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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资本寒冬”下的硅谷风投新动态：流血融资进行时

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风险投资总额为 121 亿美元，相比去年第二季度的 173 亿

美元大幅下降 30%。而风险投资机构第一季度获得的 130 亿美元融资，是 2000 年互联网繁荣期

进入顶峰以来融资额第三高的一个季度。

风投融资增长和风投投资减少之间的矛盾，恰恰是科技创业领域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最新迹

象。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部分原因是许多风投公司的投资组合价值目前都出现了巨大的账面

收益。据多位有限合伙人介绍，许多公司正在尽量多融资，以防在流血融资(down round)中估

值出现下降。所谓的流血融资是指，后期投资者以低于早期投资者的价格入股创业公司，对他

们的投资回报会直线下降。＞全文（路透社)

【国内】证监会回应“叫停跨界定增”：政策没有任何变化

证监会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再融资和并购重组，以有效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

济的功能。目前，再融资和并购重组相关规定及政策没有任何变化。今后若有修改或调整，将

通过正式渠道向社会公布。 ＞全文（中国证监会)

创投并购基金将引领潮流：巨量政府资金涌入 VC/PE 基金募集火热

随着加入创业潮流的人越来越多，各大 VC/PE 机构的基金规模也在迅速扩增。投中研究院

的调研结果显示，有 91%的受访机构计划募集新基金，而仅有 4%的受访机构表示暂不考虑募集

新基金，相比于上一年，有更多的机构选择了募集新基金。一方面是更多的创业者以及更多的

创业机构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是 2015 年投资形势的高涨对投资者的激励。

投中研究院认为，基金募集的火热和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2015 年政府引

导基金爆发式增长，巨量政府资金涌入 VC/PE。从接二连三地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到 2015

年年初设立 400 亿元的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再到现在 600 亿规模的国家中小企业

发展基金，政府越来越重视市场化运作在推动创业创新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全文（国际商报)

中概股私有化大潮背后：PE散户化 VC 产业化 侦察兵探路大部队随后

曾几何时，当分众传媒、巨人网络等中概股私有化时，由于其体量不大且在过程中极尽低

调，因此，业界更多得将其视为个案。在此之后，当奇虎 360这样的航母以及大大小小的中概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317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318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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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纷纷搞起私有化时，人们突然发现，所谓的个案，其实更像是侦察兵，道路趟好后，大部队

轰隆隆得就开过来了。作为其中体量最重的奇虎 360，想复制侦察兵们的低调，也不太可能了。
从侦察兵到大部队，远非是数量和体量的差异，而是催生了新的现象甚至是生态。其中，最引

人关注的就是 PE散户化和 VC产业化。＞全文（证券日报)

【国内】北京中关村：这里，平均每天发生 3.9 起融资，获投金额 7.3 亿元

中关村管委会 13日通报，今年一季度中关村经济规模增速回升，创新投入增长迅速，境
外并购表现突出，融资金额再创新高，平均每天发生 3.9起融资，获投金额 7.3亿元。

一季度中关村共有 352家企业获得 358次 PE/VC投资，获投金额 661.7亿元，同比增长
60.8%。最具潜力的领军企业美团网和滴滴出行分别获得了 33亿美元的 E轮融资和 10亿美元

的 F轮融资。＞全文（中新网)

【协会新闻】PE 管理系列培训”第十一期圆满结束

2016 年 5 月 10 日-15 日，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主办的“PE 管理系列培训”第十一期在协

会大会议室圆满结束。包括协会会员在内的近 30 位学员参与了此次培训。

10 至 11 日的课程由来自天元律师事务所的黄再再、贺秋平与德勤中国的马聘、李焯、金嘉宇、

王欢、王佳作为讲师分别就“PE 运作中的法律事宜”与“PE 运作中的财务税务事宜”为学员

展开细致、精彩的讲解。

后两天的课程围绕“PE 基金募集”、“PE 基金投资”、“投后管理”、“PE 基金的退出”四

大模块顺序展开。厚生投资/新希望集团的总监杨建新、矽亚投资 CEO 张兰丁、信中利资本合

伙人陈丹、清科集团研究总监姬利、德富资本执行合伙人吴舸先后担任讲师，通过理论讲解、

经验交流、案例分析等形式向学员们传授经验。

在培训过程中，学员与讲师之间进行了积极的探讨与交流。

培训结束前，由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秘书长滕征辉先生为参加培训的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此次培训得到了学员们的一致好评！

