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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基金业协会发布首个私募合同指引

《私募投资基金合同指引》，是国内首套专门针对私募基金合同文本的系统性的行业指引，

以前从来没有过。什么费用问题、权益没法维护等，都可以通过这份规范性的合同来保障，再

也不用担心“合同陷阱”。

这次合同指引有 1~3 号，分别针对不同形式的私募产品，包括契约型、公司型、合伙型三

种，因为组织形式不太一样，契约型基金就没有法律实体地位，无法自我管理，只能是私募管

理人代为行使权利，而公司型的就是个独立的法人实体了，多采用自我管理、自聘管理团队管

理，还有合伙型的执行事务的是普通合伙人 GP，所以具体规则上也有些区别。据此，基金业协

会分别制定了 1号《契约型私募投资基金合同内容与格式指引》、2号《公司章程必备条款指

引》以及 3号《合伙协议必备条款指引》。＞全文（中国基金报)

全国暂停 P2P、理财、基金、投资等与“金融”相关字样的企业注册

注册名称或经营范围出现跟“金融”有关字样的机构，包括交易所、金融、资产管理、

理财、基金、基金管理、投资管理、财富管理、股权投资基金、网贷、网络借贷、P2P、股权

众筹、互联网保险、支付等，均将暂停注册。＞全文（证卷时报)

股权众筹本金退出样本：首轮跟投人获返本退出选择权

监管层对股权众筹的定义为“大众、公开、小额”，目前试点办法未出台。市场上所指

的股权众筹多为互联网私募股权融资。

截至目前，京东东家为投资者提供包括下轮融资、股权交易中心转让、并购增发以及 IPO

等全渠道退出模式选择。

在企业自创退出条件的同时，京东东家还与市场上主流的风投机构建立联系，为融资企业

建立对接渠道。此外，打造“上市公司直通车”，将平台项目直接推送给上市公司。＞全文（21

世纪经济报道)

新三板分层冲刺：或设一个月“异议期” 市场抢筹创新层标的

此前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下称“全国股转系统”)公司副总经理隋强表示，新三板
挂牌公司分层实施细则已拟定完成，配套技术系统开发正在推进，分层将于 5月初正式实施。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265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264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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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周开始，全国股转系统开始了挂牌公司分层信息揭示第一轮仿真测试，全国股转系统

公司、中国结算、深圳证券通信有限公司以及各券商、信息商等参与测试。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按分层工作安排，全国股转系统在 4月 30日年报披露截止
后，根据年报信息先行分层，随后公布分层结果。不过，在这次分层结果公布之后，全国股转

系统将设置为期一月的异议期，待异议期结束后实施分层。＞全文（21 世纪经济报道)

动辄 10-20 亿，甚至每天涨 1亿！你都不知道现在炒“壳”是有多疯狂

眼下的中国大地上，除了“蒜你狠”，还有什么东西正在被大肆炒作？

A股市场给出的答案是“壳”。所谓的“壳”，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它最直接的形式就
是一串上市代码，想上市而又不愿意经历漫长排队的企业，只要花高价买下这串代码，就可以

“一步跃龙门”。

今年两会期间，注册制、战兴板双双搁浅的现实，让 A股市场上的“壳”公司再度成为“稀
罕物”。不过，其爆炒的力度让从事并购重组多年的某券商并购部负责人都感到“疯狂”。

“最近有大量的买家和卖家都找过来，买家急着买，但是卖家不急着卖，壳费一天一个价。”

某并购部负责人对记者透露，有些壳费动不动就一二十个亿，照此计算其总股本价值都不下 200

亿，甚至有些“壳”平均下来一天涨一个亿，太疯狂了。＞全文（21 世纪经济报道)

【协会新闻】BPEA 新三板专委会活动“农业行业主题路演”成功举办

2016 年 4 月 19 日，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新三板专委会举办的“农业行业主题路演”在北

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活动有近 40 人参会。

会议开场由新三板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单位——英泰格瑞股权投资基金投资总监王清疾先生做

