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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中国科技行业上周融资 60亿美元 排名前 20%的创业公司获得约 80%融资

在中国，大型创业公司吸引了重要的支持者，并且获得了高比例的融资份额，而规模较小

的企业却困境重重。在全球风险投资进入平台期的当下，这种疯狂的速度显得尤为扎眼：据市

场研究公司 PitchBook Data 测算，美国今年前三季度的风投交易数量创下过去 4年来的新低。

“中国的风投市场变得非常极端。”市场研究公司清科集团分析师贾罗德·纪(Jarod Ji)

说，“市面上不缺钱，但投资者的却认为缺乏好项目，这也是滴滴等公司获得这么多融资的原

因。”

他补充道，中国排名前 20%的创业公司获得了约 80%的融资。＞全文（新浪财经)

医疗势起“估值高”蔓延 VC/PE 投资机会何在？

ChinaVenture 数据显示，2016 年第一季度中国医疗健康领域的 PE 和 VC 阶段投资案例数

分别为 24 笔和 19 笔，投资金额分别为 7.50 亿美元和 1.78 亿美元。

2016 年 3 月，在启珂健康投资论坛(CHIC)上，多位与会者指出，中国医疗服务和制药等

领域存在长期投资机会：在医疗服务领域，为满足国民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中国政府近年来

逐步放开对医疗服务业的管控，并鼓励民营资本进入该领域;中国本土制药企业和生物科技公

司的创新实力正逐步获得国际认可。

某投资者表示“我们主要在两个方面进行投资，包括中国市场没有被充分满足的需求，

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基层需求;以及中国市场的政策、资本、行业格局迅速变化中，市场‘去扭

曲化’过程带来的投资机会，这类机会的典型代表包括移动医疗、精准医疗、生物制药等领域

的创新。＞全文（21 世纪经济报道)

多家上市公司抢食中概股回归 高收益未兑现股价先大涨

中概股回归的浪潮眼下是一浪高过一浪。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尽管 A股市场出现了幅度

不小的下跌，但中美两个市场之间的巨大估值差，使得中概股的私有化及回归项目，依然是各

路资金眼中的“香饽饽”。一些手握大笔闲置资金的 A股上市公告也纷纷加入了这一抢食这场

盛宴的行列之中。

对于许多 A股上市公司来说，博取高收益率无疑是其愿意参投此类中概股回归项目的关键

原因。＞全文（证券日报)

新三板史上最严监管！国资投券商被祭旗，

刘士余磨刀霍霍向豺狼，各位老板要小心了！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250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251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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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被称为“新三板市场监管年”，除了对券商开出重磅罚单，监管的力度、广度也是

史上最严，针对市场中介机构、挂牌公司、投资者等其他市场主体的规范监管也必将加码。“拍

苍蝇打老虎”也将成为新三板市场的新常态。

律所对于挂牌企业出具法律意见书、资产评估机构对挂牌及拟挂牌公司和企业并购标的等

项目的资产评估意见等，今后也必将被更严格监管。与此同时，对于其他投融资中介机构的监

管也将加强。

日前，就有多家公司因为未发公告便在第三方平台发布融资信息而导致项目被提前撤下。

对于挂牌公司的监管也随之趋严，包括年报问询、募集资金被占用、信息披露不规范等相

关案例屡屡被爆。

＞全文（新三板资本圈)

【协会新闻】BPEA 新三板专委会“文化企业主题路演”成功举办

2016 年 4 月 13 日下午，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新三板专委会主办的“文化企业主题路演”

在协会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活动有近 40 家机构参会。

会议首先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秘书长郭薇致辞，她表示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

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文化产业在迅猛发展中呈

现出巨大潜力和广阔成长空间，近年来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持续追逐的热门标的。截

止到目前，共有超过 200 家文化企业在新三板挂牌，其中 2015 年挂牌的企业有 114 家之多，

文化企业成为新三板最为受人关注的一类企业。

天络行（上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是中国领先的品牌管理公司，创立了一站式的全新品牌管

