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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务院决定拓宽融资渠道鼓励扩大股权等直接融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月 27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金融支持工业增效升级的措

施，壮大实体经济基础；决定推动《中国制造 2025》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决定清理规范

一批政府性基金收费项目，持续为企业减负；部署全面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会议指出，用好和创新金融工具，支持工业增效升级，是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内

容。会议确定拓宽融资渠道，鼓励扩大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大力发展应收账款融资。支持

运作规范、偿债有保障的企业发行公司信用债调整债务结构。＞全文（东方早报（上海）)

上海市科委：天使投资亏损获赔先过专业“防火墙”

要让创业“种子”萌发，既需要一支有创意和行动力的初创团队，其实更少不了最初的那

笔启动资金。为了鼓励更多的“天使投资”扶持种子期的科技型企业和项目，上海科学技术委

员会日前会同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发改委一起制定了《上海市天使投资风险补偿管理暂行办

法》(下称“《暂行办法》”)，未来，投资机构在投资初创期企业项目发生损失时，最高可获

得 60%的补偿。

然而，这一消息一出就激起社会千层浪，不仅部分投资人纷纷质疑：获赔标准该如何界定，

老百姓也不理解：用公共财政给天使当“天使”?今天下午，上海市科委一一给出了解答。

＞全文（新民晚报)

私募注册随优惠政策迁徙 西藏新疆成热门区域

去年 11 月同方国芯(002049)发布了 A 股史上第二大定增方案，800 亿的规模震惊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认购的 9 名定增对象中，7家都是来自西藏的公司，西藏紫光国芯、西藏

紫光东岳通信、西藏紫光西岳通信、西藏紫光神彩、西藏紫光树人教育、西藏紫光博翊教育、

西藏健坤中芯。

这 7家公司密集成立于 2015 年 3 月至 7月之间，注册资金均为 3000 万，其中 6家还扎堆

注册在拉萨市金珠西路 158 号康达汽贸城。＞全文（21 世纪经济报道)

河南省创新财政资金“花钱”方式

2015 年，河南省积极推行财政涉企资金基金化改革，大力推广运用 PPP 模式，改革财政资

金使用机制，有力撬动了社会资本，放大了财政资金乘数效应，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较好服

务。

以往财政资金支持企业，更多是采用项目补贴的形式，难免出现钱花不到位的现象。2015

年，河南省把财政涉企资金基金化改革作为财政资金管理的制度性变革，出台了推进省级财政

性涉企资金基金化改革的指导意见和方案，通过设立政府引导基金来进行市场化操作，打破了

财政资金分配使用的旧模式。＞全文（河南日报)

http://money.163.com/keywords/6/d/62d35bbd/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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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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信息平台“潜力股”获得天使投资，

投资方为梅花天使、无穹创投、易一天使等

国内首家未上市公司股权转让信息平台“潜力股”，获得天使轮融资，投资方为梅花天使、

无穹创投、易一天使等天使机构投资，以及多位个人投资人、律师合伙人和企业创始人。

梅花天使创始人吴世春也表示，未来创业者、投资人退出渠道会得到高度关注，主板、创

业板、战略新兴板，这些发展就是非常好的补充，投资“潜力股”平台也是因为早期投资有退

出需求，但很多基金项目尚未得到上市，就需要板块流通、股权交易的模式。

＞全文（新芽 Newseed)

熊晓鸽：PE挂牌新三板规则需要做更多的细化

IDG 资本创始合伙人

IDG 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在冬季达沃斯年会期间接受腾讯财经专访时表示，PE 基金挂牌

新三板“本身不是坏事情”，能够帮助解决 PE 的融资问题，但被监管层叫停，原因可能在于

监管层看到了一些 PE 拿到钱之后，改变之前的投资风格，投得很快，希望赚快钱，“都去举

牌上市公司了。”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此前也曾公开表示，2015 年以来，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在新三板市场

上频繁融资，融资金额和投向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质疑。需要加强对此类私募基金管理机构

