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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证监会：加强私募基金行业的日常监管和检查执法

邓舸表示，2016 年证监会将持续加强私募基金行业日常监管和检查执法工作，依法从严查

处违法违规行为，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不构成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不作为任何

增信手段。投资者可以通过基金业协会了解公司的各类私募基金管理人和基金的信息，认真评

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审慎选择私募基金管理人，提高法制观念和风险防范意识，个私募基金

管理人应严格自律，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全文（证券时报网)

石家庄出台创业创新引导基金实施细则 子基金不低于 1亿

近日，石家庄市发改委出台创业创新投资引导基金实施细则，明确设立子基金的条件和程

序，规定子基金规模不低于 1亿元人民币，且以货币形式出资，经营范围为创业投资业务，主

要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具有成长潜力的项目。

细则指出，引导基金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专业管理”的原则设立子基金。设立方

式包括与民间资本、创投机构、科研院所以及其他投资者共同发起设立等。子基金规模不低于

1 亿元人民币，且以货币形式出资，经营范围为创业投资业务，组织形式为公司制或有限合伙

制。引导基金对子基金的参股比例不超过子基金总额的 30%，且始终不作为第一大股东或最大

出资人;子基金的其余资金应依法募集，境外出资人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全文（石家庄新闻网)

青岛海尔54亿美元收购GE家电业务

近日，公司与通用电气（GE）签署了《股权与资产购买协议》，拟通过现金方式向通用电

气购买其家电业务相关资产， 交易金额为 54 亿美元。此前伊莱克斯曾出资 33 亿美元欲收购

通用该业务。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的账面净资产为 18.92 亿美元（未经审计），估

值结果约为 54 亿美元。经交易双方协商，标的资产交易作价 54 亿美元，增值率 185.41%。本

次整合还包括通用电气家电所持有的位于墨西哥的家电企业 Mabe 的 48.4%权益。

＞全文（信息时报（广州）)

京东金融宣布融资 66.5 亿元 红杉资本等领投

近日，京东集团宣布旗下京东金融子集团已和由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嘉实投资和中国太平

领投的投资人完成具有约束力的增资协议签署，融资 66.5 亿人民币。本次融资之后，京东集

团仍将控制京东金融多数股权。依照惯例成交条件，此次融资预计在 2016 年上半年完成。

＞全文（网易科技)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9034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9035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9036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9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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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新闻】BPEA 月度培训第五十一期

2015 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回顾与展望 成功举办

2016 年 1 月 19 日下午，“BPEA 月度培训第五十一期”在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议室举

办，有近 30 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本期特邀讲师清科研究中心研究总监姬利先生和大家分享了“2015 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回

顾与展望”。清科集团作为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的理事机构，其旗下的清科研究中心是中国

专业权威股权投资研究机构。

首先，讲师对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概况进行了分析，引用了清科研究中的研究数据，分别对

2015 年中国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市场进行详细介绍，他认为应从拓展投融资渠道、

优化国内投融资环境、推动东西部经济均衡发展、促进社会资源配置和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等方面来构建完整产业和资本生态结构。随后对企业并购、IPO 和新三板上市这三种国内股权

投资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从数据来看，VC/PE 通过并购退出，规模逐年增长，成为

重要的趋势。最后他分析了市场近期的变化和对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未来的展望，相关政策文件

的出台，例如供给侧改革加速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了政策环境，国企改革带动了并购热

潮、推动股权多元化；各种投融资平台的发展，为创业机构提供了大量的“项目池”，带动了

天使投资行业的迅猛增长。通过市场调研，清科研究中心认为，2016 年机构 LP 和上市公司将

成为募资市场的主力，并购和早期投资将侧重于文化、ToB 和消费行业，创业潮将持续升级。

本期培训对 2015 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进行了详尽回顾，从投资类型、规模、地域分布、

行业分布、退出方式等多个角度为大家进行了权威讲解，并针对在场嘉宾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耐

