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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2016 硅谷风向：生物技术、消费升级等八大领域为重头戏

品途商业评论详细分析了 2016 年的硅谷风向，如在 124 家硅谷热门的创业项目中，2016 年企

业服务领域获投项目最多，共有 44家，另外本地生活领域 18家、智能硬件领域 20家、医疗

健康领域 23家、金融领域 19家。

从品途上述的 44个知名的硅谷企业服务创业项目来看，除了数据服务领域持续火爆，占总比

的 25%外，像人力资源、安全、IT 基础和办公 OA 这些垂直领域也备受关注，分别占比 9%、9%、

9%和 6%。

在 23 家硅谷知名的医疗健康创业项目来看，除了生物技术领域成为关注的焦点，占总比的 39%

外，像数字健康、健康保健、医疗器械这些垂直领域也备受关注，分别占比 13%、17%和 8%。

＞全文（品途商业评论)

【国内】IPO 监管趋严 三成在审企业风险较大

继重组上市(旧称“借壳”)最严新规“亮剑”之后，对 IPO 的监管也将收紧。记者从多名投行

人士处了解到，多个渠道已明确传递出发行审核从严监管的信号。而就目前的 IPO 在审企业来

看，有不少申报材料质量不高。统计显示，约有 30%在审企业“风险”较大。同时，有关部门

对“IPO 审核期间企业不能引进新股东”等常见问题也进行了重点提示;并强调，审核过程中若

发现企业信息披露存在弄虚作假、误导市场或者重大遗漏，不在初审会后按要求补充或完善的，

则直接上会否决，并将对中介机构予以追责。＞全文（上海证券报)

“史上最严借壳标准”箭在弦上 A 股并购重组告别“野蛮繁荣”

6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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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擦边球”、“钻

空子”式重组明确零容忍。风向明晰，立竿见影。自重组新规公布后，已有约 40家上市公司

主动终止重组方案，其中约一半受制于重组新规。

有识之士指出，只有明晰规则、激浊扬清，A 股并购重组才能回到服务实体经济正途，也只有

如此，资本市场才能真正助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内人士表示，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

下，资本市场理应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监管层此时制定严格的重组新规，旨在正本清源，在

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推动并购重组良性发展。＞全文（上海证券报)

新三板首家私募定增募资成功 PE的春天来了？

日前，新三板挂牌公司博信资产(834395)发布成功定增的公告：发行股数总计 270.79万股，共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440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441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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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 1.52亿元，发行价格为 56.33元/股。这是 2016年以来，新三板首家通过定增成功募

资的私募机构。

博信资产此次融资成功，成今年新三板私募机构募资“先锋”，确实可喜可贺，至少在新三板

PE融资界，它就像黑暗中一道微弱之光，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希望。＞全文（新三板资本圈)

【协会新闻】“一带一路”和海外投资并购系列培训（第三期）

荷兰、乌克兰和印度并购投资专场成功举办

2016 年 7 月 22 日，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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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杰律师事务所共同举办的“一带一路”和海外投资并购系列培训（第三期）在协会会议室成

功举办。本期主题为荷兰、乌克兰和印度投资并购专场。协会秘书长李伟群博士对远道而来的

柯杰律师事务所外国法律顾问团表示热烈欢迎。

李伟群秘书长表示股权投资一定要有国际视野，从国家的政策来看，对外开放是不变的，对外

开放的程度越来越强，未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市场。在过去的 2016 年上半年，中国对外投资

并购数量大大增加，已远超 2015 年全年数量，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逐步推进，

中国的资本将继续大跨步走出去。在此大环境下，协会与柯杰全球法律联盟共同举办“一带一

路”与海外投资并购系列培训，旨在为国内的股权投资机构提供更多的帮助和参考。

柯杰全球法律联盟 CEO Rupert VÁRNAI 先生首先开始精彩演讲，他展现了欧洲视角下的“一带

一路”，结合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案例，向大家讲解欧洲各国对于“一带一路”的态度和未