的监管。暂停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和融资之后，将对前期融资的使用情况开

展调研。

熊晓鸽表示，虽然包括黑石在内的很多美国 PE 也都是上市公司，但是他们可以做全球范

围内的兼并、并购，而这对于中国 PE 来说难度就很大。

不过，他也认为，虽然 PE 挂牌新三板出现了一定问题，但不一定要像目前这样全面叫停，

而应该是要对规则作更多的细化，例如对融资金额的投向等制定更细致的规则。

去年以来，中国股市经历了剧烈波动。在熊晓鸽看来，这并不影响一级市场投资，一级市

场投资归根结底关注的还是公司的基本面。

熊晓鸽说，投资一级市场不可以根据股市变动来操作，做投资决策要考量公司的基本面，

做价值投资。私募风投投资时，创业公司还处于早期阶段，多数专注公司本身的技术、产品、

团队以及市场，只有到临近上市时，才会考虑股市表现，做出选择。

对于接下来的投资重点，熊晓鸽表示，依然是 TMT 行业，诸如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

相关技术均有很大机会，而企业级的 B2B 业务、人工智能、能源，也有很大机会，但是这中间

要考虑如何利用这些技术提高效率。

对于近两年兴起的内容创业大潮，IDG 资本也早已参与部署，并成立专门的媒体基金。熊

晓鸽指出，未来靠内容赚钱将成为共识，特别是移动装置的支持下，随时随地都可以阅读，好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9037
http://finance.qq.com/l/stock/shsgs/index.htm
http://gu.qq.com/usBX.N
http://finance.qq.com/stock/
http://gu.qq.com/jj16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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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可以吸引用户付钱。但是这其中需要避免一个误区，就是假的信息往往带来的流量更多，

反而严肃的信息反而流量很低。

他补充称，中国电影市场，现在的票房增长是全球最快的，未来除了传统的电影模式外，

更多的人也会愿意在电视和手机上观看。

“中国的人口红利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将有很大发展机会，而投资中国一定是与中国的

人口有关，中国本身就是投资的风口，是全世界最适合青年人创业的市场，中国的市场规模、

年轻人正是吸引投资人的原因。”熊晓鸽说。

经过了过去几年的创业大潮，今时今日的创业难度已大幅增加，而融资难的问题也正在困

扰着不少创业者。面对资本寒冬的袭来，熊晓鸽认为，这是一个好时机，IDG 自 1993 年开始在

中国做投资，从过往经验来看，资本市场的寒冬则往往是投资人播种的时候，投资人和创业者

都可以更冷静地评估自己的市场、产品以及团队，尤其是做出合理的估值。

来源：腾讯财经

李爱民：给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更多的退出渠道

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合伙人

尽管新三板、注册制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逐渐完善，但未上市公司的股权流通，也就是“投

资退出”，依然是国内各大风险投资公司最为棘手的难题。在近日举办的第一届中国股权投资

退出论坛暨潜力股平台发布会上，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合伙人李爱民就呼吁，需要给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更加多元化的退出渠道。

李爱民表示，总的来讲，2015 年的私募股权投资发展依然很旺盛，2015 年共有 2249 支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完成募集，这两千多支完成募集的基金里，可能大部分不是 VC，实际上在新三

板推出后，关于新三板定增、围绕三板的基金很多，当然还有围绕 IPO 的等等。

李爱民称，中国的 VC/PE 投资对流动性有迫切需求。其个人认为在中国下一步，募集基金

将会越来越困难。除了我国经济处在新常态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简单的说来，主要有

三点：第一是周期长，VC 基金一般要 7年；第二是出资起点高，我们公司募集基金单位的出资

一般是 1000 万以上，相对来讲一次性出资比较高；第三是被投资项目难以提前确定，往往是

没有项目，你拿项目跟人家说，但是当真正募集完以后，投资的项目和原来跟人家说的是两回

事儿，这是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很大的特点。

李爱民称，实际上基金募集都难，但是在中国相对更难，为什么？有三个原因：第一，追

求短期效益，是中国现在的一个普遍的价值取向。政府也是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我们的

投资人，包括我们的企业家，实际上也是如此。第二，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长期的投资缺

乏安全感。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 IPO，今天开，明天关，我跟领导讲，一直开没关系，一直不

