种“双重收费”的确是有问题的。大的投资者（多为
养老基金）在想绕过传统的私募股权基金来直接选择公司投资的时候总会搞出
一些新闻，基本上就跳出了这个给普通合伙人支付巨额费用并且花很多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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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这些交易费的收取频率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不断增长，体现了
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之间的权力平衡不断在向普通合伙人一方移动，因为
有限合伙人在尽全力追求基金的经营模式。2007 ～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和其对
成立于 2005 ～ 2007 年的基金带来的巨大损失看起来像是给了有限合伙人重新
实现这个平衡的机会，交易费用也将被扔在历史的垃圾桶里。

认购 VS. 投资
私募股权基金内在的第 2 个特性是它们只会在数年的一个区间里投资他
们承诺过的认购资本，也就是说，基金经理不会让有限合伙人预付他们的认购
额，而是会在他们发现投资机会的同时知会有限合伙人。这会让他们的现金投
资回报率更好看，因为这个回报率是完全以处于投资周期中的资本计算的，而
不是投资者的认购额。
这使得投资者很希望优化自己的现金管理水平，同时这也引发了关于回报
率是应该用投资基本还是认购资本计算的讨论。投资者对私募股权投资比例越
高，那么在投资周期的任何阶段短期内（15 ～ 90 天）能落实的认购额就越重
要。这个在行业内被广泛采用的措施给投资者管理现金流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因为私募股权自己算已投资资本的收益。
有经验的投资者已经建立起一套针对未缴资本的管理方法，他们会比较准
确地估计资本何时需要被缴纳，并且暂时将这些资本部分投资在收益较高且流
动性较大的地方。但是，当私募股权成为主要的投资渠道时，或者在综合基金
的例子中它就是唯一的投资渠道，这个问题就更加关键。综合基金会通过超额
认购来提高资本回报率，让认购额大于他们实际拥有的资本，以此希望①不是
全部的认购都需要被缴纳，②早期的收益可以部分抵消未来的应缴资本。在寻
常时期这个措施被证明是很有用的，但是如果出现了流动性枯竭这个措施会有
灾难性后果，它会让综合基金无法实现自己提出的认购额。很多上市基金，包
括一些由 SVG Capital 和 Pantheon Ventures 管理的基金，都在 2008 ～ 2009 年
因为这个陷入了麻烦。

一

BusinessWeek ,“The Pension Fund Beating Private Equity”, February 2010.

二

Financial Times ,“Sceptical Investors Taking the More Direct Route”, Jul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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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红请用现金！
私募股权一个很大的义务是当退出完成时给投资者返还资金。私募股权投
资的表现是由内部收益率及其倍数衡量的；迅速地返还现金有助于有显著提升
内部收益率。通过仅在需要时求缴现金和尽快返还收益必然会提升资本的收益
率。当投资标的以上市或者再融资的方式被出售给战略买家或其他金融投资者
时就应该进行分红了。当借贷简单并且便宜的时候，融资收购也会成为一个很
吸引人的返还收益的方式。当股市和投资者情绪高涨时，总会有关于 IPO 的很
多讨论。很明确的是，投资者非常希望能收到现金分红，而不是股权分红。
同行买卖交易通常是最简单的，收益将直接被返还给投资者。部分收益可
能会以向买家支付的保证金形式被保留，但是大部分都将直接进入投资者的口
袋。但是假如退出是以股权的形式实现，比如 IPO 或者以股权支付的同行买
卖，事情可能会变得比较复杂。一个大综合基金的经理曾在一个会议上直接说：
“……看你们敢不敢拿股权给我们分红！”大部分基金保留自己选择分红方式的
权利。这些灵活的分红模式使基金经理可以计算要分配的股权在分配日的价值
（为了计算内部收益率），即使可能存在一些阻碍收益实现的因素，比如流动性
过低或者股权无法变现（例如在风险资本中常见的受限股）。普通合伙人有很多
理由用有价证券而非现金进行分红，但同时有限合伙人也有同样多的理由不接
受这种分配方式！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一个投资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所提出
IPO 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一

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即使在锁定协议失效之后（现有股东不可在 IPO 完
成后的一段时间内出售自己所持有股票，通常这段时间为 6 个月），私募股权
公司仍不能售出它持有的大部分股份。这是因为它被看作有内部信息的人，而
证券交易委员会限制内部人交易。私募股权公司通常会持有很大一部分公司权
益，所以要实现流动性需要很长时间。如果股份直接分配给有限合伙人，那后
者将不会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约束：他们通常不被认为是内部人，因为他们
不在公司的管理中扮演关键角色并且他们只持有公司一小部分权益。因此，有
限合伙人可以迅速出售他们的股权。
价格影响：在 IPO 同时或之后马上出手大量股权对股价将会有负面影响，
因为股权出售给价格造成了向下的压力并且内部人出售也是一种暗示。下降的
一

