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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美国 VC投资大降温，未来风向会否变化？

2016 年刚开始，我们经历了风投界的一次高潮，随后，深入的调查显示，美国市场风投对企业

的投资热情在第二季度逐渐冷却。在 2016 年的头三个月中，风投投资案的数量上升了 36%，而

投入的资金总量却下降了 3%。

第二季度，两大指标展现出持续下落趋势。4 月，融资轮的数量同比下降 22%，融资总额总额

下降 30%。从具体数字来看，去年 4月的融资案为 302 件，融资总额 45亿美元；今年 4 月的融

资案为 236 件，融资总额 31亿美元。＞全文（猎云网)

B 轮 C 轮融资难 弹丸之国新加坡能否成亚洲创业国度？

去年，新加坡政府在美国硅谷设立 Block 71 SF，强化新加坡与美国创新生态体系的关联;同时

向伦敦学习如何将金融中心塑造成国际创业科技城;更重要的是，政府热衷于向人口只有 800

万的小国以色列“取经”。

从近期两大科技媒体 TechinAsia 和 e27 在新加坡举办的两次年度活动来看，政府的努力似乎

已有成效，除了吸引全球各地的创业者和投资人，本土年轻人的创业激情也在慢慢被点燃。

＞全文（UGV-全球创投研究院)

【国内】证监会即将推出史上最严借壳规则！

重拳出击抑制“炒壳” 借壳上市难上加难

证监会周五宣布就《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下称《重组办法》)公开征求意见，重点规

范“借壳”上市。监管层已经意识到，市场发展不断对监管机制提出挑战，特别是去年股市异

常波动后，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一些不符合标准条件的公司试图规避重组上市认定标准;由于

IPO 排队时间长，一批“红筹”企业回归 A 股，“壳”资源稀缺，炒作升温，市场热议。

对于借壳上市，证监会一直保持严格审慎的态度。此前也多次修改规则，将借壳上市标准提升

至与 IPO 等同。2014 年 7 月 11 日，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在规章层面明确借壳上市标准与 IPO 等同。＞全文（第一财经)

股权投资“裂变”：回报预期在明显下降 LP 如何选择 GP？

盛世投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姜明明表示，盛世在 GP选择上倾向于小而精的基金，因为三亿

到五亿规模的基金更容易出业绩。“美元基金 Commonfund Capital在中国首先关注的是 GP团

队是否靠谱，在认识 GP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后才可能相应地去投资。” Commonfund Capital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383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384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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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席代表李以勤说，美元的 PE、VC市场相对成熟，机构来中国投资是为了寻求更好的业

绩，所以在寻找 GP时会看团队的过往业绩，能不能做到退出后资金的收回。此外，作为机构

投资者一旦投资就是十几年，所以机构也会看重 GP有没有长远做业务的打算。

严冬傲认为，股权投资行业有两个比较大的变化，一是 GP的两极化，二是 VC和 PE 的分化。

“现在能够融资的 GP越做越大，规模一倍两倍的扩大，但融资能力弱的 GP很难融到下一轮

基金。”＞全文（21 世纪经济报道)

【国内】天使投资和早期投资进入“红海”：估值太高 B 轮退出没机会

在过去两年中，创投机构遍地开花，对项目的追求几乎达到“疯狂”的境地，投资标的估值都

成为一种“神话”，几十倍估值溢价比比皆是。

尽管在经历了 2015 年的股市异常波动之后，一级市场在 B、C、D 等轮次的投资已经有明显变

化，投资人更加理性、冷静，然而 2014 年及 2015 年上半年的天使轮和 A 轮投资却面临退出困

境。

“当时的估值太高了，现在很多项目想在 B 轮退出都没有机会。”有投资机构负责人私下承认，

一方面是当时投资的估值过高，现在愿意接盘的人出价很低；其次是有些项目在运营中出了问

题，已经无法坚持到 B轮。＞全文（河北经济日报)

警惕 PE/VC 散户化风险：门槛被降低到数十万元 追涨杀跌可行吗？

私募股权基金是一种趋势投资、未来投资，投资期间价值难以变现，投资失败的风险很高。初

学者务必对自身风险偏好和所投行业、企业、项目、管理人等有清醒认识，不要被部分互联网

平台宣扬的低门槛、高收益迷惑。

尽管用这些标准衡量，习惯于股市追涨杀跌的散户一般不应进入股权投资领域，但是随着私募

契约型基金以及所谓众筹平台的出现，私募股权基金投资门槛被降低到100万元乃至数十万元，

加之市场环境发酵，私募股权基金实际上已经批量进入普通散户视野。＞全文（中国经济网)