心解答。此次培训得到了学员的一致好评！

【协会新闻】“欧洲资产配置研讨会—英国篇”成功举办

2016 年 1 月 22 日下午，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京城企业协会联合主办，欧亚瑞特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协办的”欧洲资产配置研讨会—英国篇“在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议室成功

举办，包括协会会员在内的近 40 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首先，欧亚瑞特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Dirk Laeremans 先生从英国整体投资优势、

市场趋势、投资机会等方面入手分析并着重指出了英国灵活的融资方式、稳定的税务制度、公

开透明的投资标的等市场投资特点，适合不同类别和级别的投资人进行投资。

随后，毕马威中国（KPMG）税务合伙人谭礼耀先生分享了”投资海外房地产税务架构筹划

“。他从”投融资架构税务筹划“的基本概念上分析了税务筹划应关注控股架构、融资架构、

运营安排三个重点，同时结合案例解释了在欧洲投资时设立直接控股架构和间接控股架构的区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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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mons&Simmons 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帆女士在随后的英国房地产投资的法务问题“主题环

节指出，目前英国商业地产投资环境相对成熟、交易市场透明化均有利于投资者的安全，但相

对来说，这也降低了投资的流动性。杨女士用相关地产投资案例解释了英国商业地产的交易结

构，并介绍，酒店、校外学生宿舍、私人仓储等另类的房地产投资已经吸引了大量的投资机构。

最后，英国项目方 Shepherd Cox 酒店集团首席执行官 Lee Bramzel 先生从投资策略、收

益两个方面分析了英国酒店行业的优势。酒店行业是一种特殊的、包容性大、收入多元化的行

业，目前英国主要运营的四种不同商业模式包括 Room sales, Development projects, Income

generators 和 Capital repayment。

活动结束之前，参会人员就境外投资的法务、税务问题与讲师深刻交流，并从项目的融资

及管理等方面与项目方进行了探讨。

本次活动得到了参会人员的一致好评！

王忠民：私募股权是改变中国经济结构的主体力量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2016 年 1 月 14 日，由融资中国、融中集团主办的融资中国 2016 资本年会暨颁奖盛典在北

京隆重召开。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为本次会议致辞。

王忠民表示，当前主要改变中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什么力量是

最主要的?什么机制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恰好是私募股权、风险投资、一级市场的参与者。从风

险投资到 PE 端的这样一种力量才可以纠正今天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偏差，是去库存、去

产能、调结构的主体力量，按照市场行为去做是今天的历史的方向。

以下为嘉宾致辞实录：

金融市场是供给侧改革的主市场。有几个逻辑来展现，金融本身构成了服务业的一个类别。

而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本身只是实体经济的金融表现，金融本身只是实体经济的金融的另一

面镜子。企业实体经济的流动性通过货币市场来表现，企业实体经济的债权杠杆通过债权市场

来表现，企业实体经济的股权的波动好坏进退流转通过股票市场来表现。即使最初的创业企业

也只是通过私募，特别是风险投资的金融表现形式来进行融资和进行每一步成长的金融转换表

现，以至于到最终即时退出了也是在市场当中表现出一个在某种股权动态退出，企业的股权流

转变化的一个历史过程。如果看成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话，我们可以说金融本身就是实体的一部

分，金融部分只是实体的另一种表现。而每一种表现对实体经济的流动性、货币性、股权债权

的市场的每日交易和每天的价格发现性，以及对市场当中供求关系对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层次

的价值发现都起着每日每时的动态表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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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不管是货币市场、债权市场、股票市场，毫无疑问都是服务于实体经

