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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注册制核心内容首度公开：细则制定已基本成型，取消发审委 

在刚刚结束的 2015 陆家嘴论坛上，证监会主席助理黄炜对注册制框架做了系统阐述。这

也是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方案核心内容的首度公开。据《第一财经日报》了解，黄炜在上任主

席助理之前，担任证监会首席律师、法律部主任。在《证券法》修订之初，他就负责与修法小

组沟通，协助将注册制落实为正式的法律条文。 
“在注册制下，企业上市到底是找证监会，还是找交易所呢?”这一问题，现在已有答案。

另外，据沪深证券交易所相关负责人透露，操作指引、细则制定也已经基本成型。 
黄炜介绍，计划建立以证券交易所注册审核为基础的发行注册制度，交易所负责对发行申

请依法进行审核，提出审核意见，证监会给予注册以交易所同意注册的意见为前提。 
在交易所履行审核职责、承担审核责任的前提下，证监会的发行审核委员会将取消，交易

所内部可设置上市委员会，对交易所审核部门提出的审核报告进行审议，通过集体讨论形成合

议意见，不再实行票决制。>全文（第一财经日报） 

股权众筹截胡 PE/VC:占效率优势 三板四板成退出新通道 

在传统银行借贷和 VC/PE 投资无法覆盖众多创新企业融资需求的大背景下，基于互联网新

型融资手段应运而生的股权众筹平台，正在逐步分食 VC/PE 等风险投资的“奶酪”。 
继京东、阿里等互联网巨头上线众筹平台之后，“36 氪”、中信蓝筹众筹平台、“企 e 融”

股权众筹平台也纷纷脱颖而出。 
与 VC/PE 投资项目退出方式类似，新三板四板正在成为部分众筹项目眼中退出的绝佳通

道。>全文（中国经营报） 

 

【募资】股权众筹重拳袭来，清科众投邦 50亿新三板母基金浮出水面 

为推动股权众筹投资者教育，加强投资者对股权众筹行业认知能力。2015 年 6 月 30 日下

午，“2015 年首届中国股权众筹投资者大会”在深圳福田五洲宾馆顺利召开。 
大会期间，清科集团宣布作为发起方将与众投邦平台合作，分十期募集规模为 50 亿元的

新三板母基金，主要策略是 70%投资于新三板主投基金，30%投资跟投项目；基金存续期计划

为四年。这是清科集团和众投邦共同在众筹领域进行的一次金融创新。 
FOF 基金作为一种专门投资于其他投资基金的基金在传统基金业已经屡见不鲜。作为风险

分散程度很高的投资工具，是一种比较好的资产配置选择。 
清科集团推出的主投母基金就是将 FOF 基金和股权众筹平台进行有机的结合，借助清科的

优秀管理团队筛选基金管理人、优化资金配置的能力，将所募集资金合理分散投资到预期业绩

优异的多个不同类型、不同投资风格的 VC/PE 基金，以降低投资风险，分享投资收益。清科集

团及众投邦都相信主投母基金将会是投资人非常明智的投资选择！>全文（投资界）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993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994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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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联想控股 6月 30日上市： 未来的主营业务还会是 IT吗？ 

备受瞩目的联想控股 6 月 30 日将在香港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联想控股此前提交的文件

显示，其股票代码为 3396.HK，IPO(首次公开股)发行定价为 42.98 港元，预计融资 146.27 亿港

元，本次 IPO 中所发行的股票获得了 45.17 倍的认购。 
和近几年其他上市公司相比，联想控股较为特殊，作为一家投资控股公司，联想控股自身

并不直接开展实际业务运营，营收是来自所投资公司按持股比例合并的营收之和。 
财报显示，2014 年，联想控股收益达到 2895 亿元，净利润 78.2 亿元。从数据上来看，联

想的体量颇为庞大，营收超过了 2014 年华为的全球销售收入 2882 亿元。>全文（腾讯科技） 

 

【协会新闻】BPEA 月度培训第四十四期成功举办 

    2015年 6月 26日下午，“BPEA月度培训第 44期”在德勤北京学习进研中心成功举办。

此次培训由德勤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税务经理苗云军先生围绕“红筹上市架构以及‘回归 A股’