【协会新闻】“投投适道”第三十二期成功举办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320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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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17 日下午，“投投适道”第三十二期于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议室成功举办。

本次活动邀请到众弈世界、中美爱梯和我赢职场三个项目方进行项目路演。10 余位投资机构代

表参与了本次活动。

首先，众弈世界项目方介绍了他们的基本情况，讲解了产品特性及优势，并且对项目前景进行

了分析。本次路演项目方详细阐述了团队资源的优势及未来的发展规划。

接下来，中美爱梯的项目方为大家作了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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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项目方详细介绍了他们的

融资计划。

最后是我赢职场的项目方为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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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项目方详细的讲解了他们的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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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预告】BPEA 月度培训第五十四期：共同投资基金在跨境投资项目上的应用

时 间：2016 年 5 月 26 日下午 2：00—5：00（星期四）

地 点：美国谢尔曼·思特灵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北京建国门外大街乙 12 号双子座东

塔 12 层）

语 言：普通话

参 会 费：RMB1000 元/人（BPEA 会员享有部分免费名额）

特邀讲师：

美国谢尔曼·思特灵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陈新 律师

培训主题：共同投资基金在跨境投资项目上的应用

一、共同投资基金在跨境投资项目上的兴起和应用

二、共同投资基金的特点和架构

三、共同投资基金与传统私募盲池基金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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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联络人：张小姐、邹小姐、李先生

电话：010-88086901,88087229，88086775 传真：010-88086229

Email：lzhang@bpea.net.cn , qqzou@bpea.net.cn, hli@bepa.net.cn,

网址：www.bpea.net.cn

注明：报名截止时间为 5月 24 日中午 12：00，此次培训仅限 30 席位，请尽早提前报名预留座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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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

哈继铭：中国已进入干啥都不挣钱的阶段

高盛私人财富管理中国区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

日前，高盛私人财富管理中国区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做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

朋满座”论坛，他提出：“中国已被逼到墙角”，“宏观经济的扭曲程度，甚于日韩当年”，

而“人口红利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

但他同时判断，在经济增速放缓之后，消费反而会相对稳健，服务类消费领域会产生新的

投资机会。

产能过剩为什么老百姓还去日本买马桶盖？

中国一个很大的结构性问题在于经济失衡，产能过剩严重。过剩的一个很集中的标志是投

资占 GDP 的比例过高，这个数字是非常具有综合性的指标。从微观层面上来看，中国有产能过

剩的行业，也有供应不足的领域。

单看某些行业，钢铁可能过剩，水泥可能过剩，但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还去日本买马桶盖呢？

说明有些领域在中国的需求很强，供应不上。从总量上来看，投资在三驾马车当中占比过高的

话，那就表示代表着最终需求的消费和出口这两驾马车不够强劲，难以消化投资所创造的产能，

因而出现了产能过剩。

http://gu.qq.com/usGS.N
http://datalib.finance.qq.com/peoplestar/17/index.shtml
http://finance.qq.com/l/financenews/domestic/index.htm
http://finance.qq.com/l/industry/xiaofeits08/xiaofei.htm
http://gu.qq.com/sh603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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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的扭曲程度甚于日韩当年

截至 2015 年，中国的投资率估计在 46.3%。如果跟过去相比，几年前中国的投资率曾经达

到 47%以上，现在能够降到 45%、46%这么一个水平，应当说很不容易，经济失衡的现象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纠正，这是本届政府接手后经济出现的可喜现象。

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45%、46%的投资率依然是全球最高的。有些国家的经济过去一度也

