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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寒冬犹在的美国资本将来华“取暖”？ 硅谷 VC如是说……

NewGen Capital 的投资人张璐认为：在硅谷 VC 低迷的情况下，更多优秀的硅谷项目开始

寻求中国资本的投资，创投的全球化开始呈现出有意思的“到中国去”。另外，对于进行中美

跨境的投资机构，现在正是一个时代良机。＞全文（新浪科技)

印度这片创业蓝海，他已抢先站上潮头 打造中资在印度投资生态圈

在印度，外币基金因为其体量和决策机制，是不会投资早期项目，他们往往会在一个主流

领域挑选某一家重仓投入，快速建立资金壁垒。

2015 年 11 月，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参与了印度支付平台 PayTM 的第二轮融资，共投资 6.8

亿美元。2016 年 1 月，携程向印度最大的在线旅游公司 MakeMyTrip 投资 1.8 亿美元。除了在

印度建厂，今年 4月，小米牵头向印度网络娱乐内容提供商 Hungama 投资 2500 万美元。

＞全文（新芽 NewSeed)

【国内】 证监会：《证券法》修改中将规范股权众筹

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法律政策宣传座谈会上，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及时查处新型

非法发行股票活动，积极推动出台私募基金监管条例，在《证券法》修改中对股权众筹作出规

范。

同时，健全完善法规制度体系，推动出台私募基金监管条例，在《证券法》修改中对股权

众筹作出规范，通过不断完善法规制度，引导进入创新规范发展，同时防止非法金融活动借金

融创新名义进行。提醒投资者，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非法证券期货活动，进行证券投资或期货

交易，请通过合法机构进行。合法机构名单可到证监会网站查询。＞全文（新浪财经)

投贷联动试点区域和银行出炉 5 地区 10 家银行获试点资格

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银监会获悉，银监会、科技部、人民银行联合下发《关于支
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 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

第一批试点地区包括：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天津滨海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西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278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279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8&aid=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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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投贷联动试点的银行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恒丰银行、北京银行、天津银

行、上海银行、汉口银行、西安银行、上海华瑞银行、浦发硅谷银行。

＞全文（21 世纪经济报道)

【国内】 拟 IPO 须清理三类私募股东 还要不要去新三板挂牌了？

有关拟 IPO企业必须清理契约型私募、资管计划和信托计划的传言已经过去一周，市场仍
处在焦虑之中，但是监管者还没有进行回应。

受到传言影响最大的是新三板市场，为了鼓励机构投资者参与市场，新三板此前对接受证

监会监管的契约型私募和资管计划敞开大门。但 IPO审核者素来不欢迎这几类股东，因此新三
板的尝试为挂牌企业转板上市埋下了不确定因素。虽然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框架已经初步搭

建，但是层次之间的衔接机制尚待完善。＞全文（第一财经)

e 租宝、泛亚等大案频发 民间借贷将被套紧箍咒

近年来，非法集资问题日益突出，以 e租宝、泛亚为标志的大案要案频发。在此背景下，
27日由银监会牵头的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备受关注。在会议上，央行力推《非存款类放

贷组织条例》。＞全文（第一财经日报)

【协会新闻】协会领导一行拜访北京股权交易中心

4 月 22 日上午，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滕征辉、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

秘书长严晓路、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秘书长郭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处主任李剑

秋等一行 7人前往北京股权交易中心拜访调研。北京股权交易中心常务副总经理成九雁、创新

部总监黄振雷、创新部经理王沫尘等对协会领导进行了接待。

北京股权交易中心常务副总经理成九雁首先对协会领导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北京股权

交易中心的基本情况，并详细讲解了北京股权交易中心所能提供的服务和过往的成绩，解读了

四板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随后，郭副秘书长介绍了协会的基本情况，并表达了协会与北京股权交易中心保持长期友好合

作关系的意愿。

滕征辉院长在之后的发言中对协会近期重点工作进行了介绍。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8&aid=2281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8&aid=2282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8&aid=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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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前，双方一致表示，今后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共享信息资源、联合举办更多活动，促

