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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务院设立国家新兴产业创投引导基金，规模 400 亿

近日，国务院决定设立总规模 400亿元的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重点支持处在

“蹒跚起步”阶段的创新型企业，从而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对于中国创投界来说，这是一段挥之不去的“尴尬”—用户在中国、市场在中国、掌门人

也是中国人的 3大互联网企业百度、腾讯、阿里巴巴，无一例外都是外资控股，也无一例外地

在发展进程中选择了海外上市之路。

好在这一页已经翻过。1月 14日，国务院决定设立总规模 400亿元的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

资引导基金，重点支持处在“蹒跚起步”阶段的创新型企业，从而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这是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在随后数日的资本市场上，投资者也给予了热切的回应。多位

投资人士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项国家级创投基金的到来意义重大，也许就

在不远的将来，在这个 400亿元体量的资金“蓄水池”里，就能孕育出下一个中国版的“阿里

巴巴”。＞全文（中国经济网）

“双创”意见出台：VC/PE 再迎行业风口 互联网投资或将升温

国务院办公厅 3月 11日印发“双创”指导意见，部署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指

导意见明确提出，在公共服务、财政支持、投融资机制等方面予以创业创新大力支持。在此背

景下，政府引导基金、天使投资人以及 VC/PE投资机构成为了重要的参与主体。这已经不是包

括 VC/PE在内的私募市场第一次进入国务院层次的战略规划中，也似乎预示着这一行业即将迎

来新的契机和风口。

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制造业和出口领域面临的形势更加不利，国家大力支持科技创

新创业已经成为促进我国经济模式转型的重要战略。

这其中，政府引导基金大有可为，不过相对于创业创新需要大量资金资本而言，投融资机

制的完善问题无法绕过，这也是 VC/PE机构可以大显身手的领域。＞全文（金融时报）

私募基金管理人分类公示制度实施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19日发布《关于实行私募基金管理人分类公示制度的公告》，

正式启动私募基金管理人分类公示制度，分别针对基金的规模、基本信息、诚信记录等情况，

推出规模类公示、提示类公示和诚信类公示。

规模类公示针对正在运作的私募证券基金（自主发行）、私募证券基金（顾问管理）、私

募股权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和其他私募基金，选取不同的规模划分标准。其中，私募证券基金

（自主发行）和私募证券基金（顾问管理）的规模划分标准均包括 50亿元以上、20-50亿元、

10-20亿元、1-10亿元四个区间。

提示类公示将提示“管理基金规模为零”、“实缴资本低于注册资本 25%或低于 100万元”

等情况。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3/20150300056103.shtml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3/201503000561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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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类公示将针对四类情况进行公示：一是虚假填报，包括机构基本信息和股东信息与工

商信息不符等；二是重大遗漏，如机构财务数据缺失以及未填报或漏报正在运作的基金信息、

投资项目基本情况、违法违规记录等；三是违反三条底线；四是相关主体存在不良诚信记录，

主要包括私募基金管理人、实际控制人、相关高管人员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或基金业协会纪律

处分。＞全文（中国证券报）

【国内】新三板首批指数 18 日上线：风口起舞 壳资源成资本博弈之地

3月 18日，新三板首批指数———三板成指和三板做市将上线。据全国股转系统介绍，新

三板首批指数将充分考虑市场特点，其编制重点着眼于市值和股票流动性。

截至上周，新三板挂牌公司家数达 2091家，挂牌公司总股本、总市值分别为 868.32亿股、

7417.11亿元，股本与市值均值分别为 4152.65万股、3.55亿元，平均市盈率约为 45.08倍。

“新三板作为创业板次一级的资本市场，蕴含了大量成长性较高的优秀企业，而预期的转

板制度，更使具备转板潜力的企业提前受到资本的青睐。诸多利好，使得新三板市场站在了新

的‘风口’上。”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于鹏对导报记者表示。＞全文（经济导报）

PE 税收清理大幕开启：税收终结套利时代 机构阵痛四处迁徙

在近日深圳地税局发布的《关于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企业停止执行地方性所得税优惠政策