是靠投资拉动的，也出现过这种过剩的现象。比如日本、韩国的投资率分别在 1970 年代和 1990

年代达到各自历史上的最高点，但是它们的最高点也没有超过 40%。因此，如果以投资率过高

来衡量宏观经济的扭曲程度的话，中国今天的扭曲程度比当年的日本和韩国要更加严重。

怎么样才能够让投资率降下来？一种做法是减少投资，容忍经济在短期内大幅度下滑。但

是这么做会出现后遗症，失业和银行坏账的情况会变得严重，很多企业将会关闭，金融风险也

都会暴露出来。这个做法显然是非常痛苦的。

环境污染会制约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

中国的结构性问题或者说是裂痕还有环境污染。空气污染、水资源污染，甚至土地资源污

染都会制约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要修复这些资源，据世界银行估计，每年都要消耗好几个百

分点的 GDP。一年所创造的 GDP，有相当一部分都要投入到资源的恢复中去，实际上经济就没

有多少增长了。如果经济的增长是以毁坏资源为前提的，这种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现在

确实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地步，有那么多的问题和挑战。

另外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人口的老龄化。在 1990 年代之后，日本婴儿潮一代退休，导致

人口急剧老龄化。因为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中国老龄化的速度比日本在 1990 年代的时候会

来得更快。老年人数大幅上升，而劳动人口急剧下降，这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构成一个很大的挑

战。

现在开始，人更值钱，钱更值钱，干啥都难挣钱

老龄化到来以后，中国遇到的挑战，可能不仅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在一个国家人口红

利爆发的时候，它产生三个非常正面的现象。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快。国家的劳动人口不断地增长，工资被不断地压低，劳动力成本始

终不高。

第二，国家的储蓄率一定是很高的。夫妻两个人一个小孩，家庭的储蓄能力非常强，所以

资金供应也是过剩的。这笔资金可以存银行，可以买楼，也可以投股票，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所以资金价格相对也非常低廉。企业家会觉得这样的环境非常容易挣钱，工人工资低，到银行

借钱利率低，就是人不值钱，钱也不值钱，所以干啥都能挣钱。

http://finance.qq.com/money/bank/
http://finance.qq.com/l/financenews/jinrongshichang/jinrong.htm
http://finance.qq.com/gold/
http://finance.qq.com/entrepreneu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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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房地产价格会暴涨。那个时候人们储蓄率高，总要寻找一个载体来储蓄，

放银行的话利率太低，可能比通胀还低，放股市里面风险大，所以大家都愿意去买房。买完以

后发现房价还在呼呼涨，觉得将来孩子买的时候会太贵，所以又把孩子对房子的需求也提前释

放了，这样房价就暴涨。

另一方面，房地产的总体需求一定是下降的，因为人到了退休之后，就失去了原来中年时

期购房的动力，再过几年可能会更多地想怎么把房子卖掉。而且，孩子的买房需求在早年已经

被父母透支了，所以房地产总体的需求也一定是下降的。

第三，国家的汇率容易升值。因为物品价格太低廉，出口竞争力太强了，别的国家没法与

之竞争，所以每年都有很多的外汇收入，外汇储备不断地积累，就产生了巨大的升值压力。

但是，中国人口红利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接下来老龄化将迅速到来，以上这三个现象都

会逆转。劳动力供应不会像过去那么充裕，一定会提高劳动力成本。家庭储蓄率不会像原来那

么高，即使个人的储蓄倾向还是没有变，但是问题是，社会当中的老人多了，老人是负储蓄者，

他们几乎没有收入但是还得消费，一旦这个群体的占比高了以后，整个社会的储蓄率就下来了，

这么一来的话，资金供应就不会像过去那么充裕。现在开始就是人更值钱，钱更值钱，干啥你

都不挣钱，或者难挣钱。

让低效、僵尸企业该倒闭就倒闭，该私有化就私有化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两类改革是最主要的：一类是提高效率的，国企改革便是其