Leleux, B.,“Note on distribution strategies of venture capital firms”, IMD technical note GM1120,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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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不仅会影响正在出售的股东，也会影响其余的股东和私募股权公司的声
誉。这也是基金更加偏好不出售股权的另一个原因。
对报告收益率的影响：私募股权基金非常在意它们实现的内部收益率，因
为这会影响它们未来筹资的能力。如果使用股权而不是现金进行分配，那么就
有可能宣布一只基金有能力实现更高的“名义收益率”。事实上，交易是在分
配股权那天的固定价格基础上进行计算的，并没有考虑在股权出售时可能的贬
值压力。因此，以股权进行分配通常会导致宣称的收益率更高，虽然投资者最
终的出售价格和实际收益可能会更低。
补偿条款：如果不出售股权而是直接将其返还给投资者，股价有可能保
持在更高的水准，间接地提高了投资的收益率。这样可以加速被投资资本的回
报进程，因为普通合伙人可以更快到达需要通过附带权益向投资者分配利润的
时点。

一

投资者通常不喜欢分配股权。很多人认为私募股权基金这样做只是为了自
己的好处而没有考虑有限合伙人。很明显的是，增加的补偿和基金在分配权益
时得到的更高卖价都证明了这一点。有时有限合伙人认为以股权分配是有害的：
第一，这样在会计处理和税收方面带来了很高的行政成本；第二，这样分配无
法带来很多关于被投资公司本身的信息。除此之外，普通合伙人因为怕被认作
投资顾问，所以会避免建议是应该持有还是抛售这些股票。通常，有限合伙人
有 3 种应对这种分配方式的措施。第一是在得到股权后马上变现；第二是让内
部分析师评估公司，之后再决定是抛售还是持有；第三是将股票给独立的金融
中介机构或者股票分销经理，由他们决定是抛售还是持有。

二

尽职调查、杠杆交易、关注焦点和……激励
普通合伙人是很挑剔的买家。从一百家潜在的投资标的中选出一家是件常
见的事情。只有在进行了详尽的尽职调查、制定了极其详尽的合同和密集的监
管计划之后才会进行投资。私募股权公司尝试挑选出被低估的公司，也就是它
们认为它们可以更有效掌控的公司。这类被低估的公司可能是孤儿公司，比如

一

Gompers, P. and Lerner, J.,“Venture Capital Distributions: Short‐Run and Long‐Run

二

Lerner, J.,“A Note on Distributions of Venture Investment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January

Reactions”, Working Paper.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May 1997: 4–7.
10, 1995: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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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个大集团下的小分支，由于匹配程度不高所以得不到充分的关注和资源；
或者可能是家族生意，企业家没有明确继承的可能所以对于投资和新的发展计
划没有过多热情。收购资本基金通常会在相对稳定的市场上寻找成熟公司，这
类公司的发展一般不会有大的变数。
私募股权基金具体是如何创造、传递和实现收益的过程会在第 3 章更详细
的讨论，但我们在下面展示了主要的收益来源：
● 充分信息来源，来源于详尽的尽职调查和与管理层良好的关系；
● 作为大股东的积极所有权；
● 使用金融杠杆来提高收益；
● 普通合伙人与标的公司管理层的利益统一。
在这章最后我们会具体关注一笔私募股权交易——意大利摩托车制造商杜
卡迪在 1996 年进行的价值 3.25 亿美元的收购交易，这个案例涵盖了公司从多
人所有到几近破产、挽救、通过 IPO 重振直到最终成功退出的过程。这个案例
呈现了私募股权交易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虽然很少有一笔交易能包括所有
问题），并且展现了收益是如何被创造以及可持续的生意是如何进行的。

信息优势
私募股权公司对它们的投资标的公司进行了详尽的尽职调查。它们有权获
得机密财务和其他公司信息，并且会要求尽可能多地和公司管理层相处。这种
级别的尽职调查比公司或者公众投资者进行的要深入得多。