济本身的一个服务业，它没有好坏之分，它没有恶和善之分，它只是一个产业，这个产业无非

是金融服务。而且金融服务还可以让实体经济任何一个环节降低所有的交易费用，货币的流动

性、债权的融退、股权的融退，企业整个发展过程中整个是戳的表现，都可以在每天的交易当

中进行实现、表现和进一步地交易。股权在这当中每日每时集合在一起就是它的价值所在。

如果没有优劣好坏之分的话，金融本身只有它自己的特色，本身只有自己的定位，本身只

有自己的功能，所以和其他的实体经济没有任何差别，等量身份、等量价值，只是我是为它服

务的一个产业而已。

我们进一步从这个逻辑当中去看，金融让实体经济当中还可以通过市场当中的的多维表现

展现出金融的力量。那就是金融不仅表现了实体经济，而且创造了实体经济的每天的动态市场

表现。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在货币端、流动性端产生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在货币市场当中得以表现。

企业的债权的高低，负债率的好坏，债权市场当中的风险该承担多少都无非是它的流动性在债

务当中的一种市场表现。一个企业今天可以想象你没有负债率吗?没有杠杆运用吗?那不可能。

当然还可以把企业信用加入其中。企业股权有没有上市，无非是你追求股权的结构和股权股东

的数目，以及主发起人股权的市场流动性，能不能看到你的价值在市场公允中如何表现，你想

进想退有没有市值管理，在一个公开的市场当中完全可以通过披露正式有效信息进行退出，如

果没有你可能只会在非交易市场当中进行单一的匹配的全市场退出，交易费用是大的。金融无

非是产生了交易费用很低，公允价值很强的实体经济金融表现。

我们进一步看，金融的发展可以让实体经济产生出另外的力量。如果金融进一步做，金融

市场当中让金融市场中扮演者今天实体经济面临者从供给侧的改革，特别提出这个年度，从

2015 年我们提出了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去泡沫，如果出现了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我们

想所有的金融市场都可以在这当中发挥出有效的供给侧改革的市场力量。你的流动性，你的债

权，包括你的股权。如果有了每一天的市场当中的估值，你就可以说这个好与坏是每天在供给

与需求双方给了明显估值，而不是等企业负债率太高没办法清理，而不是等到他的股权一份不

值的，是长期、不断的有新的供给者和需求者进入，永远每天动态的逻辑。这样怎么会形成库

存，库存每天增长的时候已经在金融市场当中的每一个市场当中得以表现，表现在股价、杠杆

和流动性上，如果没有这样我们将没办法当库存达到最大限度，产能达到最大限度的时候一次

性切割它，社会交易成本和社会沉默成本将会巨大。金融市场带来了交易成本最小，沉默成本

最低的市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逻辑。

如果你想及时卖掉你的股票，你还可以在市场当中通过融资融券去布局，如果市场估值太

低还可以通过期货套期保值，通过其他方式市场都可以提供，特别是如果市场当中都认为你已

经高估了，我可以给你一种反向的卖通。如果市场有远期活跃，有期权、套期保值期货，而且

有空、多双方面的力量始终存在，每天交易。这样的动态过程中让市场永远疯狂者不会疯狂，

永远卖空者不会太空，市场是均衡、平衡的发展态势，这样两种力量春天不会使我们的市场永

远暴涨、暴跌，如果有市场的暴涨、暴跌，是因为市场另一面力量没有形成市场足够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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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市场暴涨时期都看多是因为没有看空的力量存在，去杠杆的时候没有人看多加杠杆的时候

市场一定是断崖式下跌的。

有趣的是市场还可以提供更多的工具让金融更有魅力。就是我可以把一个市场衍生出另一

个市场，衍生出链条的不断的更多的市场。有趣的是我可以把今天的风险，如果市场当中有可

以用对冲。有趣的是市场当中如果今天可以衍生出更多的的东西，对冲掉更多的东西，延伸时

间当中期货的很多东西，那市场将是平稳、每天、平稳、再估值、永续的，而不会再有暴涨、

暴跌，这样的市场对实体经济和自身都起着保护作用。

拿一个例子来看金融对实体的价值，套利。所有人知道金融化实体化表现以后容易产生市

场当中诸多的套利空间。比如今天人民币的境外的估值下跌幅度和境内的，离岸市场和在岸市

场的的差别，可以境外买人民币，因为跌得很厉害，转富境内换成美元再转出去，会套利很多

东西。套利这样一个只在金融领域当中游转的投资行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我们要回答

