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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并购重组监管最新五方向曝光：严控借壳上市 与 IPO 等同审查

证券时报记者独家获悉，在 5月 26 日举行的 2016 年第二期保荐代表人培训会上，证监会相关

负责人首次说明了并购重组监管政策的最新五大方向，其中，“优质并购重组申请豁免，直接

上并购重组审核会;规定借壳上市与 IPO‘等同’审查;引入优先股和定向可转债、支持财务顾

问提供并购融资、支持并购基金发展;强化信息披露”等政策被明确在内。

近段时间以来，坊间不断有并购重组监管趋严的消息传出，而这次保代培训，是监管层首次将

并购重组监管转型方向以书面形式传达出来。＞全文（证卷时报)

新三板分层有望 5月底落地：

逾 1000 家企业可进创新层，每年 4月 30 日成“晋升”日

央视新闻频道昨日早间报道，新三板分层管理这一重大改革即将落地，约有 15%的挂牌公司可

以进入创新层；未来每年的 4月 30 日，将成为新三板重点关注的时间，因为这一天，会决定

很多企业是否晋升到创新层。 ＞全文（证卷时报网)

中国 PE“悲情”十年：LP 只拿回 30%本金，美国同期高达 200%！

在过去十年中，LP 们只从中国 PE 手上拿回了所投资金的 30%;而在同一时期的美国，这个数字

是 200%。为什么中国 PE 在良好的宏观环境下却愁云惨淡?

2014 年对于美国的 PE(私募股权基金)界可谓是一场盛宴，有 55%的 PE 成功达到或超过其融资

计划上限，这个比例为 2009 年以来最高，且融资速度远超前几年。VC 融资额也达到 298 亿美

元，较去年增长 69%。同时，美国 PE 行业的十年平均净回报率也创纪录的达到 14.6%。相比之

下，中国 PE 行业的 2014 年却又是惨淡经营的一年。

中国 PE 与美国 PE 的业绩差距正在逐步拉大。＞全文（Peter Fuhrman)

新三板缺乏资本活力？40 家 VC/PE 明星机构集体为之站台

实际上，新三板并不缺少资本，甚至可以说，资本的表现堪称活跃。根据新三板在线数据统计

显示，在新三板市场上，当前共有 68家极具知名度的机构在新三板市场上展开投资，其中更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332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333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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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 40家机构在各大资本市场极为活跃，堪称机构中的明星。其中包括红杉资本、经纬、鼎

晖等等。＞全文（新三板在线)

【国内】BAT 重金砸向人工智能：中小创投瞄准细分领域 投资人专业能力是个坎

在火热的中国创投市场，资本对人工智能行业充满期待。应用前景广阔、科技含量高、投资回

报周期长、技术迭代周期短等特点，令涉足该领域的资本同时面临着诱惑和风险，亦需要付出

足够多的智慧和时间。

“投资周期的长短取决于你投资的产品和技术的成熟度。整体来说，人工智能还不算是一个成

熟的技术，还在不断发展之中，所以投资的风险会比较大。投资回报率的大小不仅取决于你投

资的周期，还取决你投资的价格，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这个行业的优势就是有非常大的想象空

间，也是整个人类的追求。＞全文（南方日报)

【协会新闻】“投投适道”第三十三期成功举办

2016 年 5 月 24 日下午，“投投适道”第三十三期北京股权交易中心项目专场于北京股权投资

基金协会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活动邀请到北京启迪思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斯之普兴科技有

限公司和北京华数康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三个公司进行项目路演。10 余位投资机构代表参与了本

次活动。

首先，迪思创科段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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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产品可以保障个人及企业数据分离，让员工工作更简单便捷。目前在医疗、政务、

企业、军工、金融等都有较强的需求。

接下来，斯之普兴的创始人朱总为大家作了介绍，公司于 2011 年 5 月在北京创建成立，曾是

“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网络信息监测服务提供商、北京公安局舆情共建合作方。

公司主要业务为企业竞争情报、消费者舆情、上市公司风险预警、政策资讯分析、政府舆情等。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国家战略的发布，舆情监测一定会成为未来企业保持公众形象的

重要手段。随后，项目方详细介绍了他们的融资计划。

最后是华数康的首席财务官郭总项目方为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北京华数康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以医保智能审核监控系统为切入口，从事医疗大数据分析挖掘的高科技公司。最后项目

方详细的讲解了他们的未来展望和财务预测。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335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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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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会新闻】科特迪瓦驻华大使多索·阿达马来访协会

5 月 25 日，科特迪瓦驻华大使馆多索·阿达马大使一行来访协会。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

长李伟群、副秘书长严晓路接待了科特迪瓦客人。

李伟群秘书长对科特迪瓦驻华大使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简单介绍了协会的基本情况、国

际化工作实践和近期的几个国际交流活动。

多索·阿达马大使对科特迪瓦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中科双方的贸易投资近况、国内的投资环