的税务考量”主题展开。包括协会会员在内的近 50人参与了此次活动。 

    培训分为两大部分，六个模块展开。在第一大部分的第一模块中，苗先生首先介绍了“境

外红筹上市构架的一般构成因素”，大致梳理了 VIE结构、红筹模式特点、红筹架构基本模式

中的股权控制模式和协议控制模式的特点、机遇与挑战。第二模块从境外红筹上市架构转换为

境内上市中的典型问题入手，分析了红筹回归的原因、目前普遍的方案、需要考虑的各方面因

素。第三模块主要从税务角度分析了管理层持股安排以及激励政策，第四模块向与会学员通报

了近期税务总局发布有关并购重组文件对企业架构调整的影响。随后的第五模块案例分享中，

则就暴风科技、分众传媒红筹回归进行了说明。第二部分的问答环节，与参与学员就各自面临

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此次培训得到了学员的一致好评！ 

【协会新闻】协会月度培训第四十五期——首都文化投融资项目情况和政府支持

政策介绍成功举办 

2015年 6月 30日，月度培训第四十五期——首都文化投融资项目情况和政府支持政策介

绍在北京市西城区新华 1949园区成功举办。包括协会会员在内的近 40人参加了本次培训。 

本次培训我们邀请到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投融资处副处长周繁为大家进

行细致的讲解。首先，周副处长介绍了北京市的文化产业的分类，按照国家标准文化产业分为：

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新闻出版和发行服务、文化艺术服务、工艺美术品的生产等九大类，且北

京市在其中占有相当比重的资源。其次介绍了北京市文化投融资体系以及投融资项目的现状。

最后，重点针对北京市文化投融资现状、政策支持等事宜进行了详尽讲解。 

培训结束前，周副处长就文化天使投资的设立、支持政策、文化企业孵化器的支持政策等

问题与参会嘉宾展开讨论，并细致回答了嘉宾们提出的问题。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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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北京文化创新工场产业服务部副总经李江平女士的带领下，参会嘉宾一同参观了

新华 1949园区。园区前身为北京新华印刷厂，占地约 4公顷，后经改造、修缮，将其打造为

具有鲜明特征的创新创业园区，其中囊括了一派视觉、开心麻花等众多优质企业。李女士具体

介绍了园区为入驻企业提供的全方位服务，政策补贴等事宜，并耐心回答嘉宾们提出的问题。 

此次培训得到了学员的一致好评！ 

【协会新闻】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对外交流合作处一行拜访协会 

2015年 7月 2日上午，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对外交流合作处陈军处长、冯亮副处长

一行拜访协会，协会副秘书长郭薇接待此行到访人士。  

郭秘书长首先对二位的到访表示了欢迎。随后，陈军处长简要介绍了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

委员会的情况，就江西省金融投资领域的发展情况及重点产业优势项目与郭秘书长交换了意

见。 

郭秘书长介绍了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近几年在境内外合作方面的成就，并希望能够与江

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紧密沟通，加强合作，推进越来越多的投资交流，将更多的优质项目

推介投资人。 

【活动预告】“投投适道”第二十三期项目路演 

尊敬的女士/先生，您好！  

 

“投投适道”第二十三期项目路演专场将于 7月 9日（周四）下午 14:30-17:30在北京举办。 

项目介绍 

1、ARS（增强现实服务）系统平台 

产品描述： 

ARS是增强现实服务系统。通过客户端或移动端对图形图像的识别，在客户端显示模型、文本

或网页 URL链接等信息，以达到迅速将线下使用者带到线上的目的。 

产品特色： 

1. 使用者（电商业主或开发者）可以迅速将图片和想要通过图片显示的信息（模型、文本及

URL链接等）上传至服务器，并通过客户端调取摄像头显示信息。 

2. 形成一个反向的 O2O商务模式（offline to online），再通过国内完整的电商模式继续完

成一个正向的 O2O商务模式（online to offline），以达到使用户能够快速、随时随地的购

买广告（或其他线下推广模式）中的商品。 

3. 架构上，ARS基于自主研发的 KGP军用引擎进行架构设计，KGP引擎目前用于军方信息化建

设，是国内军方公认的自主可控的稳定性最强、安全性最高、流畅性最好的军用引擎，所以 ARS

的架构设计可以做到足够的自主可控，方便快捷。 

4. 所使用的 KGP引擎的核心架构目前领先世界同等引擎 7~8年。 

产品定位： 

ARS系统是填补国内增强现实技术服务空白、自主可控、技术架构领先世界范围内同类型产品

的平台产品。 

团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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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S开发核心技术团队全部由海外归国人员组成，拥有多年的国内外系统研发经验，自 09年在