理模式， 经过 6年的成功运作，现已成为中国大陆地区最为专业的品牌授权运营管理商。董

事长张丽华女士，从企业的经营模式、品牌管理等方面全面分析了天络行未来发展的优势，并

分享了其融资需求。

教育，一直是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宠儿，但是，小语种教育一直比较分散，多语种、综合服务能

力强的教育品牌尚处于市场空白。森淼教育，占据意大利语培训的垄断市场地位，正将其成功

模式逐渐在其他语种培训中复制，而今其业务已经逐渐覆盖西班牙、阿拉伯等语种，并且开始

涉足在线教育，森淼教育致力于打造小语种的新东方。森淼教育副董事长梁武先生表示公司盈

利能力强、成长迅速，均是其公司融资及发展的优势。 娱乐，无论是电影、电视、动漫、综

艺、艺人经济，都充满了感性的色彩，娱乐投资有没有可能在理性支撑下进行投资决策呢？艾

漫数据，用互联网大数据支撑泛娱乐的商业决策，用科技引领娱乐。总裁曹永寿表示公司打造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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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于大数据的娱乐产业交易平台，在影视、动漫、艺人等领域以数据方式为客户提供项目风

险评估、投入产出比分析，效果评估及品质风控等服务，为泛娱乐投资提供理性的数据支撑。

作为大数据技术公司，以其对泛娱乐的积累和深度理解倍受关注。

北教传媒，从事教育类图书及互联网教育产品的策划、设计、制作和发行，是新三板的明星企

业。2015 年度新三板十大最具投资价值企业、2015 年度新三板十大最受关注挂牌企业。其业

务已经从传统出版覆盖到网络教育、电视教育，从教辅到儿童阅读。

活动结束之前，参会人员就商业模式、发展战略及方向等问题对四家路演机构进行提问。本次

活动得到参会人员的一致好评！

【协会新闻】2015 年下半年 北京 PE 指数环比下降，市场投退热度不减

在北京市金融工作局指导下，北京市金融发展促进中心、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联合发布新一

期北京地区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发展指数（以下简称“北京 PE 指数”）。2015 年下半年北京 PE

指数为 111.66，其中募资指数为 103.90，投资指数为 108.95，退出指数为 125.98，信心指数

为 112.67。从指数走势来看，2015 年下半年行业发展呈现如下特点：

募资指数环比下降，投资指数和退出指数环比上升。从分项指数走势看，2015 年下半年募资指

数为 103.90，环比下降 3.03%，投资指数和退出指数分别为 108.95 和 125.98，环比增长 2.38%

和 0.93%。虽然募资指数下降，但是投资和退出指数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上。2015 年在“一带一

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双创”等战略和相关配套政策频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转型过

程中的深化改革给 PE 带来众多投资机遇，而退出方面，“新三板”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民币

基金的收获期，IPO 重启缓解机构退出压力，北京地区 PE 机构的募、投、退数据充分反映了这

些政策带来的变化。

行业信心指数首降，机构对未来半年募资和投资时点难以预期。2015 年下半年信心指数为

112.67，是自 2013 年指数发布以来的首次下降。行业信心调查显示，机构对未来半年行业发

展信心不足，尤其是投资预期不明确，表明在当前外部环境下，机构对宏观经济增速下调给企

业经营环境带来的影响存在担忧，对未来半年企业成长及投资时点难以预期。

总体来看，自 2013 年下半年以来，行业整体发展持续升温，2015 年上半年迎来近年来高点，

2015年下半年指数环比下降，但仍处于历年高位。2015年下半年北京PE行业发展虽然受到“双

创”政策、“新三板”快速发展等积极因素影响，但宏观经济增速下调使得行业整体面临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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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有挑战也有机遇，对于 PE 行业而言，经济转型又恰恰是行业深

度调整机遇，我们期待北京地区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向着更专业、更成熟的方向发展。

【活动预告】第三届（2016）中国跨境投资并购峰会

由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和晨哨集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跨境并购峰会暨第二届金哨奖