的温馨提示》中，深圳地税局表示将按照国务院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要求，于 2014年
12月 1日起停止实施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的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措施。

一家总部在深圳的创投机构相关负责人此前已与深圳市地税部门联系，询问该政策的落地

执行情况，获得的反馈是“统一执行，无一例外”。

深圳不会是孤例。据记者了解，全国多个地方已经在制定税收清理政策，相关细则将逐渐

出台，虽然新疆等省区尚未出台相关细则，但已经明确停止执行此前所有的税收优惠政策。

事实上，监管部门发声将清理各地税收优惠政策已经有数年之久，2014年年底国务院已经

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地方政府取消税收优惠已无悬念。

无论是法律界还是投资界的人士都普遍认为，这一清理税收优惠政策的行动将席卷全国，

不过，这一变化却势必会对股权投资企业合伙人的最终收益影响巨大。

＞全文（经济观察报）

沪京深投资机构角力：上海优势延续北京 PE 最强大

通过对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城市公募基金、私募证券投资基金、PE数量、规模等数据

的统计，呈现中国这三个金融核心城市在投资机构这一领域的角力格局。

统计显示，上海在公募基金的数量、规模上相对其他两个城市有明显优势，在私募基金领

域上亦最为领先，但是其公募基金能位列行业最前列的公司却很少。北京在 PE领域最为强大，

在私募基金领域则居第二。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3/20150300056104.shtml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3/20150300056102.shtml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3/201503000561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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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城市中，深圳始终处于追赶的态势，在公募基金、私募证券投资基金、PE的比较

中无一能排第一。近几年，深圳在公募基金与 PE领域，与第一的距离仍颇遥远，而距离有所

缩减的是私募基金领域。

“上海、北京、深圳三个城市中，深圳是最市场化的，这也是深圳能够跟北京、上海角力

的根本优势。”某深圳私募公司总经理认为，相比而言，北京、上海在投资领域最大的优势是

资本、资源，所以在一级市场以及一级半市场，往往是北京、上海能做得更好。相信以后深圳

市场化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另外，深圳的未来得看创新之地前海能发展成什么样。

＞全文（21 世纪经济报道）

【活动预告】2015 中国金融论坛

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简称“科博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由科技部、工信部、

国资委、中国贸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的国际盛会。多位党和国家领导

人曾先后出席科博会相关活动。

“中国金融论坛”作为科博会的重要活动，将于 2015 年 5 月 12－13 日在北京金融街威斯

汀大酒店召开。论坛主题为“经济新常态下的金融创新与金融服务”。论坛以探讨年度宏观经

济和金融领域的前沿性重大热点问题为主要内容，特别是注重探讨对中国经济具有深刻影响的

国际宏观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开放、金融创新等相关论题。出席往届科博会金融论坛

的嘉宾有来自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等金融监管部委

领导、北京市领导、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国内外金融高管与企业

高层。 本届论坛将邀请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

保监会等部委领导，世行、IMF、亚行等相关的国际组织官员以及著名学者、金融投资机构高

层、跨国公司高管等同台演讲与对话。

组织机构

--------------------------------------------------------------------------------

科博会主办单位

科技部

工信部

国务院国资委

中国贸促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

北京市政府

论坛主办单位

--------------------------------------------------------------------------------

中国银行业协会 http://www.china-cba.net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http://www.iachina.cn/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3/201503000561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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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http://www.chinacape.org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http://www.amac.org.cn