韩国培材大学游戏工学院组成自主运营研究室至今，已经经历过数十个引擎、软件产品的研发，

基于此团队开发的 KGP引擎也已服务于国内某军方部门。在图形图像处理，系统架构及交互等

技术层面，拥有国际领先的技术水准。 

  

2、石草溪医药 

北京石草溪医药技术有限公司于 2004年成立，2012年 4月脱离贝达药业由留美药物研发团队

收购并重组，公司注册资金 100万，3年研发投入近 1000万。公司是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目

前开始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新药研发、核心团队多为在美国长期从事

新药研发并取得显著成绩的专家。公司以独立研发为主，并与美国 PE的 Caliber，中国医学科

学院药物研究所、多家医药上市企业开展积极合作。 

  

公司的研发项目集中在治疗人群高发疾病的三个领域,如糖尿病并发症血管性疾病、皮肤损伤

和独特的小儿用药的开发，研发产品均具有独立的知识产权、具有市场唯一性和高度竞争优势。

公司研发产品按照医药审批时间分为短期（护理产品）、中期（2、3类新药）和长期（1.1类

新药）项目，来规避风险、更好的适应不同投资者的阶段退出。 

  

公司承担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经皮给药平台服务，并获得 780万的仪器和设备扶持。 目

前已有境内多家上市公司洽谈项目合作和技术服务。公司的护理产品已经开始与国内、国外多

家知名经销商开展销售合作。 

  

2014年 1月公司出资 10万美元，成立了北京德默高科医药技术有限公司并递交专利 15项，2015

年开始申请国家高新企业。 

  

报名方式： 

欲参会请编辑（姓名、单位、职务和电话）发送至 yzhao@bpea.net.cn报名，申请审核通过后

将收到确认邮件并告知参会地点。报名从速，谢绝空降！（本活动仅限投资机构或个人投资者）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一日 

【活动预告】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 “新丝路商旅”投资考察团 

2015年，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指导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全面转向亚欧大陆腹地。北

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为了进一步深化会员服务、满足会员“走出去”的需求，联合长征国际咨

询有限公司及和君集团于今年夏天启动第一期“新丝路商旅”考察团，诚挚邀请您一同深入走

访波兰、捷克、哈萨克斯坦等国家，考察当地投资和商贸环境概况等，并通过与所在国政商领

袖及主要企业进行合作会谈和项目对接，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高端设备制造业、物流、一

般贸易等领域，向参团企业现场重点推介一批项目资源。 



                                     中国 PE与 VC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6 

第一期“新丝路商旅”投资考察团行程暂时安排如下： 

时间：2015年 9月中下旬（全程 9-10天） 

地点：波兰、捷克、哈萨克斯坦 

招募对象：限席招募 企业高层管理者 

主办方：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组织方：长征国际咨询有限公司 

协办方：和君集团 

 

行程亮点 

一、与政府高层领导面对面沟通，从宏观层面了解所在国全球投资策略及对华投资策略； 

二、对话所在国主要金融机构，探索潜在合作机会； 

三、对话所在国顶级企业高层，寻求领先行业投资机会； 

四、根据参会成员需要，拟安排央视和目的地国国家媒体对本次访问进行报道。 

 

参访机构 

政府及民间机构： 

中国驻波兰、捷克、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波兰财政部部长、副部长等政府官员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 

波兰雇主联合会（波兰最大、历史最久、最具代表性的雇主组织，成员包括 10000家企业，成

员企业的雇员总数达 500万。会长 Andrzej Malinowski将参与交流。） 

捷克投资与工商业发展促进署捷克投资局 

捷克工业与贸易部官员、财政部官员等 

哈萨克斯坦投资促进中心 

哈萨克斯坦投资和发展部官员、工业与新技术部官员等 

 

金融投资机构： 

波兰 PKO BP 银行：波兰规模最大、最负盛名的银行,也是当地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在个人银

行、企业银行及投资领域均具有强大优势。 

萨姆鲁克-卡泽纳（Samruk-Kazyna）国家主权基金：管理哈萨克斯坦最大战略性资产的主权财

富基金机构，总资产价值接近 1000 亿美元，子公司包括阿斯塔纳航空、哈萨克电信、哈萨克

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哈萨克斯坦国家油气公司等企业。 

Halyk银行：成立于 1923年，是哈萨克斯坦第三大银行、主要金融机构之一，是拥有最大客户

群和销售网络的商业零售银行。 

 

拟对接企业： 

波兰库奇科投资集团：对话集团创始人、波兰首富简•库奇科（Jan Kulczyk），其多项投资遍

布各大洲，涵盖矿业、能源、基础设施、房地产等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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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 MS集团：MS集团旗下现有 4家上市公司，市值约 27亿欧元，投资领域涉及化工、房地产、

