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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上市公司掘金天使投资：'抄袭'式创业，全民 VC谨防泡沫 

2014 年以来，天使投资市场日渐火爆。在大众创业热情高涨、新三板市场日益火爆，以及

IPO 创富效应等因素吸引下，众多上市公司纷纷投身其中，成为天使投资市场一股重要力量。

但是，业内人士指出，在“全民 VC”背景下，上市公司在掘金天使投资的同时，应谨防“VC
泡沫”。 

2015 年一季度，中国天使投资市场活跃度延续了 2014 年的火爆行情。募资方面，2015 年

一季度中外天使投资机构新募集基金 25 只，均为人民币基金;投资方面，本季度共发生 349 起

投资案例，披露金额的交易涉及 2.59 亿美元，投资活跃度比 2014 年同期情况提升近一倍;退出

方面，2015 年一季度共发生 3 起创业板 IPO。＞全文（投资界） 

PE 新思维：希望更多机构进场 从“橄榄球”到“哑铃” 多做天使投资和并购 

过去一年中，互联网++、P2P、O2O等各类新型商业模式诞生，因此也催生了更为活跃的投

资活动。对于新的融资模式，现在一些 PE 机构去新三板挂牌，或是将来在 A 股市场上市，都

会使其运行方式较原来产生巨大改变。MP和 GP是受到即时收益的影响，而 PE机构挂牌或上市

后，对未来收益预期都会产生影响。 

最近这一年来看，地方融资资金也加入进来，他们的投资方向发生了变化，由原来最初的

扶持转为投资。由此感觉到整个社会对私募股权投资的接受度有所增强。回到新变革下的新思

维，A股市场和新三板市场的火爆对 PE募集资金带来了很大的分流，我们急需培养成熟的合格

投资者，这个合格的投资人也是应该要分层次。 

    随着 A股市场、新三板的火爆，在项目层面也带来了新的变化。对于一些不愿被并购的标

的，给 PE 管理人如何更好地投资前移，甚至包括怎么来调整自己的管理团队、管理模式，包

括激励和约束等均带来了新的思考。＞全文（上海证券报） 

养老制度顶层设计和养老金投资方案有望 2015下半年推出 

据《证券日报》记者跟踪了解，养老制度顶层设计方案形成历时两年。自 2013 年以来，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牵头，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全国总工会等部门，成立一个养老保险顶层设计部际研究小组，联合开

展调查研究工作。同时选择了国际劳工局、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这 7 家国内外知名研究机构，进行养老保险顶层设

计的平行研究。此外，还动员各地人社厅/局，结合实际开展政策研究，多次开展调研活动，召

开座谈会，听取地方对顶层设计的意见和建议。 
记者了解到，今年年初，养老制度顶层设计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并形成了 1 个主报告和 16

个分报告的（1+16）研究报告集，还形成了 7 个平行研究成果的汇编及地方研究成果的汇编。

今年 1 月份，李忠表示，“这项工作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转入了改革方案的制定阶段。其中，

第一个改革方案的成果，即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已经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5/20150500056580.shtml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5/201505000565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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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证券日报） 

 

【募集】中投海外股权直投公司低调成立 注册资本 310亿元 

作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投公司”)旗下的海外股权直接投资公司，中投汇通

资本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投汇通”)已于今年 1 月 20 日正式成立。 
中投汇通已经低调成立 4 个月，直到 5 月 20 日，国家发改委外资司司长顾大伟在解读《关

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时透露，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重要措施是

“会在中投公司下面设立海外股权的直接投资公司”。 
“这个规模也会比较大，甚至有可能会超过丝路基金。中投公司下面设立海外直接投资公

司的方案已经批准了，公司也已经设立了并初步开始运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支持企业走出

去。”顾大伟称。 
去年末，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中国将出资 400 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如果按照顾大伟的表述，中投汇通的规模或将超过 400 亿美元。＞全文（第一财经日报） 

【退出】宝尊电商纳斯达克上市：首日上涨 4.4%，阿里、软银是大股 

北京时间 5 月 22 日消息，宝尊电商今天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正式上市，股票代码为“BZUN”，

开盘报价为 10.25美元，较发行价 10美元上涨了 2.5%，截至收盘宝尊电商股价上涨 4.4%报 10.44
美元。 

宝尊电商今天宣布其首次公开发行价定为每股美国存托凭证（ADS）10 美元，共发行 1100
万股，融资金额将达到 1.1 亿美元。 

宝尊电商于今年 4 月 17 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了 IPO 申请，启动赴美上市。公司 5
月 8 日更新的招股书文件显示，宝尊电商的发行价区间为 12 美元至 14 美元，此次 IPO 的承销

商为摩根士丹利、瑞信、美林证券。 
宝尊电商计划发行 1100 万股美股存托凭证（ADS），还授予承销商最高 165 万股 ADS 的

超额配售权，若承销商完全行使超额配售权，本次 IPO 的最高融资总额为 1.771 亿美元。 

＞全文（新浪科技） 

 