颁奖典礼”将于2016年4月21-22日在上海盛大举行，此次峰会主题为“中国大买手进化论”。

当前世界经济处在敏感期，全球优秀的企业正通过跨境并购来实现新一轮的变革和重组。据联

合国贸发会议披露，2015 年全球跨境并购达 6440 亿美元，刷新 2007 年来的历史新高。据汤森

路透数据，2016 年第一季度，全球交易活动的规模 6820 亿美元，其中 1010 亿美元（即 15%）

涉及中国买方。中国第一季度境外交易总额逼近 2015 年全年 1090 亿美元的交易纪录。

峰会时间：2016 年 4 月 21-22 日

峰会地点：上海（报名获得确认后另行通知）

此次峰会为协会主办活动，协会每家会员机构享有一个免费名额，欢迎各会员机构及相关行业

机构人员报名参会。免费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报名方式：敬请于 4 月 18 日（周一）15：00 前，发送“姓名-单位-职务-手机-邮箱”

至： pflu@chinacape.org 邮箱。

如有任何疑问，敬请联系：路先生，电话：010-8808 6895，手机&微信：137 1880 8239

【活动预告】“投投适道”第三十一期

“投投适道”第三十一期项目路演专场将于 4月 20 日（周三）下午 14:30-16:30 举办。

项目介绍：

宽带信号分析仪项目

1、项目简介

宽带光信号分析仪是面向超高速光通信设备、超高速光纤通信链路和超快光波形测量的专用仪

器,是光纤链路传输性能监测的必备设备，是确保光纤通信网的通信质量和网络稳定运行的主

要措施。宽带光信号分析仪的主要应用领域是电信领域。此外，产生宽带光信号的领域还包括

超快光学领域，宽带光信号分析仪还将应用于该领域对超短光脉冲进行分析与测量。

2、产品特性及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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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变速率光采样，啁啾 Z变换同步处理；

※ 速率透明，提高测量速度与精度，处于国际领先

3、前景分析

随着我国超高速光通信产品在全球市场份额的进一步增加以及我国科研水平的迅速提高，各研

究机构、通信设备与系统制造公司以及最终的网络运营商都需要新的测试仪器测量超高速光纤

通信信号，宽带光信号分析仪的需求必将进一步增加。加之其他超快光学、超短脉冲激光产生

及应用的研究机构，各类计量单位、工业部门与国防单位使用宽带光信号分析仪，此外，因该

产品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具有国际竞争的能力，考虑到国外的需求，保守估计每年对此类示

波器的需求量不少于 1000 台/年，产值为 3亿美元/年。

LiFi 项目—室内可见光定位项目

1、项目简介

北京莱博思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源自北京理工大学光信息技术实验室，是业内领先的可见光

定位与通信产品及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公司通过自主研发的基于LED灯光的室内定位导航服务系统和基于LED灯光的网络通信解决方

案，为用户提供节能、安全、高速的互联网定位与通信服务。

2、市场前景

*正逢 LED 灯具改换浪潮，国家政策支持；完善基础定位布置，建立全国室内空间位置库；

*国家推进智慧城市，“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 至 2020”提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基于室内

位置的通信技术将不可或缺；

*O2O 市场蓝海，即商场、酒店、展馆、医院等基于实体位置的线下线上互通互动，行业正在爆

发；

*抗干扰、无辐射、信息安全，特殊领域应用，包括煤矿、军队、核电站、监狱等垂直行业。

3、项目优势

*可以提供 O2O 商品级/货柜级精度室内定位导航；

*可以提供基于位置的关联服务推送以及数据测量及采集；

*LIFI 定位融合多种传感器，可以实现亚米级亚分米级应用；

*项目采用面包屑算法，高精度、低成本。

报名方式：

欲参会请编辑（姓名、单位、职务和电话）发送至 hl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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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预告】2016 以色列投资系列沙龙之--数字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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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calyptus 成长资本是一家以色列本土基金，旨在通过晚期投资、引导已开始瓦解大市场的成