--------------------------------------------------------------------------------

更多详情请点击：http://www.chinasummit.org/index.asp

参会报名：

宋小姐

电话：＋86-10-8586 6966

传真：＋86-10-8571 5997

邮件：kathysong@126.com

记者报名：

胡小姐

电话：＋86-10-8586 6965

传真：＋86-10-8571 5997

邮件：media6666@126.com

具体请参见网页

【活动预告】BPEA 月度培训第四十一期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及其法律监管

时 间：2015 年 3 月 25 日下午 2：00—5：00（星期三）

地 点：艾维克酒店第二会议室

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 10 号（东三环中路与通惠河北路交汇处）

北京艾维克酒店四层

语 言：普通话

参会费：RMB1000 元/人（BPEA 会员享有部分免费名额）

特邀讲师：

柴傅律师事务所创始人 柴森先生

柴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夏翔律师

柴傅律师事务所律师 车萌枝女士

培训主题：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及其法律监管

一、互联网金融的界定

大数据时代

大数据改变了商业逻辑，通过全新的视角，重构新的商业模式

互联网金融是金融生态中出现的一种新金融组织或业务模式

mailto:media6666@126.com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a=newscon&id=359&twoid=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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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主要形态

第三方支付

P2P 网贷

众筹

互联网理财

网络征信

三、对互联网金融的法律监管

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思路

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法律法规

《支付业务许可证》的申办要求及流程

联系方式：

联络人：张小姐、丛小姐

电话：010-88086901，88087061

传真：010-88086229

Email：lzhang@bpea.net.cn，jhcong@bpea.net.cn

网址：www.bpea.net.cn

注明：报名截止时间为 3月 24 日中午 12：00，此次培训座席有限，请尽早提前报名预留

座位！

BPEA会员每家有一个免费名额，具体详情可与协会联系；其他参会嘉宾报名费用为RMB1000

元/人；

如选择汇款方式，请将汇款单底联传真至协会；

如现场报名付费，将另收取 RMB300 元/人的手续费!谢绝空降！

具体请参见网页

【活动预告】PE 走进高新区系列活动之--贵州金融创新服务大会

为加快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发展股权投资、支持实体经济”的指示精神，中国

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贵州省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联合主办“PE

走进高新区系列活动之--贵州”活动。此次系列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贵州金融创新服务大会、

股权投资培训等。

时 间：3月 27 日

地 点：贵州省贵阳市中天凯悦酒店

主办单位：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贵州省人民政府金融办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a=newscon&id=359&twoid=1498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a=newscon&id=359&twoid=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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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承办单位：中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金融创新服务大会议程（拟）

时间 内容

08:00-09:00 来宾签到

09:00-09:05 嘉宾致辞：贵州省金融办主任

09:05-09:10
嘉宾致辞：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 李

伟群

09:10-09:25 嘉宾致辞：中兴资本总经理致辞 邵辉

09:25-09:30 贵州中兴丰和创业投资中心基金启动仪式

09:30-09:45 投资人代表发言：中兴能源集团总裁 于涌

09:45-10:00 合作伙伴发言：贵阳银行领导

10:00-10:10 茶歇

10:10-10:30 主题演讲：尚高资本中国基金副主席 路跃兵

10:30-10:50 主题演讲：贵州产业研究院院长

10:50-12:00

圆桌讨论主题：金融创新

嘉宾：

行健资本合伙人 苏维洲

中兴资本

贵阳银行领导

专家学者

12:00 午餐

股权投资专业培训

时间 内容

12:30-13:00 来宾签到

13:00-13:40

全球股权投资行业历史、中国股权投资行

业发展趋势

TSF 资本总经理 宋斌

13:40-14:50
中国环境产业发展回顾和投资策略

中兴资本总经理 邵辉

14:50-15:0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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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6:10
股权投资的法律视角与案例解析

知名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16:10-17:20
股权投资的税务视角与案例解析

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具体请参见网页

了解更多详情，请联系协会秘书处：

联系人：丛小姐、张先生

电 话：88087061、88087038

电子邮箱：byzhang@chinacape.org

何小峰： 北大应卖掉一流企业建一流大学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导

“卖掉北大堪称世界一流的校办企业，然后建立母基金，通过基金运作为北大提供源源不

断的大量资金，之后再以高投入吸引顶尖学术人才，最终成就真正世界一流的大学。”中国股

权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导

何小锋 2012 年在校内、校外多个论坛提出的这一建议，在高校企业中引起关注。

近日，何小锋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系统阐述了以“卖企业”开始的五步走

改革设计，并透露，目前他和学生正在就相关课题做调研、研究。他认为北大应该抓准当前时

机，以金融手段为主线，推动校企改革，更推进北京大学向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迈进。