活动背景介绍，他表示农业与科技、资本的联系日益紧密，农业因科技而智慧，资本因投资农

业而更丰满；并欢迎更多的机构加入新三板专委会，共同创造更有利的投资条件。

惠农资本董事总经理徐德徽先生做了主题演讲——《现代农业的价值成长：预期与战》。他分

析了当前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的变化，并总结了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带来了一场具有

前瞻性的报告。

在项目路演环节，江苏来此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虎先生就该公司专注于“卖好菜，把菜卖

好”的理念做出了分享。“来此买”2013 年成立至今建立了 206 家直营店及直供点，2015 年

销售额 1.68 亿元，位居江苏省社区生鲜行业销售的第 1 名。接着，阿鲁科尔沁旗惠农草业有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267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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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副总经理蒲达龙先生，其公司从事“牧草之王”紫花苜蓿种植、草产品加工、销售等业

务。通过土地整装实施荒漠化沙地恢复生态建设工程，运用高标准节水灌溉技术建成优质紫花

苜蓿种植基地 2万亩，年产量近 1万吨。

活动结束前，惠农资本董事总经理徐德徽先生、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管理人武成江先生各做

了精彩点评，与两位路演者现场互动。

本次活动得到参会人员的一致好评！

【协会新闻】投投适道”第三十一期成功举办

2016 年 4 月 20 日下午，“投投适道”第三十一期于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议室成功举办。

本次活动邀请到北京理工光电技术研究院推荐的宽带光信号分析仪和莱博思光电科技两个项

目进行项目路演。10 余位投资机构代表参与了本次活动。

首先，宽带光信号分析仪创始人宋老师介绍了宽带信号分析仪的基本情况，讲解了产品特性及

优势，并且对项目前景进行了分析。本次路演宋老师详细阐述了团队资源的优势及未来的发展

规划。

接下来，莱博思光电科技的杨老师为大家作了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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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杨老师详细介绍了他们的

融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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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结束后，

项目方与投资人持续进行了深入和热烈的交流、讨论。活动得到了与会嘉宾的一致好评！

【协会新闻】以色列投资沙龙系列活动之-数字革命专场成功举办

4 月 20 日，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组织商务处商务官徐珊率以色列代表团来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进行交流访问，并就数字革命进行专题讨论。协会信息技术部负责人路鹏飞及会员代表参与了

交流。

首先路鹏飞主任代表协会对以色列远道而来的朋友进行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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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桉树资本创始人拉米·哈达尔先生对其项目进行详细介绍。哈达尔先生从 2006 年到 2014

年,担任 Allots 公司（纳斯达克股票代码：ALLT）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加入 Allots 公司

后，使该公司成功转型成为一个全球服务业务的提供商，并使 Allots 的销售额增长了 3倍以

上，超过 1亿美元，大幅盈利并成功上市。作为一名成功的管理者，哈达尔先生联合另外两位

分别在产品和资本管理有着丰富经验的伙伴，成立基金管理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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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商务处商务官徐珊、张鑫等表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以色列已一跃成为世

界最具创新性的高科技中心之一，初创环境生机勃勃，许多改变行业面貌的科技公司应运而生，

如奔腾和迅驰芯片、即时通讯和手机短信、网络电话、光盘、药片摄影、3D 打印等不胜枚举。

以色列当代高科技初创公司中大部分专注于数字革命科技及应用，下一批改变行业面貌的全球

领先公司中有一部分可能将诞生在以色列。尽管以色列高科技领域正在经历投资和成功退出的

浪潮，但是大部分国内风投基金的目标是早期至中期投资，晚期资本存在缺口。

事实上，安永公司于 2014 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以色列晚期投资和早期投资的比例为

2:1，而美国的这一数字是 3:1。资金缺口加上国内导师经验不足，常带领公司过早退出，为投

资者创造并非最理想的回报。尽管资本缺口的一部分已由国外资本填补，但是投资人和管理层

之间的地理距离及文化差异常常不利于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而桉树资本的普通合伙人团队可

以独具一格地给以色列高科技行业同时提供运营、投行及管理的专业知识，加之必要的经验、

能力、关系网络，助其投资组合公司成功壮大，成为数字革命的中坚力量。

最后，参会人员与哈达尔先生进行互动交流，并就基金规模和管理退出年限等细节进行进一步

的了解。大家一致表示，今后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共享信息资源，促进中国与以色列股权投资