【协会新闻】保险资金股权投资圆桌论坛成功举办 

2015 年 5 月 20 日下午，由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和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联合主办的

“保险资金股权投资圆桌论坛”在北京国寿会议中心成功举办。十多家保险机构高管和十多家

股权投资机构高管共聚一堂，就保险资金与股权投资的融合和发展展开了深入讨论。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5/20150500056577.shtml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5/20150500056578.shtml
http://www.bpea.net.cn/article/yjdt/201505/201505000565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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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首先由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秘书长曹德云致辞，由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

李伟群主持接下来的第一阶段的嘉宾引导发言环节。在这一环节中，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CAPE副会长何小锋、中科招商总裁单祥双、人保资本副总裁柏凌、保险资管协会副秘书长陈国

力分别从全球股权投资行业发展趋势、中国创投发展趋势、保险资管公司与私募股权基金合作

业务探讨等几个方面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和体会。 

论坛第二阶段是自由发言，由股权投资机构代表和保险公司代表分别就自身业务特点、业

务需求作介绍，在场的保险公司主要介绍了近年来其资管工作的概况及保险资金投资时的风险

考量，股权投资机构则主要介绍了自身的竞争优势并探讨了跟保险资金可能的合作机会和合作

模式。 

此次论坛推进了保险机构与股权投资基金基金的交流，促进了保险资管机构对于股权投

资、创业投资、并购基金即 FOF的全面认识，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全文 

【活动预告】BPEA 月度培训第四十三期-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关系 

时 间：2015年 5月 28日 14:00-17:00（星期四）  

地 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 9号侨福芳草地 D座 7层（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1-3会议室） 

语 言：普通话  

主办单位：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特邀讲师：  

大成律师事务所 余英杰律师 

  

培训主题：  

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关系 

  

培训简介： 

互联网金融模式众多，很多模式都是基于传统金融模式的创新。余英杰律师结合实际，选取典

型案例进行分析，以期找寻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内在逻辑，并阐释互联网金融业务中独特的法律

规则。 

  

培训提纲： 

互联网金融创新的逻辑 

什么样的平台是好平台 

互联网金融业务中独特的法律规则 

  

注：报名截止时间为 5月 27日中午 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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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pea.net.cn/article/xhxw/201505/2015050005656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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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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  

联络人：张小姐、赵小姐 

电话：010-88086901，88087229 

传真：010-88086229  

Email：lzhang@bpea.net.cn 、yzhao@bpea.net.cn 

网址：www.bpea.net.cn    

  

附件一：BPEA月度培训第四十三期-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关系（讲师简介）  

附件二：报名表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具体请参见网页 
  

 

 

宋斌：经济转型语境下新的创新大浪潮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 

TSF资本执行合伙人、总裁、首席执行官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早上好，首先我代表中国股权中国投资基金对这次论坛的举行表示衷心

的祝贺。红五月百花放，要创投来廊坊，大家来到廊坊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时刻，非常好的季

节，非常美好的地方。我们现在全国是一片红海洋都在搞创新，特别是我们看我们的股票市场

红的是一塌糊涂，我们现在各地的创新热潮是红的热火朝天，当然了不无隐忧，但是我们相信

克强总理和这一届新的政府提出双创的策略，这正是我们国家，我们的产业，我们的企业进入

一个新的腾飞阶段的最好的契机。 

 

我们讲创，创的是新，创的是业，创的是未来，这个创我们不仅仅在中国创，我们还要由

中国的创造到企业的制造，世界的创新到中国的制造这么一个循环，所以我们今天的会议还特

别请来了海外的国外的有经验的嘉宾共同来探讨。 

 

http://www.bpea.net.cn/article/xhhd/hdyg/201505/201505000565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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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是中国集聚了各种高端的投资人才，投资机构的一个综合

性的组织，他成立将近 10 年来在中国的投资界可以讲是打造一个高峰，为大家创造一系列的

各种形式的各种模式的平台。当然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协会所举办的活动，下面所设的

几个专门的机构将揭牌落户在廊坊，这是让大家非常庆喜的事情。廊坊具备独特的优势，他们

又有智慧的大脑，有智慧的思想，还有果敢的行动予以支持，我们在廊坊发展我们不仅仅是要

把廊坊变为一个资金的聚集地，当然母基金一定是一种很好很好的一种载体。我们相信廊坊市

政府也会在我们今天发力，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上一次的经济论坛上，我曾经向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北京市的有关领导曾经说京津冀一体

化不是道路先行，应该是规划先行，思想先行，金融先行，今天我认为廊坊应该成为资源先行

的领头羊，我们祝福廊坊，之后我还要预祝这次廊坊论坛顺利成功，祝各位在廊坊的这 24 小

时是一个美妙的记忆，谢谢各位。 

 

  
2015 年中国新型孵化器生态与典型模式分析  

 

