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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陆和台湾引领外资对日收购热潮

 2016 年中国对欧直接投资远超欧盟对华直接投资

 2016 年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情况综述

 回望 2016：投资十大热点

【国际】中国大陆和台湾引领外资对日收购热潮

随着针对较大规模对日投资的传统壁垒减少，而亚洲作为全球最大收购者的主导地位上

升，中国大陆和台湾引领了去年日本创纪录的外资收购热潮。

银行人士表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趋势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买家的并购活动增加，他们共斥

资 9332 万亿日元，做了 51 笔交易；根据 Recof 的数据，并购金额和交易数量都创下了纪录。

根据 Dealogic 的数据，中国大陆和台湾买家对日本企业的并购额几乎是美国企业对日本企业

并购额的 5倍。＞全文（FT 中文网)

2016 年中国对欧直接投资远超欧盟对华直接投资

新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投资者在欧盟(EU)的并购支出是欧洲企业在华并购支出的四倍。在

欧盟和中国这两个全球最大市场之间日益加剧的失衡已然引发激烈争论之际，这些新数据将对

这场争论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研究公司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和柏林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2016 年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激增 76%，至 351 亿欧

元。相比之下，欧盟在华并购交易额则连续第二年下滑，降至 77 亿欧元。＞全文（FT 中文网)

【国内】2016 年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情况综述

截至 2016年 12月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 17433家，同比减

少 7572家；备案私募基金 46505只，同比增加 22451只；基金实缴规模 7.89万亿元，同比增

长 95%；私募基金从业人员 27.20万人，同比减少 10.74万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方面，《公告》发布以来，新完成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3308家，

协会共办理通过管理人登记法律意见书 9468份，办理通过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代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三项重大事项变更专项法律意见书 10717份。截至目前，协会

共注销 12834家私募基金管理人。2016年，协会组织了三次基金从业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完成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9591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9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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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式考试五次并将预约考试地点扩大到 18个城市，此外，组织针对高级管理人员的周考八

次，2016年全年累计通过考试达 35.3万人。＞全文（中国基金业协会)

【国内】回望 2016：投资十大热点

2016 年是创新走向垄断的一年，共享出行领域 Uber 与滴滴出行贴身肉搏多年、终于握手

言和；2016 年是科技扬眉吐气的一年，AlphaGo 打败人类顶尖棋手、AI 等来再次被吹上风口的

机会；2016 年是真实虚拟交融的一年，VR/AR 勾勒的虚拟世界愈发逼真，而真实世界却愈加“如

梦似幻”——科技与商业让无数摩天大厦拔地而起、阳光掠过高楼投下阴影，价值观、审美在

阴影处分裂、争执，难辨真伪优劣。

2016 年十大投资热点分别为：共享经济、人工智能、AR/VR、网红服务、企业服务 SaaS、

文创、互联网金融、体育投资、医疗服务和教育投资。＞全文（FT 中文网)

 “BPEA 月度培训”第六十一期成功举办

【协会新闻】“BPEA 月度培训”第六十一期成功举办

2016年 1月 12日下午，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主办的“BPEA月度培训”第六十一期

成功举办。

本期培训的主题是“私募股权基金的风险管理”，特邀讲师为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刘林森律师。刘律师在投融资领域拥有丰富的执业经验，曾参与众多大型投融资项目，更

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起私募股权对赌回购诉讼案的代理人。

在此次培训中，刘律师首先以案例的形式向大家介绍了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可能面临的各种行

政、民事、刑事风险及相应的应对措施，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管理人风险管理的总体方针。

接着，刘律师分析了私募股权基金在交割、确权、项目管理、退出等阶段可能面临的风险及争

议。

最后，基于以上种种风险，刘律师指出，要在投资合同的设计（如权益转让、再融资、反

稀释等条款）和执行上实行严格的风险管理，以维护管理人、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培训结束后，参会学员就自身实际问题与刘律师进行了交流沟通。本次活动得到了参会学

员的一致好评！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9542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9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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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预警 2017 年：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临界点了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常务理事 、中欧商学院副教授 中国企业投资协会金融委员会副主任