机构的合作与交流。本次沙龙得到了参会人员的一致好评！

【活动预告】BPEA 月度培训第五十三期

时 间：2016 年 4 月 28 日下午 14:00-17:00（星期四）

地 点：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11 号华一控股大厦 13 层（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议室）

语 言：普通话

特邀讲师：

柯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郝玉强

柯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张方

培训主题：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运作中的法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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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大纲：

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设立

1、不同组织形式的比较与选择

2、设立流程及主要问题

3、主要法律文件的关键条款（出资与资金托管、投委会与合伙人大会的职权分割、禁止投资

范围、管理费与业绩报酬、利润分配）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运营及监管

1、资金募集（募集方式、合格投资者）

2、基金管理人登记及基金备案（登记/备案期限及流程、法律意见书、最新动向）

3、运营及监管（团队建设、决策及风控制度、信息报送）

4、政府投资基金的特殊要求（对 GP 的主要要求、投资领域及不得从事的业务、政府出资的提

前退出、政府出资的特殊利润分配）

三、投资中的尽职调查和投资条款

1、尽职调查（尽职调查的范围、尽职调查的作用、尽职调查的时间、尽职调查的局限、尽职

调查中风险的处理）

2、投资条款（意向书和协议、投资关键条款）

注：报名截止时间为 4月 27 日下午 15:00，请尽早提前报名预留座位！CAPE/BPEA 会员每家有

一个免费名额，具体详情可与协会联系；其他参会嘉宾报名费用为 RMB1000 元/人；如选择汇

款方式，请将汇款单底联传真或电子版发至协会；如现场报名付费，将另收取 RMB300 元/人的

手续费。谢绝空降！

联系方式：

联络人：张小姐、邹小姐

电话：010-88086901，88086602

传真：010-88086229

Email：lzhang@bpea.net.cn 、qqzou@bpea.net.cn

网址：www.bpea.net.cn

【活动预告】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PE 管理系列培训”第十一期

日 期：2016 年 5 月 10—13 日（周二—周五）

地 点：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11 号华一控股大厦 13 层

授课语言：中文

主办单位：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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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管理系列培训”是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根据会员和业界需求，专门开设的实操型 PE 培

训课程。此前培训已成功举办十期。此期课程设置在涵盖基金募集、投资、投后管理、退出四

大模块的基础上，特设 PE 运作中的法律、税务事宜，邀请在业内享有广泛声誉的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精讲。培训针对在股权投资基金行业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士，立足 PE 运

作，结合业界实践，邀请到有多年实战投资经验的资深投资人与行业专家，与学员共同分享他

们从业多年的经验。培训课程将为学员提供深入的案例分析，并设有与讲师互动的问答环节，

旨在为学员提供小范围、针对性强的高端集训。

课程安排

5 月 10 日（周二）

模块一：PE 运作中的法律事宜（6课时）

时间 内容

09:00-10:30 开课仪式

PE 基金主体类型和法律结构

10:30-10:45 茶歇

10:45-12:15 PE 基金主要法律文件

PE 基金设立及投资的重要投资条款

12:15-14:00 商务午餐

14:00-15:30 法律尽职调查

15:30-15:45 茶歇

15:45-17:15 投资项目退出的主要方式及法律问题

5 月 11 日（周三）

模块二：PE 运作中的税务事宜（6课时）

时间 内容

09:00-10:30 基金常见税务问题的年度更新

10:30-10:45 茶歇

10:45-12:15 “营改增”对股权投资基金的影响

12:15-14:00 商务午餐

14:00-15:30 基金股权投资的估值

15:30-15:45 茶歇

15:45-17:15 期权与绩效机制

5月 12 日（周四）

模块三：PE 基金募集（3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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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09:00-10:30 基金结构设计、基金募集案例分析

