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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风投资金大举涌入亚洲市场，印度炙手可热，中国疯狂融资

北京时间 10 月 16日凌晨消息，毕马威(KPMG)和市场研究公司 CB Insights 公布联合报告

称，流入亚洲的风投资金多于美国以外的任何地区，原因是印度市场正处于“炙手可热”的状

态，而中国市场上则出现了几项大规模的交易。

从全球范围来看，投资者在第三季度中向风投支持下的创业公司投资了 376亿美元，这一

季度中的风投交易规模变得更大；与此同时，交易总数量则四个季度以来第三次出现下降。报

告还显示，种子融资和天使投资交易数量也连续第五个季度减少，原因是投资者显示出偏爱成

熟创业公司的倾向。

在第三季度进入亚洲市场的 135亿美元风投资金中，面向中国创业公司提供的融资取得了

“爆炸式”增长，出现了多个 10亿美元的融资回合。该季度流入中国市场的风投资金达 96亿
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315%。印度市场也仍很热门，流入该国市场的风投资金四个季度

以来第三次出现增长，达 20亿美元以上；交易数量则连续第二个季度超过了 120项。

＞全文（新浪科技）

【国内】百家 PE/VC 在新三板候车，国资系入列，大规模抢滩还需观察

一边是即将出台的新三板分层制度，一边是百家排队等候挂牌的 PE/VC 机构。用浙商创投

联合创始人华晔宇的话来说：“资本市场终于为 PE/VC机构敞开了口，我们对分层制度很期待。”

近日，全国股转公司副总经理、新闻发言人隋强表示，将在年内启动新三板分层机制，同

时，改革优化协议转让制度，大力发展做市业务，引导做市商加大做市投入、提升做市能力与

水平，扩大包括机构投资者、价值投资者在内的长期资金的市场供给，引入公募基金，稳定市

场预期。

尽管新三板分层机制短时间内还未能解决新三板顽疾——流动性的问题，但正在奔赴新三

板的 PE/VC 机构队伍一直在扩充。据不完全统计，超百家 PE/VC机构正在排队挂牌。

＞全文（证券时报网)

中国 PE 直通硅谷扫货科技企业，PE 全球产业整合成风

尽管过去十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国内投资公司在硅谷盘旋，但硅谷项目资源往往垄断在红杉

资本、安德森·霍洛维茨等老牌风投基金手中，对华人资本有较高的投资门槛和投资成本。

近日，国内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私募机构之一的中科招商与美国股权众筹平台 AngelList
达成战略合作，将提供 4亿美元投向后者平台上的硅谷初创企业。这是中国资本从早期介入硅

谷创业项目的一次新的突破，也是国内 PE机构出海布局的最新案例。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8918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8919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3

硅谷风投行业有“有钱也买不到的行规”，尽管过去十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国内投资公司在

硅谷盘旋，但硅谷项目资源往往垄断在红杉资本、安德森·霍洛维茨等老牌风投基金手中，对

华人资本有较高的投资门槛和投资成本。中科招商与美国本土主要中介平台合作能够帮助国内

机构投资者直达美国的电子工业王国。＞全文（第一财经日报)

【国内】“一边海水，一边火焰”的 PE+上市公司模式：

并购基金规模井喷 牵手寥寥

截至 2015年 10月 15日，今年以来共有 130只并购基金，涉及 125家上市公司。这在 2014
年全年，仅有 40家上市公司参与设立并购基金，如今已翻 3倍。

然而“牵手”不多，仅有 4家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表示进一步合作。多名机构人士分析，

譬如并购基金方案设计缺陷、项目难选、募资环境差等综合因素导致成功率偏低。

并购基金年内加速扩张，2015年并购基金风起云涌。仅从 A股层面来看，根据 21世纪经

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5 年 10 月 15 日，今年以来共有 130 只并购基金，涉及 125
家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野心大多围绕产业链整合，新三板标的亦是“香饽饽”。

＞全文（21 世纪经济报道)

法拉利 IPO：估值 100 亿美元 预计本月 21 日挂牌美股

豪华汽车制造商法拉利上周五发布公告预计，其首次公开募股(IPO)发行价将介于每股 48
美元至 52美元之间。若按此计算，该公司 IPO 将筹资 9 亿美元，估值达到 100 亿美元。法拉