功以色列公司，帮助加快第三次数字革命创造价值。该基金的三位创始人曾分别、也曾共同打

造出以色列最伟大的一些科技成就，现在他们抓住机遇，为处于扩张阶段寻求晚期资本、战略

指导和更进一步机会的以色列公司，联手组成一支“梦之队”。

Eucalyptus 成长资本创始人之一拉米·哈达尔先生（Rami Hadar）将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 14：

00-16：00 在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一号会议室，介绍以色列目前股权投资现状、未来数字革

命趋势等热点话题以及 Eucalyptus 成长资本未来的投资战略，交流探讨可行的合作方式。

报名方式：

有意参加者，请尽快将您的“姓名-机构全称-职务-手机号码-电子邮箱”一起发送到

pflu@chinacape.org 报名（咨询电话：010-88086895），以便为您预留位置。审核通过者，将

很快收到其详细资料和参会相关信息。

【活动预告】2016 世界医疗健康旅游产业大会

由中华国际医疗旅游协会主办，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办的 2016 世界医疗健康旅游产业大会暨

第 3届中国国际医疗旅游 （上海）展览会 将于 2016 年 4 月 22-24 日在中国上海隆重召开。

大会期间，将同期举办第 3届“一带一路”医疗健康旅游产业发展国际峰会、“一带一路”国

际医疗健康旅游产业示范区发展圆桌论坛，打造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俆息化、平台化医

疗健康旅游产业盛会。

协会诚挚邀请各位领导、合作伙伴、专家学者莅临指导并参加本届国际医疗健康旅游产业盛会。

本届大会吸引了来自 40 余个国家医疗健康旅游产业链上下游的高层代表参与，包括各国国家

旅游局、国家旅游促进署、大型国际医院、私人专科诊所、医疗美容机构、抗衰老医疗机构、

医疗健康旅游机构、国际航空公司、医疗保险公司、旅游度假地产开发商、房地产运营商、健

康管理机构、医疗设备公司、医药公司等机构高管代表。让我们携手为“中国梦”、“健康梦”

共建合作，共谋发展，同创共赢！

【时 间】 2016 年 4 月 22-24 日

【地 点】 中国 上海展览中心

【参会申请】 组委会联系方式：400 668 9260、+86-18675588998、+86-13701217701

请将“姓名-单位名称-职位-手机-邮箱-参会需求”发 Email 至邮箱：cihmta@hotmail.com。

或协会联系人：路先生 010-8808 6895 pflu@chinacape.org

免费名额有限。欲报从速，额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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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斌：消费品行业偏重于技术代表未来是我很担忧的

云月投资执行合伙人，TSF 资本执行合伙人/总裁/首席执行官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执行副会长

云月投资宋斌在近日由投中信息主办的“2016 年中国投资年会”消费升级专场中表示，

“我对于目前在消费品行业投资中过于偏重拿技术代表未来，我是有一份担忧的。同时我对于

更多的把吃喝玩乐的乐字作为投资热点也是有担心的，它并不均衡。我对于科技智能性的各种

技术推动消费品牌的建设，消费者的心理把握、需求的把握和供给是赞同的，但是不能过分强

调它，它只是一个工具。”

以下为云月投资合伙人宋斌论坛发言实录，根据速记整理：

各位下午好!我是云月投资宋斌。

我们是一家专注消费行业，专注控股运营，专注深入经营，专注为投资者创造持续、稳定

的收益价值的基金公司。我们在行业中一般讲到的云月模式，讲到云月投资感觉方式，特点就

是采取长期持有、深入运营、改善业绩、提升价值的方法来进行投资，是一个很笨但是又比较

见效的方法。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幸福的时代。过去是满足温饱的阶段，过去的生活会很美好，这个美

好代表着会有后面稳健发展黄金 10 年经济，这个决定了是否符合投资市场和人们生活高质量

的追求。我们知道在过去 20、30 年里面只是简单数量的增长和空间的增长，而今天我们对生

活很多的不满足正是需求所在，所以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实际上供给并不重要，需求才是真

正的“王”，只有了符合这个需求，供给才能落到实处。

改善这个供给从消费行业和投资角度来说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求新。今天谈任何产业发

展时候都离不开互联网+，同时新不仅仅是互联网+，新还代表了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新

的一系列的配套商业模式的改革。但是我们在投资实践中感觉到仅仅求新并不解决人民日常生

活中的需求，即使你通过微信和网络，你要到了你想吃的东西，这个东西如果不可口，不会带

来愉悦感，这个东西如果它的质量发生了安全问题，你连命都保不住。难道只有新能解决我们

的问题吗?