“金融主线下的改革，首先实现的是各方利益的保证，其次这种改革也会倒推着管理出现

变化。比如过去学校、校办企业的公开透明度较差，但在以交易、市场化为手段的改革下，这

种缺点会被逐渐消除。”何小锋认为，虽然这一设计主要针对北大，但在高校层面也具有一定

的普遍适用性。

实业现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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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虑到潜在风险，目前方正已经成为一个全牌照的金融集团，其金融业务在中国当前

这个颇具潜力的市场中，会有很大扩张，但同时，也会给北大带来相应的风险，所以北大可以

考虑把包括方正在内的校企适时卖出去。”何小锋称，卖校企一方面是为了降低风险，其次也

是为了让北大真正回归一个办学的主业。

引发这一金融层面风险的因素颇多，尤其考虑到高校校办企业普遍存在管理、运营方面存

在的积弊，所以，这一担忧必须受到重视。

何小锋特别提到，在国际一流高校中，鲜有高校办企业这样的例子，哈佛、斯坦福都是有

发展基金而无企业，北大想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首先应该从肩上卸下由企业带来的管理压力。

同时，由于重启 IPO，拥有多家上市企业的北大，此时可谓恰逢良机。“北大现在的下属

企业数量较多，但并不是每个都异常优秀，所以在具体卖出的时候，可以考虑靓女先嫁的策略，

从而确保校企价值最大化。”

在如何卖的环节上，何小锋认为可以设定一个五年的期限。其中第一年以 2成企业作为开

头，此后六成优质企业在接下来两年售出，最后两年则把剩下两成相对弱势的企业卖出。

“初步设想应该是五年，这样一是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做准备，也在市场中实现广泛的询价、

议价，其次，这样的时间安排，也是易于被各方所接受的。”何小锋说，由于比相关领导的任

期稍长，所以这样的周期安排会更容易被各方接受。

何小锋认为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卖企业”既有必须的理由，也已经迎来最好的契机，且

由于之前的改革已经做了必要的铺垫，所以可行性应该很高。

“比如之前的改革已经让校办企业去掉了北京大学这个名头，也在企业间进行了一些整

合、集团化的动作，而且从管理上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所以完全可以卖。”何小锋称，迈出

“卖企业”这一艰难的第一步之后，接下来相应的四步改革将会相对容易一些。

何小锋估算北大的校办企业可以卖到一千亿元以上。

“10 年前，北大提出要建世界一流大学，但今天看来校办企业是世界一流的，而教学和科

研水平离世界一流还有距离。”何小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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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何小锋如今构思的五步改革中，最为侧重的便是经济学与管理学相结合的办法，从而增

强这一设计的可行性。

改革五步走

“1000 亿元，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母基金，学校这时候可以去请世界上一流的管理人才去

管理，而其所有投资，均只做大额投资，对接的，也是一些国际知名的 PE。这是北大资产的航

空母舰，对北大而言，经营风险会较小，而且管理上带给学校的压力也很小。”

在何小锋的设计中，北大未来针对这一千亿级别的管理层，可能只需要几十个人，而目前

仅方正一家企业，其员工即多达 35000 多人。所以千亿级别母基金的成立，带来的是管理简化

和风险降低，从而让北大的领导者们更专注于学校事务，而不需要被企业牵扯精力。

卖掉企业之后，北大原来从企业中获得的资金收入，并不会减少。何小锋认为即使按照目

前行情，一千亿元带来的年回报也应该在 200 亿元左右，这足以让北大游刃有余地进行第三步

改革。

“200 亿元里面，大部分资金可以拿出来专门做吸引人才这件事。比如，花一个亿，把某

个领域的顶尖人才招募过来，给他配备最好的科研硬件、一流的助手，给他打造一个顶尖的团

队，从而创造一流的科研成果和教育服务，吸引世界一流的学生上北大，这给北大学术、教育

带来的是怎样的变化?!”