积极所有权
私募股权会吸引注意力。更多的关注反过来也会带来重视和支持，并且推
动公司的业绩增长。管理层会制定非常具体的发展目标，如果这些目标实现了
或者超额完成了则会收到丰厚的回报。私募股权投资者将每笔投资都视作独一
无二的；他们在一开始就会有一个明确的计划来帮助一个公司发展，这样在 5
年之后公司的价值将会显著增加。这些公司成为聚光灯的焦点。跟公开上市的
公司相比，私募股权带来了更为长远的眼光。公司和管理层都非常欢迎这种长
远发展的视角，虽然这样会给早期的现金流带来一些成本，但是可以给企业带
来更激进的变化。相似的是，一些激进的短期计划通常也会被提出，有时被称
为“百天计划”——针对紧接投资交易时期的计划。
随着竞争的增强和经济环境的逐渐严峻，私募股权对其投资的公司要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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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大的私募股权公司已经让运营团队更加专业化，小一些的公司也开始定
期寻求专家帮助以更好地运作它们的投资。
这个行业通常会偏好不需要过多资金支持的领域和公司。同时它也会尝
试减少需要的流动资本并且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在能产生最高收益的那部分资本
上。不动产可能被出售并且回租，以此来将精力集中在能产生最高收益的投
资上。
私募股权的支持者认为这种积极的所有权会给标的公司内部带来更高的管
理水平。由 Nicolas Bloom 及其他人进行的一项针对美国、欧洲和亚洲的 4000
家生产制造企业的调查说明，由私募股权拥有的公司的管理水平高于其他管理
形式的公司。 由 Anuradha Gurung 和 Josh Lerner 进行的针对美国制造企业的
一

研究表明私募股权所有的公司生产力水平比其他所有制公司高出两个百分点，
其中的 70% 要归功于对现有设备更好的管理。

二

金融杠杆
私募股权的杠杆收购大量依靠金融杠杆，因为它们可以借贷。标的公司
会有相对更高的盈利水平和稳定性。杠杆（借贷）则会尤其提高收益率……但
会增加损失的突然性。因为借贷是私募股权管理结构中的重要一环，普通合伙
人竭尽全力和银行家们处好关系，慷慨地给他们介绍费和其他一系列生意。作
为回报，银行则会给他们普通上市公司得不到的优惠条款和事实上的批量折
扣。 因此通常不同私募股权基金的差异就在于与银行的关系不同。最近的研
三

究表明由最著名的私募股权集团注资的收购交易都是受到了借贷条款的优惠，
比如更小的价差和更长的期限（第 3 章将会有讨论）。

四

更反常的是借款人经常还自愿放弃某些保护条款，比如说提供的贷款对于
本金偿还有宽免、约束条款很少或者制定“实物支付”条款让应付利息也可资
本化以成为债权一部分。在经济繁荣的时段这是很常见的做法，那时因为借款

一

Bloom, N., et al.,“Do private equity‐owned f irms have better management practices?”, The
Global Economic Impact of Private Equity Report 2009.

二

Gurung, A. and Lerner, J.,“Private equity, jobs and productivity”, The Global Impact of Private
Equity Report 2009.

三

Nicholls, L.B.,“Private Equity: Pirates or Saviors?”, The Conference Board, Executive Action
Series No. 249, September 2007.

四

Demiroglu, C. and James, C.M.,“The role of private equity group reputation in LBO financing”,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96, no. 2, Ma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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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互相竞争想向外借款，所以杠杆会达到很高的水平。

利益统一
私募股权带来了管理上的进益和强化的绩效激励。规划良好的激励法案会
将公司管理层的目标与普通合伙人的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私募股权注资的公
司管理层普遍会得到一个相对更低的工资和更少的补贴。他们同样被鼓励用自
己的钱给公司大笔投资，如果损失了将会非常心疼。但如果管理成功，收益将
会达到数倍，他们也将变得非常富有。
总的来说，私募股权模型还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尤其对正在经历无论是内
部动荡还是外部市场变化的公司而言更是如此。在 1989 年被广为引用的论文
“ The Eclipse of The Public Coporation ”中，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声
称 LBO 将会成为主流的公司所有制形式，因为它强调公司监管、积极所有者
的集中所有权、强力的管理层激励还有高效的资本结构——这是一个比上市公
司更高级的模式，因为它没有分散的股东和薄弱的监管。 詹森的预测可能的
一

确有不成熟和极端之处，但没有人能否定私募股权注资的公司相比于上市公司
更能实现激励与绩效的统一，上市公司 CEO 的补贴通常与公司规模而非股东
分红关系更大，并且非执行董事的补贴也是与绩效无关的固定费用。

避免可能的利益冲突
如果一切正常，私募股权就是一台运转良好的从有限合伙人向有兴趣的公
司和企业家输送资金的机器。为了做到这点并且将创造的价值最大化，这套系
统依赖上文介绍的这一整套复杂的激励机制以寻求在所有的股东中统一利益。
但是利益冲突在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关系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是有可能
发生的（见表 2-3）。
基金规模：如同我们在上文看到过的，普通合伙人会从基金规模大小中获
益，因为可以从中获得更客观的管理费用。这会给利益统一带来冲突，因为基
金规模大不一定意味着就是最优的投资机会。除此之外，正如上文提到的普通
合伙人在面对大规模基金时可能不会投入同样的精力，因为管理费用已经足够
可观。普通合伙人因此通常会对基金规模设置一个硬约束。
普通合伙人投资：之前我们看到普通合伙人是被鼓励成为有限合伙人的，
一