【募集】稼沃资本一期智能技术基金完成募集 总规模 10亿人民币

稼沃资本日前宣布，其旗下第一支人民币基金-桐乡稼沃云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稼

沃一期智能技术基金)已于 6 月 18 日完成募集及工商登记，基金总规模 10 亿元人民币，首期

关闭 5亿元人民币。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386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387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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稼沃一期智能技术基金重点关注互联网技术领域的大数据、云计算、信息安全和智能硬件等细

分子行业，基金落户在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举办地浙江省桐乡市，基石投资人为桐乡市政府

下属的投资平台。＞全文（投资中国)

【协会新闻】2016 第二次全球 LP投资策略研讨会在京成功举办

2016 年 6 月 21 日，由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主办的第二次全球 LP（有限合伙人）投资策略研

讨会在京成功举办。协会特别邀请阿纳瑞世界视野亚洲投资拓展代表团前来协会一起进行研

讨，该团成员来自加拿大、美国、巴西、阿联酋、香港等 12家投资和金融机构，包含全球 11

个主要城市，跨越四大洲，其中包括养老基金、资产管理公司、银行、私人股权基金、财富管

理、家庭财富管理等。同时协会邀请了中投公司、社保基金、国开金融、中国人寿、亦庄国际

产业投资、清控金融集团、清科投资、东方星晖、安邦、复星、中信文化旅游产业基金、渤海

华美、瀚海集团等近 20家国内知名 LP机构代表参加研讨。

这是一场非常难得的国际 LP 投资策略交流研讨活动，协会秘书长李伟群博士对来自全球不同

国家的机构代表表示热烈欢迎，接着李秘书长对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的发展历程做出简介，

并指出协会一直秉持市场化、国际化的发展目标，致力于加强国内外股权投资基金界的合作与

交流，促进全球股权投资基金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随后到场嘉宾分别对其所在机构做出简介，就目前主营业务、基金规模、全球市场布局等与大

家进行分享交流。现在中国股权投资行业迅猛发展，股权投资行业规模已快速跨越 10 万亿大

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数量已超过2万家，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企业进入投资人（LP）

行业。在我国股权投资行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要积极学习国际成功经验、引领我国 LP 行业

健康发展、促进 LP 与 GP 的良性互动。本次研讨会正是与国际 LP 专家进行交流学习的好机会，

到场机构代表纷纷发表各自在工作中的体验与经历，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代表团团长威廉·阿纳瓦提（William Anawaty）先生曾就职于美国财政部，上世纪 90 年代创

建阿纳瑞公司，并多次带团前来亚洲进行交流访问。此次来访协会，阿纳瓦提先生表示非常荣

幸，他表示代表团已经与外管局、财政部、证监会、银监会、人民银行、亚投行等中国各大机

构进行访问交流，通过此次研讨会，大家对中国股权投资行业发展现状有了进一步更深入、系

统、全面的了解。威廉先生表示，希望可以与协会建立连接，为中国和美国乃至全球股权投资

行业的合作交流搭建桥梁。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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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讨会正是与国际 LP 专家进行交流学习的好机会，到场机构代表纷纷发表各自在工作中

的体验与经历，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协会新闻】“BPEA 宏观经济分享沙龙”成功举办

2016 年 6 月 18 日下午，“BPEA 宏观经济分享沙龙“于望京绿地中心 52层.成功举办。包括协

会会员在内的近三十位投资机构代表参与了本次活动。

首先，由绿地集团华北地区市场部总裁马宁先生致辞，马总简要介绍了绿地集团的情况并欢迎

大家在更多方面与绿地集团展开合作。

随后，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秘书长滕征辉博士代表协会致辞。他简要的介绍了协会的情况

并表示将继续与绿地集团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

最后由两岸知名房地产发展专家蔡为民教授详细解析目前国内宏观经济形式，尤其是房地产行

业的情况。蔡教授结合目前境内外宏观经济形势，深入浅出的进行了分析和说明。

【协会新闻】“BPEA 新三板专委会”-文化企业路演专场成功举办

2016 年 6 月 15 日下午，“BPEA 新三板专委会”-文化企业路演专场在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大会议室成功举办。此次路演邀请到麦恩思远、卡莎慕以及优贝乐三家公司。包括协会会员在

