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 11月中国 VC市场投资规模猛增 案例数量和金额双双大幅上

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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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2009 年 11 月中国 VC市场共披露投资案例 31 起，环比上月
的 14起涨幅高达 121.4%；披露的投资金额为 1.17亿美元，环比大幅上涨 185.4%。投资
行业可谓遍地开花，五大类别均有涉及。其中广义 IT最为活跃，共有 14起案例发生，占案
例总数的 45.2%。从地区角度来看，近一半的案例发生在江浙地区，北京深圳等地紧随其
后。目前虽然临近寒冬腊月，但创投市场却是骄阳似火，这不免让我们嗅到一丝经济回暖的

气息。 
 

投资行业遍地开花 广义 IT热度不减 
 

图 1 09年 11月中国创投市场案例行业分布 

09年11月创投市场案例数量按行业分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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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11月创投市场案例金额按行业分布（US$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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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创投市场投资规模猛增，从行业分布来看五大类别均有涉及。最为活跃的仍然是广

义 IT，披露案例 14起，占合计数量的 45.2%，投资金额 4897万美元，占总金额的 41.8%。
细分行业来看，资金主要流向无线增值和半导体行业。索乐软件、掌富科技及梦网科技等无

线增值服务提供商获得了融资。值得一提的是，无线增值业近年来可谓风光无限，由于其业

务种类繁多（包括短信、手机铃声、手机游戏和手机搜索等），目标客户群体巨大，中国目

前手机用户已突破 7 亿，其中 80%都在使用该项业务，因而吸引了不少投资机构，同时也
成就了空中网、TOM在线以及掌上灵通等公司海外上市的佳话。 

 
传统行业以 8 起案例、2857 万美元的投资金额紧随其后。细分行业较为分散，然而其

中金额最大的 2笔投资仍然注入了汽车产业，延续着上月的活跃程度。披露金额最大的一笔
投资来自天堂硅谷，其与中科正方达成 1亿元金额的协议，本年度首期到位 3000万元。中
科正方是 2004年 3月，由浙江正方控股集团、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和中科院专家
共同出资成立的以生产汽车电子产品为主的高科技企业，是中国汽车总线控制系统及数字仪

表生产的骨干企业。近年来，汽车业飞速发展，然而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刚刚达到 5000万辆，
人均汽车拥有量仅为世界水平的三分之一。如此巨大的市场潜力，必然会推动整个汽车产业

的更快前进，同时也将吸引更多创投机构的关注。 
 
另外，清洁科技行业发生 2起案例，涉及金额 2520万美元，被投企业均属于环保产业。

其中德同资本向华丽环保注资，投资金额达 1350万美元。据华丽环保透露，此次融资并非
第一次赢得风投的“宠爱”， 早在 3 年前香港长江流域创业基金就为该公司注资 500 万美
元，目前双方还在保持合作关系。近年来，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环保意识不断提高，社会大

力倡导节能减排，环保领域早已成为风投的宠儿。随着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召开，环保问题

再次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同时，奥巴马的访华以及《中美联合声明》的签署在清洁能源

与气候变化领域增添了重彩，一时间，低碳经济被炒得沸沸扬扬。尽管人们在讨论低碳的时

候总不免谈到由此所带来的额外成本，但实际上，从环保行业中也蕴含了大量的商业利润等

待企业的开发。因此，清洁科技领域会吸引更多投资机构的青睐。 
 
 
 
投资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 江浙沪占据半壁江山 
 

图2 2009年11月中国创投市场各地区投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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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科数据库 2009.12                                            www.zero2ipodb.com.cn
 



 
从地域分布来看，江浙地区掀起了一阵投资热潮。本月 31 笔投资，近半数投资发生在

江浙地区，其中 7笔注入江苏，浙江上海分别融得 4笔和 2笔资金。另外，北京深圳分别有
6起、4起，延续了上月的活跃度。 

 
 

投资机构偏爱扩张期 部分投资成熟期 
 

图3 2009年11月中国创投市场案例投资阶段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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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发生的已披露投资案例中，三个阶段均有涉及。其中只有一起初创期案例；扩张

期 25 起，占总数的 80.6%；成熟期案例 5 起，占总数的 16.1%。本月创投仍然热衷处于扩
张期的企业，这类企业的产品已被市场肯定，并且开始盈利，投资风险比较平稳，因此该阶