何小锋认为这还只是一个简单的描述，1000 亿元的增值投入如果带来 1000 位世界一流的

教授加入北大，更重要的是，在大量资金的推动下，在教学技术层面、科研管理制度都会出现

很多前所未有的改革，实现公正、公平、公开的管理，而这种变化将让北大变为真正的世界一

流大学。

设计中的第四步，被何小锋形象地描述为剥离不良资产。

“要大量引进人才，那么必然可能会让一部分人离开，这会涉及很多人的利益。”何小锋

的想法是，虽然看似艰难，但实际上在第三步进行的同时，第四步已经自然推动开来。

何小锋说至于最后的第五步，则完全指向如何把实现北京大学变为世界一流大学这一目

标，变为一种长效的和谐机制。所以他强调最后一步的改革，要着力在和其他国际一流大学、

国际一流企业、国际一流人才的合作层面，展开和谐的、不断深入的长期交流、合作甚至合并

的趋势，在世界一流大学中实现合作共赢的良性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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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如果说北大教育基金会是碗，那么母基金就是锅，而北大校友投资、社会投资就

是海，北大的经济保障可以说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还能吸引着海里的。”何小锋笑称，

目前北大教育基金主要是捐资，那么今后有了母基金每年 200 亿元的注入以后，校友的捐资可

以变为针对母基金的投资，社会上的人也会因为母基金的资金量和管理团队而加入到投资队伍

中来。

来源：中国经营报

《关于实行私募基金管理人分类公示制度的公告》

为进一步推动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工作、加强私募投资基金自律管理、推动行业诚信建

设，在对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及基金产品进行基本信息公示的基础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以下简称中国基金业协会）决定按照管理人填报的管理基金规模、运作合规情况、诚信情

况等信息，实行私募基金管理人分类公示制度。分类公示信息请见中国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信

息公示栏目 https://pf.amac.org.cn/open/comNotice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基金业协会就分类公示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向私募基金管理

人公开征求了意见，并在充分考虑社会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实行私募基金管理人分类公

示制度的具体方案（见附件），现予以公告。

私募基金管理人规模类、提示类公示信息均来源于中国基金业协会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

提供的信息，管理人已书面承诺所有填报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并承诺承担所有相关法律责

任。

中国基金业协会对私募基金登记备案信息不做实质性事前审查。公示信息不构成对私募基

金管理人投资管理能力、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不作为基金资产安全的保证。投资者进行私募

基金投资时须谨慎判断和识别风险。

社会公众若发现私募基金管理人分类公示信息中存在任何虚假或不实内容，请致电协会投

诉电话：010-66578241，请将相关实名举报或投诉情况发送至邮箱：pf@amac.org.cn，或发送

至传真 010-66578256，或邮寄至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0

号交通银行大厦 B座 9层，邮编 100033）。列入分类公示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如对分类公示有异

议，请发函至邮箱：pf@amac.org.cn。

特此公告。

附件：关于实行私募基金管理人分类公示制度的具体方案

一、分类公示的范围

（一）规模类公示

管理基金规模以管理人在登记备案系统中填报的认缴规模为准。基金指正在运作的基金，

不包括已经清盘的基金。根据私募基金管理人所管理基金的不同类型，选取不同的划分标准。

管理规模在区间下限以下的管理人不列入分类公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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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私募证券基金（自主发行）

分为 50 亿元以上、20-50 亿元、10-20 亿元、1-10 亿元

四个规模区间。

2、私募证券基金（顾问管理）

分为 50 亿元以上、20-50 亿元、10-20 亿元、1-10 亿元

四个规模区间。

3、私募股权基金

分为 100 亿元以上、50-100 亿元、20-50 亿元三个规模

区间。

4、创业投资基金

分为 10 亿元以上、5-10 亿元、2-5 亿元三个规模区间。

5、其他私募基金

分为 10 亿元以上、5-10 亿元、2-5 亿元三个规模区间。

此类公示内容包括私募基金管理人名称、登记编号、登记时间、成立时间、注册地等基础

信息。区间内按照登记编号顺序排列。鉴于可能有个别机构不愿意公示其所管理基金规模的情

况，如存在此情况，该类公示将备注“基于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部分管理基金规模较大的