进首都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

并表示期望在未来合作中能够与北京股权交易中心在项目路演、人才培训、投后服务等多个维

度展开多样性的合作。

【协会新闻】BPEA 月度培训第五十三期成功举办

4 月 28 日下午，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主办的 BPEA 月度培训第五十三期在协会会议室成功

举办。

本次培训主题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运作中的法律事宜”，特邀讲师为柯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郝玉强、李欣。

首先，郝玉强律师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设立、运营及监管方面做出了分享。郝律师认为不同

的组织形式，在设立基金时存在不同的问题。主要法律文件的关键条款应注意：出资与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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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分配等相关

问题。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运营和监管方面，应当注意资金募集的方式和投资者；基金管理人

登记及基金备案；运营及监管过程中的团队建设、风控制度及信息披露；政府投资基金的特殊

要求等。

接着，李欣律师从尽职调查的角度进行了解释。李律师认为，在尽职调查中应从核心角度——

“看重什么”进行调查，例如对零售企业来说主要是租约和进货渠道。在尽职调查中，存在局

限及风险，这就需要合同保护和关键条款的约束，李律师就股息分配权、优先清算权、反稀释

权、优先购买权等条款分析了在交易中存在的地位、破产、认购及对赌等问题的解决方法。

活动结束之前，参会学员就基金设立的相关问题与讲师进行探讨，本次活动得到了与会学员的

一致好评！

【协会新闻】BPEA 新三板专委会活动“清华企业路演专场”成功举办

2016 年 4 月 24 日，时值清华 105 周年校庆期间，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联合清华控股有限公

司、清华企业家协会（TEEC）、太湖金谷（股转系统授权委托服务机构）携手清华投资协会、

荣正咨询、菁锐咨询，成功举办新三板清华企业路演专场。

2016 年，为“十三五规划”开局的关键之年，供给侧改革的攻坚之年。以新三板为代表的新兴

资本力量正在迅速崛起，为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有力支撑。在新三板上活跃着一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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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据不完全统计，新三板中清华校友企业有 236 家。清华大学校友的企业以项目起点高、

技术含量高、企业成长性高、公司作风务实著称，备受关注。

本期活动，精选了六家清华系拟挂牌三板和已挂牌三板的优质企业参与路演。

映翰通网络是一家专注物联网通信设备自助研发，在物联网领域为客户提供较为完整的产品组

合，公司长期服务于世界级客户与合作伙伴，致力于”互联的设备、更多的数据，为客户构建

信息化和自动化融合的基础“，已广泛应用于店里、工业、交通、金融行业及自主终端、医疗、

地震监测等行业。

道隆软件专注于电信行业，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稽核分析专题系统的研发、销售与技术服务，为

运营商提供大数据分析服务，以及与运营商共同开拓的精准营销服务的非通信业务。

捷通华声是一家专注于智能语音、智能图像、语义理解等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全面发

展人工智能云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推出代表国内最高水平的中文语音合成技术，奠定了

在中国语音产业界的稳固地位。历经十年，公司拥有的自助只是产权的中文语音合成、手写识

别技术在语音交互、模式识别技术市场占有率达到 50%，成为国内第一家倡导并实现提供语音

合成、语音识别、手写识别、光学字符识别、自然语言理解等技术的全方位人工智能技术提供

商。

丰电科技专注于能源与环境关系，秉承“致力低碳生活”为使命，以周月人才和全球领先技术，

提供包括可再生能源、智能压缩空气系统及工业节能、新能源汽车等广泛领域的解决方案，是

国内领先的工业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

蓝海科技是国内领先的智能化解决方案服务商。主要致力于向客户提供以音视频智能化解决方

案为主的各种智能化解决方案服务，是以自主研发为主导，集咨询、设计、供货、安装调试和

运维服务为一体。在高端教育、智能化酒店解决方案、IDC 数字机房设计与实施等领域，处于

国内领先水平。

千叶药包是生产 I类药用 PVC 硬片和 I类药用瓶的生产企业，率先获得 5个系列的 I类药包材

料注册证，产品广泛应用于片剂、胶囊、注射液、口服液等产品的包装，其中要用 PVC 硬片在

全国销量排名前三。公司致力于医药包装材料的研究开发和产业化，积累了较为成熟的医药包

装材料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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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来自清华的优质项目全部拥有世界前沿的核心技术，市场上领先，吸引了众多的投资机构