段投资机构参与较为踊跃。而本月 5起成熟期案例大部分分布在传统行业，如传统电子以及
工业，这类企业经过多年积累，营运状况良好，收益稳定，投资相对较低，因此受到一些投

资机构的关注。  
 



       

                     中国创业投资报告系列 
 

本报告系列包括季度和年度报告。 
基于我们对700多家活跃在中国的创业投资

机构的调查，本报告内容涵盖中外资创业投资公

司基金募集、投资金额、投资阶段、投资行业等

信息，并对典型案例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和预测。

目前，创业投资研究报告系列已经成为国际、国

内投资者了解中国创业投资市场最为权威、全面

的信息来源，在市场上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很高

的知名度。  

 

    中国私募股权研究报告系列 

 

本报告系列包括季度和年度报告，反映私募

股权市场的基金募集、投资行业及案例到退出等

全方面的分析，包括详细的行业研究、案例分

析、投资环境分析等等。该报告系列同时提供了

对人民币基金、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FOF等多
个热点领域的深入分析，为业界提供专业和极具

参考价值的信息。 

 
 

    中国并购市场研究报告系列 
 
 

本报告系列包括季度和年度报告，对中国并

购市场数据进行统计、研究和分析。主要包括对

TMT、生技/健康、能源等行业领域，以及跨国
和与VC、PE相关的并购事件研究，并对并购市
场做出客观展望和预测。它向投资者与企业家提

供极富参考价值的并购市场信息和投资建议。 

 

 
 

                    中国企业上市研究报告系列 

 

本报告系列分为季度和年度报告，旨在探讨

中国企业在海内外市场的上市情况。 

它向您提供宏观经济对各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和分析，重点描述各季度、年度中国企业的海外

上市情况，包括筹资总额、发行价格、所属行业

的信息；主办承销商及有关中间机构，创投基金

所支持的企业及案例分析等等；并特别针对未来

一季度或年度可能新上市公司做出客观预测。本

系列报告是相关行业人士不可或缺的参考信息。 

 

中国专题研究报告系列 

 

清科研究中心从2009年开始推出一系列的热
点专题研究，其中包括人民币基金注册及募集研

究、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政策法规研究、直接股

权投资研究、并购基金、Fund of fund专题研究等
20多个专题研究报告。本系列报告是相关行业人
士不可或缺的参考信息。 

     

    清科数据库            

 

    清科数据库（ZDB）是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领域最为全
面、精准、及时的专业数据库，它涵盖了活跃于中国地区的创业投资与

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有限合伙人、投资机构、基金、管理人员以及其投

资组合公司信息、行业信息、政策法规、新闻资讯等几十万条信息。 

 

投资机构信息：1200+                                基金信息：    1500+ 
投资案例：    4000+                                 LP信息：     600+ 
并购案例：    2000+                                上市案例：    2000+ 
企业信息：    35000+                              中介机构信息：900+ 
投资人信息：  6000+                                企业家信息：  40000+ 
政策法规信息：3000+                                研究报告：    5000+ 
 

我们对该数据库保持着快速的更新，同时还推出在线数据库服务项

目，为订阅者客户提供及时、深入、全面的综合信息，用户可以根据需

求随时访问。 

 

   中国行业投资研究报告系列 

      行业投资研究报告系列是清科研究中心推出的
针对各细分行业研究的系列报告，包括互联网、电

信增值、新媒体、清洁科技、生技健康等二十几个

细分行业研究，研究内容包括行业市场发展现状描

述、市场主要参与者、该行业的投资、并购、上市

信息，经典案例以及重点企业分析。希望该系列报

告能够帮助投资人更好的了解关注行业的投资情

况。 

 

   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基金名录 
    《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基金名录》是根据
清科研究中心的中国创业投资公司信息库经过整

