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2 月 19 日第 330 期

【P E 资讯】………………………………………2-3

【协会动态】………………………………………3-7

【专家观点】………………………………………3-5

【特别关注】…………………………………… 6-14

【本周PE/VC事件】………………………………15-17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总 编：高晶晶

编 辑：张博洋、李航

电话：（010）6601- 7419

传真：（010）8808- 6229

网址：www.bpea.net.cn

Email：bpea@bpea.net.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11 号华一控股大厦 13 层

关注 BPEA 官方微信：

http://www.bpea.net.cn/
mailto:bpea@bpea.net.cn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2

【国际】2015 年科技行业并购交易额达 3130 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会计与咨询机构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数据报告，报告显

示，2015 年，全球科技行业宣布并购的交易总额达到了 3130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和 2014

年 1716 亿美元的并购交易额相比增长了 82%。这个数据表明，在过去一年中，并购整合的力量

是非常强大的。

普华永道的数据报告还显示，在过去的一年中，在已经宣布过的总额高达 3130 亿美元的

科技并购交易中，实际完成的并购交易只有 278 笔，并购交易额为 1477 亿美元。作为对比，

2015 年真正完成的并购交易的数量和交易金额要比 2014 年少一点。数据显示，2014 年科技行

业实际完成了 289 笔并购交易，并购交易额为 1648 亿美元。

＞全文（网易科技)

【国内】国务院发文：防范非法集资 关注 P2P 等高发领域

国务院日前公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59 号)，

提出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是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的重要保障，

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大防

范和处置力度，建立和完善长效机制，切实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

金融风险底线。＞全文（新华社)

发改委：2015 年天使投资发生案例增长超过 170%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大力发展众创空间推动科技创

新服务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关情况。

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副巡视员沈竹林在会上介绍，2015 年是创业投资爆发式增长的一年，

在去年一年，我们的创业投资政策环境在不断优化，创业投资的规模扩大，创业投资退出的渠

道也日渐多元化，融资渠道更加丰富，整个来说表现出非常强劲发展的势头。＞全文（中国证

卷网)

中国资本迎大航海时代：大手笔买入海外科技资产

挪威浏览器厂商 Opera 则在中国春节期间宣布昆仑万维和 360 斥资 12 亿美元收购 Opera。

更早前，昆仑万维宣布斥资 9300 万美元收购全球最大同性恋社交网站 Grindr 更震惊全球。

在全球经济低迷、股市不振背景下，中国资本正迎来大航海时代。阿里和昆仑万维是中

国互联网资本出海的急先锋。实际上，在更大范围内，中国资本对全球科技资产也是“买买买”。

＞全文（腾讯科技)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9055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9058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9057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9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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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第十五届 AVCJ 中国论坛

时 间：2016 年 3 月 9 – 10 日

地 点：北京国贸大酒店

特邀嘉宾：

杨晓军 (Yang Xiaojun), 上海陆家嘴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陆金所)副董

事长

宓群 (James Mi), 光速安振中国创业投资基金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

仲雷 (Patrick Zhong), 复星集团高级总裁助理; 中国动力基金总裁

信跃升 (Eric Xin), 中信资本中国直接投资高级董事总经理

卫哲 (David Wei), 嘉御基金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

毛志荣 (Mao Zhirong), 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及内地事务主管

欧阳笑梅 (Olivia Ouyang), 安大略省教师退休基金会董事

注：下载会议手册: http://goo.gl/ZQLNLr

BPEA 和 CAPE 会员可享八五折优惠购买参会证，请电邮至 book@avcj.com 并写上折扣代号 -

AVCJHI_BPEA15D

有关更多会议详情，请登陆会议网站 http://www.avcjchina.com/cn 或可至电+852 2158 9655

与陳秋萍(Pauline Chen)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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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和俊：科技部将加快众创空间的建设

科技部副部长阴和俊

主持人 胡凯红: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欢迎大家出席国务院吹风会。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

为了帮大家更好地了解相关情况，今天很高兴的请来科技部副部长阴和俊先生，请他向大家介

绍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的提问。出席今天吹风会的还有，国家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监管司司长