的关注。活动结束前，路演机构代表与参会嘉宾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及探讨，本次活动得到了与

会人员的一致好评！

【活动预告】“投投适道”第三十二期

“投投适道”第三十二期项目路演专场将于 5月 5日（周四）下午在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北

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11 号华一控股大厦）14:30-16:30 举办。

项目介绍：

一、众弈世界

1、项目简介

一个爱好者人数排名第一的体育项目

一个青少年学习人数最多的智力运动

一个最适合在线平台教学的教育课程

一个横跨体育和教育投资的风口项目

一个让合作伙伴盈利倍增的创新产品

一个集合超一流行业精英的运营团队

一个快速突破五百万用户的营销体系

一个三年预期营收数亿元的创业公司

2、项目特色

建立互联网时代棋牌全产业链的生态圈，十大盈利板块，填补市场空白。

为全国 2万家教儿童下棋的棋校和俱乐部提供专业在线教学平台，16 款创新产品成为合作棋校

的盈利倍增器。为全国 2000 万正在学下棋的孩子提供完善的在线自主学习平台。

强有力的公司运营团队，独家营销渠道，覆盖全国各地，直达精准客户。

3、项目目标

1年内聚集 500 万核心用户，3年后，年营收 6亿元，利润 3亿元。

成为棋牌行业最大规模的领军企业

中美爱梯公司移动开发技术培训

二、中美爱梯

1.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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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爱梯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0 月，是一家专业的 IT 培训机构，由归国留学生创办并获得美

国 IEEE-计算机学会和工信部授权，公司目标是培养高端软件人才。2015 年前主要聚焦于微

软.Net 技术，曾经是中国.Net 培训第一品牌；从 2016 年开始，转向 O2O 模式的移动互联网开

发技术（APP）培训。

2. 项目简介

移动互联网开发技术培训由线下、线上、跨国培训三部分组成，主要内容为手机前端 APP 技术、

对移动 APP 提供支撑的平台技术以及移动数据业务分析等后端技术培训，课程包括 Android、

Java、Web 基础、项目实战等。招生目标是大学高年级学生。

3. 市场前景

IT 培训市场规模以每年 20%的速度在递增。

高端软件人才缺口大约是 40 万，社会和企业需要培训机构。

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 APP 开发成为行业热点，这方面的人才更加急需。

市场需求具有长期可持续性。

4. 项目优势

移动开发技术属于新生事物，处在前期发展阶段，市场竞争少。

中美爱梯在 IT 培训领域有超过 10 年的行业经验，有独立的教材和授课体系，在师资、教学、

招生、管理方面有比较完善的积累和沉淀，对培养高端软件人才有深刻的理解。

项目的管理团队具备丰富的从业经验和专业背景。

三、我赢职场

1. 项目简介：

“我赢职场”是目前中国最大的 IT 原创在线教育网站，目前在线课程超过一万小时，两万道

配套习题，涵盖 80%的泛 IT 领域，用户已经超过 120 万。

2. 项目特色：

“我赢职场”不是单纯的在线视频，整合了 交互视频、问答服务、就业服务等为学生提供直

接到就业岗位的在线职业课程；

强大的移动互联网开发能力，通过全功能的移动教育 App 大量获取精准用户

在线职业课程避免了大量的教室和人员的成本，直接提供线上的教学交互和服务模式具备非常

强的竞争力；

我们拥有 11 年的职业教育经验，是甲骨文、RedHat、Intel、ARM 在中国最大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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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目标

2016 年我们将会成为移动职业教育第一大公司

2016 年整合跨品类的职业教育市场

2017 年利润将达到 5000 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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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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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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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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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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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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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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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合律师事务所

德勤中国

培训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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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详情，联系协会秘书处：

联络人：李先生、邹小姐、张小姐

电话： 010-88086775， 88086602 ， 88086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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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一带一路"投资欧洲系列培训：

希腊、葡萄牙和欧盟投资并购专场（第二期）

主办单位：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柯杰全球法律联盟、

柯杰律师事务所

培训时间：2016 年 5 月 10 日

培训地点：海淀区彩和坊路 11 号华一控股大厦 13 层一号会议室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