所以我们在新的同时，要用投资推动消费产业的深。深入的挖掘它的品质质量以及它对人

们需求真实的把握和到位的满足。供给侧改革一方面化解当前经济的问题，去产能、减库存，

另一方面一定是创造更好的产品。我们做投资就是要创造更好的企业，更好的技术，更好的商

业模式，最终要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也是前面冯总问我们控股要干什么，控股就

是要真正的发现这一点，实现这一点，同时兑现我们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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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行业的投资要讲逻辑，为什么要投消费?因为中国人现在有钱了。第二要求高了，而且

和大家生活相关的事情要求高了。是什么?是消费。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健康生命，快乐生

活。那么怎么投好?

投消费是一件很难的事，投消费没有悬乎的东西，都是实在的东西。怎么投好它?要想投一

个好的项目一定是你熟悉和好控制的项目。当他的股东愿意把他的一部分控制权让给你，你有

了足够的影响力，能够改变它，提升它，并且把每一个项目按照产业链串联起来才能做好一个

投资。

第二，你进去之后不仅仅只是搭他的便车，你应该是开车的人，是创造的人，也就是说你

的合伙人以及你的运营合伙人，以及你请来的团队是创造这个企业新的增长价值的主要动力。

同时也不简单地是用我们的一个理念来改变它，更重要的是用战略的规划和设计，运行的改善

与提升，成本的降低、效益的增长，品牌的建设一系列优化的方法来解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专业创造价值。

当然，它需要一个很强的背景性的东西，就需要有投资团队有足够雄厚的经验、能力和资

源，这三个才是能够跨过红海，在一个大家都看得懂，但是又做不到的领域中把它做大做好。

今天上午和一位嘉宾谈话，他们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专门做童装销售的网络。当他是一个好

的卖东西的平台的时候，他说我最需要的是一个好的产品，我们就非常渴望徐总投更多更好的

流通渠道，同时我们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比如说我们投婴童服装，今天女同志比较多，恭喜

大家会有许多可爱的孩子们，我希望大家的孩子都可以穿上很美好、舒适、安全的衣服。

那么我们做品牌的时候比如说有明星效应，章子怡女士是我们的品牌代言人，她刚刚做了

母亲，她是一个点。我们也希望把服装做的很有美感，请了意大利的设计公司，也请了专业人

士在制造流程和安全防范设计中又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是做一系列的优秀产品，同时和各种

新的技术、新的网络、新的模式、新的理念进行对接，使得好东西给大家更好的应用。这是我

们结合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祝大家都可以给自己的孩子带来美好的东西。

我对于目前在消费品行业投资中过于偏重拿技术代表未来，我是有一份担忧的。同时我对

于更多的把吃喝玩乐的乐字作为投资热点也是有担心的，它并不均衡。我对于科技智能性的各

种技术推动消费品牌的建设，消费者的心理把握、需求的把握和供给是赞同的，但是不能过分

强调它，它只是一个工具。

我们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消费品投资应该投什么?当投资机构和投资者说带你飞翔、带你

探险的时候是一种投资，但是当我说你和我一起用 5、7、10 年的时间共同吃苦，把一个产品

建立起来，把质量提高，让你得到与风险匹配的长期稳定的回报，这是我们中国投资者未来 10

年更大的需求。所以我认为在后面的消费品行业投资，首先注重的是产品的需求满足，品牌的

树立，当然也不能够离开科技的应用，二者要相辅相成，要相称。

来源：投资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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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科年报：2016 年 Q1 创业投资活跃度环比回升，但创投机构出手仍较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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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一