木材加工、洁具、媒体等，包括世界最大的三层实木地板制造商 Barlinek等知名品牌与公司。 

捷克 PPF 集团：成立于 1991 年的投资基金公司，其投资涉及多个细分市场，如银行和金融服

务业、电信、房地产、零售业、保险、矿产业、农业和生物科技，总资产超过 240亿欧元。 

捷克斯柯达（SKODA）汽车公司：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汽车生产商之一。捷克的姆拉达•博雷斯

拉夫是斯柯达总部所在地，同时也有着斯柯达的主要生产中心及最大工厂，是斯柯达品牌的起

源地。 

哈萨克斯坦 Tau-Ken Samruk集团：成立于 2009年，由国家矿业集团控股，是哈萨克斯坦最大

的采矿和金属企业，业务领域涉及固体矿产的勘探、开发、生产、加工等。 

（具体行程安排以最终确认为准） 

 

收费政策 

收费标准：69800元/位 

 

费用包含： 

全程交通 

五星级酒店住宿 

商务拜访、深度交流 

精选中西餐厅，品尝特色美食 

专业商务翻译人员 

全程配备资深司机、导游 

签证办理及面签培训 

 

协会会员机构享有优惠价格，详情请咨询协会秘书处。（联系人：陈小姐；联系热线：

010-88087202） 

（最终解释权归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所有） 

 

 

阎焱：京东模式很烧钱，赶上盛世，有钱烧出来了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 

软银赛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合伙人 

 

    中国现在的股票热，我想有两个最直接的原因：第一个中国由于人民币不可兑换，所以现

在我们银行大量的还在印钞票，一个是我们自己需要，另外一个我们进来 1 块钱，我们就要

印 6 块多钱把它收了，所以这个钱就进入了经济中流通里面。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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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钱从房地产走出来，走到资本市场，在中国跟其他国家又不一样，你又不能买地，又不

能买山，又不能买河。 

 

  可以投资的地方非常少，所以大家都涌到资本市场。尽管每个人都在说股票市场太高，股

票市场太高，但是每个人都恨不得把所有压箱底的钱都拿出来去投股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

己作为一个职业投资人的话，我们都不会把资本配置，都配置在这个股票上，我们会手里攒了

大量的现金在那，因为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有弹药。 

 

  我的抉择 

 

  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是文革那一代插队。随着这个时代大潮，基本上是在每一个关节

点上，都还是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吧。在这个时代的大潮推动下没有落伍。 

 

  我们有很多时候是被动的。比如说我们当农民，这并不是我们自己选择，而是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的大潮就是你高中毕业以后，你如果不是独生子女都得插队。我们有主观选择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 1977 年高考，那时候我们插队的一块儿好多人，但是真正高考，真正去考试的只

是少数。 

 

  84 级我们整个北大社会学系只招了 4 个人，所以能不能考上其实是概率很小的，到了北

大以后，确实是对我的人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另外一个就是 1986 年出国，去美国读书。 

 

  那个时候的人我觉得如果回忆起来，就是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去改变中国，改变社会的这个

愿望，也许我们这一代人说的修身平天下的这一套东西还是比较多，所以大家觉得到美国去读

书以后，都是想回来的，然后有些人想进入体制内，方便一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

状况可能到了 1989 以后有一个大的改变。改变以后，市场的力量，经济的力量，才开始有展

现。 

 

  按说当时(世界银行)的待遇很好，还不用交税，所以我当时要辞职的话，我们老板说没有

人辞过职，说你疯了，我说那是你今天见的第一个，因为其实很简单，我觉得特别不可以接受

的就是，我觉得我在世行的时候，我可以知道我 30 年以后会是怎么样的。 

 

  投资这个玩意儿是，第一个它需要的知识比较全面，第二个每天都是新的一天，我很喜欢。 

 

  在人的一生中，你在不同的阶段，你是不是能赶上这个时代的大投资，所谓有影响力的、

代表性的投资，确实有很多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对于我们来讲(最艰难的)可能现在是个很早的

一个案子就是盛大，盛大我们是 2003 年投的，2004 年上市，2005 年退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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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投了 4 千万美金，拉回来 6 亿 8 千多万美金，为什么这个案子按照投资回报来讲

并不是最高的，我们都在提这个盛大呢?是因为盛大的案子是第一次让全世界资本市场认识到，

在中国做风险投资能够赚钱。 

 

