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 “退”为“进”
《从退出的角度看 I D C投资架构的设计》

演讲人：中伦律师事务所 乔资营



中伦简介

中国 CHINA

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武汉 成都 重庆 青岛

杭州 南京 海口 香港

美国 USA 英国 UK 日本 JPN

纽约 旧金山 洛杉矶 伦敦 东京

立足中国连接全球

Legal Solutions For

China Business

中伦律师事务所创立于1993年，是中国领先的综合性

律师事务所。中伦拥有310多名合伙人和2100多名专业

人员，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武汉、成都、重

庆、青岛、杭州、南京、海口、东京、香港、伦敦、

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和阿拉木图设有办公室。

中伦律师分别专精于特定的专业领域，通过合理的专

业分工和紧密的团队合作，中伦有能力在各个法律专

业领域为客户提供高质量、一站式的中国法律服务。

18个 全球办公室

哈萨克斯坦 KZ

阿拉木图



中伦简介

我们的业务领域
Our Practice Areas

♦资本市场/证券

♦私募股权与投资基金

♦房地产

♦建设工程与基础设施

♦酒店/旅游开发与管理

♦环境、能源与资源

♦公司/外商直接投资

♦收购兼并

♦破产与重组

♦银行与金融

♦资产证券化与金融产品

♦融资租赁

♦反垄断与竞争法

♦ “一带一路”与海外投资

♦WTO/国际贸易

♦劳动法

♦税法与财富规划

♦海关与贸易合规

♦诉讼仲裁

♦合规/政府监管

♦刑事合规

♦海事海商

♦知识产权

♦科技、电信与互联网

♦文化、娱乐与传媒

♦健康与生命科学

♦航空/汽车

♦国防、军工



主讲人简介

乔资营合伙人

直线：+86 10 5957 2040

手机：+86 139 1164 4782

电邮： jackqiao@zhonglun.com

• 执业资格：中国

• 教育背景：北京大学法律硕士

• 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 专业领域

IDC行业以及其他TMT行业等领域的并购、境内外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和
基金设立等

➢ 执业经验

乔律师在国际和国内知名律所有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为境内外投资人、跨国公
司、创业公司以及IDC运营商等客户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完成了近千起境内外
投融资和并购交易。在加入中伦之前，乔律师曾在方达律师事务所担任顾问，
此前在美国高锐律师事务所（Gunderson Dettmer）及英国欧华律师事务所
（DLA Piper）担任Senior Associate多年。

➢ 重点行业

乔律师重点关注人工智能、IDC产业、高端芯片、电子商务、数字农业、医疗
健康、智能物业、数字媒体、在线教育等前沿行业动态。

➢ 前沿研究

从数字地产到服务运营：IDC产业链全解析（一）
从数字地产到服务运营：IDC产业链全解析（二）
重大政策利好，IDC产业或成下一个风口：IDC产业链全解析（三）

mailto:jackqiao@zhonglun.com


预期退出方式与常见投资架构

退出方式：以“退”为“进”

✓ IPO上市

◼ 境内 v. 境外

✓ 直接交易（并购）

◼ 人民币 v. 美元

✓ REITs

◼ 海外数据中心的常见退出方式

◼ 国家发改委与中国证监会已明确鼓励信息

网络类基础资产试点发行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常见投资架构

✓ “轻重合一”，整体退出（低灵活性，慎重选择）

◼ 人民币投资：自建机房模式

◼ 美元投资：VIE架构

✓ “轻重分离”，自由退出

◼ 重资产投资：分成模式（物业+非IT设施设备）

◼ IT设施设备变种持有架构（物业+非IT设施设备+IT设

施设备&牌照变种持有）

◼ VIE结构轻重资产组合模式（物业+非IT设施设备+IT

设施设备&牌照股权参与持有）



“轻重合一”：境内融资——自建机房模式

IDC牌照公司

创始人股东

物业、非IT设
施设备及IT设

施设备

境内投资人

优势：

✓ 架构简单、清晰；退出流程便捷；

✓ 适用：人民币投资人明确整体境内出售或上市为

退出目标，不考虑未来分拆出售。

劣势：

✓ 整体打包出售对于买家的资金及主体要求高，退

出方式不够灵活。

✓ 外资准入受限，如有外资接手，需先进行重组，

时间长、费用高、不确定因素大。

境内



“轻重合一”：境外融资——VIE架构

风 险

耗时长，被投公司短期资金需求问题

巨额资金流动性问题

投资方无法直接持有重资产，存在财、产分离的风险

未来被纳入到外商准入管制的可能性

VIE架构的违约风险

境外投资人

境外

境内

WFOE IDC牌照公司

境外SPV1

境外SPV2

创始人股东

控制协议

创始人股东

物业、非IT

设施设备及
IT设施设备

外国投资者目前仍然是中国IDC业务中重资产

投资的主力军，从工程开发、资金筹措至搭建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最终上市在内

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平台都有比较大的参与空

间。



“轻重分离”：常见模式

“轻重分离”