来发展趋势。

接着来自柯杰全球法律联盟的荷兰、乌克兰和印度合伙人分别对各自国家法律及投资实务进行

分享。“一带一路”将为中国企业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同时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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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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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需了解的重要因素。

随后，荷兰大使馆外商投资局的沈勇先生对荷兰投资现状做出简要说明。荷兰身处欧洲前门，

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外商投资局隶属荷兰经济部，为企业提供个性化指导和咨询，包括选址、

物流方案、税收结构、工作、许可；协助提供赴荷兰设立运营机构简化及优化的解决方案。目

前，中国已连续四年成为荷兰第二大外商投资来源国，欢迎大家来荷兰投资。

http://www.chinacape.org/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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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柯杰律师事务所曹蕾女士结合实际案例，对海外并购活动中的法律事务进行精彩讲解，并

针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中的“分手费”做出相关法律介绍和实务分享。

本次培训交流活动获得参会者的一致好评！

【协会新闻】中关村国际创新周开幕暨中关村智造大街启动仪式举行

2016 年 7 月 23 日上午，中关村国际创新周开幕暨中关村智造大街启动仪式在京举行。工信部

副部长怀进鹏、北京市副市长隋振江等领导与来自国内外嘉宾 500 余人参加。

中关村智造大街位于五道口腹地，北起清华大学东门，南至成府路，全长 380 米。因周边环绕

着北大、北航、北科、北邮等高校以及中科院的部分研究所，也被称为“宇宙中心”。目前，

已经汇聚了覆盖敏捷制造、工业设计、技术研发、检验检测、小批量试制、科技服务、市场推

广的国内外企业和服务机构，包括来自硅谷的全球顶尖孵化器 Plug and Play，形成了支撑创

新企业的“北斗七星”服务链。

工信部副部长怀进鹏、北京市副市长隋振江先后致辞并分别代表工信部和北京市政府签署了共

建人工智能与智能硬件创业创新平台的合作协议。

海淀区区长于军在启动仪式上表示，“中关村智造大街”的启动是海淀区政府落实“中国制造

2025”和“互联网+”行动计划等重大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中关村智造大街将完善中关村科

技研发能力，推动核心技术的项目产业化，进而助力北京产业转型升级。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是本次活动的合作单位之一。李伟群秘书长受邀参加并在活动期间表

示，中关村智造大街将依托其独特的区位地理优势、丰富的科技资源优势以及前所未有的政策

支持优势，很快发展成为智能制造硬件领域的技术应用研讨、企业产品创新、投资咨询合作的

国际交流中心，一定会汇聚国内外的大量项目投资机会。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将发挥“市场

化、国际化”的资源优势，支持推动中关村智能制造产业基金的发起设立和积极组织现有会员

机构更加关注智造大街的投资机会，与中关村智造大街合作组织前沿技术和市场趋势研讨、优

选项目路演、投融资系列培训等一系列活动，努力实现用更多“智慧的资本”支持“智能制造

硬件”的技术研发、成果转移、推广应用和产业升级。

【活动预告】“投投适道”第四十期-精准消费和文化项目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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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与北京股权交易中心联合举办的“投投适道”第四十期-精准消费和

文化项目专场将于 8月 3日（周三）下午 14：00-16：30 举办。此次活动将有四家机构进行路

演。

项目介绍：

一.北京盛世光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项目简介

北京盛世光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信息安全领域的技术研究和产品研发工作，为公安

机关、安全部门以及军工领域提供网络安全管理工具，用于打击网络犯罪，维护国家安全。企

业 2016 年上半年营收 7500 万元，净利润 1500 万元。企业能接受 2016 年 3000 万元以及未来

两年 30%增长率的业绩对赌，市盈率在 15 倍以内，也接受并购。

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双软认证企业，新三板上市公司（证券代码：430267）。