Jensen, M.,“The eclipse of the public corpor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89 (revised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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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他们管理的基金中直接投资 , 甚至可以与基金进行共同投资以更好统一
激励。但是，如果普通合伙人被允许在他进行的所有投资中择优选择，就有可
能生出利益上的冲突，因为这样可能让他对自己投资的项目更加偏心。为了避
免这种情况，投资者提前制定了针对共同投资的限制条件：一般来说，所有交
易的投资比例都要与基金投资者保持一致，不同交易有不同投资是尤其被禁
止的。

一

重叠基金：在目前的基金还没有投资到认购资本的一定比例之前（通常是
75% ～ 90%），基金经理是不被允许建立或者投资一只新基金的。 但是如果
二

超过了这个门槛，两只相似的基金就被允许由同一个基金经理掌管了，这为潜
在的利益冲突提供了可能性。如果后续投资针对的是首只基金投资标的公司之
一，即使这意味着一群投资者会比另一群得到更多收益，新的基金应该参与其
中么？ 如果后续投资是被用来挽回先前基金的投资，那么情况则会更加复杂。
三

风险程度：补贴结构，尤其是附带权益，保证了激励是被良好统一的，因
为管理者通常是会收到收益的 20% 的。但是普通合伙人可能也会被激励承担额
外的风险，毕竟这样的尝试对其是没有成本的。
风险偏好程度是由附带权益的配置方式决定的。如果是以不同交易为基
础进行分配，只要一笔交易的收益率超过了一定门槛就会实现附带权益，那么
基金经理就可能更加偏好风险。优秀的交易是被奖励的，不好的交易也不被惩
罚。相反，如果是以整个基金为基础进行分配，包含之前所有损失的整体基金
表现都会被纳入考量范围。
表 2-3

四

价值驱动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有限合伙人

一

普通合伙人

投资的规模

0

+++

低价购进的能力

++

++

多重扩张能力

++

++

去杠杆化

+

+

业务改进

+++

+++

IOSCO,“Private Equity Confl icts of Interest”, Technical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November 2009.

二

同 。

三

Mueller, K.,“Investing in Private Equity Partnerships: The Role of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四

同 。

Gabl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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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的方法来处理流动性的缺失

，
我们向公共市场投资者抱歉
。
但是今天的市场冻结了

流动市场

个人权

益

主权债

务
权

公募股

整个流动性都被高估了。

私募股权是一项长期资产，决定要投资的投资者需要在整个基金的生命周
期中都保持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并且给付所有的认购资本。但是 10 年是一段很
长的时间……

次级市场
一个旨在给投资者提供部分流动性的次级市场出现了。出现的原因有很多：
流动性需求、基金表现不景气、投资组合再平衡、对核心资产的重新聚焦还有
对政府监管比如沃尔克准则和巴塞尔协议 Ⅲ的不满等都使得这方面的供给增
加。 次级市场的发展可能是整个行业中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了，虽然这个市
一

场目前还面对着很多挑战使得其对有限合伙人的吸引力还有待加强。
● 收购认购额的交易只是针对大型的投资组合，不包含小的单一基金的认
购。一些大型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想要同时推出绝非易事。
一

“Preqin Special Report: Secondary Market Outlook”, Preqin, March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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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基金进行中期评估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基金本身和其投资目标都
在活跃的交易过程之中。想要出售股权的投资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普通
合伙人给投资进行的估价。
● 获取流动性的成本可能很大，通常私募股权基金的额度要以 8 折甚至更
高出售。价格跟其他市场一样取决于供求。在供给旺盛需求不足的情况
下甚至还会有额外溢价。
● 最终，普通合伙人会拥有最终决定是否接受认购额转让的权利。
次级市场正逐渐变得越来越复杂。竞争的增加还有中介机构的兴起正在重
新定义市场运转的方式。比如说，有限合伙人的投资组合被拆分成更多好管理
的部分并且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买家正变得越来越寻常。除此之外，人们可以想
到次级市场上的需求不只会来源于缺乏现金的有限合伙人，也会来自希望从年
份、资金类型或者地域层面多元化投资组合的有限合伙人，还有希望与之前超
额认购的顶尖基金建立联系或者单纯是在寻找更好交易机会的有限合伙人。