本文为许小年教授在 2016“BMW•道农杯”中国企业家高尔夫联赛总决赛上的演讲

外部风险并不大

现在大家对美国的政治、对美联储的利率政策过度关注，其实没有那么大的风险。

特朗普是商人、企业家，他知道应该做什么能搞好美国经济，只有搞好经济，他才可以再

次当选。第二，美国的制度下不大可能出现希特勒那样的人，经过几百年的制度演化，对权力

的制衡现在已相当完善。特朗普就是想胡来也干不成，国会制约他，媒体制约他，方方面面都

在制约他。第三，特朗普上台后的经济政策对中国会有影响，为了兑现竞选承诺，他可能找几

个产品制造些贸易摩擦，但全面的贸易战不大可能。如果他把关税拉得太高，或者退出全球化，

美国消费者要为此埋单，成本增加，美国的大企业也不干。

大家对美联储很可能的加息也没必要太担忧，加息影响资本市场和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

基本没影响。当初美联储推出 QE 时，多发货币的大部分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留在银行的

现金库了，变成了银行的超额储备。推出 QE、减息没什么影响，收回 QE、加息也没什么影响。

处于转折点的中国经济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国内经济的基本面。过去国家经济增长、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靠银行

贷款、股市融资，或者自身的积累来投资扩张。这样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因为资本的

边际收益递减，并且政府和很多企业的资源已经用到了极限。

什么是“边际收益递减”？以农业为例，假设农民种一块地，只用人力时亩产 400 斤，如

果给农民投资配置一台拖拉机，增产 200 斤，再配第二台拖拉机，亩产还会增加，但只增 100

斤。第三台拖拉机的增产效果呢？可能就等于零了。

同样的道理，政府可以通过投资拉动来增加 GDP，但是每单位投资带来的新增 GDP 越来越

低，到投资收益为零时，经济就落到“中等收入陷阱”里了，再增加投资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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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是不是已经到了资本边际收益为零的临界点了呢？我认为是的。为什么央行放

水，资金就是不进实体经济呢？因为实体经济中的投资收益接近零，甚至是负的，赚不到钱，

谁愿意投呢？

第二个原因，资本积累是有限度的，投资资金来自于老百姓的储蓄和企业的储蓄也就是利

润，社会储蓄是有限的。央行印钞票不是真储蓄，只不过把老百姓的储蓄稀释了而已，企业和

老百姓有限的储蓄决定了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

货币、贷款超发造成了系统性风险，由于多年来采用刺激性政策，借债来创造投资需求，

使得我国经济的总体负债率达到一个危险的水平。去年一年，政府提出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去

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但行政化去产能的效果并不好，不是优胜劣汰，而是相反。去杠杆

的效果也不佳，有些地方仅仅是转移杠杆，有些地方甚至在加杠杆。行政化的去产能、去杠杆

增加了民营企业的经营困难。

在防守中创新转型

实体经济投资效益低，货币、信贷的超发使经济的系统性风险不断增加，企业怎么办？建

议考虑“两带”：一是系好安全带；二是勒紧裤腰带。一句话，保守、保守，再保守。从现金

流出发规划业务，今年不是赚钱的年头，而是求生存的年头，先活下来再说。企业应该把债务

水平降下来，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负债过高对国家经济是个风险，对企业也是风险。高负债的

问题主要不在财务费用，而是现金流管理。负债高了，给企业的现金流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债务意味着稳定的现金流出，如果没有稳定的现金流入相匹配，企业就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

险。在系好“两带”的同时，企业要思考如何进行创新。转型不是转行，转型走不通的原因是

把转型理解成转行了。创新不需要跳到其它的行业去，不一定都要进入新兴行业。创新也不要

求大家都去做高科技，都去做云计算、大数据，创新需要企业思考如何采用新技术来提高自己

的效率。

文章来源：凤凰财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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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科数据：

2016 年 227 起 A 股 IPO 创 5 年新高，

多家 PE 收获超 5 起 IPO 退出

2016 年前 11 月情况看，政策层面强化去杠杆、防风险，政策制定和监管对于恶意收购、

“ 花式”借壳等都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市场数据表现整体依旧保持了较高的活跃度，国