10:30-10:45 茶歇

10:45-12:15 基金募集

基金募集经验分享

12:15-14 ：00 商务午宴

模块四：PE 基金投资（3课时）

14:00-15:30 PE 投资流程概述

项目初选、尽职调查、投资过程

15:30-15:45 茶歇

15:45-17:15 行业分析与项目评估

5 月 13 日（周五）

模块五：PE 基金管理（3 课时）

时间 内容

09:00-10:30 PE 投资项目管理与价值创造

10:30-10:45 茶歇

10:45-12:15 PE 投资项目管理与价值创造

12:15-14:00 商务午宴

模块六：PE 基金退出（3课时）

14:00-15:30 PE 基金退出趋势

15:30-15:45 茶歇

15:45-17:15 多元化退出方式的选择

案例分析

17:15-17:30 颁发结业证书

备注：具体课程信息以讲师机构提供为准

拟邀请讲师机构：

新希望集团

云月投资

信中利资本

清科集团

德富资本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9

君合律师事务所

德勤中国

培训费用：

更多详情，联系协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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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人：李先生、邹小姐、张小姐

电话： 010-88086775， 88086602 ， 88086901

徐德徽：现代农业的价值成长

惠农资本董事总经理

2016 年 4 月 19 日，惠农资本董事总经理徐德徽先生在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新三板专业委员

会发表了主题演讲《现代农业的价值成长：预期与挑战》，以下为要点。

大家下午好！

今天借助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的这个平台，来和大家分享农业投资的点滴感受。农业投资非

常不容易，今天能来的，都是有一份社会责任和情怀的人，是对农业投资的一份支持。

惠农资本 2009 年成立，立志于做一个专业性、精细化、行业型的投资机构。现在走过了 6年，

也很不容易。今天来和大家分享现代农业到底怎么投资，也是在我们过去投了的十几个项目、

看了近百家企业之后得出的一点儿感受和反思。

中国农业处于转型升级的结点

投资是个决策，看的就是未来，但最难看到的也是未来。今天来看农业，一定要认清现在的农

业现在处在什么阶段，努力去探索未来将走向哪里。这个我想有共识，我也敢很确信地说，中

国农业真的走到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这个看法不新，从 2004 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就有这

个提法。但我切身感受到，中国农业的真正转型升级就是这一两年的事情。

2009 年，惠农资本成立的时候，大家就看到农业机会很多。确实这 6年下来，我们投了很多项

目，但是坦白说，与我们的预期相差很大。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对中国农业未来的走向没有

把握好。6年前，我们看到了农业的机会，这么大的市场，这么基础的一个行业，国家又给予

了这么多支持，但当时还真的没到转型升级的结点，用未来的逻辑来投资就会很艰难。

但是，现在中国真正走到了农业升级转型的一个结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到 2004 年开

始中央一号文件年年都是关于农业的，原来的政策，当局者对农业的定位是一种公众服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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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产业，所以农业产业发展重点是数量型、保障型的。但是现在的中国农业已经进入产业型，

已经开始研究和探索中国农业的竞争力了，不再把农业放在国家的公共服务体系当中，而是看

成现在的一个产业。很多农业政策的思路都在变化，越来越聚焦农业的竞争力。比如说，今年

的玉米补贴取消了。土地制度也在变，举个例子，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北京允许村镇把农村

建设用地收储起来集中推向市场。这些事情没怎么宣传，但往往大的变化就是在这样悄无声息

地发生。国家对农业的思路变了，下一步催生的就是农业参与者行为的变化。到底怎么变化？

那可能就是八仙过海了，但归结起来就是转型升级。

中国农业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不仅政策理念在变化，我国农业自身的运行状态也在发生变化。从中观上来看，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发生了变化。

这几年粮食增产，养殖水平的整个效率提高得很快。原来农业是数量型的增长，现在农业讲的

是质量、价值、产业竞争力。农业的生产力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生产关系也发生变化，原来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现在农村里年轻人基本都看不到了。谁在

务农呢？提倡新型经营主体，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改变。这些都催生着农业的变化。

从微观上来看，农业生产要素：人、资本和技术，也在发生变化。

人的要素，谁来种地，现在这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原来觉得农民好像是个贬义词，但

现在好多人周末都去种地去，种地和打高尔夫一样，都是高端消费了。农业经营越来越职业化、

专业化。

资本方面，6年前，我们做农业投资的时候，往往问企业“拿了多少政府补贴呀“，企业跟你

说我有竞争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政府支持。但现在我们看，过去看吃亏就吃亏就在这里。就