 
 

http://pic.pedaily.cn/201505/01/3.jpg
http://pic.pedaily.cn/201505/01/3.jpg
http://pic.pedaily.cn/201505/01/3.jpg
http://pic.pedaily.cn/201505/01/3.jpg
http://pic.pedaily.cn/201505/01/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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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ic.pedaily.cn/201505/01/5.jpg
http://pic.pedaily.cn/201505/01/5.jpg
http://pic.pedaily.cn/201505/01/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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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ic.pedaily.cn/201505/01/7.jpg
http://pic.pedaily.cn/201505/01/7.jpg
http://pic.pedaily.cn/201505/01/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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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ic.pedaily.cn/201505/01/9.jpg
http://pic.pedaily.cn/201505/01/9.jpg
http://pic.pedaily.cn/201505/01/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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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ic.pedaily.cn/201505/01/11.jpg
http://pic.pedaily.cn/201505/01/11.jpg
http://pic.pedaily.cn/201505/01/1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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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ic.pedaily.cn/201505/01/13.jpg
http://pic.pedaily.cn/201505/01/13.jpg
http://pic.pedaily.cn/201505/01/1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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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ic.pedaily.cn/201505/01/15.jpg
http://pic.pedaily.cn/201505/01/15.jpg
http://pic.pedaily.cn/201505/01/1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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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ic.pedaily.cn/201505/01/17.jpg
http://pic.pedaily.cn/201505/01/17.jpg
http://pic.pedaily.cn/201505/01/1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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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ic.pedaily.cn/201505/01/19.jpg
http://pic.pedaily.cn/201505/01/19.jpg
http://pic.pedaily.cn/201505/01/1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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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清科研究中心 

 



                                     中国 PE与 VC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18 

 

本周 PE/VC 事件 

（5月 18日-5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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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嗒嗒巴士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3700 万元 
人民币 

5 月 18 日 

蓝驰创投 
盈动投资 
如山投资 

EasyStack IT 中国 1600 万美元 

5 月 18 日 华创资本 美丽来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 万元 
人民币 

5 月 18 日 
百视通 

（原广电信息） 
东方明珠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 

5 月 18 日 伯乐纵横 裕国股份 食品&饮料 中国 
264 万元 
人民币 

5 月 18 日 深圳创新投 新洋丰肥业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1.3 亿元 
人民币 

5 月 18 日 

歌斐资产 
高瓴资本 
Och-Ziff 

天使投资人 

华泰证券 金融 中国 8 亿美元 

5 月 18 日 
新天域资本 
昆仲资本 

博车网 金融 中国 1 亿元人民币 

5 月 18 日 
中屹银丰 

成都高投创投 
国科海博 IT 中国 

1087.02 万元 
人民币 

5 月 19 日 
凯鹏华盈 
怡和创投 

走秀网 互联网 中国 3000 万美元 

5 月 19 日 鲁证新天使投资 三重股份 汽车 中国 
165 万元 
人民币 

5 月 19 日 
险峰华兴 
经纬中国 

易纪元科技 互联网 中国 
2700 万元 
人民币 

5 月 19 日 乐通化工 轩翔思悦传媒 娱乐传媒 中国 75.00% 

5 月 20 日 

国开金融 
中民投资本 
上汽投资 

交银国际控股 

百视通 
（原广电信

息） 

广播电视及数字

电视 
中国 

78 亿元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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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开元 
上海国和投资 
光控股权投资 

5 月 20 日 
同信投资 
同创伟业 

众投邦 金融 中国 
5000 万元 
人民币 

5 月 20 日 
IDG 资本 
盛大资本 

邻趣网络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5 月 20 日 

宽带资本 
线性资本 
华创资本 
启明创投 
IDG 资本 

同盾科技 金融 中国 3000 万美元 

5 月 20 日 
天星资本 

汇沣高新投资 
燕山投资 

绿清科技 机械制造 中国 
1730 万元 
人民币 

5 月 20 日 

中金资本 
西证渝富基金 
鼎锋明道投资 
吉富创投 

波斯科技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1540 万元 
人民币 

5 月 20 日 陶石资本 童玩儿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500 万元 
人民币 

5 月 20 日 
昆仲资本 
曼图资本 
IDG 资本 

极光推送 IT 中国 1000 万美元 

5 月 21 日 天星资本 驰翔精密 机械制造 中国 
1155 万元 
人民币 

5 月 21 日 
隆领投资 

华映资本中国 
网兰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000 万元 
人民币 

5 月 21 日 华平 魔方公寓管理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400 万美元 

5 月 22 日 
尚心投资 
IDG 资本 

微智全景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 亿元人民币 

5 月 22 日 
海通开元 

不公开的投资者 
北极光 

WiFi 万能钥匙 互联网 中国 5200 万美元 

5 月 22 日 海通开元 WiFi 万能钥匙 互联网 中国 5200 万美元 

5 月 22 日 
鼎晖投资 
昆仲资本 

摩卡 i 车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 万美元 

5 月 22 日 易一天使投资 云筹网 金融 中国 
1764 万元 
人民币 

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