按照投资标的不同可分为：

1. 无牌重资产模式（物业+非IT设施设备）

通过向IDC牌照公司出租数据中心基础环境设施的方式获取投资收益。

由于该模式出租收益低、无法将资金投入IT设施设备的维护和升级上，

影响租金和管理费的收取稳定性，实践中不常见。

2. 分成模式（物业+非IT设施设备）

3. IT设施设备变种持有架构（物业+非IT设施设备+IT设施设备&牌照变种持

有）

4. VIE结构轻重资产组合模式（物业+非IT设施设备+IT设施设备&牌照股权

参与持有）



“轻重分离”模式的灵活性

✓ 融资的灵活性：由于实现了重资产部分和运营部分的独立经营和独立核

算，使得在两个平台上引入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并且投资者在两个平台

上持有不同比例的股权成为可能，也可以在每个单一资产层面引入其它

的投资者。

✓ 经营的灵活性：在两个平台分别引入不同类型投资者的情形下，“轻重

分离”模式可以为IDC资产的租赁和运营提供了更多组合的可能性。

✓ 退出的灵活性：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包括投资者可以选择出售单一

资产或资产包，可以选择将资产平台和运营平台分别出售或合并出售，

可以选择将资产平台和运营平台共同打包上市或者拆分上市。



“轻重分离”：重资产投资——分成模式

模式一：

✓ 境外投资者通过资产公司与IDC牌照公司就项目运营

收益签署“保底+分成”模式的业务合同，或由境外投

资者另行在中国境内组建的一家外商投资企业与IDC

牌照公司签署服务协议等方式使境外投资者分享数据

中心项目运营部分的收益。

模式二（见左图）：

✓ 境外投资者与境内合作方另行设立运营公司，由该运

营公司向IDC牌照公司提供技术服务并收取服务费的

方式分享运营收益的模式。

✓ 例如，美国第三方IDC运营巨头Equinix并购Asia Tone

及其他收购获得数个位于上海的数据中心资产后，用

其上海子公司与国内牌照公司（高鸿股份）在境内合

作开展IDC业务。

境外投资人

境外

境内

运营公司 IDC牌照公司资产公司

境外SPV

境内合作方

出租和管理服务

技术服务

物业及非IT

设施设备
IT设施设备



“轻重分离”： IT设施设备变种持有架构（代持）

境外投资者在境内设立资产公司，并通过指定境

内代持人的方式由该代持人作为股东投资IDC牌

照公司，由IDC牌照公司持有IT设施设备。资产

可委托给境内第三方IDC运营商经营管理。

优势：

✓ 节省时间，操作简单。

劣势：

➢ 代持人的信用风险。

➢ 代持人的稳定性。

➢ 代持协议本身的效力。

➢ 境内人民币资金能力要求高。

（1）指定境内自然人代持
境外投资人

境外SPV

境外

境内

资产公司

代持人

代持IDC牌照公司

代持协议

租赁及管理
服务

境内合作方

IDC牌照公司

经营管理/出租服务
物业及非IT

设施设备 IT设施设备

为解决外商投资的资产公司无法直接持有IT设施设备，但境外投资者又希望控制IT设施

设备的难题，境外投资者可以考虑通过代持或者通过VIE架构由VIE公司持有IT设施设备。



由境外投资者通过在境内设立一家外商独资企业（“资产公

司”），向代持人提供人民币借款，由代持人新设一家境内

公司（“境内公司”），参与持有IDC牌照企业的融资。代

持人持有境内公司的全部股权质押给资产公司。

优势：

✓ 无需进行37号文登记；增加控制效果；代持人违约风险

较小。

劣势：

➢ 控制协议本身的效力问题；境内人民币资金能力要求高；

存在股权纠纷风险。

（2）在投资方层面借鉴VIE架构

资产公司

境外投资人

境外SPV 境外

境内

境内公司

境内自然人A 境内自然人B

控制协议

租赁及管
理服务

IDC牌照公司

物业及非IT

设施设备
IT设施设备

“轻重分离”： IT设施设备变种持有架构（VIE）



✓ 由境外投资者通过SPV在境内分别设立资产

公司和运营公司；

✓ 由VIE公司与境内合作方共同设立一家内资

IDC牌照公司；

✓ 运营公司与VIE公司签署控制协议。

轻重资产组合模式之VIE架构

境外投资人

境外

境内

运营公司 IDC牌照公司资产公司

境外SPV1 境外SPV2

VIE公司 境内合作方

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物业及非IT

设施设备
IT设施设备

控制协议

“轻重分离”：VIE结构轻重资产组合模式



投资方的角度：

✓ 资金和外汇的流动更加顺畅；

✓ 降低重资产在轻重合一VIE结构项下的风险；

✓ 运营部分外资限制不影响重资产部分融资；

✓ 便于进行单一或者任意组合通过REITs上市退出。

运营商的角度：

✓ 前期无须投入大量资金；

✓ 有利于分散风险；

✓ 保留后期运营商接手整个项目的可行渠道。

“轻重分离”的优势

通过改变资产结构、对资产进行一定的分离和重新配置，使得境外投资者投资到境内IDC业务的风险更为可控。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