中一例；另外一类改革是产生新的增长动力的，城镇化即属于这种。前几年城镇化改革一直在

积极推进，但更多的是推进土地基础设施的城镇化，没有怎么推人的城镇化，也就是户籍制度

改革。户籍改革一直是一个障碍，难以实现人的城镇化。

没有一个办法是完美的，强制性的去产能、去库存是必要的，但是同时也可以采取一些改

革措施。比如，中国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是很低的，比民营企业要低一半，但是它们得到政

府巨大的补贴，资源价格和银行贷款利率都很低。有人做过计算，如果把这些补贴刨去以后，

让国企接受与民企一样的土地价格、资金价格，中国国有企业实际上是不挣钱的。

也就是说，过去的资源很多流动到了效率比较低的所有制企业里面去。一个很明显的改革

方法就是让资源更多地流到效率比较高的所有制企业，让效率比较低的企业、僵尸企业该倒闭

就倒闭，该私有化就私有化，这样我们就不需要用那么多的投资来推动经济了，投资效率自然

就得到提高，经济也依然能够保持 6%到 7%的增速。

房地产政策全国一刀切，一线城市的房价就会暴涨

我把过去十几年中国几百个城市的人口变化情况做了一个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越大的城市，

人口增长速度越快，而中小城市，尤其是三四线城市，人口几乎不增长，有些地区的三四线城

http://gu.qq.com/jj160628
http://finance.qq.com/stock/
http://finance.qq.com/money/forex/
http://finance.qq.com/money/forex/index.htm
http://gu.qq.com/jj16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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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口是下降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台的房地产政策是全国一刀切，那一定是一线城市的

房价暴涨，而三四线城市未必涨。人往哪里涌，就会在哪里买房，这是最基本的规律。

要实现户籍制度改革，可能要顺应人口的流向，人们不愿意到三四线城市去，你给他户口

也没用的，人们愿意去的一二线城市，你不给户口照样会影响城镇化的进程。所以，户籍制度

改革是中国需要加快速度推进的。

现在中国有很多地方的房价实际上已经很贵了，而且政策也正在出现逆转和调整，前期大

力扶植房地产的政策，现在也被认为风险较大。之前的房价其实也是政策给推起来的，如果政

策方向改变了，那么房地产的繁荣也只是昙花一现的现象。

经济增速下降不可避免，但也有新的投资机会

产能过剩问题、投资率过高的问题、人口结构问题，还有资源问题，要瞬间解决这些问题，

经济就无法增长，一下子又会出现其他问题，失业、金融风险就暴露出来。如果还按照原来的

老路走，或者纠正失衡的步伐、改革的步伐慢一些的话，现存的问题进一步地积累，到未来的

某个时刻会有更大的爆发。

我认为接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会放缓，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经济基数大了以后，必

然不可能像过去增长得那么快。另外中国人口正在出现一个拐点式的变化：2015 年以前，劳动

人口占比是上升的，但是之后劳动人口的占比会急剧下降。所以，即使增长的基础还存在——

我们的人均 GDP 比发达国家还低很多，但是经历了这么一个拐点，短期内也没有看到有重大的

技术革命能弥补人口红利的消失，那么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似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很正常的现

象。

经济增速放缓后，投资和出口的增长速度会明显回落，消费反而会相对稳健。投资者需要

关注消费领域，尤其是服务类消费领域的投资机会，包括教育、医疗、养老、旅游休闲、互联

网、影视、体育健身等行业。许多企业家已经在这些领域里耕耘了，一些在二级市场，一些可

能是在风投、PE 阶段。我也预祝大家在未来的投资当中，规避风险、把握机会。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 风吹江南（ID：jrjnfq）

清科数据：4月新设立基金计划募资高达 787 亿美元

募资市场升温成长基金占据主导

据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统计，2016 年 4 月中外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新募集 132