赵刚先生，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负责人沈竹林先生。下面请阴部长先谈。

阴和俊: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

举措，是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有效手段。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创新创业，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要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

场主体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意义，

指出：“以大众创业培育经济新动力，用万众创新撑起发展新未来”。去年以来，国务院出台

了《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

新创业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推动大众创新创业的政策文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创新创业的

新高潮。

科技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大众创新创业工作的部署和要求，将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作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积极发挥科技创新在双创活动中的引领

作用。当前，全国各地已经涌现出一批有亮点、有潜力、有特色的众创空间，已经成为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重要阵地和创新创业者的聚集地，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为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面向未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要求

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加快经济发展新旧动力转换。为了加快积聚发展新

动能，为经济发展新旧动力转换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需要不断优化双创环境，让双创的火种

越烧越旺，推动大众创新创业向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发展，从而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

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

为此，科技部将在以下两个方面加快众创空间的建设:

第一，要推动众创空间更加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一是发挥科技创新的引

领作用，进一步推动科技型创新创业，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为重点，扩大“双创”的源头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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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科技人员成为创新创业的主力军。二是要与“中国制造 2025”等重大战略紧密结合，促进龙

头骨干企业在研发、生产、营销、服务、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创新。培育更多富有活力的中小微

企业，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培育新业态，催生新产业。

第二，要进一步提升众创空间服务于创新创业的能力。一是要配套支持全程化。通过为创

新创业者提供工业设计、检验检测、模型加工、知识产权、专利标准、中试生产、产品推广等

研发、制造、销售相关服务，实现产业链资源的开放共享和高效配置。二是要创新服务个性化。

通过整合专业领域的技术、设备、信息、资本、市场、人力等资源，为创新创业者提供更高端、

更具专业特色和定制化的增值服务。三是要创业辅导专业化。通过凝聚一批熟悉产业领域的创

业导师和培训机构，开展创业培训、举办各类创业活动，为创新创业者提供更加适合产业特点

的创业辅导服务，提高创新创业者的专业素质和能力。我就先讲到这里。欢迎大家提问。

主持人 胡凯红:

谢谢阴部长，下面请大家提问。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我想请问阴副部长，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提出众创主题的研究，请问本周的会议上又研究

了哪些新情况，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有哪些新的举措和政策？谢谢。

阴和俊:

国务院高度重视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出台了包括发展众创空间在内的一系列支

持“双创”的重要政策举措。最近，李克强总理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指示，要求在总结借鉴国内

外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出台支持双创的举措，抓好众创空间等相关政策的落实，有针对性的解

决问题，不断优化双创的环境，使得双创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促进转型升级、带来大量就业的

强劲新动能。此次国务院再次对发展众创空间进行研究部署，主要目的是促进众创空间向专业

化发展，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低成本、全方位、专业化服务，更大释放全社会创业创新的

活力，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通过龙头企业、中小微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

创客等多方协同，打造产学研贯通的众创空间，吸引更多科技人员投身科技型创业创新，促进

人才、技术、资本等各类创新要素的高效配置和有效集成，推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增强

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

在政策支持上，主要是通过充分利用现有创新政策工具，挖掘已有政策的潜力，加大政策

落实的力度，形成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政策体系。从政策目的看，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降

低众创空间建设和运营成本，调动建设主体的积极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采取补助、奖

励、加速折旧、进口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企业、高校、院所加大对众创空间场所设施、仪器

设备等的投入。另一方面是通过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优惠、改进国有企业业绩考核、软硬件设

施补贴等方式，调动企业、院所、高校参与众创空间建设的积极性。第二类是为众创空间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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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者提供精准支持，比如，通过国家科技计划和政策性引导基金，对优秀创业团队和重

点项目进行支持，对众创空间投入的、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适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保留到众

创空间创新创业的科研人员的人事关系、探索完善创新成果收益分配制度等，谢谢。

来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清科数据：01月 VC/PE 募资市场拉开帷幕，平稳开局“蓄势待发”

据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统计，2016 年 01 月中外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新募集 60 支