利将于本周在美国和欧洲进行 IPO 路演，股票预计 10月 21日挂牌美股市场。

据悉，法拉利此次 IPO 将发行 1720 万股股票，约占母公司菲亚特克莱斯特汽车公司股份

的 9%。持有法拉利 90%左右股份的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计划将剩余股份分配给股东。

法拉利此次 IPO 的承销商包括瑞士银行集团(UBS Group AG)、美银美林集团 (Merrill
Lynch)、西班牙桑坦德银行(Banco Santander SA)、意大利 Mediobanca SpA投资银行以及摩根大

通集团。＞全文（三板富)

中国华融香港 IPO 拟筹资高至 28 亿美元

据外媒13日消息，中国最大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设定香港 IPO(首次公开发售)
招股价区间，拟筹高至 28亿美元，并初步选出大约 13名基础投资者。

据消息人士周二称，华融设定招股价区间为每股 3.03-3.39 港元，初步拟发售约 63.12 亿股

H 股，其中 91.4%为新股，8.6%旧股；发售股份相当于经扩大后股本约 16%，集资额介乎 191-214
亿港元。

以集资额计，华融将是继华泰证券、广发证券之后，今年以来第三大 IPO.华融也是步中国

信达之后第二家上市的中国不良债权管理公司，其招股价相当于 2015 年预测市账率 0.96-1.05
倍。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8920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8921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8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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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人士并称，华融初步选出 12-13 名基础投资者，认购金额共约 18亿美元，其中主要的投资

者是内房股远洋地产以及中国国家电网公司，认购额分别为 6.8亿美元及 3亿美元。中金香港

证券、花旗、高盛、汇丰以及工银国际担任华融 IPO 的联席保荐人。＞全文（中国证券网)

【协会新闻】“投投适道”第二十九期成功举办

2015 年 10 月 15 日下午，“投投适道”第二十九期于协会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期活动邀请

到“快印务”和“雷蜂定制”两家公司进行项目路演。多家投资机构代表参与本次活动。

首先，“快印务”总经理张振主要从产品、解决的问题、服务、项目推广等方面做出了详

细的介绍。快印务基于互联网 O2O 模式，致力于改变传统设计印刷行业，使设计印刷更加快捷、

方便。 接下来，“雷蜂定制”的创始人黄其陵对其公司的理念、网站模式、产品等做了介绍。

随后他从相关数据上分析了”雷蜂定制“的优势和投资前景。

项目方介绍完毕后，各投资机构代表针对兴趣点及疑问与项目方进行了沟通和交谈，也给

予了许多专业性的指导意见。为项目方不断的完善自身及融资过程奠定良好的基础。>全文

【活动预告】第十二届中国国际金融论坛

主题：经济新常态时期的金融改革与金融服务

时间：2015 年 10 月 22－23 日

地点：上海浦东喜来登由由酒店

主办单位：

中国银行业协会

中国保险学会

金融时报社

中国信托业协会

中国融资担保业协会

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

中国互联网协会

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中国金融认证中心

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协会

联合主办：

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8923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97&aid=18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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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

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

上海市支付清算协会

上海市租赁行业协会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

上海金融理财师协会

支 持 机 构： 英中贸易协会

现场网络直播： 新浪财经

论坛承办单位：

易财金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财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军

邮件：kbhlt@126.com

网址：www.ciff.org.cn

>全文

【活动预告】“一带一路”和投资欧洲系列培训

西班牙、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专场

尊敬的女士/先生，您好！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

社会高度关注。随着“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国家战略的逐步深化，将有越来越多优秀的中国企

业走向海外。在此背景下，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与柯杰全球法律联盟共同举办主题为“‘一

带一路’和投资欧洲系列培训之西班牙、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专场”活动。

会议时间：2015 年 10 月 21 日 13:30-15：30

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华贸中心 3号写字楼 25 层

活动议程：

时间 主题 嘉宾

13:30-13:35 举办方致辞 CAPE 领导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95&aid=18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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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5-13:40 举办方致辞

何杰，柯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柯杰全球法律联盟主席

13:40-14:15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的法律和实务问题

曹蕾，柯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14:15-14:50 如何成为全球领导者之西班牙视角：探索海外投资机会，降低投资风险的经验和