一

跟初级市场一样，次级市场也是受到供需关系影响的，而供需关系则是在
整个市场周期中不断变动。在 2006 ～ 2007 年的繁荣时期，许多有限合伙人可
以在次级市场上出售份额甚至可以得到溢价。当市场风向变了之后，卖家则不
得不接受非常重的折价以变现他们的份额。根据一个次级市场咨询机构 Cogent
Partners 的判断，2009 年上半年的出售价格甚至比净资产价格的 40% 还低。

二

图 2-11 展示了次级市场的价格和交易量变动。一年之后，出售价格上涨达到了
净资产价值的 90%，到了 2011 年中期甚至达到了 95%——这个价格水平只在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出现过。 在 2010 年 10 月，《金融时报》曾报道欧洲 3 个在
三

收购和风险资本次级市场上最大的投资者募资约 120 亿美元发行了次级基金，
因为他们预计银行和金融机构将会希望出售一大部分其在 2005 ～ 2007 年间的
认购额，现在折扣有所降低。

四

次级市场的迅速发展意味着私募股权变得越来越具有流动性。但可能这样
做会有一个现实的财务上的成本，尤其是当这样的交易是被迫发生时。但对其
他类型的资产也是类似，包括上市股权，如果投资者不得不出售一部分权益时
也会被迫接受一定的折价。

一

Global Private Equity Report, Preqin, 2013.

二

Financial Times,“Investors seek $12bn to grab private equity assets”, October 7, 2010.

三

Financial Times,“Private equity secondaries”, May 26, 2011.

四

Financial Times,“Investors seek $12bn to grab private equity assets”, October 7,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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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Cogent Partners 和 Capital Dynamics 的数据整理。

公开上市的私募股权工具
投资者希望让他们的投资保持充分的流动性，小一些的投资者虽然希望能
进入私募股权投资领域而无法与私募股权公司建立起有限合伙制，但他们还是
可以通过在股市中投资公开进行交易的工具来进入这个行业。可以采用每天都
被用来交易的上市基金的形式，净资产价值通常会与未上市的私募股权合伙制
保持同样的趋势。 虽然折扣已大幅降低，但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那些在 2008
一

年到 2009 年年初折价出售的工具。对上市的综合基金的投资却给投资者提供
了很大的优势：由于基金每日都在交易，所以有流动性；由于进入门槛只是 1
一

Preqin Research Report, September 2010.

第2章

作为商业系统的私募股权

股，所以有很好的可行性；由于建立日期和地域有不同，所以也有很好的多样
性。但是，它们是非常贵的。
一个可以替代购买上市基金股权的方法是购买上市私募股权公司的股权。
通过成为公司管理层而不仅是 1 只基金获得一席之地，投资者可以得到管理费
用以及附带权益的分成。如第 1 章所提到的，2007 年黑石集团的 IPO 作为私募
股权行业的第一起 IPO 招致了对这个低调的行业大规模的审查，使得公众第一
次有机会看到合伙人们得到的收入。我们会在第 5 章提及其中部分上市公司。

案例 6

得克萨斯太平洋集团与杜卡迪
如果说只有一个私募股权交易曾吸引了大众媒体的注意，并且还有着意大
利即兴喜剧的特点的话，那么必定是 1996 年得克萨斯太平洋集团（TPG）对意
大利摩托车制造商杜卡迪的收购案。
它有着成为一个好案例的全部要素：一款比其他任何品牌赢得的摩托车比
赛冠军数量都多的产品；一个世界领先的品牌，其品牌形象只有法拉利可比拟；
一个复杂的所有制结构和各种各样的意大利家族式股东；管理无序的传统；混
乱的财务信息；还有和比萨斜塔一样的财务状况。这个案例还包含了最成功的
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之一，这个公司的名气是在美国进行的一系列以与美国大陆
航空进行的交易为代表的大型交易中建立起来的。文化上的冲突注定会在谈判
桌和工厂里产生激烈的碰撞。杜卡迪隶属于现金流受限的 Caviga 集团，它当时
正面临着来自很长的用户等待时间和逐渐下降的产品质量这两大问题。杜卡迪
当时的确制造了最出众的赛车机器……但也亟须彻底转型，不只是包括产品，
也包括组装、物流、市场推广和营销等方面。
背景
要想了解这个公司是如何到达 1996 年时的状态的，知道一些历史背景非
常重要。在 1926 年，老杜卡迪和他的 3 个儿子在其他当地的投资者支持下在
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成立了 Società Radio Brevetti Ducati 公司，主营收音机
和电子配件。生意非常兴隆并逐渐成为意大利规模第二的制造业企业，在伦
敦、巴黎、纽约、悉尼和加拉加斯都成立了办公室和分支机构，在全世界范围
内有超过 7000 名雇员。事实上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确就是西门子先生和杜
卡迪先生掌管了整个消费级别电子产品的世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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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为意大利军队提供装备，这个生意的代价是在 1944 年杜卡迪在博洛尼亚的
工厂被盟国军队的轰炸夷为平地。