企改革、 海外资产收购清科研究中心近日发布数据显示：在清科研究中心关注的海外 16 个市

场和境内 3个市场上，中企海内外上市总体情况方面，2016 年度全球共有 291 家中企上市，合

计总融资 3125.01 亿人民币。2016 年度中企上市融资额及数量较 2015 年度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分别下降 5.5%、11.8%。其中，227 家中企在境内市场融资 1511.10 亿人民币，上市数量和融

资额同比分别下降 28.1%、17.5%。64 家中企在境外市场融资达到 1613.91 亿人民币，上市数

量及融资额分别同比上升 3.7%、下降 4.7%。VC/PE 支持的中企上市方面，VC/PE 支持的中企在

全球上市共计 174 家，上市数量同比上升 1.2%；174 家中企共筹资 2306.74 亿人民币，融资额

同比上升 60.3%。投资回报方面，2016 年度，174 家 VC/PE 支持的境内外上市中企在发行时获

得了 2.85 倍平均账面回报，比去年同期水平下降 22.8%；上市 20 个交易日后获得了 9.56 倍平

均账面回报，较发行时投资回报水平高出 2.36 倍。新三板市场方面，截至 12 月底累计挂牌企

业达 10163 家，总股本达到 5851.55 亿股，流通股本 2386.81 亿股，总市值已达 40558.11 亿

元。2016 年度新增挂牌企业数量 5034 家，同比去年同期新增挂牌数量增长 41.5%。

全年 291 家中企实现境内外上市，总体略有下滑，境内市场 VS 境外市场反差明显

2016 年度，共有 291 家中企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合计融资 3125.01 亿人民币，平均每

家企业融资 10.74 亿人民币。2016 年度中企上市数量及融资额较去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分别下降 5.5%、11.8%。

从上市市场来看，2016 年度，中企在境内上市数量远超境外市场，但总体融资规模略低于

境外市场。境内市场的平均融资额与境外市场有较大差距，仅达到境外市场的四成。具体来看，

境内方面，227 家上市企业融资 1511.10 亿人民币，上市数量上涨 3.7%，融资额同比下滑 4.7%；

境外方面，64 家中企赴海外上市，合计融资 1613.91 亿人民币，上市数量及融资额分别较去年

同期同比下降 28.1%、17.5%。值得注意的是，境内市场在证监会审核加速的背景下，上市数量

较 2015 年有明显回升，境外市场上市总量在 2014 年达到历史高峰后，逐渐走向低落。中企在

选择上市市场方面，开始反转倾向青睐国内市场，境内外反向发展态势预计在未来两年不会改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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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平均融资额来看，境内市场平均融资额达到 6.66 亿元，较去年同期融资额下降 8.1%；

境外市场平均融资额达到 21.97 亿元，较去年同期融资额上升 14.8%，主要受“邮储银行”首

发融资额高达 496.8 亿人民币的影响。

中企海外上市 64 家，同比下滑，海外融资市场遇冷，金融企业继续傲视群雄

2016 年度，共有 64 家中企在海外 7大交易所上市，64 家中企融资额合计 1613.91 亿人民

币，上市数量及融资额分别较去年同期同比下降 28.1%、17.5%。但就季度来看，2016 年第四

季度，中企海外上市数量达到 29 家，海外上市市场主要在香港主板达到 18 家，较前两季度有

大幅的回升。

自 2014 年以来，中企赴境外上市的态势火热，近两年中企境外上市活跃度有所下降。首

先，其主要原因仍在于中概股在境外资本市场估值低于境内市场。2015 年上半年国内 A股的火

热行情加速了中概股回归的决心，使得海外上市体量相对前两年有所下降。其次，国内资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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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在 2016 年发出的注册制改革等信号也为中概股回归提供了利好信息，虽然目前注册制已踩