技巧

Ignasi Costas，柯杰全球法律联盟西班牙成员所合伙人

14:50-15:25 如何成为全球领导者之波兰视角：探索海外投资机会，降低投资风险的经验和技

巧

Bartosz Gras，柯杰全球法律联盟波兰成员所合伙人

15:25-15:45 20 分钟茶歇

15:45-16:20 如何成为全球领导者之罗马尼亚视角：探索海外投资机会，降低投资风险的经验

和技巧

Christian Bogaru，柯杰全球法律联盟罗马尼亚成员所合伙人

16:20-16:55 如何成为全球领导者之匈牙利视角：探索海外投资机会，降低投资风险的经验和

技巧

Rupert VÁRNAI，柯杰全球法律联盟匈牙利成员所合伙人

16:55-17:25 嘉宾交流：提问与回答

17:25-17:30 活动总结发言 CAPE 领导或柯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报名方式：

欲参会请编辑（姓名、单位、职务和手机）发送至 cape@chinacape.org（010-88086602）报名。

报名从速，谢绝空降！

注：报名截止时间为 9月 20 日中午 12:00，请尽早提前报名预留名额（本活动仅限投资机构）!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活动预告】跨境并购“请进来”专题培训

跨境并购是国际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而国际投资是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在

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受到越来越多的资源环境制约，贸易壁垒更加严重，技术、品牌瓶颈日益

突显，劳动力红利迅速减少。在这种形势下，更好地运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

宽发展空间，是应对当前挑战的有效措施之一。

在此背景下，市金融局拟联合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于 2015

年 10 月开展跨境并购请进来专题培训。通过邀请外国专家来京授课的方式，学习借鉴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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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跨境并购中的经验，向在京金融机构普及跨境并购操作模式及所涉财务、法律等相关知识，

同时搭建学习与交流的平台。

一、时间：2015 年 10 月 19-20 日。

二、地点：歌华开元大酒店三

三、组织机构主办单位：北京市金融工作局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承办单位

承办单位： 北京市金融发展促进中心

四、培训议程（暂定）

10 月 19 日（周一）

09:00-09:30 签到

09:30-10:00 开班仪式

10:10-12:00 跨境并购常见模式与发展现状

14:30-16:30 跨境并购基金助力走出去案例分析

10 月 20 日（周二）

09:30-11:30 跨境并购中涉及的财务事宜

14:30-16:30 跨境并购中涉及的法律事宜

16:30 结课

五、报名信息欲参会请编辑（姓名、单位、职务和手机）发送至

lzhang@bpea.net.cn/kmchen@bpea.net.cn(010-88086901)报名，申请审核通过后将收到确认

邮件。报名从速，谢绝空降！

【活动预告】新三板高峰论坛暨中国创业领袖大会

mailto:报名信息欲参会请编辑（姓名、单位、职务和手机）发送至lzhang@bpea.net.cn/kmchen@bpea.net.cn(010-88086901)报名，申请审核通过后将收到确认邮件。报名从速，谢绝空降！
mailto:报名信息欲参会请编辑（姓名、单位、职务和手机）发送至lzhang@bpea.net.cn/kmchen@bpea.net.cn(010-88086901)报名，申请审核通过后将收到确认邮件。报名从速，谢绝空降！
mailto:报名信息欲参会请编辑（姓名、单位、职务和手机）发送至lzhang@bpea.net.cn/kmchen@bpea.net.cn(010-88086901)报名，申请审核通过后将收到确认邮件。报名从速，谢绝空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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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http://www.goldenfinance.com.cn/xinsan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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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晓鸽：企业服务领域将有着更多的创业机遇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

IDG 全球常务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IDG 资本创始合伙人

其实说实话，来开这个会，我老在想，为什么要我来这个会，为什么呢？让我来谈技术的

未来，我又不是搞技术的，要谈 VC 的做法，我老在想，中国是全世界风险基金最多的公司，

天使投资人是全世界最多的，投资的机会是最多的，尤其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在中国

的普及，中国的用户也是最多，今天一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了努比亚手机，中兴还送了我一个，

我第一次收到一个专门为我定制的手机。这两个手机我都没用过，挺紧张的，也不知道说什么

好。

去年我在飞机上碰到丁磊，从杭州回北京的飞机上聊了一路，一路就在大谈互联网的技术

和未来，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那天我们谈得很开心，一直都在谈技术，哪些地方很激动的事