一

“二战”后，意大利政府通过致力于重建经济的国有企业接手了杜卡迪。在
1946 年，杜卡迪开始进军摩托车市场，给自行车装上了一款被称为Ⅱ Cucciolo
（“小狗”）的 48cc 四冲程发动机。这个发动机运转非常快、便宜并且省油，在
一年之内就得到了意大利摩托车市场一半的市场份额。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杜卡迪推出了越来越快的摩托车，逐渐体现出了竞速血统并且在赛道上积
累了越来越多的名气。
在 1983 年，国有企业向 Cagiva 集团出售了自己的股权；Cagiva 集团是由
Claudio 和 Gianfranco Castiglioni 控股的一个多样化的集团，这两兄弟本身就对
摩托车有着很强的兴趣。Cagiva 同样生产小型摩托车，这项交易将杜卡迪在发
动机设计方面的优势与 Cagiva 在车身结构方面的特长结合在一起。但是 20 世
纪 90 年代初对杜卡迪来讲并不好过，Caviga 是一家典型的意大利家族式企业，
对从摩托车到金属锻造和酒店行业都有兴趣。跟它大多数的同行一样，为了避
税这个集团的所有制结构非常复杂，想要清晰地了解公司的发展状况和盈利水
平几乎是不可能的。
过度使用杠杆和不充分的财务控制让杜卡迪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行业里
很多人都认为杜卡迪就是用来给集团其他亏损业务提供补贴的。杜卡迪依赖
Cagiva 进行产品设计、建立信息系统、获取人力资源、广告推广和进行配送。
由于母公司的财务问题，杜卡迪的运营开始走下坡路。品质下降、售后成本增
加还有难以给供应商打款都造成了送货的延迟。新车配送的等待时间甚至超过
了 1 年。问题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当时杜卡迪的表现（无论从哪
个方面进行考量）都大幅滑坡。1995 ～ 1996 年，摩托车销量减少了 32.7%，息
税前利润（EBITDA）下降 58%，市场份额从 4.5% 下降至 3%。

二

摩托车市场
与汽车行业一样，20 世纪 70 年代见证了日本生产商将批量化生产应用于
便宜并且质量可靠的摩托车生产上，比如本田、铃木、雅马哈和川崎重工都从
传统的欧洲制造商比如 BSA、Enﬁeld、Norton、Agusta、Laverda、MotoGuzzi
和 Triumph 那里抢夺市场份额。截至 1995 年，日本的四大制造商都开始生产
各类摩托车，同时还有小型交通工具，市场份额可以达到 70% ～ 88%。在“旧
一

www.ducati.com/heritage .

二

Rebuilding a passion brand: the turnaround of Ducati, IMD, Novembe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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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生产商中，杜卡迪是其中的领袖。虽然存在品质问题，但杜卡迪的客户
都非常忠诚，并且愿意相比其他品牌多支付一些费用。典型的杜卡迪用户在
25 ～ 35 岁，其中至少有 30% 的人拥有不止一台摩托。在意大利，有 64% 的顾
客说他们愿意再买一台杜卡迪。
一团乱麻
杜卡迪和它的母公司复杂的所有权结构被牢牢的绑在一起。Caviga 集团
除了在产品设计、信息系统、人力资源、广告推广和配送等方面对杜卡迪有一
定的决策力，还控制着杜卡迪的财务和行政事务。虽然拥有不错的市场份额并
且盈利水平也在提高，但是杜卡迪在 1995 年年末的时候承担着 2070 万欧元的
应付账款和 9380 万欧元的债务。在那个时候很多供应商都拒绝发货，零部件
的短缺将生产进度从一天 140 辆摩托降至 10 辆。杜卡迪积攒了超过 6000 个订
单，消费者需要等待超过 1 年才能收到他们订的摩托，而如果选择哈雷摩托，
这个时间是 6 个月。
如果杜卡迪有营销的话，那这方面可以想见也会是一样的糟糕。杜卡迪没
有营销部门，是通过 Caviga Trading 和它非专营性质的经销商销售它的摩托的，
它们在推动杜卡迪的销售方面并没有很强的激励。并且 Caviga Trading 会向杜
卡迪征收占它开支 70% 的费用（1050 万欧元），但其实只有 54% 的费用用于杜
卡迪，这也是集团内部无法明说的收入转移的一个例子。生产效率很低，并且
公司还在使用封闭订单系统，零部件每隔 4 个月预定一次，与日本同行采取的
即时制系统有着本质区别。
寻求救援