刹车，但政策方向已定，中概股境内上市的决心也并未动摇。

市场分布方面，2016 年度，海外上市的 64 家中企分布于香港主板、香港创业板、纳斯达

克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新加坡主板和韩国交易所主板七个海

外市场。

具体来看，香港主板依然是中企海外上市的绝对主战场，共有 44 家企业上市，合计融资

1430.93 亿人民币，分别占中企海外上市总数的 68.8%和融资总额的 88.7%；相较于 2015 年度

香港主板上市企业数量和融资额占比均有大幅下降。香港主板平均每家企业融资额高达 32.52

亿人民币，这归功于在香港主板上市的金融企业，主要包括“邮储银行”、“浙商银行”、“招

商证券”、“光大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天津银行”和“国银租赁”等，融资额均超

过 50 亿元人民币，大幅拉升了香港主板的平均融资规模。此外，在海外其他证券市场，10 家

中企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共融资 6.20 亿人民币；4家中企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共融资 35.52

亿人民币；3家中企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共融资 95.52 亿人民币；1家中企在澳大利

亚证券交易所上市，共融资 0.97 亿人民币；1家中企在新加坡市场上市，共融资 31.49 亿人民

币；1家中企在韩国交易所上市，共融资 13.28 亿人民币。

2016 年度中企在海外市场的最大一笔融资额是在香港主板上市的“邮储银行”，单笔融资

496.79 亿元人民币，也是 2016 年度全球最大 IPO 融资额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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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分布方面，2016 年度 64 家赴海外上市的中企分布在 18 个行业中。具体来看，2016

年度共有 11 家金融行业企业融资 971.73 亿人民币，分别占海外上市总数和融资总额的 17.2%

和 60.2%。其中“邮储银行”、“浙商银行”、“招商证券”的融资规模均突破 90 亿元人民币，

使得金融行业傲视群雄，平均融资额也突破了 80 亿人民币。5家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的企

业融资 155.13 亿人民币，融资额在所有行业中排第二；融资规模在 100 亿人民币以上还有物

流行业，2家企业共融资 121.54 亿人民币。其余行业的融资规模均在 100 亿人民币以下，上市

企业数量为 1至 6家不等。

无论在上市数量&融资额方面，金融企业都成为 2016 年值得关注的热点

金融行业 2016 年有众多的明星企业实现海内外上市，包括：“邮储银行”、“浙商银行”、

“招商证券”、“光大证券”、“中信建投证券”等，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邮储银行”

巨无霸的上市，融资额近 500 亿人民币。除此之外的其他金融企业融资额也均高于其他行业，

这也是金融企业的特点：盘子大、体量大、上市融资额大。因此，金融行业在 2016 年中企海

外融资前十大案例中，占据了七家。在上市市场方面，金融企业多选择在港股挂牌，这背后的

主要原因还在于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业务布局需求的日渐增长。不少内地金融机构多年前已在

香港设点拓展国际业务，海外业务或将成为其重要的桥头堡，通过上市进一步打进香港市场是

从集团的发展去考虑，在港上市不仅以募资为目的，更多的是希望以香港为平台链接海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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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 227 家中企境内上市，四季度上市数量高达 101 家，证监会审核加速为注册制鸣鼓开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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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共有 227 家中企在境内 3个市场上市，融资额合计 1511.10 亿人民币，上市数

量略有上升，上升幅度达到 3.7%，融资额同比下滑 4.7%。相较于 2015 年股市的火爆程度，2016

年度境内企业上市有所降温。

但值得注意的是，以季度来看，2016 年第四季度上市数量及融资额较前三季度有明显提

速。第四季度上市数量达到 101 家，创 2015 年第二季度（上市数量 117 家）后新高。而前三

季度上市数量分别为 24 家、37 家、65 家，第四季度上市数量分别达到前三季度的 4.20 倍、

2.73 倍、1.58 倍。2016 年内整体呈现非常稳定的回升趋势，直接体现了证监会为注册制铺路

而提高 IPO 企业审核速度的决心，对目前 IPO 的存量企业进行消化，推进注册制落地时间表。

同时，也预示着 2017 年，上市企业审核速度将保持提速状态的局面。

市场分布方面，2016 年度，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较多，分别为 103

家和 78 家，占境内上市企业总数的 45.4%和 34.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融资规模最大，