2、市场前景

在“公共场所无线上网管控”项目中，公司拥有最多的市场份额，市场占有率居于国内同行业

第一名。

3、项目优势

公司拥有的“网络反恐技术”及“浏览器嵌入式广告发布技术”这两项创新性技术皆为国内首

创，独一无二，并通过专利技术保护，奠定了公司独有的市场竞争优势。

二、龙源创新数字传媒（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1.项目简介

公司以版权机构、杂志社、出版社、作者为正版数字内容来源，进行内容的聚合和数字化加工，

通过互联网、移动应用、大屏终端向个人、公共机构和移动运营商提供数字阅读产品和服务；

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通过移动互联网提供智能推荐服务及铺设二维码数字阅读终端等方式提

供广告和增值服务。

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双软认定企业、新三板挂牌公司（证券代码：837482）。

2.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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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阅读消费需求日益旺盛。网民规模的不断增长，带来在线阅读、手机阅读和移动终端阅读

等数字阅读消费需求的日益旺盛。

3、项目优势

公司目前主要提供数字阅读服务，包括公共文化、数字教育、个人阅读及移动运营服务等服务。

面对不同类型的客户，公司可针对性提供增值服务 ，如为特定需要的客户提供数字内容资源

包定制、期刊数据委托加工或统计分析报告等服务，用以满足客户不同种类的阅读需求。

三.好字文华

1、项目简介

好字文华是一家拥有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和专有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以“让天下没有难学

的汉字，与世界共享汉字的智慧”为使命，主要从事汉字数字化教学技术创新，以及运用自主

技术进行产品研发与销售。

2、市场前景

公司经过长达 10年的研发，拥有近 9000 汉字的全息活字库，打造出由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和专

有技构成的全新汉字数字化教学平台，设计出一系列游戏化的汉字教学用 APP，现有多款 APP

原型可供用户体验。

3、项目优势

公司拥有持续研发创新能力的罕见领衔人才，简单易行快速落地的盈利模式，研发成果得到了

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列为文化部“汉字引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点项目，还将成为国家文

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易买吧

1、项目简介

民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易买吧电商服务店项目，是针对中小实体店零售终端供应链整合

的服务提供商。帮助中小实体店整合供应链，减低供应端成本，增加实体店的服务、销售的品

类 。拓宽电商的线下推广渠道。拓宽厂家在社区的销售渠道。让电商牢牢拥有社区的实体营

销网络。

2、市场前景

全国有 43000 个乡镇，有超过 100 万社区实体店。

3、项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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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已经有收入，现金流好

团队运营能力强

报名方式： 请将个人信息按照机构-姓名-职务-手机号-邮箱的形式回复至 hli@bpea.net.cn，

报名成功以收到报名确认成功邮件为准，谢绝空降！

刘波：政府引导基金面临募资、投资、团队、

专业化、布局、退出 6大挑战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2016 年 7 月 28 日，由清科集团、投资界主办，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联合主办的“2016 中

国股权投资论坛@佛山暨金融·科技·产业融合创新洽谈会”在佛山市举行，大会将力邀佛山

当地优质企业，汇聚顶级投资机构，倾力打造投融资双方的盛世聚会。

会上，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刘波带来了主题演讲。以下为精彩观点实

录：

这两年中央政府对政府引导基金非常重视，形成了政府引导基金的风起云涌之势。深创投在政

府引导基金方面做了很长时间的探索，今天我来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深创投管理政府引导基金的基本情况

2005 年，深创投开始探索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和运作模式，作为中国政府引导基金的首创者，