一

1995 年 的 春 天，Castiglioni 兄 弟 联 系 到 了 在 意 大 利 的 Deutsche Morgan
Grenfell（DMG）掌门人 Dante Razzano 希望能获得一个过渡性贷款。由于熟
悉私募股权投资，Dante 注意到了其中有一些特性可能会吸引得克萨斯太平洋
集团，现在这家大型的私募股权公司已改称为 TPG Capital。并且的确，TPG
发现这个品牌有很大的潜力。TPG 是由戴维·邦德曼、收购老手吉姆·库尔
特还有 GE 资本的副总比尔·普赖斯在 1992 年建立的。TPG 过去的投资包括
汉 堡 王、J.Crew 和 Bally， 这 个 公 司 很 出 名 的 一 点 是 会 为 自 己 希 望 达 成 的 交
易付出非常多的时间与精力。TPG 的团队是由埃布尔·哈尔彭领导的，他和
Federico Minoli 建立了一个团队以研究杜卡迪这个机会。Minoli 是一个营销
一

Ducati & Texas Pacif ic Group—A“wild ride”leveraged buyout,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March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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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他的职业生涯是在 1974 年从宝洁公司的品牌管理部门开始的，之后去
了 International Playtex、麦肯锡和贝恩咨询，最终在贝纳通的美国分公司担任
CEO。TPG 的策略是让 Minoli 担任杜卡迪的 CEO 并且安排一些高级经理一同
运营公司。
人们经常描述收购公司就是倒着走进一间房子然后寻找出口。如果重振成
功，杜卡迪可以有可能进行 IPO，这是一种可以实现比出售给对手公司更高回
报的退出方式。但是意大利证券市场是一个不太容易到达的目的地，其容量和
流动性都不如美国证券市场，并且也没有类似的公司监管条例。
谈判迅速展开了，但是过程不得不保持低调：Castiglioni 兄弟不想被人发现
自己正准备出售控股性股权，尤其还是卖给美国人。所以交易看起来像是他们
只是出售整个业务的 49%。TPG 只购买 49% 的股权，还有 2% 是由一个独立信
托公司购买的。Cagiva 会保留剩余的 49%，并且有机会在 IPO 时购回 2%。TPG
会获得对董事会的控制权，并且为了表达善意让 Claudio 仍继续担任主席，但是
他的决策权很有限。外界的看法在这场交易中也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牵
扯到家族生意时。在杜卡迪的例子中，让交易能上很多次头条是很重要的，这
样可以给 Castiglioni 家族炫耀的资本。由于尽职调查的要求，收购价格被定为 4
亿～ 5 亿里拉。部分被支付给 Caviga，但另外一部分被直接转给杜卡迪以补偿
之前造成的资金不足。TPG 还考虑到了卖家破产的可能性以及意大利法律中的
“顾后”特性。为了减少这方面的不确定性，这个交易被定义为资产出售。
这个交易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负债比例定为 2 ：1，当时美国市场的收购
交易通常采用 3：1 的标准。DMG 的 Razzano 也想参与这个交易，于是 TPG 给
他 20% 的股权。但是债务融资对他们而言是不容易的，由于缺少财务透明度，
对于运营资本和 Caviga 集团信用水平的担忧让银行对这个事情很紧张。最终，
DMG 站出来领导了这个合作，拿到了 2.8 亿里拉的贷款，利率为 11.25%。在
1996 年的夏天，在进行了紧张并且令人纠结的谈判之后，TPG 终于和正在挣扎
的制造商签下了这笔价值 3.25 亿美元的交易。
重振计划
随着 TPG 开始执掌杜卡迪，品牌和营销专家 Minoli 被任命为 CEO。最重
要的任务是给公司重新定位。他们的计划是将杜卡迪从一个“金属机械”公司
变成一个围绕着品牌和消费者热情的娱乐公司。重振工厂或者投资研发则是之
后要干的事情。
Minoli 的第 1 个任务是招募一个新的管理团队。戴维·格罗斯是一个专攻