占中企境内上市总融资额的 67.5%，共融资 1019.42 亿人民币；平均融资规模高达 9.90 亿人民

币，亦排在三大市场之首，主要在于在上交所上市的“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和“三角轮

胎”融资额均超过 40 亿人民币，拉高了上交所上市企业融资额均值。深圳创业板的 78 家上市

企业共融资 265.12 亿人民币，占中企境内上市融资额的 17.5%；平均融资规模仅 3.40 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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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为境内三个市场里最小。46 家企业在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合计融资 226.55 亿人民币，

占中企境内上市融资额的 15.0%，平均融资规模也较小，为 4.93 亿人民币。

行业分布方面，2016 年度，境内上市的 227 家中企分布于 22 个一级行业，金融行业依然

表现突出。主要在于，今年城市商业银行上市案例集中。金融行业依靠“上海银行”、“江苏

银行”、“华安证券”和“贵州银行”4家企业合计融得资金 317.61 亿人民币拔得行业头筹，

平均单个企业融资额高达 35.29 亿人民币。融资规模在 100 亿人民币以上的行业还有：46 家机

械制造行业企业融资 178.72 亿人民币，26 家化工原料及加工行业企业融资 149.70 亿人民币，

23 家建筑/工程行业企业融资 147.94 亿人民币。从平均融资额来看，除金融行业外，广播电视

及数字电视行业的平均融资额位列第二，为 16.57 亿人民币；排名第三的是娱乐传媒行业，平

均单个企业融资额为 13.77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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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家 VC/PE-Backed 中企上市，渗透率提升至 60%，“估值溢价”拉动境内市场回报远超

境外

2016 年度，VC/PE 支持的中企在全球上市共计 174 家，上市数量同比上升 1.2%；174 家中

企共筹资 2306.74 亿人民币，融资额同比上升 60.3%。可以发现，在度中企境内外上市数量及

融资额均同比下降的情况下，VC/PE 支持中企境内外上市融资额逆势上升，这体现了背后 VC/PE

支持的中企在资本市场的相对更强的融资能力。

VC/PE-Backed 中企上市市场方面，境内市场 148 家中企上市，融资 1020.48 亿人民币，上

市数量占比 85.1%，融资额占比 44.2%；海外市场方面，26 家中企融资 1286.26 亿人民币，上

市数量占比 14.9%，融资额占比 55.8%。境内市场在上市数量方面大幅领先海外市场，但总体

融资额仍较海外市场更低，且平均融资额仅 6.90 亿人民币，不及海外市场平均融资额 49.47

亿人民币，这也反映了海外上市中企在规模及体量上较境内上市中企更庞大。

VC/PE 渗透率得到进一步提升。从渗透率角度来看，2016 年度 VC/PE-Backed 中企上市数

量渗透率高达 59.8%，较 2015 年度 55.8%上升 4个百分点。其中，VC/PE-Backed 中企境内上市

渗透率达到 65.2%，较 2015 年度 VC/PE-Backed 中企境内上市渗透率 68.0%略有下降；

VC/PE-Backed 中企境外上市渗透率达到 40.6%，较 2015 年度 VC/PE-Backed 中企境内上市渗透

率 25.8%有大幅上升。对于 VC/PE 机构来说，2016 年可谓是一轮收获期，其中，德同、九鼎等

机构收获超 5起 IPO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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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回报水平方面，发行时投资回报与上市后 20 个交易日投资回报存在较显著差异。以