开也没关系，最怕的是今天开，哪一天关了我们不知道。这种不确定性，导致我们对长期投资

的安全感是很差的。第三，我国股权投资市场 LP 的结构有问题，我们的 LP 以企业为主，占了

62%，而在美国，大部分是机构投资者。但是中国的企业其实是不太适宜做 LP 的，因为中国 LP

的特色是要求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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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李爱民表示，股权投资迫切需要多元化的退出渠道。如果我们的退出渠道通畅一些，

就有可能让我们的融资更容易一些。

当然，李爱民也表示，我们现在的资本市场改革步伐其实是很快的，客观来讲中国资本市

场的改革的步伐，相比其他行业、其他部门，是最快的之一。但是即使是新三板的推出，新三

板做市，主板市场的并购重组流程优化等等一系列利好，依然不能满足股权投资退出的需要，

我们迫切的需要一种其他退出渠道作为补充。

来源：中国经济网

清科观察：《2015 中国 CVC（公司创投）报告》发布，

揭秘 BAT 等公司系 VC 的投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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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出

现的第一个公司创业投资基金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差不多比第一个 IVC 投资基金晚 20

年，在美国，IVC 一直是在创业资本市场中占最大份额，CVC 虽然比 IVC 的出现晚了 20 多年，

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已成为仅次于 IVC 的第二大资本来源。而中国第一笔公司创业投资出现在

1998 年，比国外晚大概 30 年，但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投资机会增多，大量的国内外企

业在中国进行了公司创业投资活动，公司创业投资已在中国创业投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在此背景下，清科研究中心以《2015 年中国公司创业投资（CVC）发展报告》为题，从中

国创业投资市场切入，分析了国内外公司创业投资（CVC）现状、中国本土公司 CVC 现状特点，

同时对中国公司 CVC 发展趋势进行剖析，其次对市场比较有代表性的公司创业投资机构进行案

例研究，展示了中国 CVC 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对 VC/PE 机构的影响。

跨国公司开启中国 CVC 序幕，创业投资以直接投资为主

中国开展 CVC 活动也是由国外跨国公司开始的，对于其开端尚没有学者专门研究。但从各

方面的信息综合来看，全球最早的公司战略投资者之一英特尔公司的创业投资部 Intel

Capital 是最早介入国内创业资本市场的，该公司早在 1998 年就开始了对国内创业企业的投

资活动，其最早投资可以追溯到 1998 年 4 月对搜狐的投资，该项投资由 Intel Capital、晨兴、

IDG 等公司联合完成，投资金额为 210 万美元。自英特尔 1998 年介入我国的创业资本市场以来，

许多知名的公司投资部开始进入中国，比如 IBM、摩托罗拉、诺基亚、思科、西门子、高通、

GE 等。

http://newseed.pedaily.cn/vc/8111
http://newseed.pedaily.cn/vc/8111
http://newseed.pedaily.cn/vc/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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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介入创业投资市场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模式是“直接投资”，大公司设立独

立的投向中国创业企业的创投基金或机构，如 Intel capital 就专门设立了中国技术基金、中

国技术基金Ⅱ、中国技术基金Ⅲ（Intel China Technology Fund、Intel China Technology Fund

Ⅱ、Intel China Technology FundⅢ）；另一模式是“间接投资”，大公司向投资公司（或

基金）投资，如 IBM 投资了戈壁基金和 IDC 资本设立的基金、思科投资了软银和赛富旗下的基

金等，但综合看来，直接投资对创业企业拥有更强的控制力，为实现公司创业投资的战略性目

标，大部分公司以直接投资为主。

自身实力增强和高额收益双因素影响，国内大公司纷纷设立创投部门

中国本土公司创业投资（CVC）活动基本与国外公司在中国开展 CVC 投资活动时间同步。

经过多年发展，本土公司创业投资已成为我国创业资本市场中的中坚力量。随着大公司，尤其

是上市公司的实力不断增强，又有独立创业投资机构成功退出高额收益的诱惑，公司创业众多

大公司开始涉足创业投资领域。国内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公司创业投资机构，比如联想旗下的