情，当然他教了我一点，用手机，电话多的话最好都用耳机。

其中我们谈到未来，互联网公司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做投资在做什么事情，他在

琢磨什么事情，我觉得是这样子，网易公司的定位，把它定位为“领先的互联网技术公司”，

其实我觉得这个定位还是蛮有意思的，你想，现在来讲，我也在问我们这些互联网公司，在未

来的发展，我们过去之所以能够做出一些成绩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是说我们有技术

吗？好象没有哪个公司说我们的技术是最领先的，但最后可能是流量，用户等等，我个人觉得

可能是后者，中国人很多，市场大，用户多，所以我对本身现有用户的发展，提供什么样的增

值服务，这是我们得到很重要的便利。

作为投资者来讲也是同样的，我们现在的上市公司，所有互联网的上市公司，都是得益于

我们中国市场的规模，这是我们作为创业者和投资者的幸运。但在今天，这个东西也带来了一

点问题，显得门槛比较低，都往里面涌，涌来涌去，最后失败的很多，因为在投资界，投资也

好、商场也好，很难突破“二八定律”，我一直认为是这样，换句话说，你投 100 个基金，可

能只有前面 20 个能够赚一些钱，后面可能就会失败，公司也是同样的。

好吧，未来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未来，可能我们一定要强调，不仅仅是 2C 这个领域，

更重要的一点是对企业，我们谈到系统，我们的大数据，尤其中国，我们说，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做这个事情，很多中小企业要起来，能够给这些企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我觉得这可能

是未来我们这些互联网公司，尤其是网易要考虑的，所谓老牌互联网公司到今天为止也就是十

五六年的历程，他们能够为后面中小企业的创业公司做一些服务，把它成他们的客户，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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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技术，尤其在市场行销、开发、研发等等方面的技术服务，为企业提供一些信息，我认为

这是未来他们发展的方向。

第二，刚才谈到国外的收入，互联网产品和消费产品在海外的收入其实为零，一些技术生

产型，像电讯公司，在国外卖得比较多，现在的手机，小米等一些其它品牌的产品也在国外卖，

但我觉得规模还太小，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核心原创技术，另外，我们在

海外做市场的能力是不是还行，在这一点上有待加强。当然，我们现在的互联网公司，好象就

是暴风科技在国内上市，一些互联网公司基本都是在海外上市，上市公司的产品不在外面卖，

你的股东、股民都不知道你的产品，很少有人用你的产品，所以你的 PE 也很难得到很好的体

现，因为你的股民都是海外的，但他又不是你的用户。所以说，更多的产品，拥有自己技术的

产品能够卖到海外市场上去，可能也是未来要做的，当然，这个过程非常之难。

这个过程中，作为资本有什么样的机会呢？大家说股市不好，这时候可能是最好的做兼并，

和有技术、有特色公司合作的时机，做一些跨国兼并，而且它的价值也比较合理，这一点很重

要。另外一点，在这个时候，国外一些公司怎样能够跟国内的资本市场结合起来做一些事情，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公司都从国外下市，包括网易，回到国内上市，但有一些公司回到国内可能

是很好的机会。

再有一点，怎样参与到国内现在的热潮中，大家都在做全民创新，很多孵化器，有一些企

业去做这样一些事情，我个人觉得在一些技术领先的领域，你靠上市公司自己本身来做，比较

困难，可以用资本市场做一些新的事情，说实话，我今天特别想听听徐新会讲什么，因为她对

网易比我更了解。

我刚才谈到的这一点内容，不知道有什么帮助，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但我认为，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做投资的时期，这一点我是很清楚的，因为股市低迷，国外也同样，

而且，技术型公司，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型公司，在中国这个社会确确实实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

期，为什么呢？机会特别多，而对于机会的把握，一定和自己公司本身的 DNA 有很大的关系，

真正的能力，还有公司主要的领导者他到底想在这个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当然，机会最多的

时候也是最难的时候，为什么呢？现在市场上的钱很多，我说的钱是指现金，很多人愿意来投

资，来做，但无从下手，这时候选择变得非常多，而选择变得多，选得好就会变得很好，选得

差就会很差，因为人生来选择就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这个会，大家更多交流，希望

咱们的参会者都能够得到自己所要的东西。

但我也要祝贺大家，因为处在投资者的春天，也是创业者很好的时候，这时候大家不要觉

得找到容易的钱很重要，容易的钱并不是好事情，而是要找到比较好的创业方案，这时候大家

心态比较好，反而取得成功的机会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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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来源：网易未来科技峰会

资本入秋 VC 投资小幅放缓，创投机构争上新三板“华山论剑”

大中华区著名创业投资与私募股权研究机构清科研究中心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15 年第三

季度，中国创业投资市场募资情况呈现两极分化，但投资小幅收窄。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统计，