的是套利让所有的非风险性承担的投资都变为一种可投资的行为的时候，它会是消除套利制度

性供给的有效力量。当所有人套利的时候，今天这个套利空间，明天就有可能瞬间消失。没有

人套利的时候，套利空间将会逐渐还会衍生，还会重大的，甚至爆发出巨量的社会灾难式的增

长。套利恰好是消除套利的有效市场行为，套利投资本身没有罪过，产生套利的制度本身才有

问题，而套利恰好是消解它的主要力量。

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今天主要改变中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

什么力量是最主要的?什么机制是能够发挥作用的?在座的大家作为私募股权，作为风险投资，

作为一级市场当中的所有的参与者恰好是你们。因为你们可以去承担风险，发现明天的产业、

明天的战略新兴、明天的有效竞争的产品是什么，把它还在萌芽状态，在思维阶段的东西都可

以通过风险天使投资进行培育。建立在高度分散的情况下，投了 10，如果成功 3个、5个已经

是巨大的成就，其他 5个是承担了风险的结果，才催生了明天的战略新兴产业，最有新生力的

产品，通过市场不断调结构、调产业、去产能、去库存。不是这种力量的话我们今天所有我们，

包括我自己回答的最有竞争的产品，明天我们回答已经失败，如果今天说它是战略新兴产业竞

争到明天一定不是它，只有这种市场的无限的从风险投资到 PE 端的这样一种力量才可以纠正

今天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偏差，你们才是去库存、去产能、调结构的主体力量，你是明天

的中国经济的主要的力量，而你按照市场行为去做恰好是今天的历史的方向，谢谢。

来源：投资中国

当资本热遭遇产业寒冬，2015 天使投资过百亿创历史迎来最好时代

2015 年中国天使投资市场持续高温，各项数据皆突破天使投资“元年”。据清科集团旗

下私募通统计，2015 年全年中国天使投资机构新募集 124 支基金，披露金额约 203.57 亿元人

民币。投资方面，在 2015 年中国天使投资各项数据同比较 2014 年均增长 2至 3倍。2015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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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天使投资机构共投资 2,075 起案例，披露金额超过 101.88 亿元人民币。退出方面，新三板

挂牌成主要趋势，同时上半年 IPO 加速，使得 2015 年成为了天使投资退出之年。共发生了 83

笔天使投资退出事件，其中包括 6笔 IPO 退出及 43 笔新三板挂牌退出。中国天使投资市场在

2015 年发展速度惊人。

中国天使投资市场新募基金数量超历史总和，上半年 IPO 加速造就新一批 LP

根据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统计，2015 年中国天使投资市场共新募集完成 124 支基金，披露

金额共计 203.57 亿元人民币，较 2014 年分别同比增长 217.95%和 209.94%。其中 112 支为人

民币基金，金额共计 151.15 亿元人民币。外币基金皆为美元，共 12 支，金额共计 52.42 亿元

人民币。在 2015 年全年创业及投资热情持续高涨的环境下，天使投资机构资本募资进度加快，

以及配合各地政府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的要求，在多地设立天使投资基金，专注地域性天使期项

目。同时部分在市场内处于领先地位的天使投资机构投资标的已不限于境内，开始逐渐涉及美

国硅谷、欧洲、以色列等境外项目。因此外币基金从 2014 年的 5支增长至 12 支。

从 2015 天使投资市场 LP 成分分析，2015 年的天使投资基金 LP 更为多元化。自上半年 IPO

加速后，二级市场火热行情急速造富了一大批投资人。而上市企业高管型投资人更受天使机构

青睐。上市公司高管自身所具备的企业及行业资源本身就是天使投资机构投后服务及退出渠道

的优质资源。除了成为 LP 之外，部分上市企业高管还成立天使投资机构。以浙江杭州为例，

阿里巴巴的上市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了浙江的天使投资机构崛起，一大批的阿里系天使投资机