度关注。随着“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国家战略的逐步深化和落实，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

向海外投资并购，并将面临沿线国家多样且复杂的历史、政治、安全、文化、经济、法律等因

素带来的风险和挑战。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法律环境是中国企业在走向海外进行投资并

购之前即需要了解的重要因素。

在此背景下，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与柯杰全球法律联盟共同举办主题为“一带一路”和投资

欧洲系列培训，讲授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的法律和实务，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

和法律环境以及风险防范等。第一期培训主题为“葡萄牙、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

亚专场”，已于 2015 年 10 月 21 日成功举办。

第二期培训主题：希腊、葡萄牙和欧盟投资并购专场。

（讲师英文讲解，会场配有交替传译）

报名方式：

欲参会请编辑（姓名、单位、职务、手机和邮箱） 发送至

pflu@chinacape.org(010-88086895)报名,报名成功后您将收到确认邮件。

报名从速，谢绝空降！

【活动预告】香港创业及私募投资协会第十五届中国私募投资高峰会

作为香港创业及私募投资协会的年度旗舰活动，中国私募投资峰会吸引区域内超过 550 位创业

与私募投资行业翘楚、企业领袖、专业人士汇聚一堂。业界公认本峰会为深度了解与探讨中国

私募投资市场最新发展及未来趋势的绝佳平台及标志性盛典。

在过去的一年里，创业及私募投资行业见证了业者间力量均衡的转变。相较于外来业者，中国

本土基金无论于在岸或是离岸私募股权方面，都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本土私募业者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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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意味着本行业的结构性转变？同时，传统有限合伙人在与普通合伙人的联合投资中表现得

愈发积极，有时甚至与普通合伙人在交易上直接竞争。这一现象给两者间的关系互动带来怎样

的影响？ TMT（科技、媒体及通信）依旧被业界公认为最活跃的领域，但是否已有其他行业开

始越来越吸引投资者的关注？

本次峰会除上述议题外，亦会探讨行业内诸多其他热点问题。本次论坛详情如下：

日期： 2016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一）

时间： 9:00 - 17:15 （其后为招待酒会）

地点： 香港会展中心 N201 厅

详细咨询 请发邮件至

ctam@hkvca.com.hk

倪正东：未来五年创投资金规模高达 10万亿，“资本寒冬”完全不成立，

泛娱乐行业离钱最近！

清科集团 创始人、CEO 兼总裁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理事

4 月 29 日，2016DCC 中国数字产业峰会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召开。本届 DCC 峰会围绕“数

字改变中国”主题，聚焦游戏投融资、IP、移动 电竞、家庭娱乐、独立游戏等众多业内热点。

在“游戏行业基本运作”论坛上，清科集团创始人、CEO 倪正东发表了主题为“从游戏产业看

中国的投资机会”的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倪正东：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游戏界的朋友们，各位资本界的朋友们，大家

上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来到厦门，厦门其实每年来的次数比较多，因为这边其实创业氛围

比较好，特别是像蔡文胜为代表的美图系，在中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另外，政府的支

持也很大。

今天我做的题目是叫从游戏产业看中国的投资机会，确实从我的角度来看，游戏行业确实

最近这几年发展还是比较好。清科集团有一个研究中心专门做中国的股权投资的统计，从我们

http://zdb.pedaily.cn/people/%E5%80%AA%E6%AD%A3%E4%B8%9C/
http://zdb.pedaily.cn/people/%E8%94%A1%E6%96%87%E8%83%9C/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14