募资方面，2015 年第三季度中外创业投资机构新募集基金 81 支，新增可投资于中国大陆的资

本量为 65.12 亿美元，单支基金平均募集规模达 9,043.94 万美元，第三季度募资基金募资活

跃度下降，但部分大基金拉升了募资金额；投资方面，第三季度共发生 716 起投资案例，环比

下降 20.4%，其中 620 起披露金额的交易共计涉及 60.14 亿美元，环比微降 0.7%，平均投资规

模达 970.07 万美元，创投机构投资成本上升；退出方面，2015 年第三季度共发生 418 笔 VC

退出交易，其中股权转让成为第三季度机构重要的退出方式，期间共计发生退出 397 笔，主要

集中在新三板，并购退出第三季度发生 10 起，IPO 退出仅发生 7起，中国 A股股市大跌，中国

政府为救市再次暂停 IPO，然而新三板流动性的改善，大量机构寻求在新三板渠道实现退出。

��������������������

2015 年第三季度，中国创业投资市场募资情况呈现两极分化，基金数量环比大幅下降，而

募资金额环比小幅上升。第三季度中外创投机构共新募集 81 支可投资于中国大陆的基金，环

比下降 45.3%，同比上升 11.0%；已知募资规模的 72 支基金新增可投资于中国大陆的资本量为

65.12 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 2.24 倍，环比微升 1.6%。相比 2014 年机构在基金募集数量及规

模方面的活跃程度，2015 年机构募资节奏有所放缓，受第三季度部分基金募资金额较大，第三

季度的募资基金数环比虽大幅下降，但募资金额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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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金币种来看，2015 第三季度创投市场在募集数量方面，人民币基金占据绝对优势，第

三季度共新募集完成 77 支基金，约占全部新募集基金支数的 95.1%；美元基金仅募集完成 4

支，占比仅为 4.9%。从募集金额来看，2015 年第三季度创投市场共募集完成的资金达 65.12

亿美元，其中，人民币基金达 43.93 亿美元，占比为 67.5%；美元基金募集金额共 21.19 亿美

元，占比为 32.5%。平均募资规模方面，美元基金远远高于人民币基金，单支美元基金募资金

额达到 5.30 亿美元，远大于单支人民币基金的 6,460.23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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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第三季度，中国创投市场共发生投资 716 起，较去年同期的 627 起上升 14.2%，环

比下降20.4%；其中披露金额的620起投资交易共计涉及金额60.14亿美元，较上年同期的58.61

亿美元增长 2.6%，环比微降 0.7%；在披露案例的全部投资交易中，平均投资规模达 970.07 万

美元。自去年开始，创业投资机构投资阶段逐渐前移，VC 投资种子期和初创期的比例逐渐加大，

第三季度创投机构在种子期和初创期完成的案例共有 407 起，占投资案例数的 56.8%；共涉及

投资总金额 27.07 亿美元，占投资总金额的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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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第三季度，中国创投市场所发生的 716 起投资分布于 21 个一级行业中。从投资案

例数方面看，互联网行业以 257 起交易继续位列第一；IT 行业期间共发生 96 起交易，排名第

二；第三名为电信及增值业务，共发生投资 94 起。从投资金额方面看，互联网依旧以 25.53

亿美元的成绩稳居首位；紧随其后的是电信及增值业务，第三季度共涉及投资金额 13.32 亿美

元；其次是 IT 行业，共产生 4.20 亿美元的投资金额。

具体而言，中国最大的移动交通平台滴滴快的完成 30.00 亿美元的融资是本季度融资金额

最大的案例，投资方包括资本国际私募基金、平安创新投资基金，阿里巴巴、腾讯、淡马锡、

高都资本等，“滴滴出行”成为公司全新品牌和标识，同时这个案例也成为迄今为止全球规模

最大的一笔非上市公司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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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第三季度，中国中外创投共发生 418 笔退出交易，是上年同期的 99 笔交易的 4.22

倍，环比上升 19.8%。从退出方式上来看，第三季度共发生 397 笔股权转让退出，占比 95.0%，

为当期的主要退出方式；并购退出紧随其后，仅实现 10 笔退出，占比 2.4%；排名第三的是 IPO

退出方式，共涉及 7笔退出，占比 1.7%；此外，本季度创业投资市场分别有 1笔回购和清算退

出。自 2015 年 6 月中旬开始，中国 A股股市大跌，中国政府为救市再次暂停 IPO，致使各大机

构又一次遭遇“退出”寒冬，创投机构寻找新的退出渠道。相比中国 A股的惨淡，新三板交易

并未受到波及，2015 年第三季度新三板挂牌情况持续火爆，截至九月底累计挂牌企业达 3,585

家，总股本达 1,893.73 亿股，流通股本 702.14 亿股，总市值达 15,110.20 亿元。2015 年前三

季度累计新增挂牌企业 2,013 家，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分别新增挂牌企业 578 家、