构成为了 2015 年的新兴机构主力。而原阿里系员工成为了阿里系天使机构的首要募资来源。

由此可见 2015 年的天使基金个人 LP，在原有基础上又增加了成功创业者，许多曾经成功获得

天使轮或 A轮融资的创业者在 2015 年又加入天使投资人的行列中，将闲置资金注入天使投资

机构，使得创业与投资之间初现循环更迭效应。因此上市公司高管通过注资天使投资基金接触

到许多早期具有创新意义的初创企业，寻找并购标的，利用最低成本为转型升级的起步做铺垫

逐渐成为了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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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国天使投资市场高温不退，激情与挫折并存的一年

投资方面，2015 年中国共发生 2,075 起天使投资案例，同比增长 170.9%。披露金额超过

101.88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过 214.9%。尽管中国资本市场在 2015 年中发生里剧烈的震荡

调整，由二级市场暴跌引发一级市场寒冬突袭。但纵观全年，中国天使投资市场较往年仍是呈

现爆发式增长。四个季度皆创同比新高，其中第二季度创出了全年最高峰。与此同时，在政府

鼓励“大众创新创业”以及升级“四众”的政策暖风鼓吹之下，中国创业门槛降低，市场对初

创企业更加宽容，天使轮企业估值有了明显提升。2015 年天使轮平均投资额已达 491 万元人民

币，相较 2014 年 422.32 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6.3%。这一平均投资额的提升亦是显示了投资

人对天使投资市场的信心正日益增加。

在 2015 年的天使投资中人民币仍为天使投资市场中的主力货币。共投资 1,793 起，占中

国天使投资市场份额 86.4%，披露金额约 70.57 亿元人民币。外币共投资 277 起，披露金额约

31.31 亿元人民币，金额占 2015 年中国天使投资市场的 30.7%。

纵观 2015 年全年中国天使投资的发展，可谓挑战不断。先是在上半年中国二级市场急速

上涨，造富了一大批上市企业高管及二级市场投资人后。在国家政策的牵引下，高净值人群将

天使投资并入投资组合中，形成了上半年的天使投资火热的空前盛况。同时，伴随新型孵化器

林立，创业群体快速膨胀，创与投出现齐头并进的形势。但在 2015 年 6 月发生的中国二级市

场迅速下挫而引发的“过山车“行情中，市场寒冬之说迅速蔓延。随之出现了数起创业者诚信

缺失事件，部分企业通过刷单、抄袭、伪造资历等手法获取天使投资以及虚假宣传。不仅如此

O2O 创业企业大批量倒闭。在火热市场中给投资人敲响了警钟。但根据清科研究中心观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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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天使投资市场仍然潜力无限，热钱涌动。天使投资市场整体市场仍是朝向积极正面的方向发

展。

企业级服务成为下一风口，O2O、P2P 前景堪忧

2015 年互联网、电信及增值业务以及 IT 行业仍为中国天使投资人的主要投资行业。其中

互联网行业共发生 1,030 起投资案例，共披露金额 50 亿元人民币。电信及增值业务共发生 327

起投资案例，披露金额 13.12 亿元人民币。IT 行业位居第三，共 181 家企业获得共计 9.2 亿元

人民币天使投资。

金融行业因中国金融监管政策正逐步放开及规范化，互联网金融业顺势而起，在线支付、

在线理财、P2P、券商软件等细分行业多点开花，为中国金融业初创企业融得 1.17 亿美元。然

而自 P2P 模式飘洋过海来到中国以来一直备受争议。而就在 2015 年底宜信旗下的宜人贷成功

挂牌纽交所以及 e租宝事件更是把 P2P 推到了风口浪尖。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已出现 1302