境和重点招商项目等进行了简要介绍。并热情邀请协会及成员参加其投资洽谈会，科特迪瓦政

府代表团将集中介绍现有农业、旅游、医疗、矿业（铁、镍钴、镍铜等）、铁路、码头、发电

厂等重点招商项目，探讨可能的合作方案。

双方就建立沟通交流机制、促进长期密切合作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协会新闻】阿拉山口市房飞副市长来访

5 月 25 日，阿拉山口市房飞副市长一行来访。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李伟群、副秘书长

严晓路、秘书处主任李剑秋参与了接待和交流。

李伟群秘书长首先对房副市长一行的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随后简单介绍了协会的基本情况、

我国股权投资行业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及其对实体经济产业升级和对外合作方面发挥的重要

作用。

房副市长介绍了阿拉山口市的基本情况，阿拉山口市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东北部，与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正式批准设立。目前，阿拉

山口市已快速发展成为集通关、贸易、物流、加工、仓储、金融、旅游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沿边

新兴口岸城市，成为我国开拓欧亚市场的枢纽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特别希望

在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的指导帮助下加快发展股权投资行业，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和边贸事业

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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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表示，将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并就股权投资行业的战略规划、人才培养、业务交流与合

作等方面加强沟通，共同推进阿拉山口市及周边地区的股权投资行业发展和“一带一路”国家

战略。

【协会新闻】BPEA 月度培训第五十四期成功举办

2016 年 5 月 26 日下午，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主办的“BPEA 月度培训第五十四期”在美国

谢尔曼思特灵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成功举办。

本期培训的特邀讲师是美国谢尔曼思特灵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新律师，陈律师多年从事基金法

律工作，在各类基金、跨境交易、并购重组等领域均有丰富的经验。

本期培训的主题是“共同投资基金在跨境投资项目上的应用”，首先，陈律师分析了共同基金

和一般盲池基金在结构、资金、投资限制条款等方面的相同及区别之处，并从不同的基金实体

来分别考量基金的结构与关系。

接着，陈律师讲解了不同基金结构设立时的决定因素及不同基金结构各自的优势，并结合基金

常用的开曼-香港-境内的架构分析了在建立基金时应从税务、投资者偏好、发起人类型、监管

规定等方面综合考虑，结合实际的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

随后，陈律师就有限合伙协议（LPA）、私募备忘录（PPM）、承诺函、认购协议等投资基金的

核心文件及条款分析了在基金建立的过程中应签署或设立相应的条款，以保障基金投资人的权

利及义务。

最后，陈律师分析了在建立投资基金时会遇到的常用条款：管理费、持续价值条款、最惠国待

遇、保密条款等，并结合实际的案例分析了在日常操作中会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

培训期间，参会学员就自身的问题与陈律师进行了交流，本次活动得到了参会学员的一致好评！

【活动预告】“投投适道”第三十四期-文化产业泛娱乐专场

6 月 2 日（周四）下午一点半，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联合 玩转文化传媒 举办的“投投

适道”第三十四期文娱路演专场，将开启贵圈红娘新模式——FM 财务红娘!

本次亮相的项目有：

1. VISM

全球第一款基于 VR 一体机的眼球追踪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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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认为 VR 太早，有的人已经出手，然而不管你现在赌不赌，它的未来都无可忽视，不同

的观点只是关于时机。

那么如果你现在可以入局 VR 必要的支撑环节呢？也就是，从前戏就拿住高潮必不可少的配备。

所以哪个环节符合“必不可少”呢？内容当然是一个，所以大家都在布局了，不管口中说的什

么行动还是诚实的。然后，技术上来讲，还有这个：

VR 三大痛点：交互体验差、晕眩、延迟、硬件要求高都可以通过视觉追踪解决。

那么还有别人在做吗？为啥是这家？

3项核心组合专利，涵盖所有 VR 视觉追踪实现方式，今年专利布局达到 20 项。

剑桥大学、剑桥大学博士、《最强大脑》技术支持、布雷恩英神经营销公司首席科学家、光学

透镜专家。

有别人在做，但是！竞品分析来现场揭秘。

2. 青设网

找好设计师好心累，小编都不想干了。

青设网，您的设计需求一站式服务平台，居家旅行加班必备。

首创设计服务阶段付款模式，同时保障设计师和客户的利益。

首创邀约模式。

首创时租模式。

设计服务全程一对一。

已举办 13 期青设学堂。

平台认证设计师 465 人。

不说了我先去挑人去了。

3. 妙象传媒

专业的动画设计公司，集创意，编剧，导演，制片，分镜，动画和后期为一体。

这些作品背后的公司：

《波波熊吉吉虎》《超模特勤队》《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二十四孝》《克里斯朵》《阿里巴

巴广告短片》

3个衍生品专利。

拥有一个主力 IP（阿里巴巴广告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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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蛋