支基金，披露募资金额 96 支基金，共募集金额 186.02 亿美元；新设立 167 支基金，披露目标

规模 132 支基金，计划募资 786.62 亿美元，其中 103 支新设立基金进行了募资。与 3月相比，

4月的新募集基金数量增长 28.1%，新设立基金数量增长 14.4%，募集金额降低 37.4%。经过 2016

http://finance.qq.com/l/insurance/xzzq/yanglao/
http://gu.qq.com/jj160636
http://gu.qq.com/jj16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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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的回暖，整个 4月新募集基金数量、新设立基金数量和计划募资规模相比 3月都有

所增长，其中并购基金、基础设施基金的数量增长相对明显。根据近几月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

的各项公告，标志着协会对行业的规范管理进入常态化，很多没有实际业务及违法违规的劣质

公司将被淘汰，此举带动整个私募基金行业形成优胜劣汰的健康机制，对行业发展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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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通统计结果显示，在 4月份新募集基金中，募资规模最大的三支基金分别为福建复星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发展基金、中新（重庆）互联互通股权投资基金、LED 照明产业基石基金。

其中福建复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发展基金募资规模最大，认缴规模达 1000.00 亿人民币（约

154.68 亿美元），排名第一，该基金由福建省财政厅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共同

发起设立，用于支持福建基础设施和医疗、养老、生态、环保等公共服务领域ＰＰＰ（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排在第二位的是中新（重庆）互联互通股权投资基金，

募集规模达 200.00 亿人民币（约 30.81 亿美元），该基金由中国和新加坡双方金融机构、投

融资企业共同出资设立，基金总规模 1000.00 亿元人民币（约 154.68 亿美元），其中，基石

基金出资 200.00 亿人民币（约 30.81 亿美元），通过与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的合作，按照

基石出资与社会资本约 1∶4的比例，募集社会资本约 800.00 亿人民币（约 123.52 亿美元），

基金将重点投资金融服务、航空旅游、交通物流、信息通信产业，通过市场化运作，在推进中

新示范项目发展的同时，实现市场回报；位列第三的 LED 照明产业基石基金，该基金募资金额

为 10.00 亿美元，由北京金沙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基金以“在中国打造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照明企业”为目标，打造世界级 LED 照明平台，进一步优化全球供应链，推动全球

LED 产业朝更高质量、更高品质发展。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19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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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通统计结果显示，2016 年 4 月中外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新募集基金共计 132

支，96 支基金披露募资金额，新增资本量 186.02 亿美元，较 2016 年 3 月 297.20 亿美元的募

资规模相比，下降了 37.4%；与 2015 年同期 66.48 亿美元的募资规模相比，上升了 180.0%。4

月新募集基金中，人民币基金共 125 支，披露目标规模的有 89 支，募资总额为 143.66 亿美元，

占比为 77.2%；7 支外币基金，募资总额为 42.35 亿美元，占 4月募资总额 22.7%。从 4月份新

募集基金总体情况来看，其募资规模较 3月下降了约 35%，但数量有所增长；较 2015 年同期，

数量上减少了 34 支，募资规模上涨幅度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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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通统计结果显示，2016 年 4 月份中外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新设立基金共计

167 支，披露目标规模的有 132 支，计划募集资金 786.62 亿美元，平均每支目标规模为 5.96

亿美元。其中，163 支人民币基金，披露目标规模的有 128 支，计划募资总额 695.42 亿美元，

平均每支目标规模为 5.43 亿美元；另外，4支外币基金，计划募资总额 91.2 亿美元。从 4月

新设立基金情况来看，基金数量较 3月增长 14.4%，计划募集金额增加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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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金类型来看，2016 年 4 月新募集的有 132 支基金，有 96 支基金披露募资金额，共募

集资金 186.02 亿美元。其中当属成长基金最多，共有 71 支，占 3月份新募集基金数的 53.8%，

披露募资金额的有 51 支，基金募集资金 112.16 亿美元；19 支基础设施基金，披露募资金额的

有 12 支，募集资金 38.97 亿美元；创业基金 19 支，披露募资金额的有 14 支，募集资金 14.98

亿美元；并购基金 16 支，募集资金 15.54 亿美元；3支天使基金，募集资金 2427 万美元。

4月新募集的基金中，值得关注的是普洱市绿色经济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

基金成立于 2016 年 4 月，目标规模 50.00 亿人民币（约 7.74 亿美元），首期规模 10.00 亿人

民币（约 1.54 亿美元），由中非信银（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普洱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由中非信银（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该基金的