发行时价格来看，2016 年度，174 家 VC/PE 支持的中企获得了 2.85 倍平均账面回报，比去年

同期水平下降 22.8%（2015 年平均账面回报达到 3.69，主要在于境内资本市场上半年的牛市拉

动）。境内资本市场投资回报达到 2.78 倍，境外资本市场投资回报达到 3.17 倍，由于国内市

场抑价发行现象，国内市场的回报在发行时相对低于境外市场。国内三大市场具体来看，上海

交易所与深圳创业板投资回报基本持平，深圳中小企业板账面回报略高于其他两个市场，达到

3.09 倍。

以上市后 20 个交易日回报来看，2016 年度，174 家 VC/PE 支持的中企获得了 9.56 倍平均

账面回报，较发行时投资回报水平高出 2.36 倍。境内市场方面，投资回报达到 10.65 倍；境

外市场方面，投资回报达到 3.08 倍，境内市场回报显著高于境外市场回报。其根本原因还在

于境内市场的“抑价发行”和 “估值溢价”量大因素。国内资本市场在企业首发上市时往往

抑价发行，上市后在经历投资者重新估值后，股价基本经历了若干次涨停后才趋于稳定，国内

资本市场估值溢价一直存在，使得国内资本市场投资回报偏高。而反观境外资本市场，市场估

值泡沫相对偏低，上市后估值相对稳定，且境外投资者对中企发展不慎看好，甚至走低，使得

中企在经历了若干个交易日后，投资回报水平相对发行时基本无差，甚至有所降低。这双方面

的原因，使得中企在境内资本市场得到的回报水平虚高。

新兴行业上市后 20 个交易日投资回报相对高于传统行业。随着近些年来，消费升级、供

给侧改革等因素的驱动，新兴行业越来越受到大众投资者的关注，更得到私募机构的青睐，比

如：TMT、物流、清洁技术等领域，投资回报水平也相对高于传统行业，比如：农/林/牧/渔、

机械制造、汽车、纺织及服装等领域。具体来看，境内市场方面，投资回报最高的三大行业为：

物流、电子及光电设备、建筑业，投资回报倍数分别达到 19.72 倍、15.74 倍、15.58 倍；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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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市场投资回报最高的三大行业为：IT、食品&饮料、互联网，投资回报倍数分别达到 91.88

倍、10.79 倍、2.81 倍。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领域企业在境内外上市回报存在一定差距。比如，金融领域企业，境

内市场上市 16 家，上市后 20 个交易日回报倍数平均达到 13.00 倍，境外市场上市 13 家，回

报倍数平均为 1.69 倍；生物技术/医疗健康领域，境内上市数量 61 家，上市后 20 个交易日回

报倍数平均达到 10.00 倍，境外市场上市 5家，回报倍数平均为 2.20 倍，而这些差距不仅存

在这两大行业中，在其他行业中也普遍存在。境内外市场投资回报的差距形成了海外上市中企

寻求回归境内资本市场的初衷。

新三板挂牌数量爆增终突破万家，总市值超 4万亿，流动性改善有待进一步观察

2016 年度新三板挂牌情况持续火爆，截至 12 月底累计挂牌企业达 10163 家，总股本达到

5851.55 亿股，流通股本 2386.81 亿股，总市值已达 40558.11 亿元。2016 年度新增挂牌企业

数量 5034 家，同比去年同期新增挂牌数量增长 41.5%，其背后在于监管层对于新三板的一系列

改革措施，使得拟挂牌企业信心增强，挂牌数量也在今年高歌猛进。

近两年来，新三板转板制度日益被提上日程，很多企业选择首先在新三板挂牌，随后转板

的策略进行运作。尤其在今年下半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指出要加快完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健全小额、快速、灵活、多

元的投融资体制。研究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转板创业板相关制度，更为挂牌新

三板的企业发出了利好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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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2 月底，2016 年全年新三板挂牌企业股票成交数量总计达到 363.62 亿股，较 2015

年全年成交数量（278.90 亿股）上升 30.4%。其中，2016 年第四季度新三板挂牌企业股票成交

数量达到 115.01 亿股，同比 2015 年第四季度上涨 5.1%，环比 2016 年第三季度 45.8%。2016

年全年新三板挂牌企业股票发行数量总计达到 294.70 亿股，较 2015 年全年发行数量（230.8

亿股）上升 27.7%。尤其在 2016 年度第四季度新三板挂牌企业完成发行数量 134.16 亿股，同

比 2015 年第四季度上涨 93.0%，环比 2016 年第三季度 181.5%。

随着新三板分层制度落地以及“私募机构做市业务试点方案”的出炉，监管层对于新三板

流动性改善举措逐渐展开，政策方向也得到日渐明确。2016 年上半年全国股转公司正式发布《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分层管理办法（试行）》，新三板分层制度正式落地。但就