基金，披露募资金额 53 支基金，共募集金额 130.51 亿美元；新设立 110 支基金，披露目标规

模 52 支基金，计划募资 491.29 亿美元，其中 50 支新设立基金进行了募资。与 12 月相比，01

月的新募集基金数量降低 14.3%，新设立基金数量增长 4.8%，募集金额降低 19.2%。在经历过

2015 年年底 VC/PE 募资市场“两连胜”的强势收官后，随着新年帷幕的拉开，市场进行了短期

休整，于 01 月出现平稳回落，表现较为保守显稳重。从新募集的基金数量及募资规模上看，

均有小幅下降；新设立的基金变化情况则相反，不仅数量有所增多，且计划募集金额上涨尤为

显著，涨幅约 45.0%。从以上两方面的走势大致可以看出，当前募资市场状态保持平稳，余温

不减，而未来募资市场的前景良好，现正处于蓄势待发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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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通统计结果显示，在 01 月份新募集基金中，募资规模最大的三支基金分别为上海地

方性集成电路基金、北京高精尖产业基金、启明创投五 期美元基金。其中，上海地方性集成

电路基金募资规模最大，达 500.00 亿人民币（约 76.37 亿美元），排名第一，该基金由政府

出资设立并将撬动三至四倍社会资本，充分引导资金投向 IT 行业，已完成全部募资；排在第

http://newseed.pedaily.cn/v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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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的是由北京市政府设立的北京高精尖产业基金，其目标规模 200.00 亿人民币（约 30.55

亿美元），现已完成部分募资，达 50.00 亿人民币（约 7.64 亿美元）；位列第三的是启明创

投五期美元基金，该基金是一支外币基金，已完成的募资金额达 6.50 亿美元。

私募通统计结果显示，2016 年 01 月中外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新募集基金共计 60

支，53 支基金披露募资金额，新增资本量 130.51 亿美 元，较 2015 年 12 月 161.61 亿美元的

募资规模相比，下降了 19.2%；与 2015 年同期 193.26 亿美元的募资规模相比，下降 32.5%。

01 月新募集基金中，人民币基金共 55 支，披露目标规模的有 48 支，募资总额为 115.24 亿美

元，占比为 88.3%；5 支外币基金，募资总额为 15.27 亿 美元，占 01 月募资总额 11.7%。从

01 月份新募集基金总体情况来看，其数量及募资金额较 2015 年同期均有大幅减少，较 2015

年 12 月均有小幅回落，总体呈平稳下降趋势，可见 01 月份 VC/PE 募资市场于新年开局动作不

大，进入短期的休息调整阶段，这很可能是为接下来的表现蓄势。

http://newseed.pedaily.cn/vc/317
http://newseed.pedaily.cn/v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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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通统计结果显示，2016 年 01 月份中外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新设立基金共计

110 支，披露目标规模的有 52 支，计划募集资金 491.29 亿美元，平均每支目标规模为 9.45

亿美元。其中，109 支人民币基金，披露目标规模的有 51 支，计划募资总额 490.29 亿美元，

平均每支目标规模为 9.61 亿美元；另外，1支外币基金，计划募资总额 1.00 亿美元。从 01

月份新设立基金情况来看，基金数量较 12 月份有小幅增长，而计划募资金额涨幅显著约 45.0%，

市场整体呈上升趋势。除此之外，01 月新设 立的外币基金数量较 12 月的 7支减少明显，外币

基金的计划募资金额则直接减少了 125.50 亿美元，可见人民币基金在 01 月份的表现抢眼，这

也反映出本土 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的增长都很有可能持续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设立的基金中，由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与平安银行共 同发起设立的

电子信息产业基金计划募资规模最大，达 2000.00 万人民币（约 305.50 亿美元），该基金将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30278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19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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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金+平台”的合作模式，搭建集政府、协会、金融、创业团队、创客、用户于一体的创

新创业服务平台，是政府与社会资本有效结合，共同支持“双创”的典例，这也对 01 月份计

划募资规模的增长起到了强有力的助推作用。

从基金类型来看，2016 年 01 月新募集的有 60 支基金，共募集资金 130.51 亿美元。其中

当属成长基金最多，共有 28 支，占 01 月份新募集基金数的 46.7%，披露募资金额的有 25 支，

基金募集资金共 120.91 亿美元；创业基金 17 支，披露募资金额的有 13 支，基金募集资金共

2.85 亿美元；并购基金 12 支，基金募集资金共 4.54 亿美元；2支天使基金，共募集资金 0.08

亿美元；1支基础设施基金，募集资 金 2.13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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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月新募集的基金中，值得关注的是东湖中百商业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基