目前管理了 77支政府引导基金，主要子基金，包括市级，中央、省市和区一级的，整个规模

超过 220 亿，管理的多个基金在行业内排名前列。

如今除了新疆、西藏，其他省市自治区都设了政府引导基金。深创投作为深圳市的国有企业在

2000 年成立之时，就开始从深圳走向了全国，在全国 5 个城市建立了自己的管理公司，并且按

照整个创投行业的发展规律设立了内部的管理体制，包括运作机制，走到今天形成了全国网络

的创投机构。

深创投投资比较集中的地方有：长三角、珠三角、江苏省，包括广东、华北。从 2005 年深创

投开始探索管理大型政府引导性母基金，深圳市投资总额为 1000 亿，政府引导基金也是委托

深创投进行管理。目前，深创投已经从子基金的层面发展到母基金的层面，管理的整个基金规

模达到了 1800 亿，其中政府引导的子基金有 77 支，金额为 200 个多亿，同时也包括一些政府

的母基金和一些商业化的母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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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引导基金的四大管理模式

多年来，深创投一直在探索子基金的管理模式，目前主要有四种方式：

第一，保本+固定收益。这种模式早期政府对这一块还是比较谨慎，所以很多政府都希望保本，

收取固定汇报。

第二，特殊分成。政府本着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原则，政府引导出资与深创投共同设立资金

公司。目前这种方式为主体方式。

第三，跟进投资。政府拿一部分资金出来和深创投约定跟随投资。

第四，阶段参股。由于基金年限一般是 5+2 年，或 6+2 年，政府设立了一些条款，投资前三年

或者投资五年内进行一个回购。这种方式已经在政府引导基金中采用。

母基金的 3 大发展方向+子基金的 3大转型方向

关于母基金的管理，目前我们认为发展方向有三个化：预算化、市场化和大型化。

预算化：既体现出政府母资金的出资已经纳入到政府的预算，又体现了政府的战略规划，并且

涉及到基金考核的方法。

大型化：从去年开始，深圳市政府设立的基金规模都很大。有些地方 PVP 的基金达到了几个亿。

市场化：采用委托管理的方式，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子基金转型也体现了三个化：专业化、区域化和多元化。

专业化：整个团队的建立，包括内部项目的选择，包括我的角色都是专业化的，全过程都是专

业化的，而不是基金本身投资的方向和领域是专业化。

区域化：政府引导基金可能对当地的投资有一些要求，一般是政府引导基金的两倍，对一些投

资的行业和投资的阶段也有一些要求。

多元化：如今，政府引导基金包括天使基金、创投基金、产业基金等等，甚至还包括 PVP 的基

金，进行全方位的支持，不再局限于创投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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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引导基金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募资：社会募资压力较大，政府出资 20%多，还有 70%多要通过社会募资去解决。对于专业机

构而言，如何吸引民间资本的参与是一个难题，时间久和存在风险成为很大障碍，一旦经营不

善，民营企业后续的出资就可能不到位，进一步加大了社会募资压力。

投资：投资方面主要面临着优质化项目难寻和估值高的困境。

团队：如何防止人才流失和更迭过快是首要问题。

专业化：基金管理和运作要体现专业化的特色，要配备专业化的人才，包括项目的筛选或者立

项也要采用专业化的方式。

布局：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非常不平衡，尤其区域不平衡，形势严峻。

退出：基金都有一定的期限，退出还是存在一定的困难。

最后想说，政府引导基金能形成龙头企业，带动配套产业发展，对深创投来说是很好的项目源。

我们一定会用专业化的团队管理专业的机构，真正让专业化的人发挥专业化的作用。

文章来源：投资界

清科半年报：

2016 上半年国内 PE 投资规模不减，

战略投资者和“野蛮人”开启攻城模式

清科研究中心近日发布 2016 年上半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数据统计结果。数据显示，从募

集环节来看，上半年共有 696 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募集完毕。其中已披露募集金额的 484 支基

金中，募集到位的金额共 3,236.29 亿元人民币，基金总募集金额同比增长了 6.7%。投资方面

来看，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上半年共发生投资案例 1,394 起，其中披露金额的投资事件共计