内的近三十位投资机构代表参与了本次活动。

首先进行路演的是麦恩思远刘杰女士。作为该机构营销团队核心成员，刘女士介绍到，麦恩思

远是中国唯一一家区域移动 DSP 移动营销公司。运用大数据及技术手段可以达到高效化的广告

投放。

第二家进行路演的是卡莎慕的执行总裁李雪女士。卡莎慕是国内玻璃艺术第一品牌。拥有国内

优秀的设计团队和生产团队。通过国际合作与并购开拓了良好的国外市场。目前卡莎慕的合作

伙伴包括多家世界五百强企业。

最后进行路演的是优贝乐的创始人谢金澜女士。优贝乐是一家移植全美创造性思维游戏课程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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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群：PE 规模已达 10 万亿

3年涨十倍 确实存在野蛮成长现象

中国股权投资协会秘书长

“PE时代”泡沫加剧

2013 年之前，国内 PE行业规模不到 1万亿元，短短三年已经发展至 10 万亿元以上。这是

在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股权投资行业、推动创新驱动战略和产业转型升级战略等大

背景下产生的自然产物。

1985 年中共中央在《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首次引入了“创业投资”的提法，

该年 9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我国第一家创业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简称：中创公

司，CVIC)，但彼时无论是政策法律环境还是投资公司的专业程度都还远远不够。1992 年起，

IDG 资本等一批美元基金进入中国并担当了国内股权投资行业的主要角色。2004 年才开始有一

批人民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出现，其中绝大多数高管人员都是从中国境内的美元基金中培养历

练出来的。此后，中国股权投资行业呈现出人民币基金和美元基金“共舞”的状态。2009 年深

交所创业板开板曾一度引发了“全民 PE热”，但那时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 PE，绝大多数

没有完整规范的“募、投、管、退”业务流程，主要是在企业 IPO 之前快速抢占最后一次投资

机会，追求的是快进快退。直至 2012 年以后，国内才开始真正崛起了一批专业的 PE机构，也

才真正进入“以人民币基金为主”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快速发展阶段。

“股权投资行业的最大特点是“融资、融智、融资源”，能够帮助被投企业一起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帮助企业持续健康成长。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债权融资相比，股权融资更适合初创

期项目和中小企业。PE行业对支持国家“双创”战略，具有最直接、最高效、最稳定的比较优

势。”未来 3至 5年，中国 PE行业的规模还会高速甚至翻倍增长。

据相关统计，2005 年中国活跃的 PE 机构仅 500 家左右，而至 2014 年底中国活跃的 PE 机

构已超 8000 家。尤其 2014 年新三板全面扩容，受益于资本市场的放开、行业监管政策的逐渐

完善，中国市场已逐步迈入“PE 时代”。

如要说股权投资基金的供给端已经过剩还为时过早。但近几年来 PE行业的增长速度确实

很快，2015 年中国股权投资行业的增长速度跃居全球第一，带来的明显短板是人才短缺，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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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新成立的股权投资基金中从管理人(GP)到投资人(LP)都缺乏足够的专业性。其中出现一个

明显的趋势就是 LP管理合伙人化。以往在股权投资基金的操作流程中 LP 只负责投钱，现在很

多新进入这一行业的 LP还经常要求参与决策，不仅降低了投资效率，还可能带来判断错误。

另一类现象就是 LP与 GP 在价值判断和专业背景上完全不一致。好的 GP看中的是企业未来三

五年甚至十年以上的中长期发展，而绝大多数 LP都要求或希望三五月就决策投资、一两年就

获得高额回报。一个项目的退出周期也许要十年，但 LP 要求短期见利，这在 GP的期限管理方

面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和压力。PE 界另一突出现象是“同一投资标的可能有很多人去抢”，PE

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行业，应最大程度地交由市场去配置资源，但良好的市场纪律也是必要的。

美国硅谷的发展过程中也曾多次因投资机构扎堆而出现“价值高估”的阶段，他们的行业

大佬可能会形成共识并发声提示，也就是所谓的集体理性。国内 PE 界目前还没有这个“发声”