成立将进一步提升普洱原生态与环境的保护水平，加快国家特色生物产业、清洁能源、现代林

产业和休闲度假 4大产业基地的建设进度，完善对外开放各项基础设施条件，吸引更多社会资

本参与普洱市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中非信银（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8 月，公司注册资本 2000.00 万人民币（约 310.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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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金类型来看，2016 年 4 月新设立的 167 支基金中，有 132 支基金披露目标规模，计划

募资 786.62 亿美元。其中有 96 支成长基金，占比最多，披露目标规模的有 68 支，基金计划

募资 345.11 亿美元；有 20 支并购基金，计划募资 54.78 亿美元；基础设施基金 23 支，计划

募资 291.79 亿美元；有 21 支创业基金，披露目标规模的有 17 支，计划募资 9.34 亿美元；房

地产基金 4支，计划募资 85.42 亿美元；天使基金 3支，计划募资 1545 万美元。

4月新设立的基金中，值得关注的是张家港国弘智能制造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该基金成

立于 2016 年 4 月，目标规模 2.00 亿人民币（约 0.31 亿美元），由李春义、张家港保税区智

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张家港市金茂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上海李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

力匀、嘉兴英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国凤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汤士萍、万林富盛实业

有限公司、吴卫明、尉淑贤、姜绍蓉及上海长江国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由上海

长江国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主要投资符合“中国制造 2025”战略发展规划的行业，

包括但不限于智能制造、工业 4.0、机器人、新材料、军工等领域。上海长江国弘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成立，是一家专注于中国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独立投资管理机构，注册

资本 1000.00 万人民币（约 155.00 万美元）。

据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统计，2016 年 4 月新募集基金共 132 支，其中含拟投资行业的基金

共 99 支。从总体变化来看，互联网行业一枝独秀，拟投的基金数量达 28 支，清洁技术和生物

技术/医疗健康行业紧随其后，其他行业各排位间数量的差距相差不大。从新募集基金的拟投

行业来看，大量资金将投资于互联网、清洁技术、生物技术/医疗健康和机械制造这四大行业。

在所统计的行业板块中，互联网行业仍然是投资的热门行业；仅次于它们的是清洁技术，有 19

支基金拟投于该行业，紧随其后的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达到 18 支。与 3月份的情况相比，

互联网行业又重新占据榜首，从拟投基金的数量上和金额上都有提升。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

当前私募股权市场仍保持着较高活跃度，发展前景良好，状态稳定。从总体趋势表明，随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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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市场并购基金的增加，大量资金未来可能将继续投向互联网、机械制造、娱乐传媒、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电信等较高收益的行业。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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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5月 16 日-5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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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6 日

上海星书投资

星靖投资

金葵花资本

加气助手 互联网 国内 NA

5 月 16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宠物包裹 互联网 国内 200 万元人民币

5月 16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骨朵传媒 娱乐传媒 国内 1500 万元人民币

5月 16 日
合一资本

一下科技
秀兜 互联网 国内 2600 万元人民币

5月 16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海普洛斯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国内 5000 万元人民币

5月 16 日 金沙江创投 慢友帮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5月 16 日
天使投资人敦勇

天使投资人郑晓龙
网酒网 互联网 国内 7200 万元人民币

5月 16 日 鼎晖投资 淘票票 互联网 国内 NA

5 月 17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课栈网 互联网 国内 8000 万元人民币

5月 17 日
唯俊投资

中泽嘉盟
旅信科技 电信及增值业务 国内 3000 万元人民币

5月 17 日 安徽投资集团 东方财富 互联网 国内 8亿元人民币

5月 17 日
上海清科华盖投资

管理
悦时空 娱乐传媒 国内 3000 万元人民币

5月 17 日
腾讯产业共赢基金

淳信资本
赢了网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5月 17 日 IDG 资本 商询科技 IT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5月 17 日