的数据来看，其实从投资的角度来看，2011 年是中国创投在游戏领域投资最高的一年，当年

的投资大约在 5.5 亿美元，2012 年有所下降，到了 2014 年整个游戏的投资大约也是 5.2 亿元，

2015 年的整个游戏产业的投资大约在 5.3 亿美元。所以不是处在非常快速增长的阶段。

另外从投资的手段来看，2014 年之前游戏市场主要的投资都是美元投资，2014 年 2015 年

超过一半的资金都是人民币。作为游戏行业，虽然我们整个中国的资本市场，特别是在股权投

资的领域，游戏只占到了中间的 1%，这一方面说明了游戏公司不太缺钱，因为融完了 A轮和 B

轮之后就不缺钱。这个是目前游戏行业的投资情况。刚才何杰业介绍了中国 A股上市中有 50

多家偏游戏的，我们看到了周边的公司，要么自己创立公司上市，要么是借壳上市。我们清科

集团有十家左右的游戏公司，我们最近在 AR 有所投资。

从游戏行业来看中国的机会，因为今天中国的市场新年中国的市场，特别是中国的创业市

场，资本市场，老百姓关心热门的词汇有直播、网红、网剧，网中等等。所以目前的中国进入

了一个快移动的时代。以前都是通过 PC 上网，通过电视来看内容。但是现在大家在手机上停

留的时间越来越多，这也是给我们这些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有很多新的应用。从创业来看，有

很多新的创业的机会。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看也有很多的投资的机会。

那我们看到 A股跟游戏相关的上市公司，或者是周围的这些游戏的大公司，他们玩的不仅

是游戏，跟其他的融合会越来越多。很多的游戏公司成立了相关的影视部门。所以在游戏这个

领域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制作游戏了，其实更多的是泛娱乐的概念。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些游

戏公司现在也是一方面要把自己的游戏做成爆款，另外一方面也不断的去整合各种 IP，包括像

游戏公司和河南卫视电视剧的整合，从《花千骨》等等都有很多游戏公司和影视公司的合作，

所以目前来说我们进入了一个跨移动的时代，因为跨移动时代，从游戏的行业，从电影影视行

业，这个行业是在所有的投资行业中离钱最近的行业。

因为在整个投资界，不管是投资商还是 ID 界，还是一些知名的结构，你问他们投资，他

说我们就投互联网，有的只投互联网。如果再做一些投资的领域，他们会投消费、医疗、教育、

文化、娱乐。文化、娱乐的投资是最容易被老百姓理解。如果是说做一个文化娱乐的公司，你

投资映客，要么是上面的主播，要么是上面的用户，要么是投资方面。所泛娱乐的投资有很大

的机会。比如 PAPI 酱等等都最近爆发出来，都是在泛娱乐这个时代。我相信未来会爆发出更

多的创新的公司。今年我觉得是今年是全民直播，因为大家都关注这个领域。

第二个我想交流的是，市场上很多人觉得我们现在是一个资本的寒冬，是一个创业的冬天。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成立的。为什么这么说？在 15 年前整个中国的 VCPE 市场每年投的钱大约

是 3到 5亿元，而现在仅仅 2015 年就 8千亿，新投下的钱是 5300 亿。我们看最近的投资总计，

在 2015 年在游戏领域，A轮和天使轮是 500 万元，你说现在的融资钱还少吗？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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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现在的机构也特别多，在 2000 年的时候活跃的机构大大约是一百家，在 2015 年的

时候活跃的机构是 500 家，而今天活跃的机构超过了一万家。仅仅一个大牌的 VC 在过去他们

的团队出来就是一个新的基金就有 7家。以前是一个，现在变成了八个基金公司，每个公司都

有几十亿的资金，所以现在创业的融资环境比以前要好很多。

所以现在我们没有觉得是资本的寒冬，我们觉得钱还是很多，未来的五年中国的创投和

PE 加上天使投资管理的资本超过 10 万亿。所以钱很多，过去 15 年创投的钱管理资本增长了

百倍，投资的金额增长了一百倍，过去的五年时间里，天使投资机构管理的资金增加了 50 倍，

每年的投资金额增长了 20 倍。所以资本的寒冬是没有道理的。

最后我想在泛娱乐时代，在消费升级的时代，在经济到了新常态的时候，我们中国其实有

一股很强大的力量在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无论从总理上讲的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是

另外说的三创：创新、创业、创投。还是有人说的四创：创新、创业、创投、创客。中国现在

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量我们叫做创业力量，我相信中国的创业力量推动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发

展。因为改革开放 35 年之后，我们传统的那些产业该死求得让它死掉，该关闭就关闭掉，因

为 35 年的事或者是 25 年前的事，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在三国时代：一是信息革命，那个时候