的角色。有人评价当下的 PE界“钱多人傻”是有一定道理的，确实存在野蛮成长现象。

这些对创业者来说将带来好坏的双重影响：好处是融资相对容易了，估值高、融资多;弊

端是初创企业最缺的其实不止是钱，还有相关资源和管理经验，绝大多数的 PE机构是无法提

供这些增值服务的。对 PE机构的明显危害，则是估值高、风险大、收益低，这类情况持续下

去，将会加剧行业乱象和加速行业分化。

中国 PE协会一直倡导“规范募集、价值投资、科学管理、多元退出”的行业发展理念，

通过多次出版更新《中国股权投资基金行业指导原则》、《中国股权投资基金手册》等引进国

际先进模式、规范业务流程，通过组织月度培训、投资系列培训、管理系列培训、退出系列培

训等普及基础知识、剖析经典案例、交流从业体会，通过每年主办全球 PE北京论坛、全球并

购论坛、全球创业投资论坛等大型国际交流活动促进国内外同业交流、分享经验体会和推动国

际合作。

私募监管呼唤“专业性”

股权投资基金从业人员的素质能力高低无法从这样的考试中全面准确的予以确定。我们作

过一些调研，主要通过中国 PE协会早在 2010 年前后就发起成立的 GPEA 全球 PE 联盟和 AVCPEC

亚太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理事会等国际行业组织，与包括已有百年以上 PE 行业发展历史的美国、

英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股权投资行业协会进行了交流研讨，了解他们对从业人员是如

何培养和行业自律的?特别是近期来访的以色列创业投资协会(IVA)会长 Oded、总部在美国华盛

顿的全球新兴市场股权投资基金协会(EMPEA)副会长 Ann Marie Plubell、耿西投资基金协会

(GIFA)董事 Russel Chan 等国际 PE专家都表示从未听说过股权投资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考试这

种做法，真是不可思议的(mysterious)。PE 可以投资不同国家、众多行业、覆盖企业成长的全

生命周期;一个投资人要经常面对千差万别的大量融资项目，如何捕捉投资机会、发现投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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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以及可能复杂多变的投后管理，都需要依据不同行业的个人经验和资源储备而快速判断，这

是非标准化的;针对投资不同行业、不同阶段、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技术优势、不同商业模式、

不同投资策略的股权投资从业人员，其素质能力很难用一组单选的机考题来准确判断。

因此，中国 PE协会也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几点建议：应立即停止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从业

人员资格考试，立即通知收回已经发出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备案的“金融机构”登记证书并

广告天下“此证作废”，备案法律意见书和募集办法应与证券投资基金区别对待等。

中国 PE协会一直呼吁和支持优化政策环境，倡导“行业自律为主、适度监管为辅”、“学

习国际经验、尊重行业规律”，此次是基于全国广大会员的普遍反映和北京、天津、上海、重

庆、苏州、杭州、广州、深圳、海南、辽宁、云南、四川等地方股权投资行业协会的一致意见，

结合近期国际同业协会交流研讨的基础上，提出“立即停止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从业人员资格

考试”建议的，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1.基于百年国际经验和 PE行业的高度非标准化特点，不应该通过简单机械的考试确认从

业人员资格。2.更不应该采取目前的这种考法，目前用大约占比 90%的证券投资基金内容考核

股权投资行业从业人员显然是不妥的。3.即使通过了这种考试，可能也无太大用途。一方面，

这种单选机考可以很好地考核一个人的记忆能力，只要年轻、会背、善考即可，但其从业经验

和资源整合能力却无法客观反映出来，很难想象投资人会把钱交给一些会背、善考的年轻人去

管理。另一方面，近来很多 PE 机构反映，参加此次考试的大多数 PE 高管大佬们的确都没通过

考试，主要是因为考试内容与股权投资实践偏差太大、工作繁忙没有充足时间复习、年龄偏大

记忆能力下降等;反而一些公司的前台、司机等都通过了，完全是因为他们年轻记忆好、时间

多、又会背善考。4.这种做法可能会“后患无穷”。现行要求是 PE 和 VC 的法人和合规风控负

责人须通过考试并获得资格证是备案的前提必要条件，一方面，如果将来很多“年轻的、外行

人”占据 PE高层，无疑对整个 PE行业都是致命的打击;另一方面，一批年轻的持证者可能成

为机构“保壳”的工具，也可能被误作他用。

2.关于立即通知收回已经发出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备案的“金融机构”登记证书并广告

天下“此证作废”的建议，中国 PE协会自 2015 年下半年开始通过在北京、上海、天津、辽宁、

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省市的集中调研发现，从 2014 年以来，已经

有一大批备案机构利用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身份、纸质证书或电子证明，故意夸大歪曲宣传，