家 P2P 平台出现严重问题，其中 668 家失联；105 家宣布倒闭；79 家清盘；436 家提现困难。

在 P2P 创业企业中出现的风控难，信誉低，风险高等问题一直是困扰着行业内创业者以及用户

的问题。而反观陆金所最近新融 9亿美金，估值高达 185 亿。宜信旗下宜人贷成功登陆纽交所

等明星企业，又给早期互联网金融投资市场留下足够大的想象空间。因此在互联网金融内孕育

的互联网保险、租赁、证券、理财等商机仍然是诸多投资人重点关注的领域。

其余细分行业市场中，Saas 及硬件，例如 VR 及 AR 等行业的大热掀起了一股投资热潮，数

起投资案例颇为吸睛。以及伴随中国消费者消费水平逐渐升高，付费习惯初步形成，泛娱乐行

业中的 IP 争夺也同样为 2016 年的投资机遇埋下伏笔，尤其是在诸多网络 IP 进入院线荧幕带

来的效应，使投资人对娱乐产业创业者的 IP 生产能力更加看重。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37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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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浙江逆袭深圳，中国天使投资机构派系初现

根据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统计，2015 年中国天使投资市场最活跃地区之首仍为北京。共发

生 902 起投资案例，披露金额约 43.41 亿元人民币。北京凭借丰富的高校教育资源、创业投资

机构资源、全国领先企业资源以及庞大的消费人群资源成为了中国天使投资的福地。为中国天

使投资提供了大量的高端创业型人才以及充裕的资金以及行业资源。使得北京常年保持在中国

天使投资领先地位。其次为上海共发生 341 起投资案例，披露金额 2.25 亿美元。

2015 年深圳发生 185 起天使投资，浙江发生 184 起天使投资案例，深圳地区共计投资 9.46

亿元人民币。而浙江地区在投资金额上首次超越深圳，共披露 10.91 亿元人民币，首次成为了

中国天使投资金额前三地区。浙江在 2015 年凭借多支天使投资引导金吸引了大量的天使投资

机构进驻浙江地区。此外，阿里巴巴上市后，造富了一大批阿里系创业者及集团内部高管。与

此同时，这批高净值创业者成为了中国 2015 新兴的一批天使投资机构，驻扎于杭州及宁波周

边，辐射江浙区域。使得浙江在 2015 年金额超越深圳地区。

而中国天使投资与科技型创业企业及领先企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中国互联网行业的

三巨头 BAT 辐射范围下，中国天使投资机构也略微呈现派系之分。如北京百度派系的清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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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九合创投，深圳腾讯系的德迅投资及华为系的创新谷投资，浙江阿里系的米仓资本、暾澜资

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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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扩容缔造中国天使投资退出盛况

根据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统计，2015 年中国天使投资市场共发生 83 笔退出。其中因上半

年 IPO 审批加速，因此诞生了如暴风科技、迅游、中文在线等多家互联网企业成功登陆创业板，

全年共计 6笔 IPO 退出事件，为多位天使投资个人及机构带来高额回报。其余退出包括 6笔并

购退出、28 笔股权转让退出及 43 笔挂牌新三板退出。

在 2015 年资本市场中最引人瞩目的新三板市场同样为中国天使投资带来新的退出渠道。

新三板较主板市场具有低门槛、审批快的优势。因此许多中小企业在达到主板市场挂牌要求前

倾向于先登录新三板。因此，中国天使投资市场在 2015 年有 43 家有天使投资个人及机构支持

的企业挂牌新三板。为企业进行了合法合规性认证以及扩大了知名度。除被投企业之外，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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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机构也有数家成功登陆新三板，其中包括苏河汇、隆领投资、原子创投等等。为机构自身

扩大了募资渠道。

上文引用数据来自清科研究中心私募通：www.pedata.cn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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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1月 18 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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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8 日

中金国联投资

汇垠澳丰

汇垠澳丰

法因数控 机械制造 国内 3.5 亿元人民币

1 月 18 日 力鼎资本 老 A电商 互联网 国内 1.4 亿元人民币

1 月 18 日

红杉

mFund

高榕资本

在家点点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美元

1 月 18 日
修能资本

温氏投资
克明面业 食品&饮料 国内 2.43 亿元人民币

1 月 18 日 盈动投资 看台体育 互联网 国内 NA

1 月 1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思必驰 IT 国内 2 亿元人民币

1 月 18 日 元璟资本 宋小菜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1 月 1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我来贷 金融 国内 10 亿元人民币