1,243 起，涉及金额 3,540.96 亿元人民币，投资案例数同比下降 4.7%，而投资总金额则同比

上升 85.9%，究其原因，是大额投资案例拉动了总投资额。在退出市场中，2016 年上半年共发

生退出事件 915 笔，同比增长 4.9%。新三板挂牌数量大幅增长，而作为退出主要方式的并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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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 事件数量则在萎缩。2016 年上半年 PE机构所投企业通过新三板进行退出的案例数共计 677

笔，占全部退出案例的 74.0%；此外，发生并购退出事件 95 笔，IPO 退出事件 75笔。

募集规模上升，大额基金募集数量抢眼

2016 年上半年 PE 机构新募集基金 696 支，其中已披露金额的基金共计 484 支，募资规模达到

了 3,236.29 亿元人民币。与去年相比，2016 年上半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虽然在新募集基

金数量方面同比下降了 47.4%，但在募集总规模方面却上涨了 6.7%。就平均募集金额来看，上

半年单支基金募集金额达 6.69 亿元，同 2015 年平均募集金额 3.57 亿元相比，上涨了 87.4%，

其重要原因是上半年募集完成的几支大额基金拉升了平均募资额。

就大额基金来看，在 2016 年上半年募集完成的基金中，一共有 106 支基金募资超过了 10 亿元，

占所有披露金额的基金总数的 21.9%，相当于 2015 年全年大额基金数量（共 153 支基金规模超

过 10亿元）的 69.3%。而这 106 支基金的募资总规模也达到了 2,439.45 亿元，占到了整个上

半年募资总规模的 75.4%，平均每支基金吸纳资金约 23个亿。这 106 支基金中有相当一部分基

金为政府部门或大型国企与社会资本联合成立的产业基金，拟投资产业包括交通运输、建筑工

程以及农林牧渔等传统行业以及医疗健康、清洁技术等新兴行业；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大型

金融机构如银行、保险、信托等也参与到大额基金的募集中来。

图 1 2016 年 H1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募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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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募集资金的类型分布来看，成长基金仍然是上半年新募集基金类型的主流，达到了 505 支。

上半年新募集的并购基金有 131 支，总规模达到 464.46 亿元，同比上升了 42.0%，投资方向主

要为医疗生物、能源和高新科技等领域。值得一提的是，新募集的基础设施基金数量虽然仅有

28 支，但总募资规模达到了 535.84 亿元，是 2015 年全年基础设施基金募资总额的两倍多，单

支基金平均募资额达到了 28.20 亿元。另外，新募集的基础设施基金多由政府和其他专业机构

设立，许多大型金融机构也参与进来，支持以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养老等为主题的 PPP

项目。

PE投资活跃度不减，大额投资案例引关注

2016 年上半年中国大陆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热情高涨，共 1,394 家企业获得 PE 融资，其中披露

金额的 1,243 起投资案例共涉及金额 3,540.96 亿元，投资案例总数同比减少 4.7%，而投资总

金额则同比上升 85.9%。上半年，超过十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投资案例高达 57 起，大额投资案例

所获投资金额占比上半年 PE总投资金额的 68.9%。其中，蚂蚁金服从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建信信托、中国人寿、中邮集团、国开金融和春华资本等投资方处一共获得 45亿美元融资，

成为整个上半年被投公司中的幸运儿；此外，苏宁云商、滴滴出行和优步所获得的大额投资金

额紧随其后，分别为 282.33 亿元人民币、43 亿美元和 35 亿美元（仅计算 PE 和战略投资者投

资额）。

图 2 2016 年 H1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情况比较

从投资案例数来看，2016 年上半年外币投资的案例数为 109 起，仅占总投资案例数的 8.0%，

人民币投资成为主流，投资案例数多达 1,285 起，占总案例数的 92.0%；从整体投资金额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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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上半年外币投资在我国 PE 市场所占资金规模为 1,285.32 亿元人民币，占整个市场投资