相当于靠包养生活的人，那哪有独立生活能力呀？这是一个道理。但今天，农业是谁在进入？

柳传志，联想控股的佳沃，大手笔，一下十个亿，他也做产品品牌。还有阿里巴巴、恒大、京

东、银泰、格力等等，这些网红级别的企业都在进军农业，市场化的大资本在进入农业。现在

投资农业很时尚啊，我们是跟大佬们站在一条起跑线上了。

资本变了，人也在变化。我们 6年前看农业项目的时候，高学历的人都不多，但是现在有情怀、

有知识的人都在做农业。很多高科技、互联网企业的大佬都开始做农业，资本变化带来的就是

人的变化，人变了观念就变了。所以呢，农业就开始转型升级，高端了，门槛肯定越来越高了。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12

第三个呢，就是技术的变化。包括农机啊，滴灌呐，种子啊。咱们现在争议最大的转基因，实

际上这个技术还是要用在农业领域。全球第一大并购案，中化工并购先正达，400 多亿美元，

这么大的一个交易，也是农业领域高科技的并购。以前谈到农业，我们想到、看到的都是传统。

但是现在我们讲到农业，融入了很多高科技和前沿技术，传统的农业要素已经是一种行为艺术

了！

中国必须要走出一条综合性的、有竞争力的大国农业道路。

一方面，政策在催生农业转型，另外一方面，农业自身内在的中观、微观因素也在促发它转型

升级。所以，用传统的观念去做农业投资，那肯定必败无疑。农业转型升级中会淘汰掉大量传

统的企业，原来我们看到的做得好的企业，那么重的资产，可能就是包袱。

具体到中国农业未来会走出什么样的模式，我想中国农业既不会像美国靠规模化，日本、台湾

这样精细化，以色列那样的高科技化，单一的模式在中国都会有，但不会成为解决之道，中国

一定是混合模式。一方面，中国的农业特征，和这些国家既有交集又有差别。第二方面呢，我

们已经站在了他们的肩膀上。中国的农业一定会走向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代表大国风范的未来。

中国农业投资的机会

到底未来的中国农业是一个什么格局，这个我们是预测不出来的，一定是走出来的。总而言之，

就是要比别人强，有竞争力。那么，中国农业要比别人强的机会在哪儿呢，到底投资的机会在

哪儿呢，这也是中国农业投资机会所在？我想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包容并蓄，一个是求新

求变。

现代农业要做融合现代发展要素，做加法，互联网+农业、科技+农业、健康+农业、生态+农业……

互联网+农业。我们看到互联网大佬们纷纷加盟农业，最有名的就是丁磊吧，他去养猪，搞了

一套智慧养猪模式。还有联想等上市公司，都在投资农业。像去年的农商 1号，同样是互联网

+农业。这会带来巨大的机会，到底谁笑到最后呢，我们还不知道。

科技+农业。转基因技术、育种技术、无人机等等，这些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对农业的支

撑和推动都会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我们正在看无人机的项目，植保无人机，千亿级的市场。

大家知道日本 50%做农业是靠植保无人机，但是我们中国现在 1%都不到。为什么呢？技术不行，

这是一方面，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是这个市场是巨大的。植保这块，现在不是说钱的

事情，是没人干的事情，多少钱都没人干了。新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会有一个新的升级，会

有一个很快的市场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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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农业，这就是一个大健康的概念，有农业产品、也有生产方，就是说现代农业是大健康

的重要载体、重要基础。咱们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去年就推介过一个项目——阿卡农庄，它