宣称是“证监会”批准的“金融机构”，“绝对可靠、信用好”，严重误导了投资者，甚至发

生多起大规模非法集资案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引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关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也已于 2016 年 2月 5日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

干事项的公告》称取消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不再出具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电子证明，此

前发放的纸质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证书、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电子证明不再作为办理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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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明文件。但此前全国已有大约 2.6 万家私募机构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并获得纸

质或电子证书，如果这些证书不尽快收回、不公开宣布作废的话，就代表前面备案的 2.6 万家

机构是有证的，后面备案的机构都是没证的，在投资人面前和市场化竞争中必然导致了不公平，

如果将来有人继续利用这些证书做文章，也会带来不正当经营甚至非法集资的可能性。

3.更为重要的是，资深的 PE管理者需要对不同的产业门类都拥有丰富的经验，这些投资

人今年选择投资农业企业、明年投资文化项目，难道还要继续考取不同行业的资格证吗?这显

然是与国务院一直努力清理取消执业资格证书许可和认定事项的改革方向是相悖的。

更为重要的是，资深的 PE管理者需要对不同的产业门类都拥有丰富的经验，这些投资人

今年选择投资农业企业、明年投资文化项目，难道还要继续考取不同行业的资格证吗?这显然

是与国务院一直努力清理取消执业资格证书许可和认定事项的改革方向是相悖的。

“细分化”文化梯队崛起

据统计 2015 年全国成立的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规模已高达 1.5 万亿元，而且增长速度

非常快，很多省市都在规划酝酿包括文化在内的专项产业基金。这与近几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和

大力支持股权投资行业密切相关，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性政策，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多次研究

批准设立多只产业引导基金、规模已超过 5千亿元(包括 600 亿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400

亿国家科技创新引导基金等)。国家希望通过支持股权投资行业发展，运用产业引导基金的形

式、放大股权投资的资金规模，来拉动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实体经济中，用“智慧的资本”和资

本推动的方式，加速完成国家战略层面的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

文化是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一个历史文明大国。有人说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市

场经济时代忽略了文化产业发展，其实物质生活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拉动文化消费。当下，

电影、电视和体育、演出等很多文化艺术形式都成为股权投资的热点，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也促

进了文化消费，有一大批项目都实现了很好的回报，我们身边的很多投资人都很愿意参与其中。

国务院非常重视文化产业发展，大力支持文化创意、文化消费、文化贸易等，这也引起了

国际上的注意，文化交流和合作的国际投资机会大量涌现。

2015 年，细分行业基金的出现是一个亮点，大量以文化主题命名的基金涌现。中国 PE 协

会正在积极组织广大文化类 PE机构在文化产业投资专业委员会的框架下探讨行业发展趋势、

研判投资热点、分析投资价值、交流投资经验。近期中国 PE 协会将参与主办 2016 国际文化产

业投资洽谈会等一系列国际、国内交流活动。我国 PE行业已经快速走过粗放式发展阶段，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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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进入专业性、细分化方向，中国 PE协会也会积极引导广大会员机构朝着相对专业的方向长

期积累经验和发现资源。

中国 PE协会自成立起，就一直秉承“市场化、国际化、标准化”的发展原则，以培养相

关专业人员、促进境内外 PE机构合作交流、建设完善行业自律机制、推动中国股权投资行业

健康持续发展等为己任，先后发起成立了“GPEA 全球 PE 联盟”、“AVCPEC 亚太股权投资基金

协会理事会”等国际性组织，每年在国内主办和联合主办大约十个全球性股权投资行业相关大

型活动，每年数次和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瑞士、挪威、卢森堡、以色列、阿联

酋、澳大利亚、韩国、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进行互访交流、项目考察等活动，就是

希望让国内的 PE机构和企业家更快捷地对接国际、更容易地加速学习，积极引导行业往专业

化方向发展，也为国内猛增的股权投资资金尽快“落地”实体经济提供一把助力。

文章来源：金融首席观察

5 月并购市场松紧有度 IT行业掀起热潮

根据CVSource投中数据终端显示，5月份，中国并购市场宣布交易776起，环比下降16.56%，

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约 5.87%；并购交易宣布规模约为 442.6 亿美元，环比上升约 29.64%，与