1 月 18 日 小咖投资 南派投资 娱乐传媒 国内 1 亿元人民币

1 月 1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叫个鸡 互联网 国内 1200 万元人民币

1 月 1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久奕资本
约来约美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1 月 18 日 挚信资本 妇产科网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国内 1000 万美元

1 月 18 日 中银投资 陆金所 金融 国内 NA

1 月 18 日 天使湾创投 美意网 互联网 国内 30 万元人民币

1 月 19 日 真格基金 奇境 spa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1 月 19 日
熊猫资本

星汉资本
一智通 互联网 国内 2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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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9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邦易投资
尚水股份 IT 国内 1360 万元人民币

1 月 19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大河创投

三行资本

盖范 GetFun 电信及增值业务 国内 1500 万元人民币

1 月 19 日

腾讯产业共赢基金

红杉

今日资本

中金

数字天空技术

美团点评 互联网 国内 33 亿美元

1 月 19 日
华创资本

信天创投
科玲文化 电信及增值业务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1 月 19 日

中信并购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现代种业发展基金

隆平高科 农/林/牧/渔 国内 5.46 亿元人民币

1 月 19 日
季子投资

和思投资
麦达数字 电子及光电设备 国内 3.5 亿元人民币

1 月 20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车三百 互联网 国内 1 亿元人民币

1 月 20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聚店商城 互联网 国内 600 万美元

1 月 20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知本家 互联网 国内 2000 万元人民币

1 月 20 日
中融鼎新投资

鼎力盛合
华英农业 农/林/牧/渔 国内 6.09 亿元人民币

1 月 20 日 中新融创 佳都科技 电信及增值业务 国内 7 亿元人民币

1 月 20 日 天使投资人邵根伙 赢众投 金融 国内 500 万元人民币

1 月 20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唯猎资本

挚信资本

海纳亚洲

悟空找房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美元

1 月 20 日
松禾资本

天使投资人王利杰
好车伯乐 互联网 国内 3200 万元人民币

1 月 21 日 青鸟基金 聚光绘影 娱乐传媒 国内 NA

1 月 21 日 善林资产 车挣网 电信及增值业务 国内 1000 万美元

1 月 21 日 梦工场传媒 开拍 互联网 国内 24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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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1 日
方富资本

黄金众筹资产
公准股份 食品&饮料 国内 1500 万元人民币

1 月 21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乐驰金服 金融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1 月 21 日 邦易投资 东方汉院 互联网 国内 500 万元人民币

1 月 21 日
松禾资本

中信资本
暴风魔镜 互联网 国内 NA

1 月 21 日 创新工场 美丽屋 互联网 国内 3000 万美元

1 月 21 日
华人文化产业投资

基金
盛力世家 娱乐传媒 国内 1亿美元

1 月 21 日

轻盐创投

银河投资

天风天睿

鼎锋资产

天风天睿汇盈

东莞中科中广基金

中科白云新兴产业

基金西证股权投资

硅谷天堂

陆宝投资

普惠正通

麦腾永联创投

惠通高创

阿波罗 机械制造 国内 2.95 亿元人民币

1 月 21 日
天星资本

国富金源投资
海龙核科 化工原料及加工 国内 1243 万元人民币

1 月 21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BOCE 云互联车

锁
IT 国内 150 万元人民币

1 月 21 日 宝胜科技 日新传导 电子及光电设备 国内 100%

1 月 21 日 金色未来 新世洋 其他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1 月 22 日

老虎基金

华平资本

泰康人寿

优信二手车 互联网 国内 4亿美元

1 月 22 日 碧水源 久安建设 建筑/工程 国内 49.85%

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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