一部网络大电影！一部网络大电影！一部网络大电影！

其他的不要问，问了小编也不知道。。。老板蛋都下好了但是一点儿风声都不透露。到时候来

砸金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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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预告】新三板专委会投资策略分享沙龙（第七期） 教育细分行业专场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新三板专业委员会携手广发证券将于 6月 1日（周三）下午 14:00 举办

教育细分行业投资主题沙龙，深度交流，分享经验，项目洽谈，共促发展！

【主办单位】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新三板专委会

【协办单位】 广发证券

【会议主题】教育细分行业投资策略分析

【会议时间】6月 1日（星期三 下午）

【会议地点】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议室（海淀区华一控股大厦 13 层）

【会议议程】

13:30-14:00 签到

14:00-15:00 教育行业投资研究分析 广发证券 教育分析师 杨琳琳

15:00-16:00 教育行业项目分享

1.尚慧国际教育集团

2.环球优学

16:00-16:30 现场互动交流

16:30 活动结束

报名方式：

欲参会请编辑（姓名、单位、职务和手机） 发送至

qqzou@bpea.net.cn(010-88087229/88087202) 报名,报名成功后您将收到确认邮件及会议地

址，报名截止日期为 5月 31 日 12:00。报名从速，谢绝空降！

【活动预告】BPEA 月度培训第五十五期 尽职调查中关注的财务、税务事宜

时 间：2016 年 6 月 16 日下午 2：00—5：00（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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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 言：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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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会 费：RMB1000 元/人（BPEA 会员享有部分免费名额）

特邀讲师：

余颖 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信税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合伙人

于春慧 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信税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合伙人

朱春增，注册税务师，大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伙人

培训主题：尽职调查中关注的财务、税务事宜

一、尽职调查中关注的财务事项

讲师：余颖 于春慧

二、尽职调查中关注的税务事项

讲师：朱春增

讲师简介：

余颖，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信税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合伙人，从事财税工作 12 年，具有丰富的企业上市辅导、投融资咨询、年度财税顾问、

财税风险管理、纳税筹划、重组并购涉税方案制定及实施等财税服务工作经验。

于春慧，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信税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合伙人，从事财务会计、审计、管理咨询等工作多年，具有丰富财务管理经验和审计

经验。主持过多家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和大型国有企业的财务审计、股份制改造、清产核资、

经济责任审计及尽职调查。在会计、审计、税务、股改、上市策划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

丰富的实务操作经验。

朱春增，注册税务师，大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伙人，从事财税工作 8年，具有丰富的财

政财务、税收咨询及鉴证实践经验，在税收风险管理、涉税管理流程诊断、纳税筹划、重组并

购涉税方案制定及实施、专项业务财税咨询等方面具有较深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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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ea.net.cn,

网址：www.bpea.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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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明：报名截止时间为 6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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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瑞资本李丰：

O2O 模式经历高潮、泡沫再到重塑，关于其本质、效率和定价的讨论

峰瑞资本 创始合伙人

5 月 19 日下午，在创业公司 V.Photos 云摄影的新闻发布会上，峰瑞资本创始人李丰发布了主

题为《专业非标 O2O 的价值洼地》的演讲。

以下是演讲实录：

我想带给大家在过去一年半当中看到非常多的有各种各样的称呼，我们叫 O2O，有人叫共享经

济，有人叫服务行业重塑这种商业模式。当然这种商业模式在过去两年，在广义上经历过从启

动到高潮，到泡沫再到重塑。我想大家看过这个烈性的项目，也看过非常多的摄影 O2O，从我

们自己来看，我们对这些事情大概持有的判断方式，是基于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在美国也投资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也有投过一些，在原来 IDG 工作中投

过很多。我们自己看待这一轮商业模式，其实它的本质问题在第一件事，我们说它还是用了一

个更信息化的手段，想要来解决一些我们叫做专业服务技能上的重新定价和效率提升。

就是互联网在之前解决了非常多的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比如说电子商务等，在解决了商品市

场销售、流通，包括广告的商业模式之后，不管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大概在过去的一波移动互

联网主要在解决消费或者第三产业，就是服务产业的这个商业模式变革的问题。

在这个变革当中，服务产业具有的特征，大部分的服务行业，甚至包括餐厅这样不算最典型的

在我这个专业技能上，其实卖的基本上除了原材料，也是做菜的本事和服务，就是送餐和服务

的这些服务人员的专业性。包括婚嫁，包括摄影也好，包括咨询、心理。在中国和美国主要想

解决的问题，这些创新的商业模式面对的问题都是面向服务行业。

那么面向服务行业，最终希望解决的问题就是刚才讲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在服务行业当中，

因为出售的都是某种专业技能，从标准化到不标准，到非标，从简单的到非常专业化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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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金融、财会、摄影、开发程序，这些技能本质上被解决，互联网希望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

定价。

就是到底对每一个不同的需求，它可能想寻找的专业技能或者需要的专业度，以及愿意付出的

对应价格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在原来线下的时候，在服务产业，在线下的时候，这个问题