理更新实时推出的。该名录收录了遍布全国各地

600家从事创业投资的本土和外资公司，内容涉及
创业投资公司的资金总量、投资领域和阶段、单

项投资额度、主要股东、公司介绍、管理团队及

联系人，以及公司的详细通讯方式（地址、电

话、传真、电子邮件和网址）。此外，基于每年

中国创业投资年度综合排名，我们向中国创业企业推荐“Zero2IPO中国
50家活跃VC”，以方便创业企业锁定融资对象、提高融资效率。 
 

   专项研究服务 
 

为了更好的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清科研究中心针对不同行业、

不同的公司，为其量身定作提供服务，内容涉及投资组合优化、有限合

伙人投资咨询、尽职调查、区域创投投资和私募股权发展情况分析、企

业投资决策支撑、GP标杆研究、GP投资回报研究等方面。 
 

研究联系 

符星华 
Tel: +86(10)8458 0476-8073                    Mobile: +86 13811619933 
E-mail: Xinghuafu@zero2ipo.com.cn 
 

产品咨询 

张佳元 
Tel: +86(10)8458 0476-8070                     Mobile: +86 13693655569 
E-mail: zhangjiayuan@zero2ip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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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报告由清科集团清科研究中心撰写。本研究报告的最终解释权和所有权属于清科集团。本研究报告只限于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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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简介及报告说明 

 

为及时、持续和深入研究中国创投业的季度特征和发展轨迹，清科研究中心自2001年开始开展中国创业投资调

查，以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创业投资活跃的50家创业投资基金或公司为调查对象；并分别自2003年、2006年起开展中

国企业上市与中国私募股权及兼并收购调查研究服务；目前调查对象已经扩展到1000家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创业投资

与私募股权的基金或公司，以及进行相关上市与兼并收购活动的跨国或本国企业。 

 

本报告以季度调查数据为基础，为读者提供详实的统计信息、扼要分析与客观判断。本报告中的数据最多只保留

小数点后两位，因此可能出现合计百分比不等于100%或合计数与总数稍有偏差的情况，特此说明。 

 

关于清科研究中心 

 

清科研究中心于2001年11月创立，致力于为大中华区的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基金、政府机关、中介机构、创业企

业提供专业的研究报告和各种行业定制研究。研究范围涉及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新股上市、兼并收购以及高新技术

行业市场研究。目前，清科研究中心已成为中国最专业权威的研究机构。  

 

此外，本中心亦推出Zero2IPO Database（清科数据库）。本数据库收集了自2000年开始的有关中国创业投资行业

的详尽数据，包括中国并购市场、中国私募股权市场、中国创业投资市场和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等等信息。我们对该数

据库保持着快速的更新，同时还推出在线数据库服务项目，为订阅者客户提供及时、深入、全面的综合信息，用户可

以根据需求随时访问。 

 

关于清科集团 

 

清科集团成立于1999年，是中国领先的创业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领域综合服务及投资机构，主要业务涉及：领域

内的专业研究、会展、投资银行服务及直接投资。 

 

集团每年协助20多家企业完成资金募集和并购，交易金额超过2亿美元。行业涵盖互联网、通信、教育、健康医

疗、消费、零售及服务业等方面。依托于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团队、深厚的行业知识、广泛的投资人关系网络，

我们致力于为中国高成长企业提供全方位融资、并购和重组方案，帮助企业共同成就创业梦想；同时协助创投机构寻

找优秀项目，实现投资项目退出和在境内外募集投资基金。 

 

集团研究中心定期发布中国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并购及海内外上市的季度/中期/年度研究报告，是目前创

业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领域内发布报告种类及频率最多的研究中心，并掌握着领域内最全的数据库资源。我们的用户

包括国内外投资人、基金投资者、投资银行、各大券商、政府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企业家等等。另外

集团从2001年起连续发布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排名榜单，现已成为业界广泛认可的最权威的参考指标。 

 

集团现已成功在海内外举办了20多次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论坛，以及超过60期的投资俱乐部活动，每年

参会人数总合超过5000人次。由集团组织的清科创业投资俱乐部拥有200余家投资人会员及200多家企业会员，是目前

国内影响力最大的投资人及企业家交流平台，并拥有国内最强的投资人关系网络。  

 

集团于2006年募集成立创业投资基金，专注于投资具有高增长潜质中国企业。借助清科集团在国内强大的网络资

源，清科创投主要采取联合投资的方式和国内外著名创投机构投资于中后期企业，同时，以领投或联合领投的方式投

资于早期的创业企业。我们投资的行业涉及互联网、移动无线应用、数字媒体、健康医疗、能源环保、消费品、服务

业及其他新兴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