用的是锦囊。今天我们做的更快，就像 PC 是没有未来的，因为大家在 PC 停留的时间更短。

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叫做创新、创业、创投，我们不但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成为整个

中国经济增长一个很大的引擎。因为我们说在创投和 PE、天使基金的领域，有 5万亿的资金，

未来有 10 亿的资金在支持这些新生的力量，我觉得这个非常了不起。还有上市公司的并购也

前所未有的发达，我们在过去的几年中，并购的增长超过了创投的增长，超过了 PE 的增长，

并购的增长也是一个很大的引擎，在最近三年时间，中国上市公司的控股人他们的野心和雄心

被激发出来。

所以中国的资本市场虽然坎坷，但是中国的资本市场一定是往前走的。所以我觉得数字产

业会大有作为，而且泛娱乐时代会有很多的新的企业出来。所以今天 DCC 的召开是非常了不起，

也希望 DCC 的峰会能够持续办下去，谢谢大家！

文章来源：投资界

清科数据：2016 一季度 LP 增至 16,287 家，

保险、政府引导基金等机构投资者逐渐成为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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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统计显示，截止到 2016 年第一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市场 LP 数量

增至 16,287 家，其中披露投资金额的 LP 共计 10,348 家，可投中国资本量增至 61,837.98 亿

人民币。从 LP 数量来看，富有家族及个人、企业以及投资公司位列前三名，这三类 LP 的总和

占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总量超七成份额；从可投资本量来看，上市公司继续领跑，可投资本量为

15,338.31 亿人民币，占全部可投资本量的 24.8%。

富有家族及个人 LP 占半壁江山，上市公司可投资本量继续领跑

从 LP 数量上分析，截至 2016 年 3 月底，清科研究中心收录的 LP 共有 16,287 家，在所有

的收录的 LP 中，披露可投资本量的机构共 10,348 家。在清科研究中心观测的 19 类 LP 中，富

有家族及个人、企业以及投资公司位列前三名，分别有 8,517 家、2,376 家以及 1,527 家，分

别占比 52.3%、14.6%以及 9.4%，这三类 LP 的总和占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总量超七成份额。VC/PE

机构、上市公司及政府机构 LP 数量均超过 400 家，分别为 1,030 家、799 家和 490 家，占比分

别为 6.3%、4.9%和 3.0%。政府引导基金、资产管理公司以及 FOF 的 LP 数量占比均达到 1.0%

以上，分别为 391 家、275 家以及 260 家，占比分别为 2.4%、1.7%以及 1.6%。

从 LP 可投资中国股权投资市场资本量方面看，截止 2016 年 3 月底，全体 LP 共披露可投

资本量为 61,837.98 亿人民币，上市公司可投资本量以 15,338.31 亿人民币继续领跑，其占比

为 24.8%。公共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居于其后，可投资本量分别为 11,520.52 亿元以及

9,729.46 亿元，占比分别为 18.6%以及 15.7%。紧随其后的是 FOF、企业、投资公司以及企业

年金 LP，可投资本量分别为 3,435.80 亿、2,898.63 亿、2,897.20 亿以及 2,060.76 亿美元，

占比分别为 5.6%、4.7%、4.7%以及 3.3%。

值得注意的是，2015 年 9 月 11 日，保监会发布《关于设立保险私募基金有关事项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提出保险资金可以设立私募基金，险资运用因此再度松绑一环。

目前，保险私募基金 GP 有两家，分别是光大永明资产联合五家保险公司设立的合源资本和阳

光保险集团单独发起的阳光融汇资本。随着险资参与非标市场程度的逐渐深入，资产配置结构

会有所优化，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的水平将稳步回升。保险资金运用进一步向市场化与规范化

转变，有助于保险机构提高投资效率和风险控制能力，进而促进保险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图 1 2016 年第一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市场 LP 类别比较（按数量，个）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21989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29877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29877
http://newseed.pedaily.cn/vc/37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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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6 年第一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市场 LP 类别比较（按可投资本量，人民币亿元）