很难解决，只能用一个相对标准化的定价方式来解决。

那么最终我们看这一波商业模式，不管它的最后跑出来多少家，可能大部分解决这些服务行业

的问题，解决的第一个很大的痛点是刚才讲的定价，就是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专业技能和不同的

需求，最终所完成愿意付出的为这个专业进行的，这个人愿意付出的价格标准，或者叫价钱标

准是不一样的，这是最终这一大波商业模式要解决的问题。

这一波商业模式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可能要解决我们叫效率问题。这个效率问题怎么描述

呢？牵扯到第二个问题，移动互联，为什么在移动互联网产生这些事，包括叫做非常多的东西，

个性化的前提下，产生的这一波的商业模式，不管是从美国到中国。

我们举一个例子。不仅是优步还是滴滴，他们的需求在线下常有存在，在美国存在更长的时间。

包括不管是专车市场，还是出租车市场。原来在线下的时候，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就是在设

想一个场景，如果现在打一辆车走到一个地方，我约车的过程，整个的需求和供给和麻烦，因

为我要先打一个电话，找到约车的公司，跟他说我在什么地方，描绘很长时间才知道在哪里，

大概什么时候，或者立刻，立刻更难一点，什么时候以后需要有一辆车接我。其次还要接着描

述一下，我给他留一个电话号码，或者什么穿着打扮，大概在哪个位置等他，最敏感的一件事，

我大概愿意接受提供预约车的服务。

第二件从约车的公司也会觉得烦，原因他还要传达给他可能愿意去的司机说，谁愿意去，你现

在在哪，你要去哪接这个人，这个人电话号码什么样，出多少钱，你愿意不愿意接，穿什么样

的衣服，多少分钟在哪等你。这个事的意思是说，这么一个简单的服务流程，在线下的时候，

主要的效率问题是在需求和整个 O2O 流程的表达太麻烦。

现在我相信基本上所有的人都用打车软件，不管用的哪一个。打车软件最大的好处就是这样，

一打开这个事，指出一个目的地，原则这个地方被定住了，输一个目的地，接下来看到一个提

示，有多少辆车和你需要加多少钱，这个涉及到定价的问题。在不同的供需关系当中，在周围

约车和需要去哪的车辆之间的关系，会看到不同的价格。或者加价或者不加，要给小费或者不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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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选择了一个最愿意并且离你相对近的人接到订单，愿意接受的订单，位置在哪，可能解

决我等他还是他等我，因为在地图上可以知道离多远。讲这两个场景，是因为新的生活方式，

手机也好，定位 GPS 也好，还是包括云端的计算，把所有的东西合成起来，到今天只用一个输

入一次两次确认的方法完成一个原来大概要经历非常复杂沟通流程才能匹配的一个需求订单

的过程。那这件事是我们讲的效率提高。

回到我们的摄影这个问题，我们在中国有两个特殊性，中国服务行业大部分都在快速发展的早

期阶段。我们拿摄影来看的话，中国摄影的需求在大规模的增长，大家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

独立摄影师这个职业还没有向美国那样大规模的出现，是在快速或者刚刚出现。

讲这事原因，就是中国既大规模出现需求，摄影师作为一个独立从业的职业方式，又是在快速

在刚刚出现这个阶段，这个跟专车不一样，专车原来只有黑车。面对这件事，我们在考虑看到

的所有的涉及到 O2O 的时候，就牵扯到了第三个问题，到底先做哪个市场。

那么先做哪个市场的意思是，到底就像我看到的 VPHOTOS 一样，先做企业的市场，还是用户端

市场。我刚才讲了用户端市场虽然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而且快速增长，但是现在在摄影师这一

端和消费者这一端，对于独立摄影师和独立消费者的需求，第一相对低频，第二刚刚处在快速

增长的起步阶段。对于企业端，企业端是快速增长，企业端是一个已经比较成型的市场。

为什么成型，我们猜这里面有几个驱动力，第一个原来长久以来的企业活动当中需要这个服务，

只是找不到。第二个找这个服务人员，找这个专业技能的服务难一些。第二件事情凑巧，互联

网化速度比较快，在中国，由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社交，电子商务，O2O 交易的几个因素

的驱动，为什么跟企业服务有关系，原因当你的交易完成行为越来越多的变成互联网化的时候，

对于企业而言，你对用户展示你的服务用户这件事，越来越照片化，越来越格式化，因为不是

透过线下做，你跟用户的触点，就放在表现形态上，在互联网，或者手机的表现形态上，这件

事我们讲的对企业端来讲，不光是一个流程的需求，电子商务在中国发展速度快，O2O 交易在

中国发展速度快，所以表达企业的很多从提供的服务商品，以及企业文化等等这样一些东西，

越来越多的被放到线上做成可视化的东西。

对于 VPHOTOS 来讲，选择了一个企业端的服务，应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成型市场。最终他们也