规模的 36.0%；而投资案例数占绝对优势的人民币投资，投资金额仅为整个市场投资规模的

64.0%，就平均案例投资额来说，外币投资依然远高于人民币投资，属于外币投资的常态。

图 3 2016 年 H1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案例数按币种分类

图 4 2016 年 H1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金额按币种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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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资策略的角度来看，成长资本依旧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占到了总投资事件的 83.6%。PIPE

投资和并购投资规模近年来持续上升，上半年并购投资规模达 186.68 亿元，相比 2015 年全年

上涨了 67.2%。从投资案例数来看，PIPE 投资在上半年共投资 170 起，是 2015 年 PIPE 投资案

例数的 72.6 %；在投资规模较大的 PIPE 投资案例中，弘毅投资联合联想控股投资了以清洁能

源为主要业务的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金额达 24.7 亿元人民币。

从投资行业来看，互联网行业依旧是目前整个市场的投资热点，在投资案例数和投资规模方面

均保持第一；上半年电信及增值业务所获投资额排第三位，其中，移动互联网行业获多笔大额

投资，如滴滴出行、宜通世纪、微盟等。此外，IT、生物健康/医疗健康、机械制造、金融、

娱乐传媒等行业依旧是市场的投资热点。在机械制造领域，投资热点已由传统工业机械制造企

业转向具有高科技技术含量的高精尖制造企业；行业门槛提高，所需资金体量增大，也正是这

一行业逐渐与 PE机构结合的重要原因。生物技术/医疗健康作为热点行业，其获投案例数量在

上半年排第三。其中，医疗设备的制造与生物工程技术的研究是两大热点投资领域。房地产行

业在降准、下调首套房首付比、上调公积金存款利率、调整公积金缴存比例等利好政策的推动

下，正在积极实现“去库存”的目标，从上半年的 26 笔房地产投资来看，总投资规模达 106.25

亿元，平均单笔投资额达 4.09 亿元。从行业所获投资额来看，上半年房地产行业所获投资金

额 237.91 亿元，与 2015 年投资情况基本持平。此外，娱乐传媒行业的投资案例数达 91个，

仅次于金融行业，说明我国的娱乐传媒行业具有良好的投资前景。

图 5 2016 年 H1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一级行业投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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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6 年 H1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一级行业投资分布

2016 年上半年，北京地区投资案例数及投资金额均名列第一，上海和浙江紧随其后，发达省份

依然受到投资者青睐。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依旧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从投资集中领域来看，北

京地区所获投资集中于 TMT 行业，而东南沿海地区的投资热度则集中在金融、房地产、互联网、

机械制造、娱乐传媒等领域。



中国 PE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15

图 7 2016 年 H1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投资地域分布

图 8 2016 年 H1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投资总额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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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挂牌数量增加，并购和 IPO 退出事件数量减少

本年上半年 PE市场共发生退出案例 915 笔，约为去年上半年退出案例数的二分之一。其中 PE

机构所投企业通过挂牌新三板进行退出的案例共 677 笔，占比 74.0%。受 IPO 审核收紧的影响，

IPO 退出事件数量减少。根据清科集团私募通统计，上半年 PE 机构所投企业 IPO 案例数仅有

75 笔，占整个退出事件案例数的 8.0%。2016 年上半年一共发生并购退出 95 起，占整个退出事

件案例数的 11.0%。2013 至 2015 年并购退出案例数分别为 62 笔、68 笔和 276 笔，已经连续三

年保持上升趋势。2015 年并购退出案例数涨幅明显，重要原因之一是去年年中时 IPO 暂停导致

了新三板及并购市场的蓬勃发展。今年上半年，虽然 IPO 已经恢复，仍然发生了 95起并购退

出事件，说明整体并购市场依然保持较高热度。

随着我国多级资本市场股权交易平台的建立以及完善，对于整个 PE市场行业的发展是绝对利

好的。未来更加通畅的股权资本转让系统将有助于提升整体 PE市场的流动性。中国资本市场

的好时代或已将至。

图 9 2016 年 H1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退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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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16 年 H1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退出方式分布