487 家和 948 家，新三板将成为创投机构重要的退出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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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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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10 月 12 日-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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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2日 久久益基金 华宏医药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万元人民币

10月 12日 前海谛福仕 凯琦佳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630.01万元

人民币

10月 12日

KKR
平安创新资本

阿里资本

58到家 互联网 中国 3亿美元

10月 12日 深圳能源 双江口水电开发 能源及矿产 中国 25.00%

10月 12日

德美化工

弘德投资

新筹投资

小冰火人 互联网 中国 NA

10月 12日

创新工场

经纬中国

红杉

北极光

VIPKID 互联网 中国 2000万美元

10月 12日

金石投资

中国文化产业投资

梧桐树资本

经纬创投

微播易 互联网 中国 NA

10月 12日
宽带资本

高榕资本
灵雀云 IT 中国 1000万美元

10月 12日 龙华启富 三合盛 清洁技术 中国 150万元人民币

10月 12日

前海汇盈

陕西君研

久奕资本

华油科技 IT 中国 480万元人民币

10月 12日
信业基金

丰利国际资本
千叶珠宝 其他 中国

3999.99万元

人民币

10月 12日 IDG资本 掌上糖医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500万美元

10月 12日
东方比逊基金

嘉和源
创新科技 能源及矿产 中国

600.6万元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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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2日
知新资本

天佑资本
多普泰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5200万元

人民币

10月 12日 光谷人才投资 名人朋友圈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10月 12日 盈信投资 国投保理 金融 中国 1亿元人民币

10月 12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融和友信 金融 中国
5000万元

人民币

10月 13日 天星资本 南源电力 能源及矿产 中国 675万元人民币

10月 13日

盖亚投资

久久益基金

北拓投资

均信担保 金融 中国
1186.8万元

人民币

10月 13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麦轮胎 互联网 中国
1000万元

人民币

10月 13日 天星资本 雅洁源 机械制造 中国 300万元人民币

10月 13日 坚果资本 笨鸟社交 IT 中国 100万美元

10月 13日 中广核亨风 阿波罗 机械制造 中国
568.4万元

人民币

10月 13日
天星资本

东方汇富
话机世界 连锁及零售 中国 600万元人民币

10月 13日 天星资本 网波股份 IT 中国
81.2万元

人民币

10月 13日 天使投资人 Z管家 互联网 中国 100万元人民币

10月 13日

天使投资人

松禾资本

华岩资本

玩哪儿 互联网 中国
1000万元

人民币

10月 14日
天使投资人

盘古创富
蓝游文化 互联网 中国 1100万美元

10月 14日 观臻股权 一米工作 互联网 中国
3000万元

人民币

10月 14日 天星资本 沧海核装 机械制造 中国
1500万元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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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4日
中科招商

沃土创投
金鸿药业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万元

人民币

10月 14日

Lake Star
真格基金

IDG 资本

光速安振中国创业

投资基金

Everstring IT 中国 NA

10月 14日 中证开元 德胜科技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823万元人民币

10月 14日 红杉 真融宝 金融 中国 1亿元人民币

10月 14日

赛领资本

云锋基金

红杉

Star VC

融 360 金融 中国
10.35亿元

人民币

10月 15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狗尾草资本
来租我吧 互联网 中国 100万元人民币

10月 15日

华泰瑞麟

经纬中国

蚂蚁金服

36氪 互联网 中国 NA

10月 15日 微梦创科创投 有信免费电话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亿美元

10月 15日
动域资本

联想之星
滑雪助手 互联网 中国 NA

10月 15日
创新谷投资

天使湾创投
你造么 互联网 中国 100万元人民币

10月 15日 紫辉创投 职业梦 互联网 中国 NA

10月 15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萌岛 互联网 中国 100万元人民币

10月 15日 roobo Runbone耳机 IT 中国
1000万元

人民币

10月 15日 真格基金 监控易 IT 中国 NA

10月 15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分红商城 互联网 中国
1000万元

人民币

10月 15日 祖禾资本 ERA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10月 16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素剪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万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