季度中国创业投资市场募资活跃度下降，但平均募资规模大幅提升，投资活跃度环比回升，但

创投机构出手仍较为谨慎。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统计，募资方面，2016 年第一季度中外创业投

资机构新募集基金 65 支，新增可投资于中国大陆的资本量为 371.98 亿元人民币，单支基金平

均募集规模达 6.30 亿元人民币，同比上升幅度很大；投资方面，2016 年第一季度共发生 515

起投资案例，同比下降 37.7%，其中 413 起披露金额的交易共计涉及 184.12 亿元人民币，同比

下降 38.5%，平均投资规模达 4,458.21 万元人民币，与 2015 年同期相比，投资案例数和投资

总金额下降幅度较大；退出方面，2016 年第一季度共发生 573 笔 VC 退出交易，其中新三板挂

牌成为最主要的退出方式，期间共计发生 495 笔，已经超过 2015 年全年的一半；IPO 和并购退

出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分别发生 39 笔和 29 笔，在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乏力，中国经济向好趋

势不牢固的情况下，创投机构未来退出压力仍然较大。

基金募资活跃度虽有所下降，但平均募资规模大幅提升

2016 年第一季度中国创业投资市场基金募资活跃度有所下降，但平均募资金额大幅上升。

2016 年第一季度中外创投机构共新募集 65 支可投资于中国大陆的基金，同比下降 35.6%，环

比下降 43.5%；已知募资规模的 59 支基金新增可投资于中国大陆的资本量为 371.98 亿元人民

币，同比上升 15.2%，环比上升 30.9%。2016 年第一季度基金平均募资规模为 6.30 亿元人民

币，同比上升 85.5%，是 2015 年第四季度基金平均募集规模的 2.3 倍。中外创投机构经过去年

大量募资后，2016 年第一季度基金募集活跃度有所下降，但多个地区设立大量的产业基金，涌

现了募集金额超过 10 亿的基金，大幅度提升了本季度的基金平均募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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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金币种来看，2016 年第一季度中国创投市场在募集数量方面，人民币基金仍“一枝独

秀”，共新募集完成 57 支基金，约占全部新募集基金支数的 87.7%；外币基金仅募集完成 8

支，占比仅为 12.3%。从募集金额来看，2016 年第一季度创投市场共募集完成的资金达 371.98

亿元人民币，其中，人民币基金达 279.00 亿元人民币，占比为 75.0%；外币基金募集金额共

92.98 亿元人民币，占比为 25.0%。平均募资规模方面，外币基金远远高于人民币基金，单支

外币基金募资金额达到 13.28 亿元人民币，远大于单支人民币基金的 5.37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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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 投资活跃度环比回升，但创投机构出手仍较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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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一季度中国创投市场共发生投资 515 起，同比下降 37.7%；其中披露金额的 413

起投资交易共计涉及金额 184.12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38.5%；在披露案例的全部投资交易中，

平均投资规模达 4,458.21 万元人民币。经过 2015 年股权投资市场经过疯狂上涨后， 2016 年

第一季度创投市场开始回调，各个 VC 机构的投资态度也趋于谨慎，另外创投机构的投资阶段

仍然主要集中在前期，种子期、初创期和扩张期共发生 385 起投资事件，占据全部投资事件的

74.8%。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14

互联网、IT、电信“三足鼎立”，北上深“撑起”VC 市场“半壁江山”

2016 年第一季度中国创投市场所发生的 515 起投资分布于 22 个一级行业中。从投资案例

数方面看，互联网行业以 180 起交易继续位列第一；IT 行业期间共发生 76 起交易，排名第二；

第三名为电信及增值业务，共发生投资 56 起。从投资金额方面看，互联网以 71.51 亿元人民

币的成绩稳居首位；紧随其后的是IT行业，IT行业以微弱优势排名第二，共涉及投资金额18.58

亿元人民币；其次是电信及增值业务，共产生 18.37 亿元人民币的投资金额。值得注意的是 2016

年第一季度美团和大众点评完成了自合并后新一轮 33 亿美元的融资，投资方包括腾讯、今日

资本等国内外知名公司，本次融资也打破了滴滴快的此前创造的 30 亿美元全球未上市公司的

最大融资金额，此次融资后，美团大众的估值将超过 180 亿美元。

http://newseed.pedaily.cn/vc/37109
http://newseed.pedaily.cn/vc/36836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1991
http://newseed.pedaily.cn/vc/350
http://newseed.pedaily.cn/vc/350
http://newseed.pedaily.cn/vc/37371
http://newseed.pedaily.cn/vc/3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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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域角度看，北京、上海、深圳一线城市仍为主要的投资地域。2016 年第一季度，北京