来源：投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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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7 月 25日-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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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7-25 不公开的投资者 砺石商业评论 金融 国内 2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5
不公开的投资者

多牛资本
吃几顿 互联网 国内 5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5
点亮资本

中原证券
飞轮威尔 机械制造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5 亿联资本 牛客网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5
贵州贵安金融投资

融玺创投
白山云科技 互联网 国内 1亿元人民币

2016-7-25

鼎晖投资

中信建投资本

金石投资

优必选科技 机械制造 国内 1亿美元

2016-7-25 瑞信投资 天劲股份 电子及光电设备 国内 989.52 万元人民币

2016-7-25
汉理资本

艾瑞资本
神居动漫 娱乐传媒 国内 1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5

中搜创投

鼎锋资产

同创伟业

光大控股创投

赛欧必弗 电子及光电设备 国内 40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5

顺融资本

高平聚能资本

中证金葵花

利和兴 机械制造 国内 11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5 科锐创投 和顺科技 化工原料及加工 国内 455 万元人民币

2016-7-25 星河互联 锅否 互联网 国内 34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5 德商投资 手趣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5 天使湾创投 贝多多 金融 国内 5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5 升华拜克 星路天下 娱乐传媒 国内 20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5 六禾投资 晶品新材 电子及光电设备 国内 285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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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7-26 三星电子 比亚迪 汽车 国内 30 亿元人民币

2016-7-26 和君资本 知子花 教育与培训 国内 15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6 不公开的投资者 户外星球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6
柚子投资

软银中国资本
工资钱包 金融 国内 2亿元人民币

2016-7-26 谷旺投资 沃福枸杞 食品&饮料 国内 7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6 不公开的投资者 活动家 互联网 国内 1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6 西藏猎鹰天使创投 顺天道传媒 互联网 国内 1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6 北京青山绿水创投 A4漫业 娱乐传媒 国内 450 万元人民币

2016-7-26 粤科金融 乐派网 互联网 国内 NA

2016-7-26 天使投资人 游游铺子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6 招商致远资本 白龙马 互联网 国内 NA

2016-7-26 社保基金会 博思软件 IT 国内 1997.28 万元人民币

2016-7-26 沪江 海风教育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6

乐搏资本

松禾资本

千合资本

高沣投资

东方富海

幸福投资

一禾美云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6 华夏海纳 天迈科技 电子及光电设备 国内 1136 万元人民币

2016-7-27 佳禾集团 国泰慧众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国内 30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7 赛马资本 必肯科技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7 中路资本 够近智慧社区 互联网 国内 1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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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7-27

复思创投

阳光保险

海通开元

弘成科技 教育与培训 国内 NA

2016-7-27
盈信投资集团

深圳汉晨投资
阿卡索 教育与培训 国内 31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7 源码资本 海那边 互联网 国内 30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7
东方创投

光大资本
博信资产 金融 国内 4000.14 万元人民币

2016-7-27
神州泰岳

天鸽互动
图腾贷 金融 国内 20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7
险峰长青

分期乐
钱到到 金融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7

顺融资本

合力创投

复思创投

工品汇 互联网 国内 60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7
云启资本

晨兴资本
CloudIn 云英 IT 国内 40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7 高榕资本 老虎科技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7 酉金资本 捞月狗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美元

2016-7-28
挚信资本

风云天使
品玩 娱乐传媒 国内 30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8 考拉资本 圈子账本 金融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8 京北投资 新知点文化 金融 国内 240 万元人民币

2016-7-28 吉林养老基金 宜家清洁
居民服务和其他

服务业
国内 1039.5 万元人民币

2016-7-28 建银国际 伟东云教育 教育与培训 国内 4亿元人民币

2016-7-28 安丰创投 川山甲
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
国内 60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8