本土机构募资活跃，为市场增添活力

从 LP 类型来看，截至 2016 年 3 月底，16,287 家 LP 中共有 14,908 家本土 LP，1,257 家外

资 LP， 122 家合资 LP，占比分别为 91.5%、7.7%以及 0.7%。本土 LP 中包含有大量富有家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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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投资者，共有 9,621 家，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本土 LP 数量依然领先于外资 LP 的数量，

整个 LP 市场数量的增长有九成来自于本土 LP 数量的上升。

可投资本量方面，市场上 LP 可投资本量共计 61,837.98 亿人民币，其中，本土 LP 可投资

本量达到 20,015.25 亿元，占比为 32.4%；外资 LP 可投资本量共计 41,359.82 亿元，占比为

66.9%。其中大部分外资 LP 均为机构投资者，包括上市公司、公共养老金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等，

可见运作历史悠久，并具备一定规模的外资 LP 依然占据着市场主导。在可投资本量上，虽然

本土 LP 与外资 LP 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本土 LP 增长势头愈发强劲，两者之间的差距也在

逐渐缩小，未来本土 LP 的发展相对比较乐观。

图 3 2016 年第一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市场 LP 类型比较（按数量，个）

图 4 2016 年第一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市场 LP 类型比较（按可投资本量，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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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小于 1亿元的 LP 数量居多，超 200 亿元规模的 LP掌控市场逾六成资金

从可投资金数量方面分析，金额在 1亿元以下的 LP 数量最多，共计 8,041 家，占总数量

的 49.4%，主要由富有家族及个人构成。规模在 1亿元至 5亿元之间的 LP 数量位列第二，共

1,297 家，占比为 8.0%。规模在 50 亿元以上的 LP 分布较少，数量加总为 139 家，仅占比 0.9%。

从可投资本量方面分析，可投金额小于 1亿元以及规模在 1亿元至 5亿元的投资者尽管数

量较为集中，但是其可投资本量分别为 1,404.22 亿元和 2,716.37 亿元，占总可投资本量比例

分别为 2.3%和 4.4%。相比之下，38 个规模在 200 亿元以上的 LP 可投金额则达到了 40,121.81

亿元，占可投总资本量的 64.9%，可见当前股权投资市场的资金来源主要还是以大型机构投资

者为主，其投资意愿及方向对市场影响颇为深远。

图 5 2016 年第一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市场 LP 可投资规模比较（按数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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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6 年第一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市场 LP 可投资规模比较（按可投资本量，人民币亿元）

保险资金设立私募基金开闸，可投互联网金融等领域

2015 年 9 月 11 日，保监会发布《关于设立保险私募基金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明确提出保险资金可以设立私募基金，险资运用因此再度松绑一环。《通知》明确，

保险资金可以设立私募基金，范围包括成长基金、并购基金、新兴战略产业基金、夹层基金、

不动产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和以上述基金为主要投资对象的母基金。投资方向应当是国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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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行业和领域，包括但不限于重大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民生工程和

国家重大工程；科技型企业、小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国家重点支持企业或产业；养老服

务、健康医疗服务、保安服务、互联网金融服务等符合保险产业链延伸方向的产业或业态。

政府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强调市场化运作和绩效评价制度

2015 年 11 月 12 日，财政部发布《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要求，政府投资基金募资、投资、投后管理、清算、退出等通过市场化运作。财政部

门应指导投资基金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确保投资基金政策性目标实现，一般不参与基金日常

管理事务。投资基金各出资方应当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明确约定收益处理和

亏损负担方式。亏损应由出资方共同承担，政府可适当让利，但不得向其他出资人承诺投资本

金不受损失，不得承诺最低收益。

在政府投资基金的预算管理方面，《办法》规定，各级政府出资设立投资基金，应由同级

财政部门根据章程约定的出资方案将当年政府出资额纳入年度政府预算。同时，各级财政部门

应建立政府投资基金绩效评价制度，按年度对基金政策目标实现程度、投资运营情况等开展评

价，有效应用绩效评价结果。政府投资基金应当接受财政、审计部门对基金运行情况的审计、

监督。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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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4 月 24 日-4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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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 深圳中圆股权投资 马上送吧 互联网 国内 100 万元人民币

4月 25 日 IDG 资本 易思汇 金融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25 日 基石资本 有壹手快修 汽车 国内 6200 万元人民币