就打一个健康+农业的概念，效果非常好，还搞众筹，交两万块钱，一年给你家送多少菜，几

年以后你不愿意要了，还可以给你买回来。所以，未来健康+农业会有很多机会，但最后是谁

会崛起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呢，朦朦胧胧那个方向是对的，可能会有神仙，哈哈。

生态+农业。现在做地产的，好多人做村庄整治，一包一个村。有一个上市公司，叫做东方园

林，他就是在各地找村庄，改造村庄，用生态加农村的概念，实际上是在做生态文化、旅游休

闲甚至养老服务。现在熟悉地产的人也都大量进军农业领域，农业和休闲、养老、旅游的结合，

这方面会产生很多项目。

另一方面，现代农业要求新求变，新资源、新技术、新模式可能会带来农业新的升级。

一个是新资源。我们投了一个种草的项目，起步很艰难，现在越来越好。我们开始想，粮都不

够吃，谁还去种草。但是现在随着我们消费升级、食品升级，对优质草的需求量是巨大的，未

来的发展趋势。这项目种的是苜蓿草，需求量很大，要提取高档的保健品，要靠这个苜蓿。还

有秸秆，原来我们都不在乎他，都烧了，现在秸秆能产生出很多高端产品，有千亿级的市场。

第二是新技术。举个例子，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会催生很多大企业。我们国内做转基

金技术最强的华大基金，他和很多育种企业在合作，现在已经推了几个品种。还有无人机、遥

感、探测等等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都带来很多商机。

第三个是新模式。商业模式的创新。创业板第一股，大家可能都想不到，是一个农业企业。它

成长的关键就是商业模式，扎扎实实做好农业产业化，全产业链的有效控制，确保了稳定利润

和高额的收益，这种商业模式可以带来很多的应用。

好，时间原因，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任何人都是时代的宠儿，希望在这个农业转型升级

的大时代，我们农业投资人都能有大收获。

文章来源：BPEA 新三板专业委员会

来源：BPEA新三板专业委员会

清科数据：2016Q1 国内天使投资环比回升，文化娱乐成风口吸金规模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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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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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一季度中国天使投资机构新成立 19 支基金，完成募集金额约 18.5 亿元人民币。投资方面，

中国天使投资机构共投资 353 起案例，披露金额超过 22.36 亿元人民币。退出方面，由于注册

制刹车，新三板挂牌和并购退出成主要趋势。共发生了十余笔天使投资退出事件。

2016 年中国天使投资市场基金募集脚步放缓，2015 年余热未散

在经历2015年中国天使投资飞速增长后，2016年中国天使机构募资情况明显放缓。在2016

年第一季度，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统计到中国天使投资机构共新设立 19 支基金，其中完成募

集近 18.5 亿元人民币，基金数量同比减少 38.7%。完成募集金额同比减少 45.2%，脚步明显放

缓。

开年第一季度是中国股权投资行业传统淡季。大部分机构仍处在 2015 年的年终总结和处

理投资者关系的工作中。此外，一季度的春节长假，也打断了市场的投融资活动。而新年伊始，

2015 年二三季度的新募基金仍有充足的资金，因此在第一季度中市场募资情况普遍趋缓。此外，

由于政府金融监管政策的收紧，许多地区停止了投资类公司的注册，也造成了新设立基金数量

减少的情况。

2016 年中国天使投资市场或将进入调整期，正逐渐走出寒冬

投资方面，继天使市场高温过后各大主流机构尚未发力。根据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统计，

2016 年第一季度中国天使投资机构共投资 353 起案例，同比减少 32.1%。披露金额超过 22.36

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7.8%。其中人民币投资占 332 起，涉及金额约 17.18 亿元人民币，美元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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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21 起，涉及金额 5.18 亿元人民币。但与 2015 年第四季度相比，中国天使投资在新的一年

正逐渐走出寒冬，投资案例及金额环比皆呈上升趋势。

在新一季度的天使投资市场中，各大主流机构似乎仍在新基金的筹备以及投后管理阶段

中，尚未展开新一年的投资布局。根据清科研究中心调研发现，继 2015 年天使投资高举高打

形势，又经历了 2015 年下半年的资本寒冬后，今年预计风格将趋向谨慎投资。市场上一份份

的死亡名单时不时地给投资人和创业者敲响警钟。而在新兴的投资风口上，是否能透过泡沫抓

住真正的投资机遇是目前各大机构在目前投资环境下趋于谨慎的原因。

文化娱乐行业成新风口，Saas、VR 继续吸金

根据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统计，2016 年第一季度中国获得天使投资案例数排行前三的行业