金成立于 2016 年 1 月，目标规模 10.00 亿人民币（约 1.53 亿美元），首期规模 8.98 亿美元

（约 1.37 亿美元），存续期 5年，由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武汉东湖创新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湖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东湖中百商

业并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筹）共同发起设立，由武汉东湖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负责管理，

围绕公司产业链上下游发起并购，优化整合业务链体系；重点围绕与公司业务相关，并且具备

优秀财务业绩的企业进行并购，待时机成熟时通过定增等方式并入公司；投资具有成长性和发

展潜力的公司，联合中百集团实施管理，待成熟后由公司收购。

武汉东湖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于 1999 年 12 月在武汉正式成立，是市属国有资本营运机

构创立的湖北地区首家专业性风险投资公司。公司注册资本约 1.34 亿人民币（约 0.20 亿美

元），主要业务涵盖受托管理武汉市政府引导基金、自有资金直接投资、通过参控股管理公司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19886
http://newseed.pedaily.cn/vc/31736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1091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1091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19300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24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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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设立各类股权投资基金。目前，公司管理政府引导基 金 50.00 亿人民币（约 7.64 亿美元），

管理社会资本近 20.00 亿人民币（约 3.05 亿美元）。

从基金类型来看，2016 年 01 月新设立的 110 支基金中，有 52 支基金披露目标规模，其

中有 80 支成长基金，占比最多，披露目标规模的有 29 支，计划募资 465.01 亿美元；有 16 支

创业基金，披露目标规模的有 11 支，计划募资 14.58 亿美元；有 10 支并购基金，披露目标规

模的有 9支，计划募资 9.39 亿美元；天使基金 3支，披露 目标规模的有 2支，计划募资 0.18

亿美元；基础设施基金 1支，计划募资 2.12 亿美元。

01 月新设立的基金中，值得关注的临沂高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该基金成立于 2016 年 1

月，目标规模 30.00 亿人民币（约 4.58 亿美元），首期规模 10.00 亿人民币（约 1.53 亿美元），

由临 沂市产业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联合中托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中托资本控

股（临沂）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由中托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负责管理，是临沂首家由产业引

导基金引导成立的创业投资基金，为地方中小企业提供股权投资、财务性投资服务及公司治理、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19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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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规划、并购重组等增值服务，通过提升中小企业的资产规模和核心竞争力，推动临沂市战

略性新兴产业及优质高新技术企业健康发展、挂牌上市的目的。

中托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6 月在北京正式成立，是定位于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业

务的金融控股集团。公司注册资本 5000.00 万人民币（约 763.74 万美元），坐落于北京 CBD

万通中心，在山东设有子公司，旗下设有基金管理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金融

服务公司、村镇银行（筹） 等子公司和一家商学院，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 120.00 亿人民币（约

18.33 亿美元）。中托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专注于综合金融解决方案的开发与建设，由财富管理

中心、票据中心、投资银行、房地产金融四个事业部统筹旗下子公司，与银行、信托、证券、

基金等金融机构开展深度合作，旨在为高净值个人、企业闲置资金提供综合理财规划方案，并

为中小企业、房地产、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一站式的综合金融解决方案。

据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统计，2016 年 01 月新募集基金共 60 支，其中含拟投资行业的基金

共 41 支。从总体变化来看，拟投于各行业的基金数量较 2015 年 12 月分布更为平均，从新募

集基金的拟投行业来看，大量资金将投资于互联网、生物技术/医疗健康、机械制造以及 IT 这

四大热门行业。在所统计的行业板块中，新年伊始的最大投资热门，仍非互联网行业莫属，拟

投的基金数量高达 14 支，仅次于它的是生物技术/医疗健康，有 12 支基金拟投于该行业，机

械 制造与 IT 行业并列第三，均达 10 支。与 12 月份分布情况相比，互联网、生物技术/医疗

健康行业热度不减，仍备受投资机构青睐，清洁技术行业的排名有所下降但数量保持不变。另

外，数量有明显上涨的行业较多，包括娱乐传媒、电信及增值业务、电子及光电设备等行业在

内，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娱乐传媒行业，可见其受关注程度的明显升高，而机械制造行业热