  我们做盛大的时候，第一次报上去的时候投委会给否了，我说这样，我个人放 3 百万美

金，然后同样的条件跟基金一样让我投，后来第二次终于说服投委会，所以我们投了，结果赚

了很多钱。 

 

  其实在这之前更重要的一个投资是中海油，那时候(2000 年)我在 AIG 基金投中海油的时

候，是 1 亿美金的投资，然后我们投委会也给否了，因为他们的问题就是说，中海油刚刚在

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纽约上市失败了，你为什么要投，这确实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正好我开会

出来在新加坡。 

 

  基辛格在那，我跟他讲，我说基辛格先生，如果你是在美国有这么一个对中国，对全国的

海洋有独家的开采权，有勘探权和开采权的公司值多少钱。这老头非常聪明，立马就明白了，

他就跟我说，年轻人我来帮忙你。后来我们也批准的，我们投了以后，后来海油又成功的上市，

所以我们也赚了很多钱，也成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投资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心理上非常坚强，就是你要知道明白一点，全世界所有的好项目，

不可能都让你投了，另外一个赚钱的机会有的是。你如果说错过了一个项目就睡不着觉的话，

那你这个日子没法过。 

 

  如果京东今天再过来，还是他当年的那种情况我还不会投。我觉得京东走到今天，其实它

是一个在特殊的时间里面，当然了京东有它做的过人之处，但是这种模式是需要大量的钱去烧

起来，不是说几亿美金的事儿，是几十亿，上百亿的美金烧出来的。像这种模式其实是很难的，

但是今天它赶上了这个盛世，有钱烧出来了，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对话创业者一： 洪泰基金投后管理经理郭欣 

 

  郭欣： 互联网金融、O2O、智能以及移动医疗这几个领域，您认为最终沉淀下来的模式也

好，机会也好会是哪些? 

 

  阎焱：每一个行业里面，都可能有出现很优秀的企业。比如说夕阳行业农业，农业里面有

做的很好的，养的猪就是好吃，养的牛就是好吃，都有。一个行业能不能留下来，主要还是取

决于你一个企业，而不是行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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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欣：像 O2O 的赛道您肯定也已经布局投出了很多，所以您觉得您投完的哪些模式，或

者哪些方向，您比较看好? 

 

  阎焱：其实我投了蛮多的，最近比较火的一个企业叫洋码头，洋码头是做这个，从国外通

过互联网从国外买东西的，然后给你送到家。这个 O2O 成长的很快。由于不同的税收体系，

美国什么都便宜，中国啥都贵，中国人多，所以极有可能，我们会做成全球最大的食品和饮料

土特产的供应商，完全有可能，所以像这种 O2O 的话，就是蛮有生命力的，因为人每天都得

吃饭，每天都得吃菜，主要就是刚需。 

 

  郭欣：我听您提到的一个很好的观点，大众创业是一个伪命题。 

 

  阎焱：我可从来没说大众创业是个伪命题，我不敢说。我就说这个创业成功是个小概率事

件。年轻人激情来的快去的也快，但是创业是一个马拉松的过程，它不是跑百米。我觉得大家

都在忽悠，都忽悠 90 后创业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得有人告诉他真实的情况，让大家做好

这个思想准备，不是不鼓励大家创业，而是要提醒真实的情况怎么样，所以最好是量力而行。

因为创业不是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在中国其实创业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钱的，第一个烧的钱是

谁呢?就是你爹妈的钱，可能爹妈存了一辈子给你做嫁妆，或者是给你买房子的钱，就被你糟

蹋掉了。 

 

  郭欣： 互联网金融、O2O、智能以及移动医疗这几个领域，您认为最终沉淀下来的模式也

好，机会也好会是哪些? 

 

  阎焱：每一个行业里面，都可能有出现很优秀的企业。比如说夕阳行业农业，农业里面有

做的很好的，养的猪就是好吃。一个行业能不能留下来，主要还是取决于你一个企业，而不是

行业本身。 

 

  郭欣：像 O2O 的赛道您肯定也已经布局投出了很多，所以您觉得您投完的哪些模式，或

者哪些方向，您比较看好? 