分别是互联网、电信及增值业务以及娱乐传媒行业。占全行业融资案例数近七成。而在融资金

额方面，前三名分别是互联网行业、IT 和电信及增值业务。融资总额超全行业天使投资金额七

成。

与以往行业融资案例数相比，娱乐传媒行业表现抢眼。在 2015 年中国票房突破 440 亿后，

成为了全球电影市场增长最快的一个国家。而且连续几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惊人，

在文化娱乐行业形成了一个健康的供需增长关系。而且在过去的 2015 年中 IP 变现渠道已逐渐

清晰，且全产业链估值正在飞速增长。因此也引发中国天使投资机构快速捕捉优质 IP 的行情。

同时由 IP 为源头，泛娱乐行业也受到了极大的重视。未来一年将会以文化娱乐为重点关注行

业，IP 估值将持续上涨，并且由影视 IP 衍生至各细分领域 IP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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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融资金额方面，IT 行业在 2016 年第一季度中排行第二，共获得来自中国天使投资机构

的 4.42 亿元人民币投资。IT 行业中，第一季度发生了多起教育行业、物流行业、大数据相关

的企业服务类创业项目融资成功。此外，硬件方面，仍然由 VR 类硬件及系统拉升了整个 IT 行

业的融资金额。由于智能硬件行业的融资金额普遍较大，因此在新兴技术及风口出现时，吸金

能力便直接印证了市场对其发展的看好程度及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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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一季度浙江异军突起，成天使投资地域新宠

在地域方面，北京依然是中国天使投资最活跃的地域。在 2016 年第一季度中共发生 147

起天使投资案例，其余分别是上海与深圳。三地共发生 239 起投资案例，占全国总数近七成。

融资金额前三位则稍有不同，前三位分别是北京、浙江、上海。浙江省继 2015 年融资案例数

赶超广东省和深圳市之后，2016 年第一季度融资金额超越上海跃居第二位。在 2016 年第一季

度中，浙江发生了多起与智能家居、生物科技相关的高额天使投资事件，使得融资总金额颇受

关注。根据清科研究中心调研发现，许多天使投资机构已开始布局浙江省杭州、宁波等地的分

部，对该区域的创业项目给予了较大的关注，这也是直接刺激浙江省及周边地区天使投资数据

激增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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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继续为天使投资退出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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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约 10 笔退出事件，

其中挂牌新三板为最主要的方式。在 2016 年开年之季，受全球经济形势影响，A股注册制踩刹

车后，中国天使投资在退出渠道方面又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并无一例 IPO 案例。然而，新三板

继续高歌猛进为中国天使投资留存了一线希望。因此，新三板退出和并购将成为 2016 年中国

天使投资主要退出方式 。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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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4月 18 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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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8 日 红邑资本 704 校花 金融 中国 2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8 日

腾讯产业共赢基金

DCM 资本

元生资本

货车帮 互联网 中国 3500 万美元

4月 18 日

荣正投资

浙商创投

灏德资本

梧桐树资本

春晓资本

泰坦云 互联网 中国 1.6 亿元人民币

4月 18 日 光谷人才投资 迈德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100.04 万元人民币

4月 18 日

渤海产业投资

扬州创投

千合投资

东方富海

和创(北京) IT 中国 1767.84 万元人民币

4月 1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点点砖 互联网 中国 5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8 日 昆仲资本 慧沃网 互联网 中国 NA

4 月 18 日

富厚创投

东方富厚投资

用久投资

经纶传媒 娱乐传媒 中国 1767.84 万元人民币

4月 18 日

康盛投资

麦腾永联创投

正奇金融

华西同诚

鼎信泰和

聚升泰德投资

经邦投资

兆一鑫资产

楚商领先

方正和生投资

前海深南创投

赛德万方投资

中广影视 娱乐传媒 中国 1.66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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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8 日 清华控股 海智在线 互联网 中国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8 日
正和岛投资

达晨创投
珊瑚虫云商平台 IT 中国 15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8 日
同创金鼎投资

中信建投资本
要出发 互联网 中国 NA

4 月 18 日 敦成投资 创乐人 互联网 中国 3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人人快递网 互联网 中国 5000 万美元

4月 19 日 飞图创投 清博大数据 IT 中国 21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9 日