远镜投资

浙商创投

戈壁

iTrip 其他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5月 17 日
中科创投资

上海新中欧创投

云智慧网络科

技
互联网 国内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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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7 日

贝塔斯曼亚洲投资

基金

纪源资本

晨兴资本

KEEP 互联网 国内 3200 万美元

5月 17 日 天使投资人雷军 冻品在线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5月 17 日

DCM 资本

凯鹏华盈

贝塔斯曼亚洲投资

基金

LB 投资

元璟资本

数字天空技术

光量资本

探探 互联网 国内 3200 万美元

5月 18 日

软银中国资本

华登国际

富士康

达闼科技 IT 国内 3200 万美元

5月 18 日
艾瑞资本

耀途资本
美玩易试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5月 18 日
上海沃富金信

创新工场
易后台 IT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5月 18 日 领投邦 钟爱鲜花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5月 1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PLUS 互联网 国内 3000 万元人民币

5月 1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葫芦金融 金融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5月 18 日
峰谷资本

陶石资本
斑马社 金融 国内 500 万元人民币

5月 18 日
顺为资本

晨兴资本
神工 007 互联网 国内 1500 万美元

5月 18 日

真格基金

银泰资本

伊藤忠商事

MTG

豌豆公主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美元

5月 19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车 300 汽车 国内 1亿元人民币

5月 19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云摄影 IT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5月 19 日 豪信(香港)控股 汇乐贷 金融 国内 1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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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
红点投资

北极光

星辰天合

(XSKY)
IT 国内 5200 万元人民币

5月 19 日 幂方资产 天广实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国内 1亿元人民币

5月 19 日 天使投资人毛赛男 筷玩思维 娱乐传媒 国内 140 万元人民币

5月 19 日

Ardent Capital

天使投资人

Chryseis Tan

Goxip 互联网 国内 162 万美元

5月 20 日 天使投资人应平 蜕变盒子 互联网 国内 100 万元人民币

5月 20 日 全通教育 赛尔互联 互联网 国内 3840 万元人民币

5月 20 日 永贵电器 翊腾电子 电子及光电设备 国内 100.00%

5 月 20 日 光洋股份 天海同步 汽车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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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07 日-5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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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5

/2016

万达影视传媒

有限公司

中国 万达电影院线

有限公司

中国 北京万达投资有限公

司、厚鼎资本、小村

资本

57.15 亿

13/05

/2016

日新制钢有限

公司(42.78%

股权)

日本 新日鐵住金 日本 未公开 29.81 亿

09/05

/2016

坦科古鲁米采

矿公司(56% 股

权)

刚果 中国钼业有限

公司

中国 美国

Freeport-McMoRan

Inc 公司

26.50 亿

13/05

/2016

未来资产证券

公司

韩国 未来资产大宇

公司

韩国 未公开 22.29 亿

12/05

/2016

滴滴出行 中国 苹果公司 美国 未公开 10.00 亿

13/05

/2016

日立资本公司

(27.2% 股权)

日本 三菱日联金融

集团、三菱 UFJ

租赁融资公司

有限公司

日本 日立有限公司 9.95 亿

09/05

/2016

超级体育传媒

有限公司

开曼

群岛

文化传信集团

有限公司

香港 IDG-Accel 中国成长

基金、IDG 中国媒体

基金 LP

4.99 亿

09/05

/2016

干草控股有限

公司

德国 武藏精密工业

有限公司

日本 戈尔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4.11 亿

13/05

/2016

广东合力金融

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90% 股

权)、深圳前海

传奇的互联网

金融服务有限

公司(51% 股

权)、北京天尧

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中国 浙江宏磊铜公

司

中国 未公开 3.55 亿

09/05

/2016

中国招商控股

（太平洋）有限

公司(24.12%

股权)

新加

坡

招商局集团有

限公司

香港 3.25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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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