目前来看，新三板的流动性有所改善，但仍是个困局，2016 年第四季度新三板挂牌企业股票成

交数量达到 115.01 亿股，同比 2015 年第四季度上涨 5.1%，环比 2016 年第三季度 45.8%。

2016 年 9 月 12 日，《私募机构全国股转系统做市业务试点评审方案》出炉，公布了私募

机构申请条件及 37 条评分标准。私募做市试点正式启动，新三板混合做市制度或有助于改善

新三板流动性问题。此外，2016 年第三季度，国务院相继出台多次意见，支持新三板的发展及

有关制度的完善。预计，随着私募机构做市业务试点的开展，流动性问题在 2017 年将得到进

一步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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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投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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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1月 9日-1月 13日）

【并购/投资事件】

日期 并购/投资方
被并购/被投资

方
行业 地区

涉及金额/股权

比例

2017-1-9

贝塔斯曼亚洲投资

基金

北京采思投资

真格基金

Vue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人民币

2017-1-9 德屹资本 唯捷城配 物流 国内 1000 万人民币

2017-1-9

青骢资本

真格基金

上海曙夕

企鹅团 互联网 国内 1500 万人民币

2017-1-9
河南天明集团

锐旗资本
Uu 跑腿

居民服务和其他

服务业
国内 9600 万人民币

2017-1-9 0331 创投 筷玩思维 娱乐传媒 国内 100 万人民币

2017-1-9 不公开的投资者 麦子金服 金融 国内 NA

2017-1-9

左驭资本

水木资本

小米

韦玥创投

星座女神 娱乐传媒 国内 3000 万人民币

2017-1-9
杭州天使湾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乐农道 农/林/牧/渔 国内 1000 万人民币

2017-1-9 华益盛世投资 有棵树科技 互联网 国内 4 亿人民币

2017-1-9

杭州天图资本

红杉

今日头条

光信资本

亦联资本

快看漫画 娱乐传媒 国内 2.5 亿人民币

2017-1-9 融创中国

北京链家地产

房地产经纪公

司

房地产 国内 26 亿人民币

2017-1-9

蓝驰创投

红杉

高瓴资本

蓝湖资本

未来工场

今日头条

新智元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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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9
黑洞投资

云起资本
硅谷密探 娱乐传媒 国内 1000 万人民币

2017-1-9

锦沃投资

湾海投资

天使投资人

一起上 娱乐传媒 国内 100 万人民币

2017-1-10 华映资本 普道财税云 互联网 国内 2300 万人民币

2017-1-10 不公开的投资者 会分期 电信及增值业务 国内 2.3 亿人民币

2017-1-10
华软投资

永中软件
中服软件 IT 国内 1000 万人民币

2017-1-10 高特佳 美华医疗集团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国内 2 亿人民币

2017-1-10

襄禾资本

概念资本

清流资本

黑洞投资

货拉拉 物流 国内 3000 万美元

2017-1-10 聚风资本 飞芒书房 互联网 国内 500 万人民币

2017-1-10 前海乾元坤一投资 达人贷 金融 国内 1000 万人民币

2017-1-10 不公开的投资者 南瓜车 互联网 国内 NA

2017-1-10
天津紫牛资产

经纬中国
年糕妈妈 互联网 国内 1 亿人民币

2017-1-11
国科嘉和

不公开的投资者
EasyStack IT 国内 5000 万美元

2017-1-11

平安鼎创

厚生资产

辰德资本

牙医管家 IT 国内 1 亿人民币

2017-1-11 红星美凯龙 打扮家 IT 国内 4000 万人民币

2017-1-11 黑洞投资 清软海芯 IT 国内 1000 万人民币

2017-1-11
亿润投资

优客工场
跑哪儿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国内 100 万人民币

2017-1-11

考拉基金

知卓资本

小村资本

企明星 互联网 国内 3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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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 聚有财 农信宝 金融 国内 850 万人民币