唯猎资本

险峰长青

玖创资本

九慧金服 金融 中国 2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9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银匣子 金融 中国 5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9 日

线性资本

红杉

明势资本

天使投资人薛蛮子

神策数据 IT 中国 400 万美元

4月 19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飞出国 互联网 中国 5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9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银江投资

GRC Managers

清科创投

德同资本

TPTF

微车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52 亿元人民币

4月 19 日

APC 基金

耀途资本

光合创投（光合基

金）

观由国际资本

德商投资

爱拼机 其他 中国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9 日 朗盛投资 宅米 互联网 中国 NA

4 月 19 日 飞图创投 麦格尼菲传媒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9 日
海通开元

上海能图投资
尿布师 互联网 中国 55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9 日 星河互联 西柚买手 互联网 中国 1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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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9 日 西部创投 翳安健康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7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9 日 台湾矽谷雯科基金 凯钿 IT 中国（台湾） 8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9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经纬中国

峰瑞资本

珠玑信息 金融 中国 2200 万元人民币

4月 19 日 丹阳盛世 天衡股份 其他 中国 1092 万元人民币

4月 19 日 天使投资人崔栋 彩虹律师网 互联网 中国 100 万元人民币

4月 20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昆仲资本
小微律政 互联网 中国 100 万美元

4月 20 日
经纬中国

真格基金
销售易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亿元人民币

4月 20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德开大药房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7 亿元人民币

4月 20 日

汉富资本

真格基金

高榕资本

约印创投

名医主刀 互联网 中国 NA

4 月 20 日 凤凰财富 火球理财 金融 中国 1.2 亿元人民币

4月 20 日 创业接力天使 白熊阅读 互联网 中国 NA

4 月 20 日 君联资本
上海细胞治疗集

团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4 月 20 日 赛富投资基金 百度视频 互联网 中国 NA

4 月 20 日
锴明投资

软银中国资本
美食送 互联网 中国 1000 万美元

4月 21 日

坚果资本

风和投资

隆领投资

安好医生 互联网 中国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21 日 旷智投资 XCOS 圈圈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21 日 深圳诚成高科 720 环境宝 IT 中国 2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21 日 金种子创投 电影头条 娱乐传媒 中国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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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1 日 深圳大美金杉基金 i量化 互联网 中国 100 万元人民币

4月 21 日
鼎翔资本

雅瑞资本
哈密瓜科技 IT 中国 NA

4 月 21 日 威达机械 德迈科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0%

4 月 22 日

华人文化产业投资

基金

基石资本

Enjoy 互联网 中国 3000 万美元

4月 22 日

策源创投

乾源资本

执一资本

小马购车 互联网 中国 1500 万美元

4月 22 日 展明企业 凌晟药业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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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4 月 15 日）

数据来源：Mergermarket（http://www.mergermarket.com/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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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4/
2016

大和房建房地

产投资信托基

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日本 大和房建房住

宅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日本 未公开 24.03亿

14/04/
2016

上海永达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 苏州扬子江新

型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 中國永达汽車服務控股有

限公司

18.50亿

11/04/
2016

瑞士航空配餐

公司

Gategroup

瑞士 中国海航集团 中国 未公开 17.40亿

15/04/
2016

汽车之家 中国 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有限公

司

中国 澳洲电讯 15.94亿

12/04/
2016

韩国现代证卷 韩国 KB 金融集团有

限公司

中国 韩国现代商船公司等 10.91亿

12/04/
2016

东南亚电商

Lazada

新加坡 阿里巴巴 中国 德国 Rocket Internet 公

司

10.00亿

11/04/
2016

纽佩斯树脂 新西兰 安宏资本 美国 未公开 7.99亿

11/04/
2016

美国金融科技

企业

AssetMark

美国 华泰证券 中国 Aqgen 自由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

7.80亿

09/04/
2016

北京匡时国际

拍卖有限公司

中国 江苏宏图高科

技有限公司

中国 上海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国强（音译 私人投资

者）

4.17亿

11/04/
2016

法国 SCOR SE

公司

法国 法国 Covea

保险公司

法国 日本Nipponkoa 保险公司 3.67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