去年同期相比下降约 3.90%。

2016 年 5 月，本月完成并购交易 268 起，环比上升约 19.64%，与 2015 年同期相比，数量

下降15.72%；并购交易完成规模为163.2亿美元，环比下降47.47%，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1.18%。

本月披露交易金额案例为 199 起，平均单笔交易金额为 0.82 亿美元。

就完成并购交易数量的行业分布来看，在 5 月份中国并购市场交易完成案例中，IT 行业以

完成交易案例数量 50起位居首位，占比 31.06%；互联网、制造业以完成交易案例数量 35 起、

28 起位列二、三位，占比分别为 21.74%、17.39%。就完成并购交易披露交易规模的行业分布

来看，IT 行业、医疗健康、制造业交易规模分别为 69.83 亿美元、17.62 亿美元、16.64 亿美

元，占比分别为 42.80%、10.80%、10.20%，交易规模居前三甲。

5 月份并购市场宣布交易规模小幅回升

2016 年 5 月，中国并购市场宣布交易规模回落。根据 CVSource 投中数据终端显示，5月

份，中国并购市场宣布交易 776 起，环比下降 16.56%，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约 5.87%;并购交

易宣布规模约为 442.6 亿美元，环比上升约 29.64%，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约 3.90%(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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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5 年 05 月至 2016 年 05 月中国并购市场宣布交易趋势图

从具体宣布交易案例来看，顺丰控股拟 433 亿元借壳上市成为本月宣布交易规模最大的一

笔交易(见表 1)。顺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国内领先的快递物流综合服务提供商，不仅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物流服务，也提供包括金融服务和信息服务等在内的一体化供应链解决方

案。

此次顺丰控股借壳鼎泰稀土一方面将上市公司原有盈利能力较弱、未来发展前景不明的业

务整体置出，同时注入盈利能力较强，发展前景广阔的快递物流相关业务，实现上市公司主营

业务的转型，从根本上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提高公司

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以实现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顺丰未来在中转场建设、

航材购置、信息化建设等方面也会加大投入力度，如果选择排队等待 IPO，按照正常流程需要

较长时间来完成，在申通借壳艾迪西和圆通借壳大杨创世的行业环境下，顺丰控股自然不愿意

原地等待，因此借壳相对而已成为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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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6 年 05 月中国并购市场重大进行中交易

除此以外，万达院线拟 372.04 亿元收购万达影视和美的集团拟 292 亿元要约收购 KUKA 股

份分别为本月并购市场重大进行中交易二三名。

5 月并购完成交易规模回落

从完成交易趋势来看，5 月份完成交易数量环比 4 月小有涨幅，但交易规模有所回落。根

据 CVSource 投中数据终端显示，本月完成并购交易 268 起，环比上升约 19.64%，与去年同期

相比，数量下降 15.72%;并购交易完成规模为 163.2 亿美元，环比下降 47.47%，与去年同期相

比上涨 1.18%。本月披露交易金额案例为 199 起，平均单笔交易金额为 0.82 亿美元(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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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5 年 05 月至 2016 年 05 月中国并购市场完成交易趋势图

在今年 5月份完成的重大并购交易案例中，紫光股份 23亿美元收购华三通信 51%股权和苹

果公司 10亿美元注资滴滴快的，分别位列本月并购市场完成交易规模前两名(见表 2)。

2015 年 4 月 1 日，紫光股份有限公司(000938.SZ)拟出资不低于 23 亿美元收购惠普公司

(NYSE：HPQ)控股子公司开曼华三(H3C Holdings Ltd)持有的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51%的股权。

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主要持有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H3C)100%的股权。2016 年 5 月 4

日，紫光国际对香港华三 51%的股权收购已完成交割，自此历经一年多时间的收购终于落下帷

幕。

另外一起案例则是 2016 年 5月 13 日，苹果股份有限公司(苹果公司)注资北京小桔科技有

限公司(滴滴快的)10 亿美元。滴滴快的旗下的滴滴出行在中国是一款极度受欢迎的打车软件，

基本上可以说是碾压行业鼻祖 Uber 以及其他竞争对手。其平均每天的订单约为 1100 万次，拥

有 3亿用户，并在中国 400 余座城市开展运营。更为重要的是，该服务在 2015 年完成的订单

数为 14亿次。而相比较 Uber 只在中国 60 座城市开始运营，其计划到 2016 年扩展到 100 座城

市。苹果注资滴滴一方面是看重其在国内市场的超高占有率，面对全球人口第一大国来说，方

便快捷的出行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的重点关注，庞大的市场容量无时无刻不吸引着国外投资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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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另一方面，滴滴快的通过算法深度研究加强司机的准时准确抵达目的地，提升司机和乘