2017-1-12

罗莱生活

海泉基金

京东

麦顿投资

泰合投资

太火鸟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美元

2017-1-12 不公开的投资者 梦想直播 电信及增值业务 国内 1 亿美元

2017-1-12
LB 投资

厚泽股权投资
毫米科技 IT 国内 NA

2017-1-12 建业集团 魔飞公寓 房地产 国内 1002 万人民币

2017-1-12
达晨创投

新浪网
卓然影业 娱乐传媒 国内 3500 万人民币

2017-1-12

头头是道新媒体基

金

创享投资

差评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人民币

2017-1-12 中科联创 麦扑旅游 IT 国内 300 万人民币

2017-1-12

今日资本

腾讯投资

搜狗

启明创投

创新工场

知乎 互联网 国内 1 亿美元

2017-1-12
云起资本

火橙创业加速器
多彩投 金融 国内 1000 万人民币

2017-1-12 不公开的投资者 云智易 IT 国内 NA

2017-1-12
中科招商

51 信用卡
E店宝 互联网 国内 8000 万人民币

2017-1-12

腾讯投资

红杉

经纬中国

真格基金

销售易 电信及增值业务 国内 2.8 亿人民币

2017-1-12
联科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夏山国际童军

会
娱乐传媒 国内 1000 万人民币

2017-1-12 不公开的投资者 跨境翼 互联网 国内 2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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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
展勋股权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一猫汽车网 汽车 国内 4 亿人民币

2017-1-12
天使投资人

东显瑞投资
夜吧 电信及增值业务 国内 500 万人民币

2017-1-12

元生资本

北极光

经纬中国

元禾控股

太美医疗 IT 国内 1 亿人民币

2017-1-12 康盛股份 康盛小贷 金融 国内 16.95%

2017-1-12 森特派斯 广和山水 电子及光电设备 国内 9.88%

2017-1-13
福源精益

峰瑞资本
快服务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人民币

2017-1-13 洪泰创新空间 小马学院 教育与培训 国内 NA

2017-1-13 不公开的投资者 啦啦快送 物流 国内 3000 万美元

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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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亚洲 TOP10 并购事件

（12 月 31 日-1 月 6 日）

日期 被并购方

被并购

方所在

国家

出资方

出资方

所在国

家

所属行业 出资金额（美元）

05/01

/2017

中國現代牧業控股有限

公司

中国 中国蒙牛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 消费品 1,698

(63.94% 股权)

03/01

/2017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 中国远洋海运 中国 金融服务 1,322

(20% 股权)

06/01

/2017
印尼 Mitra Keluarga 公

司

印度尼

西亚
印 尼 PT

Griyainsani

Cakrasadaya 公司

印度尼

西亚
医药 760(27.7% 股

权)

03/01

/2017
深圳玉芳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

有限公司

中国 互联网 509

12/31

/2016
江苏友利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中国 无锡联创投资人工

智能企业等

中国 制造业 466

03/01

/2017
天天快递 中国 上海苏宁商务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 物流 428

(70% 股权)

04/01

/2017
巴 西 Geracao

Paranapanema 公司

巴西 中美拉丁美洲生产

能力合作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美国 能源 400

(33.33% 股权)

05/01

/2017

深圳蜂巢盒科技有限公

司

中国 一个投资集团由鼎

晖领投

中国 物流 362

04/01

/2017
易商红木有限公司 中国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

公司等

香港 房地产 300

04/01

/2017
杨凌美昌新材料有限公

司

中国 旧金山钻石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

和服务

281

数据来源：Mergermarket（http://www.mergermarket.com/china）

http://www.baidu.com/link?url=oTPY2hzi91ZfHGHdk_f8UiKS-Y8gCn-Vvzug2JpqXJHUf1-GXhf4Dm5E-Oqkohnj
http://www.baidu.com/link?url=oTPY2hzi91ZfHGHdk_f8UiKS-Y8gCn-Vvzug2JpqXJHUf1-GXhf4Dm5E-Oqkohnj
http://www.baidu.com/link?url=VL3hj2rkxXTH7eHNcxvA5pcWBmZaOLoYl9SMixucC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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