第2章

作为商业系统的私募股权

并购领域的国际公司法律师，他加入了公司并领导战略发展部门。很久之前格
罗斯是一个记者，为《时代》和《纽约时报》撰写关于文化和商业的文章，这
是一个跟重塑杜卡迪品牌形象的任务很吻合的经历。南非人 Pierre Terreblanche
是从一个设计公司挖来的，他之前就与杜卡迪有过合作，现在负责领导整个设
计和工程方面的工作。Christiano Silei 是 Minoli 之前在贝恩咨询时的同事，他
之前是在干收购交易中的尽职调查相关工作，现在负责产品研发。整个公司的
管理结构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杜卡迪的财务与行政事务完全从 Caviga 集团剥离
开，并且创建了自己的销售和配送部门。
Minoli 说
在一开始想要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文化环境很难。我尝试着给我的
美国同事和意大利同事建立起一个共同的合作基础，然后我意识到对
杜卡迪的热情是一种很好的黏合剂。只有当每个人都希望成为其中一
份子时这个重振计划才会成功。
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将工厂主要的停车场从管理层员工那里收回并
将这些空间给了拥有杜卡迪摩托的员工，将所有员工都送去摩托车驾驶训练课
程并且给他们提供摩托车以供周末使用还有摩托车的购买折扣。杜卡迪扩展了
它的市场定位，从仅仅注重性能表现到也关注舒适性和生活方式，进入到由日
本厂商和哈雷摩托主导的细分市场中。产品种类也深入运动旅行车领域，还有
女性市场。除此之外，杜卡迪也通过其他合作伙伴进入服装和配件市场。
每一次自我革新都是为了围绕着品牌建立一个社区，并且让员工和顾客都
感觉是公司的一部分。在公司总部的主要楼层建立了一个杜卡迪博物馆，存放
着著名的杜卡迪摩托车。运行效率极低的配送体系得到了重塑。经销商网络也
变成非常注重转移性和品牌形象，销售助理和售后服务提升的结果是单一经销
商销量的大幅增加以及经销商数量的减少。由 250 名摩托车爱好者新雇员组
成的全资子公司负责在全世界主要市场中管理经销商。一大批新的旗舰店成立
了，通过互联网销售摩托车的线上渠道也建立了。
对生产流程的优化是从 1997 年推出“ Kaizen ”系统开始的，这是一种由
日本产商发明的方法，旨在进行通过一系列细节但是增量式的调整——增强员
工内部的协调统一并且不需要大量投资。除此之外，还包括了即时制计划。这
些措施使得机器产量提高 12%，每小时成本却降低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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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振计划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于 1999 年的“运营振兴”，其目标是 5 年时间
内在不扩大工厂面积或者雇用新工人的前提下将产量提高至目前的 3 倍。非核
心流程会被外包给其他厂商，供应商规模也将从 380 家下降至 175 家。这些改
变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在之后的 3 年中生产成本降低了 25%，生产耗时缩短
一半并且产品质量相对之前提高 70%。
重振计划的第三个阶段包含在引擎设计方面的追加投资，结果是产品研发
周期从 1995 年的 26 个月缩短为 2003 年的 15 个月。
结果
1998 年 7 月，TPG、DMG、Development Capital Italy 还 有 一 些 其 他 共
同投资者从 Castiglioni 兄弟那里购买了剩下的 49% 股权，对公司实现了完全
的控制。在 1999 年，杜卡迪在意大利和纽交所公开上市，筹资 2.85 亿美元。
TPG 与其他投资者出售了 65% 的股权，实现了 6 倍的投资回报率。 2006 年 3
一

月，TPG 和 DMG 完成了全部的退出，向一家意大利投资公司 InvestIndustrial
Holding 出售了他们剩余的 30% 股权。Minoli 在 2007 年 5 月卸任主席和 CEO
的职位。
IPO 的成功意味着生产商珍贵财富的重振。在私募股权所有时期，杜卡迪
在赛事中的表现非常完美——14 个世界摩托车比赛的冠军头衔中赢得了 13 个，
世界市场份额也从 1996 年的 3% 上升至 2003 年的 5.6%，摩托车销量的年复合
增长率达到了 17.8%。
财务状况也十分亮眼。净销售额年增长率达到 20.4%，从 1996 年的 1.058
亿欧元增至 2003 年的 3.882 亿欧元。EBITDA 在这个阶段从 1180 万欧元增至
4520 万欧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21.1%。
杜卡迪的成功投资与成功重振是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说明了在积极的所
有权制和私募股权公司的指导下公司可以有怎样良好的发展。与传统想法相反
的是，它同样展现了一个相对长期的投资策略。杜卡迪没有被迫剥除之前的资
产（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被剥除的了），反而在 TPG 的领导下在销售、营销、
品牌建设、广告投入、赛事参与、研发和生产流程优化等各个方面都提高了投
资力度。TPG 通过给品牌、生产和配送过程注入新的价值还有提升雇员忠诚度
重振了一个境遇不佳但是颇有前景的公司。
资料来源：案例由本书作者撰写，并获得了 TPG 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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