会可能在不久的进来进入消费者端市场，等到消费者端和职业摄影师或者独立从业的摄影师变

得越来越多的时候，这各工序双方在 C这一端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我想做 2C 的市场，也是

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从现在今天来看，我想企业端，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同时面临很好的一

个成长的空间。因为大家刚才讲到这一串话，如果还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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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换一个话表达，我们看 Airbnb，因为它的创始人是设计师，所以最早的时候他们其实在

Airbnb 启动的阶段，他们做的事情就是从当时的 Airbnb 去找准备出租的房源，长租的房源，

找到房主之后，因为他们是设计师，他们认识很多的设计师的朋友，找到很多这样的人，帮助

他们把这些从 Airbnb 找到的长租愿意房屋拥有者，给他们的房屋单独拍照片，拍每一个角度，

不同视野，不同宽度范围之内的照片。

这件事没有人想到，跟 Uber 举的例子一样，对 Airbnb 的成功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原因是因

为，你去入住这个非标的个人房间的时候，他跟酒店是不一样的，酒店大大小小方正一个房子

长那个样。对于入住一个 Airbnb 房间，出去地点描述因素，因为它太非标了，所以怎么表现

出这个房子本身的内在和外在特征，对于唤起购买欲望这件事起到了一个最重要的作用。

这是对 Airbnb 来讲，创始人的基因是在设计师和摄影这件事上，凑巧找到了这样一个方法来

调动了这些资源，非常好的表达了每一个非标的个人拥有的长租房间的特点和他们所具有的吸

引人的特征，拍出来很好看的照片。更容易的完成了，我们叫 Airbnb 本身的转化。

只是举一个例子，很多的交易线上化的时候，对企业来讲，展示企业所售卖产品和服务，特别

是非标的部分，是打动客户最好的表现形态，当各种各样交易线条化，这是 VPHOTOS 选的方向

的原因，或者比较好的事情。

最后一个事情，我之前投过的跟智能硬件有关的事情，跟 VPHOTOS 做的事情是一样，我们解释

打车的时候有一件事讲的例子当中，不知道有没有意识到，原来打车约车沟通过程太烦，并且

找不到谁要等谁，等多长时间。换到它这个事上，有两个特征非常有意思，第一个是人用户看

到实时他想看见的这些照片结果，甚至提出修改意见，因为后面还有数码师，后面说数码师的

修改，这件事用户体验，用于现在所谓叫消费者或者企业用户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除去这个之后，还有一个小的有意思的是，包括在软件、硬件+辅助。就是在搭载整个服务流

程再造的时候，正好用到了一部分智能硬件，一部分的软件服务，一部分线下实体服务的服务

后循环，这个循环唯一的好处，就是能够建这样的商业循环，行业落实的商业模式壁垒高一些，

因为如果只做软件，或者只做硬件，或者只做服务，任何一个对他们来讲，都是这个商业模式

不够，连起来才够。

我们在做尽职调查的时候仔细了解了一下这几部分的基因是不是在他们的团队当中都存在，原

来线下摄影工作带来的经验，软件和硬件是原来做过云计算和相关其他的创业带来的经验，凑

巧他们团队把这几件事凑齐了。投资他们团队还有这两个小小的附加原因，我觉得大概在往后

看中国摄影这个行业，这个非标技术服务重新定价和提高了效率，这个广义的方向上，我们觉

得是一个好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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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在开始的时候，模式上建筑的比较清楚，然后我们讲叫做面向的市场是一个比较存在，并

且快速增长的市场，并且在商业模式链条上，凑巧讲的软件硬件+服务。最主要的是创始人有

非常好的恒心，因为我印象中第一次见她开始，一直到后面完成投资，每一次她抓住每个机会

讲，他们公司和模式为什么好，为什么能行。

最后一个小的事情，大米是我们见到创业者当中，面对所有的困难和挑战最乐观的人之一，因

为她几乎在各种情况下，她找你，你找她的时候，她基本上保持了非常乐观的笑容，我想最后

这两件事是最重要的，就是具有持之以恒的耐力和坚持，同时不管碰到什么问题，一直能很好

应对，都能以非常乐观态度面对周围环境，大概这就是最值得的创业精神。

文章来源：新浪科技

清科数据：4月新三板挂牌数逼近 600 家，定增融资增长缓慢

根据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统计，截止 2016 年 4 月新三板挂牌企业数量达到 6945 家，本月

新增挂牌企业共 596 家，环比增长 14.0%，其中新增的做市企业数量有 62 家；在所有挂牌企业

中，有 VC/PE 支持的共有 118 家，占比 19.8%，环比下降了 3.4%。临近分层制度落地实施，新

三板市场迎来又一轮挂牌潮，本月近 600 家企业在政策发布前跑步前进，赶上“冲击创新层”