管理人未在此类公示中”。

对于管理不同类型私募基金产品的管理人，根据所管理的不同类型基金的认缴规模分别统

计。

（二）提示类公示

该类公示主要有管理基金规模为零、实缴资本低于注册资本 25%或低于 100 万元等情况。

公示内容包括私募基金管理人名称、登记编号、登记时间、成立时间、注册地等基础信息，其

中，涉及实缴资本的，公示内容还包括实缴资本数额以及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三）诚信类公示

1、虚假填报

相关情形包括四项：机构基本信息与工商基本登记信息不符；股东信息与工商信息不符；

高级管理人员基金从业资格考试成绩与填报信息不符；虚报员工总人数。

2、重大遗漏

相关情形包括四项：未填报或漏报正在运作的基金信息；未填报投资项目基本情况；机构

财务数据缺失；未填报相关违法违规及不良记录诚信记录的情况。

3、违反三条底线

相关情形包括三项：公开宣传；向非合格投资者销售；违反职业道德底线。

4、相关主体存在不良诚信记录

不良诚信记录主要包括私募基金管理人、实际控制人、相关高管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或者中国基金业协会纪律处分。公示信息中的相关情形部分将提供中国证监会信息公开和

中国基金业协会纪律处分的查询链接。

诚信类公示内容包括私募基金管理人名称、登记编号、登记时间、成立时间、注册地以及

相关情形和整改情况。列入虚假填报、重大遗漏、违反三条底线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如已经完

成整改，则不再列入此类公示。

私募基金管理人分类公示采取动态管理，将根据登记备案系统数据进行及时更新。

二、对分类公示信息异议的处理

（一）当事人不愿意进行公示或对公示信息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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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属于规模类公示的，进行情况核实，如无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则做好说明解释工作，

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予公示。

2、对于属于提示类和诚信类公示的，强制公示，并进行自律检查，如存在其他违法违规情况，

视情形采取自律措施或报告中国证监会。

（二）社会公众对公示信息有异议

对于此类异议，协会将进行自律检查，如存在其他违法违规情况，视情形采取自律措施或

报告中国证监会。

来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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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3 月 16 日-3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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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6日 巨龙管业 艾格拉斯 电信及增值业务 北京市 100.00%

3月 16日

真格基金

联创策源

平安创投

青年菜君 互联网 北京市 100万美元

3月 16日

千合资本

软银

朗玛峰创投

口语 100 互联网 杭州市
1000万元

人民币

3月 16日 正和岛投资 即买送 电信及增值业务 北京市
1500万元

人民币

3月 16日
平安创新资本

涌铧投资
停车宝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上海市

1600万元

人民币

3月 17日 TCL 酷友科技 互联网 惠州市 3.94%

3月 17日 真格基金 极橙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上海市

500万元

人民币

3月 17日
景林资产

北极光
随遇 电信及增值业务 深圳市 520万美元

3月 17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五岳天下
快乐家网络技术 互联网 成都市 1000万美元

3月 18日

KKR
Coatue

百度投资部

优信拍 互联网 北京市 1.7亿美元

3月 18日 红杉 诺亚易捷 金融 上海市
1000万元

人民币

3月 18日 祥峰集团 学霸君 互联网 上海市 500万美元

3月 19日 乾和投资 德联集团 化工原料及加工 佛山市
9400万元

人民币

3月 19日

晋商联盟

股权投资部

常青藤联创

通化金马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通化市

5亿元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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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9日 天图资本 开桌 电信及增值业务 北京市
2亿元

人民币

3月 20日
苏州华映光辉

华映资本中国
米云 金融 杭州市

4980万元

人民币

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