客的双方体验，甚至研发新型的车辆信息管理系统来替代原始的调度系统，以便进行更好的信

息管理，体现滴滴快的在细分领域中的地位以及价值。

表 2 2016 年 05 月中国并购市场重大完成交易

IT行业并购交易数量规模均列首位

就完成并购交易数量的行业分布来看，在 5 月份中国并购市场交易完成案例中，IT 行业以

完成交易案例数量 50起位居首位，占比 31.06%;互联网、制造业以完成交易案例数量 35 起、

28 起位列二、三位，占比分别为 21.74%、17.39%(见图 3、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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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6 年 05 月中国并购市场完成交易数量按行业分布

就完成并购交易披露交易规模的行业分布来看，IT行业、医疗健康、制造业交易规模分别

为 69.83 亿美元、17.62 亿美元、16.64 亿美元，占比分别为 42.80%、10.80%、10.20%，交易

规模居前三甲(见图 4、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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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6 年 05 月中国并购市场完成交易金额按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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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6 年 05 月中国并购市场完成交易规模(按行业)

跨境并购两方面受阻 政策引导继续放宽

根据 CVSource 投中数据终端显示，2016 年 5月，中国并购市场已完成交易案例共 268 起，

披露并购交易金额约 163.15 亿美元，其中境内并购 245 起，交易规模约为 144.99 亿美元，数

量及金额分别占比为 91.42%、88.87%;出境并购 20起，交易规模约为 17.29 亿美元，数量及金

额分别占比为 7.46%、10.60%;入境并购 3 起，交易规模约为 0.88 亿美元，数量及金额分别占

比为 1.12%、0.54%(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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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国内企业跨境并购案例数及交易额均创历史新高，商业竞争忧虑也开始在欧

洲等并购目的地蔓延。近期，美的集团收购德国机器人制造商 KUKA 集团、锦江国际收购法国

最大酒店集团雅高集团近日先后遭遇德国和法国的反对声音，其中，美的集团凭借库卡集团在

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生产领域的丰富经验和完善产品线，将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并推动公司制

造升级，凭借库卡集团在工业机器人与系统解决方案领域领先的技术实力与美的在中国家电制

造、销售及市场推广方面的积累，美的与库卡集团将联合开拓广阔的中国机器人市场。但从欧

洲角度来说，德国正在试图说服欧洲一家公司对 KUKA 提出 40 亿欧元的收购要约，也是为了防

止关键技术的流失，保证多数股权在本国投资人手中。

面对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热潮，发改委或将对境外投资继续放宽管理。4 月 13 日，发改委就

修订《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直至 5月 13 日结束。

如果本次修改顺利完成，中国将进一步放宽对国内企业境外投资的限制。

图 5 2016 年 05 月中国并购市场完成交易占比图(按是否跨境)

来源：投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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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6 月 20 日-6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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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6-20

万科商业资产

IDG 资本

华住酒店

思微 金融 国内 30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0 不公开的投资者 包租婆 房地产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0 不公开的投资者 猎聘网 互联网 国内 1 亿美元

2016-6-20 不公开的投资者 麒麟财经 食品&饮料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0 不公开的投资者 绝地科技 电信及增值业务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0
谱润投资

协立投资
百瑞吉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国内 NA

2016-6-20 不公开的投资者 16Wifi 电信及增值业务 国内 3 亿元人民币

2016-6-20
洪泰基金

天善资本
三角兽科技 IT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0 赛富投资基金 简书 互联网 国内 100 万美元

2016-6-20

掌纵一创基金

钰锐投资

微漫画

全修文化 娱乐传媒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0 天府聚源创投 滋农农业 互联网 国内 3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1 不公开的投资者 前海小企贷 金融 国内 2 亿元人民币

2016-6-21 南京普之联 享钱包 金融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1 海子资产 ZMENG 众盟 IT 国内 1.1 亿元人民币

2016-6-21

上海观禾览正投资

君联资本

国科嘉和

北极光

通和资本

百年人寿

国科恒泰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国内 1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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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6-21
银泰置地