 

  阎焱：其实我投了蛮多的，最近比较火的一个企业叫洋码头，洋码头是做这个，从国外通

过互联网从国外买东西的，然后给你送到家。这个 O2O 成长的很快。由于不同的税收体系，

美国什么都便宜，中国啥都贵，中国人多，所以极有可能，我们会做成全球最大的食品和饮料

土特产的供应商，完全有可能。 

 

  郭欣：我听您提到的一个很好的观点，大众创业是一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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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焱：我可从来没说大众创业是个伪命题，我不敢说。我就说这个创业成功是个小概率事

件。年轻人激情来的快去的也快，但是创业是一个马拉松的过程，它不是跑百米。我觉得大家

都在忽悠，都忽悠 90 后创业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得有人告诉他真实的情况，让大家做好

这个思想准备，不是不鼓励大家创业，而是要提醒真实的情况怎么样，所以最好是量力而行。

因为创业不是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在中国其实创业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钱的，第一个烧的钱是

谁呢?就是你爹妈的钱，可能爹妈存了一辈子给你做嫁妆，或者是给你买房子的钱，就被你糟

蹋掉了。 

 

  对话创业者二：积木盒子 CEO 董骏 

 

  董骏：如果一个创业公司面临这种战略投资抉择的时候，应该怎么去选择? 

 

  阎焱：对于战略投资人，我觉得一个企业在中国这个环境下，如果这个战略投资人占的股

份不大，我觉得还是蛮好的。我个人的建议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投资的话，也发生过好多不愉快

的事情，建议还是不要占太多。 

 

  董骏：对于一个创业公司，最后不管是为投资者，还是创业者，也会寻求一定的合理退出

机制，但是应该在什么程度上面去考虑这种资本市场上面的纷纷扰扰? 

 

阎焱：第一个，取决于你一个创始人对于企业未来发展的信心有多大，你要了解你竞争对

手的情况，你要了解这个行业的政策风险有多大。第二个因素就是说，你一定要考虑竞争，在

你跟你的竞争对手对比的时候，你手上有多少子弹，比如说我对手已经融了 5 亿美金，你现

在手上只有 5 千万人民币，那你这个就得考虑了。像我们当年 58 和赶集打的时候就是这样，

大家就是比着劲儿来融资啊，因为最后大家都知道，都是砸钱，谁手上钱多，谁就砸出来了。

你上市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最根本来讲，一个企业上市，是为了在竞争中获得更有利的资本优

势。 

 

来源：创业邦 

 

  
6 月 IPO数据：超 7 成 IPO中企有 VC/PE 支持，88家机构享 IPO退出盛宴 

2015年 6月，全球共有 53家中国企业完成 IPO，IPO数量环比增加 10.4%，同比增加 140.9%。

中企 IPO总融资额为 189.17亿美元，融资额环比增加 440.5%，同比增加 502.4%。2015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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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内地资本市场 IPO持续保持高速，港交所 IPO 数量明显升高；同时，得益于国泰君安、华

泰证券、中国核电、联想控股 4宗 IPO特大单出现，6月 IPO融资额大幅升高，IPO数量和融

资额创 2015年最高。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2015年 6月，53家上市企业中有 43家登陆内地资本市场，占

比 81.1%；9家登陆港交所，占比 17.0%；1家登陆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占比 1.9%。从 IPO

融资额分布来看，6月中企在内地资本市场融资 103.23亿美元，占比 54.6%；在港交所融资 85.81

亿美元，占比 45.4%；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融资 0.14亿美元，占比 0.1%。根据清科研究中

心观察：6月，中企在内地资本市场 IPO依然活跃，IPO数量和总融资额占比最大；港交所 IPO

数量占比虽小，大型中企登陆港交所使融资额占比高达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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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2015年 6月，完成 IPO的中企涉及 17个一级行业，登陆 4个

交易市场的 6个板块，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中小企业板、深圳创业板、香港主板、香港

创业板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2015年 6月中企 IPO平均融资额为 3.57亿美元，单笔最高融

资额 49.16亿美元，最低融资额 0.10亿美元。53家 IPO企业中 40家企业有 VC/PE支持，占比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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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金融行业独占鳌头，北上广 IPO 数量称雄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按私募通一级行业分布来看，2015年 6月，中企 IPO共涉及

17个行业。从 IPO数量来看，机械制造、纺织及服装、物流分列前三位，分别完成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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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IPO；分别占比 15.1%、9.4%、7.5%；累计占比 32.1%。从融资额来看，金融行业融资额最高，

3家企业 IPO共融资 113.51亿美元，占比 60.0%；其次为清洁技术行业，共融资 21.70亿美元，

占比 11.5%；第三为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共融资 10.59亿美元，占比 5.6%；累计占比 77.1%。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观察：6月，中企 IPO行业分布非常广泛，共涉及 17 个一级行业，囊括了纺