地区获得 145 起投资，涉及投资金额 58.42 亿美元；上海地区获得 90 起投资，投资金额为 38.60

亿美元；其次是深圳，获得投资 61 起，投资金额为 14.40。北上深三地投资事件总和占全国创

业投资事件的 57.5%，投资总金额占全国总金额的 60.5%，紧随其后的是浙江、江苏以及除深

圳外的广东地区。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17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18

IPO、并购退出并不理想，新三板挂牌“一枝独秀”

2016 年第一季度中国中外创投共发生 573 笔退出交易，比 2015 年同期上升 87.35。从退

出方式上来看，2016 年第一季度共发生 495 笔新三板挂牌退出，占比接近 9成，为当期的主要

退出方式；IPO 退出紧随其后，实现 39 笔退出，占比 6.8%；排名第三的是并购退出方式，共

涉及 29 笔退出，占比 5.1%。2016 年第一季度退出市场并不理想，IPO 退出仅是 2015 年同期六

成不到，并购、股权转让退出市场也并不乐观，在世界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新三板市场表现出

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有大量 VC/PE 支持的企业在新三板挂牌，以期获得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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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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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4月 11 日-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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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1 日
思伟投资

LGT 创投
大 v店 互联网 北京市 1000 万美元

4月 11 日 腾讯产业共赢基金 碳云智能 IT 深圳市 NA

4 月 11 日
厦门聚合力投资

磐谷资本
萌岛 互联网 厦门市 NA

4 月 11 日 盘古创富 璞华大数据 IT 武汉市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1 日 ATA Ventures 爱赛达课 教育与培训 北京市 NA

4 月 11 日
中财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帕科软件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上海市 NA

4 月 11 日

天津博易创为投资

北京国富众乐投资

ATA Ventures

爱赛达课 教育与培训 北京市 NA

4 月 11 日
联创永宣

中信资产
米缸金融 金融 上海市 6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1 日
和玉另类投资

中科招商
嗖嗖身边 互联网 北京市 2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1 日

酉金资本

华创资本

经纬中国

第 1车贷 金融 上海市 2.17 亿元人民币

4月 11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寻蜜鸟 IT 广州市 6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1 日 东莞宏商创业投资 唯一网络 IT 东莞市 NA

4 月 11 日
分享投资

天使投资人庞升东
映美传媒 娱乐传媒 北京市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1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淘在路上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上海市 NA

4 月 12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热巢网 娱乐传媒 上海市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2 日 元璟资本 Finger 互联网 杭州市 500 万美元

4月 12 日
钟鼎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福佑卡车 物流 南京市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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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2 日 永淳资本 寓乐湾 教育与培训 北京市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2 日

景林资产

易鑫创投

好望角投资

百利宏创投

车轮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上海市 NA

4 月 12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诗莉莉 连锁及零售 深圳市 3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2 日 永淳资本 寓乐湾 教育与培训 北京市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2 日

和君资本

西部优势资本

东方富海

灵犀 AR 眼镜 IT 北京市 2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2 日

AA 投资

乐游资本

集结号资本

聪明传媒 娱乐传媒 北京市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2 日
鼎晖投资

创业工场
微头条 互联网 北京市 NA

4 月 12 日 真格基金 VIPKID 互联网 北京市 NA

4 月 12 日 北京壹壹天使 今晚睡酒店 连锁及零售 北京市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3 日
英诺天使基金