4月 25 日
松禾资本

启赋资本
办公逸 IT 国内 1500 万元人民币

4月 25 日

真格基金

清流资本

IDG 资本

金沙江创投

衣二三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国内 1000 万美元

4月 26 日 京北投智投资 生菜网 金融 国内 NA

4 月 26 日 Star VC 商汤科技 IT 国内 1000 万美元

4月 26 日 软银中国资本 楚楚街 互联网 国内 NA

4 月 26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切糕王子 互联网 国内 1500 万元人民币

4月 26 日 跨星创投 骑士 互联网 国内 100 万元人民币

4月 26 日 观释资本 脆饼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26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图漾科技 IT 国内 1500 万元人民币

4月 27 日 徽瑾创投 胖仙女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27 日

腾讯产业共赢基金

远旭基金

光大金控

微影时代 互联网 国内 NA

4 月 27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舌头很忙 互联网 国内 3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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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7 日

真格基金

ZUIG

IDG 资本

金沙江创投

零零无限 IT 国内 2300 万美元

4月 27 日
汇鑫创富

戈壁
UGcar 优购汽车 汽车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27 日 天使投资人俞敏洪 悦迪正元 教育与培训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27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通付盾 金融 国内 10.5 亿元人民币

4月 28 日 重庆红马资本 精米商城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2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蓝店 连锁及零售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28 日 如山创投 赫千电子 电子及光电设备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28 日 赛富投资基金 李群自动化 IT 国内 1000 万美元

4月 28 日 飞马基金 意外艺术 娱乐传媒 国内 1300 万元人民币

4月 28 日 维思资本 众行传播 互联网 国内 8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28 日
远翼投资

华创资本
每日优鲜 互联网 国内 2.3 亿元人民币

4月 28 日 成安基金 影挲传媒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28 日

中金资本

彬复资本

徽瑾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凹凸租车 互联网 国内 9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29 日 新浪 银科控股 金融 国内 9.88%

4 月 29 日 湖华融 万方城镇 房地产 国内 5.17%

4 月 29 日 昆仲资本 农管家 农/林/牧/渔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29 日 湖畔山南 买卖角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4月 29 日 分享投资 贝壳社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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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9 日
远毅资本

洪泰基金
数来宝 金融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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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 - 4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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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

/2016

利盟国际 美国 艾派克,太盟亚

洲资本有限公

司，君联资本

中国 未公开

34.4 亿

19/04

/2016

皇家高仕啤酒，

佩罗尼啤酒公

司，Meantime

Brewing 啤酒公

司

意大

利

朝日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日报 百威英博啤酒集团

28.91 亿

16/04

/2016

通威太阳能(合

肥)有限公司

中国 通威有限公司 中国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
9.79 亿

18/04

/2016

智利 Alusa SA

公司

智利 澳大利亚

Amcor 有限公

司

澳大

利亚

Techpack 公司

4.35 亿

19/04

/2016

哈萨克斯坦

Nurbank 银行

哈萨

克斯

坦

私人投资者

Rashit

Sarsenov

哈萨

克斯

坦

私人投资者

Sofia Sarsenova 3.8 亿

19/04

/2016

澳大利亚

S.Kidman 有限

公司

澳大

利亚

上海中房置业

有限公司；澳大

利亚农业资本

有限公司 ；湖

南大康牧业有

限公司

中国 富勒姆投资有限公司

2.92 亿

22/04

/2016

山东福尔 中国 北京颖泰嘉和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

限公司 1.84 亿

20/04

/2016

北京小度娱乐

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 天神互动，赛富

投资基金，上海

新文化传媒集

团

中国 未公开

1.55 亿

21/04

/2016

烟台联宇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鲁丰环保 中国 未公开
1.34 亿

20/04

/2016

西班牙打车应

用 Cabify

西班

牙

乐天株式会社 日本 未公开 1.2 亿(37.5%

股权)

18/04

/2016

kemwell 生物制

药有限公司

印度 瑞典

Recipharm AB

公司

瑞典 kemwell 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 1.2 亿

http://stockpage.10jqka.com.cn/00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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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Mergermarket（http://www.mergermarket.com/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