的末班车。4月新三板市场总成交金额为 162.23 亿元人民币，其中做市转让成交额为 100.62

亿元人民币，较 3月的 94.57 亿元有所上升，协议转让成交额为 61.61 亿元人民币，成交总股

数达到 31.28 亿股，成交 29.84 万笔，成交均价 5.19 元。日均成交金额为 8.11 亿元人民币，

日均成交数量为 1.56 亿股。

新三板分层仿真测试收官，监管政策密集落地

4 月，全国股转系统分别进行了两轮分层仿真测试，并开放测试环境。在仿真测试完成以

及 4月 30 日新三板年报披露截止日之后，全国股转系统将依据年报数据进行分层，对进入创

新层的企业进行公示，接受各方意见并进行相应的调整，分层标准也可能会进行相应修改。公

示期结束之后，新三板将正式迎来分层时代。

为了迎接分层制度，4月 6日，股转系统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内

核工作指引（试行）》，旨在提高券商职业质量，促使券商在推荐时就关注规范的优质标的，

将券商从之前的套利商转变为挂牌企业的“服务商”，更勤勉尽职地为企业进一步成长提供持

续督导。4月 29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实施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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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股转系统官网上得以发布，该《办法》细化了违规处理程序，并明确市场参与主体的权利

义务。在市场分层前夕出台自律规则和处罚细则，表明了监管层提升违规处理的规范性和透明

性。此外，保监会也于 4月 14 日发布意见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保险公司挂牌新三板需满足

一定条件且取得保监会监管意见。

监管层为维护投资者利益撑起监管保护伞，同时也通过加强对投资者的监管来强化新三板

的机构市场特性。证监会主席刘士余 16 日在深圳的部分机构座谈会上，要求各市场机构恪尽

职守，把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本月证监会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部在 4月

中下旬召集证券公司进行座谈，重申新三板执行投资者适当性的重要性，进一步明确新三板投

资者的准入门槛，并要求证券公司对所有开通新三板合格投资者权限的账户进行严查，对新三

板垫资开户情况加以整改，清理非合格投资者。券商由此启动新一轮投资者自查，对机构投资

者的认定也更加严格。

做市热情稍有上涨，单月定增融资增长缓慢

4 月总体成交金额 162.23 亿元，环比下降 3.89%。相较 3月份，4月份的新三板市场做市

热情提高了一些，其中做市转让成交额为 100.62 亿元人民币，较 3月的 94.57 亿元有所上升。

4月拟定向发行 624 起，完成定增 301 次，完成股票发行 20.92 亿股，募集金额 125.30 亿元，

环比 3月的 121.24 亿元仅上涨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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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5 年 4月到 2016 年 4月，定增金额基本在 100 亿到 150 亿元人民币的规模区间徘徊，

挂牌企业不断增多，市场高速扩容的情况下融资规模不见迅猛扩张，主要是由于绝大多挂牌企

业成长性不够、叫停 PE 类机构的挂牌、2月以来监管层对私募基金严厉监管和市场对分层新政

采取的观望态度这四方面原因所致。近几年来都没有交投活动的挂牌企业超过挂牌总数的 70%，

这些企业本身活跃度并不高。而 2015 年新三板市场融资主力——PE 类挂牌机构，由于其火爆

的融资情况使得证监会叫停挂牌，新三板市场由此渐渐遇冷。不过 4月 29 日，证监会表示尽

快明确新三板私募机构估值等规则，以及对于私募机构挂牌新三板后续政策安排。去年私募基

金产品也是参与了大部分新三板融资，今年以来对私募基金的严格管控，加之本月拟 IPO 需清

理三类股东的消息不胫而走，五月预计会有 2000 家私募基金将被注销，新三板融资市场预计

会减少一大批投资者。分层政策迟迟未出炉，新三板企业不少暂缓融资计划，一些机构在选择

投资标的时也在不断观望，市场的参与主体们都准备等待新政一出伺机而动。

定增市场盯住文化娱乐等消费领域，华强方特成为文化产业的“独角兽”

华强方特 4月 22 日完成 12.35 亿元人民币的定增，金额为本月最大。华强方特主要经营

以文化内容产品及服务和文化科技主题公园。华强方特最初是一家数字化设备研发生产商，

1998 年进军与文化产业相关的智能化设备研发和生产。到 2000 年左右，其开发的数字电影系

统、环幕电影系统。目前华强方特拥有的品牌包括“喜羊羊”系列、“熊出没”和方特主题公

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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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二三线城市对优秀的文化产业项目的需求度高，华强方特在过去两年半中得到了各地

政府超过 50 亿元的补贴，也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来扩大自己的商业版图。华强方特此次增发

对象包括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和歌斐资产等在内的多家有

政府背景的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另外还有新华网也对其注资 7540 万元人民币。增发对象中中

比基金尤为引人注目，它是由海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股东则包括国家财政

部、全国社保基金、国开金融、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国投、喜之郎集团、比利时政府和比利