织及服装、物流、农/林/牧/渔等 IPO较冷门行业。机械制造依然是 IPO数量最多的行业，继

续保持主力地位。值得关注的是，纺织及服装和物流行业分别有 5家和 4家企业 IPO，成功挤

进前三甲，作为 IPO冷门行业表现非同凡响。融资额方面，金融行业企业 IPO融资额一向很高，

而 6月有 3家大型金融行业企业上市，使金融行业 IPO融资额尤为突出，占比高达 60.0%。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从 IPO数量来看，北京市、广东（除深圳）、上海市位列中企

IPO地区前三，分别完成 10、6、5起 IPO，分别占比 18.9%、11.3%、9.4%；累计占比 39.6%。

从融资额分布来看，上海市企业融资最高，共融资 60.08亿美元，占比 31.8%；其次为北京市

企业，融资 51.19亿美元，占比 27.1%；第三为江苏企业，融资 45.87亿美元，占比 24.2%；

累计占比 83.1%。根据清科研究中心观察：6月 IPO的中企运营主体所在地共涉及 17个地区，

分布范围广泛。来自上海市、北京市、江苏省的企业 IPO融资额较其他地区高出很多，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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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上述三个地区分别有国泰君安、中国核电和联想控股、华泰证券完成特大规模 IPO，IPO

融资额都超过 10亿美元。 

 

  6 月内地资本市场持续火热，港交所冲刺上半年成绩单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2015年 6月，共 43家企业登陆内地资本市场，其中 12家企业

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16家企业登陆深圳创业板，15家企业登陆深圳中小企业板。根据清科

研究中心观察：6月，内地资本市场依然是中企 IPO主战场，IPO数量较 5月的 44家基本持平。

6月虽然 A股市场大幅震荡，但证监会新股发行的速度并没有减小，6月份下发第一批 24家 IPO

批文，6月 24日又下发了第二批 28家 IPO批文，保持一月放行两批的速度，数量有增不减。 



                                     中国 PE与 VC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17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 2015年 6月，境外主要资本市场中，9家中国企业登陆港交

所，1家企业登陆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根据清科研究中心观察：6月份，境外主要资本市场

中，港交所表现强劲，8家中企登陆香港主板，1家登陆香港创业，IPO数量环比增加 350.0%；

IPO融资额 85.81亿美元，环比增加 3209.9%。华泰证券、联想控股 2宗特大 IPO和三生制药、

红星美凯龙 2宗大型 IPO相继登陆港交所，将港交所 IPO融资额大幅拉升，助港交所提交令人

满意的 2015上半年 IPO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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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国泰君安是 6月中企最大 IPO，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融资 49.16

亿美元。华泰证券以 44.78亿美元、中国核电以 21.56 亿美元位列融资第二、第三。根据清科

研究中心观察：国泰君安是 6月中企 IPO最大单，国泰君安是由原国泰证券与君安证券合并而

来，主营证券经纪与服务、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等业务。2014年，国泰君安总资产、净资

产、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在国内证券业排名第三，证券经纪业务排名第一。此次 IPO募集的资金

将用于补充资本金，增加营运资金，持续发展主营业务。主要用于推动传统经纪业务向综合理

财服务转型、提升投行业务承销能力、扩大资产管理业务规模、适度增加证券投资业务规模以

及增加对融资融券等创新业务、研究业务和信息技术建设的投入。 

 

  超 7 成 IPO中企有 VC/PE支持，88家机构享 IPO退出盛宴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2015年 6月，53家 IPO企业中 40家企业有 VC/PE支持，占比

75.5%。 IPO退出共 120起，共涉及 88家机构、71支基金、1位投资人。40家有 VC/PE支持

的企业中,15家登陆深圳创业板，融资 10.59亿美元；12家登陆深圳中小企业板，融资 8.13

亿美元；8家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融资 58.96亿美元；5家登陆香港主板，融资 20.96亿美

元。根据清科研究中心观察：6月 IPO退出 120起，与 5月 122起基本持平。内地资本市场 IPO

堰塞湖泄洪、香港市场 IPO数量回升，越来越多 VC/PE支持的企业实现 IPO，众 VC/PE陆陆续

续拿到满意的 IPO退出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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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以发行价计算，2015年 6月 IPO退出平均回报倍数为 3.41倍，

其中投资了国泰君安的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和国和现代服务业基金获得 18.25倍的账面退出

回报，为 6月 IPO退出回报最高值。2012年 3月 7日，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管