北京华升基金管理

北京美帆房地产开

发

财蜂发财树 金融 国内 1亿元人民币

2016-7-28

东方华盖投资

上海清科华盖投资

管理

何仙姑夫 娱乐传媒 国内 2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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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7-28 微视在线 清显科技 IT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8 山行资本 车云网 娱乐传媒 国内 NA

2016-7-28 山南硅谷天堂投资 新视野
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
国内 2049.4 万元人民币

2016-7-28 不公开的投资者 趣探保 金融 国内 1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8 不公开的投资者 车致意 汽车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8

弘帆创投

天使投资人席时伟

天鸽互动

美图

国金鼎兴

美丽元 互联网 国内 1亿元人民币

2016-7-28

新余永桐投资

中信国安创新基金

印纪传媒

分众传媒

英雄体育 互联网 国内 6.4 亿元人民币

2016-7-28

如山创投

北极光

招商致远资本

镭神智能 机械制造 国内 100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9

北汽产业投资

惠和投资

亳州创新创投

丰电科技 机械制造 国内 4590 万元人民币

2016-7-29 爱酷游 左耳社交 互联网 国内 1000 万元人民币

2016-7-29 大简投资 特思达 电子及光电设备 国内 450 万元人民币

2016-7-29

虎珀基金

中民资本

上海敦鸿资产

汉理资本

易泽资本

嘉鸿壹号创投

汇量网络 互联网 国内 3.17 亿元人民币

2016-7-29 爱酷游 口贷网 金融 国内 1亿元人民币

2016-7-29 知合科技 玉龙钢管 能源及矿产 国内 16.92%

2016-7-29 黔城聚义 贵材科技 化工原料及加工 国内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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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7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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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7

/2016

安谋国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英国 软银集团公司 日本 科技、媒体

和通信

310.18 亿

21/07

/2016

久益环球 美国 小松制作 日本 工业化工 37.38 亿

21/07

/2016

新加坡

InterOil

Corporation 公

司

新加坡 埃克森美孚公司 美国 能源，采矿

和公用事

业

23.82 亿

18/07

/2016

湖南省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吉

祥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等

中国 湖南华菱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 金融服务 20.50 亿

17/07

/2016

ADAMA 农业解决

方案有限公司

以色列 中国化工集团公

司

中国 工业化工 14.00 亿

20/07

/2016

新加坡地铁公

司

新加坡 淡马锡 新加坡 交通 13.70 亿

18/07

/2016

山西新华化工

有限公司

中国 四川北方硝化棉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化工 13.30 亿

16/07

/2016

福建同源文化

古镇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

中国 山西安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 休闲旅游 6.46亿

18/07

/2016

中国 Opera 软件 中国 昆仑万维、奇虎

360、金砖丝路基

金

中国 科技、媒体

和通信

6.00亿

20/07

/2016

国药控股北京

有限公司

中国 中国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 商务服务 4.16亿

http://stockpage.10jqka.com.cn/002180/
http://www.baidu.com/link?url=yT8zhicI2q0OchSsY9RfwTGyM95oyIvU2P3AXIwQAujOJ5ZYGOE3BRs3CelGPQKl3JZ1b0LiXjv6Geb-lCAE3veu1abIwJNIidhEnzQ9fwK
http://www.baidu.com/link?url=yT8zhicI2q0OchSsY9RfwTGyM95oyIvU2P3AXIwQAujOJ5ZYGOE3BRs3CelGPQKl3JZ1b0LiXjv6Geb-lCAE3veu1abIwJNIidhEnzQ9fwK
http://www.baidu.com/link?url=RU1IHs6rv31iAkcNMdsE8EGQPkr03OOTCrm87SI73My
http://www.baidu.com/link?url=RU1IHs6rv31iAkcNMdsE8EGQPkr03OOTCrm87SI73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