时富通银行。此次定增完成后华强方特总市值超过了 150 亿元人民币，定增募集的资金主要用

于公司主题公园布局、相关产业并购或业务拓展，归还贷款，补充营运资金等。在 4月月底，

华强文化总裁刘道强也透露出了公司的资本规划，定增融资完成后，会加快 IP 的开发和收购，

打造网络平台，向国外进一步拓展，未来要通过 IPO 或者借壳回归到主板市场。值得注意的是，

华强方特于 2014 年 4 月和 8月先后向证监会提交过在深圳创业板上市的申请，上市无果后于

2015 年底挂牌新三板。可以发现，新三板市场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一环，是主板市场很好的

补充，同样存在着价值发现的功能。

新生飞翔 4月 26 日定增 8.77 亿元人民币，金额位居本月第二。新生飞翔是以航空企业航

机资源为平台开展媒体广告及商品零售业务的综合性服务商，独家代理了海南航空、天津航空、

祥鹏航空、西部航空。分列 3-9 位的鼎讯互动、中广影视、和创科技、德泓国际、美易家、璧

合科技和亿海蓝在本月通过定增募集的金额差额不大，这些企业属于 TMT 领域，与居民的生活

消费息息相关，且大部分处于扩张期，本月定增前大都没有机构支持。对于机构来说，新三板

市场的价值洼地就存在于这些之前少有 VC/PE 介入的高成长性企业中。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38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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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期企业获得的机构支持最多，和力辰光讨天星资本“欢心”

在投资于 4月挂牌企业的机构中，深创投、上海永宣和天星资本投资的挂牌企业最多，分

别投资了 9、6、5家挂牌企业，深创投作为老牌的创投机构，其关注领域涉及 IT、通讯、新材

料、汽车制造、能源环保、化工等。被投企业大都在 2010-2013 年处于扩张期时，深创投对其

进行注资，投资额大都在 2000 万元人民币左右。上海永宣主要是在 2012-2015 年投资了偏成

熟期的企业，投资金额平均在 1500 万-2000 万元人民币。

值得关注的是，天星资本曾在 2015 年底参与了和力辰光 C轮融资，投资金额 1亿元人民

币。和力辰光先后投资出品了电影《小时代》系列、《老男孩之猛龙过江》、《归来》、《飞

越老人院》，电视剧《北平无战事》等有影响力的作品，明星投资人郭敬明也持有和力辰光 4.05%

的股份。天星资本正是看重和力辰光“IP 增值服务平台”的经营模式以及有深厚行业经验的

人，才不惜重金投资已有高估值的和力辰光。除了新三板市场存在的定价优势吸引企业纷纷挂

牌，对于和力辰光来说，选择在 4月份登陆新三板，既有望在分层制度落地前冲击创新层，还

能够借新三板之名进行媒体宣传，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新三板的“土壤”也促使企业为上市

提前做好准备，进行规范化的管理与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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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企业地区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行业覆盖面广

本月新三板挂牌企业共涉及 24 个一级行业，从总数来看，机械制造、IT、化工原料及加

工分列前三位，各完成挂牌 111、97 和 47 家企业；分别占比 18.6%、16.3%和 7.9%；其中有 VC/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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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企业共 118 家，IT、互联网、机械制造分列前三位，分别挂牌 23、19、16 家，分别占

比 19.5%、16.1%、13.6%。

本月新三板挂牌企业共涉及 27 个省，从总数来看，广东省、北京市、江苏省分列前三位，

各完成挂牌 112、83 和 73 家企业；分别占比 18.8%、13.9%和 12.3%；其中有 VC/PE 支持的企

业共 118 家，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分列前三位，分别挂牌 26、22、18 家，分别占比 22.0%、

18.6%、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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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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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5月 23 日-5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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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 博润投资 健耕医药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国内 2400 万元人民币

5月 23 日 友创资本 育果医生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5月 23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化塑汇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美元

5月 23 日 巨石创投 龙虎网 互联网 国内 161 万元人民币

5月 23 日 国道基金 桑锐电子 IT 国内 458.9 万元人民币

5月 23 日 启迪创投 房谱网 房地产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5月 23 日
上海稼沃投资有限

公司
抓钱猫 金融 国内 3300 万元人民币

5月 23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保全网 IT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5月 23 日 承阳资本 多洗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5月 24 日
光谷人才投资

湖北高投
武汉虹识 IT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5月 24 日
上海佐禾投资

高瓴股权投资
君实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国内 1.2 亿元人民币

5月 24 日 盛元智本 精通科技 化工原料及加工 国内 150 万元人民币

5月 24 日
新恒利达

广投投资
豪恩光电 机械制造 国内 375 万元人民币

5月 24 日

北汽产业投资

上汽投资

稳正资产

伯特利 汽车 国内 9451.82 万元人民币

5月 24 日
新青年资本

天使投资人
美家居 互联网 国内 1200 万元人民币

5月 24 日 浆果投资 铂澜 金融 国内 1499.98 万元人民币

5月 24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眨眼网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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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4 日