理机构：金浦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管理机构：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产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投资国泰君安 1.62

亿元、5643.57万元人民币，分别占股 2.46%、0.86%。按发行价计算，国泰君安 IPO之后上海

金融发展投资基金和国和现代服务业基金持有 1.50亿、5225.53万股股权，获得 18.25倍账面

退出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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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从 2015年 2月开始，清科研究中心海外研究市场范围由原十三个扩大到十六个：包括

NASDAQ、纽约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主板和 AIM、香港主板、香港创业板、新加坡主板、

凯利板（原新加坡创业板）、东京证券交易所主板、东京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韩国交易所主板

和创业板、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主板和创业板，其

中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主板和创业板为新增加的市场，特此说明。清科研

究中心默认企业 IPO时所有 VC/PE获得退出，退出金额及投资回报倍数按股票发行价格计算，

特此说明。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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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6月 29日-7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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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9 日 凯雷 中建投租赁 金融 中国 1.15 亿美元 

6 月 29 日 苏河汇 蘑菇好阿姨 互联网 中国 10 万元人民币 

6 月 29 日 

新沃资本 
乐基金 
启赋资本 

中科柏诚 IT 中国 
2700 万元 
人民币 

6 月 29 日 国开金融 湖南国科微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4 亿元人民币 

6 月 29 日 联想之星 一生有你 娱乐传媒 中国 500 万元人民币 

6 月 29 日 

松禾资本 
同创伟业资产管理 

国金纵横投资 
墨麟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8 亿元人民币 

6 月 29 日 盈科资本 雪人股份 机械制造 中国 
1827.5 万元 

人民币 

6 月 29 日 昆仲资本 天平派 互联网 中国 600 万美元 

6 月 29 日 天星资本 网虫股份 互联网 中国 150 万元人民币 

6 月 29 日 苏河汇 
OneWayCAT

E 
互联网 中国 10 万元人民币 

6 月 29 日 

国海创新资本 
少薮派投资 
保腾创投 

艾录股份 其他 中国 1239.3 万元人民币 

6 月 29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幻嘉网络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2000 万美元 

6 月 29 日 

天星资本 
银领资产 
天风天睿 

金龙腾 建筑/工程 中国 
1500 万元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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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9 日 

国开金融 
中再资产 
广州基金 

上海国和投资 
琨玉前程 
惠理基金 

联想控股 金融 中国 2 亿美元 

6 月 29 日 蓝色光标 指点互动 娱乐传媒 中国 49.00% 

6 月 30 日 

中融鼎新 
恒泰资本 
大秦基金 

久久益基金 
来共点投资 

建装业 建筑/工程 中国 
6420 万元 
人民币 

6 月 30 日 软银中国资本 阳光印网 互联网 中国 NA 

6 月 30 日 龙华启富 寰烁股份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00 万元 
人民币 

6 月 30 日 呈瑞投资 上海底特 机械制造 中国 150 万元人民币 

6 月 30 日 

烨达股权投资 
天星资本 
圈子投资 
万维投资 

唐人通服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199.5 万元 

人民币 

6 月 30 日 
新天域资本 
毅达资本 

汇通达 互联网 中国 5 亿元人民币 

6 月 30 日 
中财投资 
昊阳创投 

秦森园林 建筑/工程 中国 
5000 万元 
人民币 

6 月 30 日 腾讯产业共赢基金 荣昌 e 袋洗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 万美元 

6 月 30 日 中科招商 万兴隆 机械制造 中国 
262.5 万元 
人民币 

6 月 30 日 
天星资本 

天风天睿汇盈 
展通电信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220 万元人民币 

6 月 30 日 鲁证新天使投资 领耀科技 清洁技术 中国 42 万元人民币 

6 月 30 日 知新资本 中扬科技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10 万元人民币 

6 月 30 日 昊德嘉慧投资 荣科科技 IT 中国 
5000 万元 
人民币 

7 月 1 日 
源码资本 
明势资本 

梅花天使创投 
炒饭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3000 万元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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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 交银国际 华英证券 金融 中国 33.30% 

7 月 1 日 
易方达海外产业投资 

千合资本 
宝宝树 互联网 中国 NA 

7 月 1 日 
华平 

君联资本 
优车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25 亿美元 

7 月 1 日 
创新谷投资 
英诺天使基金 

目的地旅游 互联网 中国 100 万元人民币 

7 月 2 日 竞技创投 楼下 100 互联网 中国 8000 万元人民币 

7 月 2 日 三行资本 优配良品 互联网 中国 1000 万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