中融信托
优客工场 金融 国内 3 亿元人民币

2016-6-21 策光基金 丁丁贷 金融 国内 40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1 财通资本 大连冷冻机 机械制造 国内 58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1 不公开的投资者 刷刷手环 IT 国内 20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1 龙腾出行 悠泊科技 汽车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1 厦门鑫祥景投资 宏大爆破 建筑/工程 国内 7396.44 万元人民币

2016-6-21 不公开的投资者 微群信息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1

华盖资本

华澍资本

众造未来

蛋解创业 IT 国内 3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1 君联资本 考拉 FM IT 国内 1.7 亿元人民币

2016-6-22 不公开的投资者 名市 互联网 国内 NA

2016-6-22
宁波汇聚福辰投资

比克研究院
赛飞软件 IT 国内 30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2

海德资本

中科创投资

宁波天使引导基金

化塑汇

塑商汇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2
华扬联众

TalkingData
易赞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2 沪江 italki IT 国内 300 万美元

2016-6-22 北极光 太美医疗 IT 国内 NA

2016-6-22 隆领投资 面包求职 互联网 国内 6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2 不公开的投资者 豫便利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2 君联资本 安华金和 IT 国内 5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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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6-22

经纬中国

点亮资本

新美大

美甲帮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美元

2016-6-22 深圳五岳华诺创投 美丽修行 IT 国内 1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2

创新谷投资

松禾资本

中美创投

次元仓 互联网 国内 33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2 浙科投资 艾米机器人 机械制造 国内 8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2 北京兼程信息 宅小主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2
DCM 资本

罗莱生活
优集品 互联网 国内 2000 万美元

2016-6-22
不公开的投资者

天使投资人陈花
起子侠 互联网 国内 1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3
不公开的投资者

水木清华资本
有感科技 电子及光电设备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3 鑫根资本 乐视 VR 娱乐传媒 国内 3 亿元人民币

2016-6-23 不公开的投资者 芒果 TV 互联网 国内 15 亿元人民币

2016-6-23

引力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粉粉日记

初心客厅 互联网 国内 1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3

不公开的投资者

银杏谷资本

齐一资本

果酱音乐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3

深圳前海元亨基金

远致富海

纳兰德投资基金

睿德信投资

紫金港投资

海泉基金

Gowild 智能科

技
IT 国内 1 亿元人民币

2016-6-23
大河创投

达晨创投
双髻鲨 IT 国内 30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3 不公开的投资者 e修哥 互联网 国内 1 亿元人民币

2016-6-23 昆仲资本 小宝招商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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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6-23
成都弘俊财富成长

投资
优舍 连锁及零售 国内 2000 万元人民币

2016-6-24

盛世景

新余信德投资

深圳中亚图投资

海伦哲 机械制造 国内 8130.8 万元人民币

2016-6-24
前海方舟资产

深创投
大港股份 房地产 国内 2.2 亿元人民币

2016-6-24 烟建集团 铸源钢结构 连锁及零售 国内 100.00%

2016-6-24 广厦房地产 东金投资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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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1 日-6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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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行业 出资金额（美

元）

17/06

/2016

深圳地铁前海

国际发展有限

公司

中国 深圳万科 中国 房地产

69.19 亿

16/06

/2016

爱马仕电脑公

司

台湾 ASML 控股公众有

限公司

荷兰 科技、通

信、媒体 27.69 亿

14/06

/2016

恩智浦半导体

公众有限公司

荷兰 江淮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智路资本

有限公司

中国 科技、通

信、媒体 27.50 亿

13/06

/2016

德 国 WindMW

GmbH 公司

德国 中国长江三峡集

团公司

中国 能源，采矿

和公用事

业

18.02 亿

12/06

/2016

Welspun 可再生

能源有限公司

印度 TATA 电力可再生

能源有限公司

印度 能源，采矿

和公用事

业

13.78 亿

15/06

/2016

安徽建设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 安徽水资源开发

有限公司

中国 建造业
10.18 亿

11/06

/2016

中国城市建设

控股集团公司

中国 宝能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惠农基金

中国 建造业
9.14亿

13/06

/2016

亚洲航空 PCL 泰国 泰 国

Srivaddhanaprab

ha Family 公司

泰国 交通业

7.51亿

14/06

/2016

克尔投资控股

公司

加拿大 西王食品有限公

司

中国 消费品
7.30亿

14/06

/2016

天津利众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 河北四通新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化工
5.5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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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