鼎晖投资

富厚投资

中城投资

信中利

上海南都

九阳股份

本来生活 互联网 国内 1.17 亿美元

5月 24 日

中国健康产业投资

基金

西凤投资

点牛金融 金融 国内 NA

5 月 24 日 启迪创投 世纪互联 IT 国内 3.88 亿美元

5月 24 日
真格基金

创新工场
淘汰郎 互联网 国内 1100 万元人民币

5月 25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付钱拉 金融 国内 3000 万元人民币

5月 25 日 暴风（天津）投资 MP&Silva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国内 NA

5 月 25 日

阿米巴资本

软银

光速安振中国创业

投资基金

嗒嗒之星 互联网 国内 NA

5 月 25 日 易和投资 兄弟连 教育与培训 国内 1亿元人民币

5月 25 日
汇博成长创业投资

远致投资
永联科技 机械制造 国内 2500 万元人民币

5月 25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招聘大师 互联网 国内 550 万美元

5月 25 日
基石资本

新鼎荣盛
中建信息 连锁及零售 国内 6208.3 万元人民币

5月 25 日
劲邦资本

浅石创投
诸葛找房 房地产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5月 25 日

中信建投资本

招商证券（原招商

国通、国通证券、

招银证券）

不公开的投资者

明曜投资

壹玖壹玖 连锁及零售 国内 1.51 亿元人民币

5月 25 日

集素资本

清科创投

掌玩互娱

童石网络

狂想网络 互联网 国内 5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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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6 日 天使投资人唐希勇 快红包 互联网 国内 200 万元人民币

5月 26 日
鼎金资本

云金融创投
云猪汽车 汽车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5月 26 日 西证股权投资 先步信息 机械制造 国内 119.93 万元人民币

5月 26 日 清科集团 11space IT 国内 100 万元人民币

5月 26 日

上海德锌股权投资

上海彬逸投资

越鸿投资

快捷快递 物流 国内 2.5 亿元人民币

5月 26 日

黑蝶资本

联想之星

原子创投

起源资本

城市传奇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5月 26 日
礼来亚洲基金

软银中国资本
360 好药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国内 1亿元人民币

5月 26 日 思科瑞新资本 世界玖玖 互联网 国内 NA

5 月 26 日 腾讯产业共赢基金 典典养车 汽车 国内 1.35 亿美元

5月 26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租租车 汽车 国内 1000 万美元

5月 26 日

天使投资人陆浩

天使投资人常卫东

斯凯投资

我奥篮球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国内 600 万元人民币

5月 26 日 高和资本 第六感别墅度假 互联网 国内 NA

5 月 26 日
清华经管加速器

天使投资人杨辉
虾 baby 互联网 国内 NA

5 月 27 日 其乐文化传播 占心 互联网 国内 100 万元人民币

5月 27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修哪儿 互联网 国内 5000 万元人民币

5月 27 日 麒麟资本 联璧科技 互联网 国内 8000 万美元

5月 27 日
万吨资产管理

凯旋创投
青芒果 互联网 国内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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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7 日 天业股份 天伟化工 化工原料及加工 国内 100.00%

5 月 27 日 劲嘉集团 吉星印务 其他 国内 70.00%

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25

本周亚洲 TOP10 并购事件

（5月 14 日-5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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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5

/2016
德国机器人制

造商 Kuka

德国 美的集团 中国 未公开 44.31 亿

20/05

/2016

五矿证券、五矿

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五矿资本

控股有限公司、

五矿与经易期

货有限公司

中国 金瑞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 未公开 28.02 亿

20/05

/2016

新 加 坡

InterOil 公司

新 加

坡

石油勘探有限

公司

澳大

利亚

未公开 21.42 亿

19/05

/2016

生物制品实验

室有限公司

英国 科瑞集团公司 中国 贝恩资本公司。英国

卫生部

11.97 亿

18/05

/2016

飞流 中国 深圳王子新材

料有限公司

中国 NQ 移动公司、北京金

鑫恒瑞投资中心

7.21 亿

16/05

/2016

加拿大埃尔拉

多黄金公司

中国 银泰资源有限

公司

中国 加拿大埃尔拉多黄金

公司

6.00 亿

17/05

/2016

浙江朱棣影视

有限公司

中国 江苏宏达新材

料有限公司

中国 程立东（音译）为首

的一批投资者

5.00 亿

16/05

/2016

平安健康云有

限公司

中国 未公开 中国 未公开 5.00 亿

19/05

/2016

塔塔通信公司 印度 新加坡科技传

媒有限公司

新加

坡

塔塔通信公司 4.71 亿

16/05

/2016

北京财富时报

地产有限公司、

北京百鼎新世

纪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中国 乐视控股（北

京）有限公司

中国 世茂房地产控股有限

公司

4.55 亿

http://stockpage.10jqka.com.cn/00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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