四大机构乐基金、联想之星、君联资本和弘毅投资；BAT 旗下的战略投资部等等。

国内公司开始创业投资活动前期基本上以间接投资的方式介入，后来才出现了直接投资方

式，如联想集团旗下的弘毅投资（北京）有限公司（PE）、北京君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VC）、

北京联想之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Angel）、联想乐基金,还有 BAT 的腾讯产业共赢基金、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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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部、阿里资本，万向集团的通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联通旗下的联通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青岛海尔旗下的海尔创投等。

CVC 战略目的明显，与母公司业务紧密相连

公司创业投资（CVC）活动具有明确的战略目的，一般与其母公司的业务紧密相连，并且

从事公司创业活动的企业一般都是大企业，他们能够为公司创业投资机构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和技术支持，并且在创业投资活动中实现弥补公司内部的创新能力不足、保持行业领先地位等

战略目标，因此我们按照投资行业的不同，将公司创业投资可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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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联网大鳄“TABLE”系，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投资为主：“TABLE”代表中国互联

网第一阵营的五大体系公司，分别是腾讯系（T）、阿里系（A）、百度系（B）、雷军系（L）、

周鸿祎系（E）。这些互联网巨头，经济实力雄厚，为保证自己的行业优势，纷纷进军创业投

资市场，这类企业一般围绕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进行投资，来弥补产业链上的不足，获得外

部的先进技术，增加自己的竞争筹码，寻找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如腾讯成立了腾讯共赢产业

基金，百度成立了百度投资部，阿里巴巴集团成立了阿里资本等这些互联巨鳄进入创业投资市

场，来寻找威胁或帮助自己的企业，加快企业的创新能力。

2. 家电系，以智能家居投资为主：随着科技朝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传统家居行业受

到巨大挑战。家电系的企业创业投资主要围绕家电产业进行投资，其中主要对智能家居进行投

资，将高科技与家电进行结合，引进先进技术，加快产品升级；另外家电系的创业投资也对销

售渠道进行投资，来打通产品与销售市场之间的通道。如青岛海尔设立了海尔创投，TCL 集团

设立了 TCL 创投。

3. 汽车系，围绕汽车产业链上下游进行投资：汽车系的企业创业投资主要围绕长前景的

传统产业以及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投资，主要投资行业包括汽车整车及核心零部件产业、

汽车相关的新能源、汽车内部的电子产品、新材料等。如 2013 年北汽集团就设立了北京汽车

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其资本运作和股权投资的重要平台。

4. IT 系，以投资 IT 相关行业为主：IT 系主要指主营业务是 IT 相关行业的企业，设立创

业投资机构或平台进入创业投资市场。IT 行业是近年来发展比较迅速的行业，技术更新速度较

快，大型的 IT 企业为获得最新技术，加快企业产品升级，依靠企业创业投资方式来弥补内部

创新能力的不足，这类企业创业投资市场主要围绕 IT 及其相关行业进行投资，包括硬件、软

件、新材料、电信等行业。如英特尔集团在中国设立了英特尔中国，联想集团设立了弘毅资本、

君联资本、联想之星和乐基金，覆盖天使、VC、PE 全部创业投资市场。

5. 医药系，以投资生物技术相关行业为主：医药系主要指主营业务是生物技术相关行业

的企业，设立创业投资机构或平台，主要投资方向是医药器械、生物健康或医药等生物技术/

医疗健康领域。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一直是创业投资市场追逐的热门行业之一，大型的生

物或医药公司，为了解行业中最新的生物技术，往往会设立专门的投资部门或公司来进行生物

产业链上的投资，另外中国社会已进入老龄化时代，生物医疗方面的缺口也在逐年加大，生物

医药行业投资的热潮也将继续延续。如上市公司复兴医药建立了上海复星平耀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简称“复兴平耀”）主要进行医药方面的投资，复兴平耀的投资组合包括迪安诊断、合全

药业、中生北控、天津金象等。另外互联网医疗和智能设备医疗方面的投资也成为医药公司创

业投资的确实之一，如复星集团旗下的复星昆仲和复星资本投资了互联网医疗平台挂号网。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19830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40173
http://newseed.pedaily.cn/vc/36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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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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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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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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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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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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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信二手车 互联网 国内 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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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人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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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