北软天使
邦美智洗 互联网 北京市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3 日

元禾控股

国开开元股权投资

光大控股

山石网科 IT 北京市 NA

4 月 13 日

天使投资人章子怡

天使投资人吴世春

天使投资人徐颖建

美丽策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深圳市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3 日

峰瑞资本

启明创投

IDG 资本

Insta360 电子及光电设备 深圳市 1亿元人民币

4月 13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居品汇 互联网 北京市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3 日

招银国际

金控投资

天图资本

卷皮网 互联网 武汉市 6亿元人民币

4月 13 日

红实基业股权投资

英诺天使基金

老鹰基金

易真资本

邦美智洗 互联网 北京市 1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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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3 日

尚诚资本

宽带资本

线性资本

元禾控股

华创资本

启明创投

IDG 资本

同盾科技 金融 杭州市 3200 万美元

4月 14 日 宣泽资产 星舰基因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北京市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4 日 英达投资 理财范 金融 北京市 3.3 亿元人民币

4月 14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蝙蝠源创

京北投资

金融++ 金融 北京市 6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4 日

微众享股权投资基

金

徽起京金股权基金

江苏金达利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京金所 金融 北京市 5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4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橙瓜 互联网 杭州市 8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4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红橘科技 IT 北京市 2.4 亿元人民币

4月 14 日 澎湃资本 海居汇 互联网 北京市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4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LBE 科技 电信及增值业务 北京市 NA

4 月 14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有粒糖 互联网 北京市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4 日
集素资本

清科创投
哈视奇 互联网 北京市 NA

4 月 14 日
IDG 资本

华创资本
链尚网 互联网 上海市 1500 万美元

4月 14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驿享驾考 互联网 郑州市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4 日 誉衡药业 普德药业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大同市 85.01%

4 月 15 日 腾讯产业共赢基金 百思不得姐 电信及增值业务 北京市 1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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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我厨 互联网 上海市 NA

4 月 15 日 方圆支承 万厦房地产 房地产 金华市 100.00%

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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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亚洲 TOP10 并购事件
（4月 2 - 4 月 8 日）

日期 被并购方 被并

购方

所在

国家

出资方 出资方所

在国家

被并购方所属母公司 出资金额

（美元）

04/04

/2016

印度 IT 服务

外包公司

Mphasis

印度 黑石 美国 惠普 10.08 亿

06/04

/2016

北京链家 中国 百度 腾讯

华晟资本

中国 未公开 9.26 亿

06/04

/2016

中煤华晋 中国 山西焦化 中国 东山焦集团 6.90 亿

04/04

/2016

土耳其 Mars

影投公司

土耳

其

韩国 CJ CGV

公司

韩国 西尔斯控股

私人投资者 Muzaffer

Yildirim

， Actera Group

6.89 亿

08/04

/2016

首尔万丽酒店 韩国 韩国VSL公司 韩国 三富建设 6.56 亿

08/04

/2016

韩国斗山集团 韩国 韩华科技 DIP 控股，IMM 国际股权

投资公司，未来资产环

球投资有限公司

4.91 亿

08/04

/2016

比雷埃夫斯港

务局

希腊 中远香港集

团

香港 希腊共和国资产发展基

金

4.43 亿

06/04

/2016

日本 Chubu

燃气公司

Japa

n

日本 Sala 公

司

Japan 日本 Chubu 燃气公司 3.89 亿

07/04

/2016

英国巴克莱银

行（在香港和

新加坡的业

务）

新加

坡

新加坡银行

有限公司

新加坡 巴克莱银行 3.20 亿

08/04

/2016

印度

Chemplast Sa

nmar 公司

印度 Sanmar

Speciality

Chemicals 公

司

印度 费尔法克斯

印度控股公

司

加拿大 The Sanmar Group 3 亿

07/04

/2016

魔方公寓 中国 华平投资集

团，中航信托

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 未公开 3亿

http://baike.baidu.com/view/1304077.htm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430/12239798_0.shtml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430/12239798_0.shtml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430/12239798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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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Mergermarket（http://www.mergermarket.com/china）


	中煤华晋
	山西焦化
	华平投资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