度保持不变，较 12 月基本持平。从 01 月份前十名行业的类别变化可以看出，私募股权市场持

续保持活跃，并逐渐走向多元化，而当前市场总体趋势表明，大量资金未来可能将继续投向互

联网、生物技术/医疗健康、IT 及机械制造等行业，比较具有潜力、上升空间较大的传媒及电

子通信等行业，同样可能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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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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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2 月 15 日-2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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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5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优冻品 互联网 国内 100 万元人民币

2 月 15 日 张家港金茂创投 荣程股份 其他制造业 国内 600 万元人民币

2 月 15 日

Vy Capital

维港投资

天使投资人

天使投资人

天使投资人

留学生公寓 房地产 国内 6000 万美元

2 月 15 日 通和资本 同宜医药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国内 NA

2 月 15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Xola 互联网 国际 600 万美元

2 月 15 日 金沙江创投 乐播科技 IT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 月 15 日 经纬中国 太美医疗 IT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 月 15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乐视体育 互联网 国内 10 亿美元

2 月 15 日

金圆资本

同安投资

上海永宣

新锐英诚 IT 国内 2040 万元人民币

2 月 15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Twig World 互联网 国际 500 万美元

2 月 15 日 LetterOne 优步 电信及增值业务 国内 2亿美元

2 月 16 日 银江投资 远图互联 IT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 月 16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HotelGenius 互联网 国际 64 万美元

2 月 16 日
Acton Capital

Partners
Mobify 互联网 国际 1000 万美元

2 月 16 日

CAA Ventures

Lerer Hippeau

Ventures

Giphy 互联网 国际 55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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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E

General Catalyst

Partners

美国光速

2 月 16 日 峰瑞资本 摩比神奇 电信及增值业务 国内 NA

2 月 16 日
友田资本

启迪之星
时代拓灵 IT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 月 16 日
红杉

源码资本
车三百 互联网 国内 10000 万元人民币

2 月 16 日 宽带资本 外勤 365 电信及增值业务 国内 100 万美元

2 月 16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DoubleDate 电信及增值业务 国内 NA

2 月 16 日

同安投资

同方创投

充澄投资

傲基电商 连锁及零售 国内 4900 万元人民币

2 月 16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Divvy Parking 互联网 国际 179 万美元

2 月 16 日 大河创投 爱家纪 互联网 国内 1100 万元人民币

2 月 16 日
韬蕴投资

银泰资本
豌豆公主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美元

2 月 16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Movebubble 互联网 国际 160 万美元

2 月 16 日
安省教师退休金计

划
Snapdeal 互联网 国际 2亿美元

2 月 16 日 森得瑞投资 中业科技 互联网 国内 350 万元人民币

2 月 17 日

腾讯产业共赢基金

同创伟业

不公开的投资者

深圳泓锦文资产

坤鼎控股

蜜蜂停车 互联网 国内 8000 万元人民币

2 月 17 日

联讯创投

华南金控创投

永丰金融创投

安盟生技 互联网 国内 NA

2 月 17 日 软银 Yello Mobile 电信及增值业务 国际 3000 万美元

2 月 17 日 同渡资本 Master 达人 互联网 国内 9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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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7 日 镇江文旅集团 马上游 其他 国内 9980 万元人民币

2 月 1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陪我 APP IT 国内 6000 万元人民币

2 月 18 日 蓝驰创投 趣孕 电信及增值业务 国内 6000 万元人民币

2 月 18 日 经纬中国
TVR 时光机虚拟

现实
IT 国内 NA

2 月 18 日
博汇源创投

力合清源创投
码上学 互联网 国内 NA

2 月 18 日 泽清资本 壹佰块兼职 互联网 国内 NA

2 月 18 日 天使投资人 面包英语 互联网 国内 NA

2 月 18 日 日上集团 智恒(厦门) 电子及光电设备 国内 25.00%

2 月 18 日 中瑞思创 医惠科技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国内 30.86%

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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