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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资市场同比回升 

新消费交易数量增长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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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资市场

• 2021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新成立基金数量、认缴规

模同比分别增长73%、120%，数量规模双上扬， 募资

市场呈回升趋势；

• 引导基金“下沉式”爆发，多地市、县级地方政府设立

百亿级母基金；

• S基金蓄力爆发 北京地区频频传来利好消息；

投资市场

• 2021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投资数量同比稍有下滑；

投资总规模同比增长52%，单笔均值创新高，重金砸向

一线项目；

• VC/PE市场上53%的资金来自9%的头部机构，领头羊

作用愈发显著 ；

• 科技、医疗投资依然火爆，新消费及电商火力全开；

• 新消费领域交易数量同比增长140% ，电商行业单笔均

值翻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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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成立基金数量规模同比双上扬

• 浙江新设基金数量活跃态势，领跑全国

• 引导基金“下沉式”爆发

• S基金蓄力爆发 北京地区传来利好消息

• 人民币基金&外币基金完成募集案例



新成立基金数量规模同比双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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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新成立基金累计3521支，同比涨幅73%，其中1月、5

月新成立基金共计1641支，占本期总数近半。

• 2021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新成立基金认缴规模2509亿美元，同比骤增超120%。

政策红利加上国内强有力的疫情防控成果，上半年募资市场呈回升趋势。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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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上半年，1941家VC/PE机构完成基金新设，26%的VC/PE机构新成立基金

数量在2支及以上，超过11支基金新设立的机构不到1%。市场上还是成立一支

基金的机构占主力达74%。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7



浙江新设基金数量活跃态势，领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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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上半年共计32个省市区（含港澳台）完成基金的新设立，以工商注册

地进行分类，上半年浙江、广东、山东新成立基金位居全国前列，均超过

500支新基金的设立。另外江苏、江西、福建、上海、天津、湖南、安徽

上半年新设基金相对活跃，数量在50支以上。

• 如下图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注册基金数量Top10地区合计设立2534支

基金，占全部的72%，为募资市场带来更多的“活水”。

投中研究院，2021.7

投中研究院，2021.7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2021上半年新成立基金地区活跃度Top10（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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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上半年新成立基金超100支的城市分布（支）

• 2021上半年深圳、青岛、嘉兴新设立基金均超200支以上，活跃度分别蝉联

全国Top1-3，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加上基金小镇的加持，成功成为各机构

设立基金的火热首选地。

• 上半年珠海、苏州、杭州、淄博也相继发力，新设立基金均超过100支以上。



引导基金“下沉式”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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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上半年全国各地新设引导基金/母基金（部分）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7

• 2021上半年各地引导基金加速设立，据不完全统计共计52支引导基金相继在

各地设立，其规模都不小，而且呈现地域、行政级别下沉的趋势，多地市、

县级地方政府传出设立百亿甚至以上规模母基金的消息。

• 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股权投资和母基金的重要性，纷纷出台让利

政策、奖励措施来保证能够发挥引导基金的作用。以苏州天使母基金为例，

今年1月份成立，首期规模60亿元，短短4个月，截至5月底，共有22支子基金

通过投决，总认缴金额17.09亿元，子基金总规模近60亿元，堪称“苏州速度”。

从近两年苏州在募资市场的活跃程度也能体现政策红利带来的效应。

基金名称 基金规模 管理机构 投资策略

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500亿元 国开投资 重点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核心

云南省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亿元 云投基金

重点投向云南省国企资产证券
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等领域

朔州市华朔金石能源产业转型
母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亿元 金石投资

重点围绕全市优势产业以及新
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

兴产业进行投资

淄博龙门新兴产业发展母基金 100亿元 未披露

围绕淄博产业布局和要求，尤
其重点布局淄博优势产业和11
条“新赛道”处于快速成长期的

高科技企业

东莞市新兴战略性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亿元 东莞金控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
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
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领域

溧阳市政府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00亿元 香樟创投
围绕溧阳市储能产业、智能网
联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开展

投资

常州天使引导母基金 60亿元 未披露

主要投向常州市“253”优势产
业集群和集成电路、工业机器
人、生物医药5G通信等八大

高成长性产业链企业

苏州天使投资引导基金
（有限合伙） 60亿元 苏州天使创投 助推苏州初创期中小企业和项

目快速成长

徐州市政府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45亿元 徐州产业发展
基金

重点布局该市六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领域



S基金蓄力爆发 北京地区传来利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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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7

投中研究院，2021.7

基金名称 管理机构 募集规模 备注

光大控股首支S基金 光大控股 10亿元 光大控股、光大永明人寿共同出资，
险资LP

远见接力创投S基金 中关村创投 5亿元
（首期）

主要投向高精尖产业领域的私募股权
基金二手份额

齐信产融S基金 未披露 未披露
中国首支由地级市发起设立的S基金，
将进一步优化淄博的创投环境，丰富

与完善淄博产业金融体系

2021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S基金开始募集重点案例

基金名称 管理机构 募集规模 备注

Coller International Partners 
VIII 科勒资本 90亿美元

专注于各类私募股权二级交易，面向
全球各地的资产和卖方，单笔交易投

资规模可达10亿美元
Crown Secondaries Special 

Opportunities II LGT资本 60亿美元 将为中国的LP和GP在退出方面提供更
多选择和流动性解决方案

Crown Global Secondaries V

汉领S基金五期 汉领资本 39亿美元 重点转向不断发展中的S基金

华盖资本S基金 华盖资本 8亿人民币 第一只人民币架构的重组接续基金

2021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S基金完成募集重点案例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2021年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迎来S基金异常火爆的场景：

• 1月：新兴基金旗下S基金完成与中广源商基金签约仪式；

• 2月：科勒资本成为首家在京落地的外资S基金管理人；汉领S基金五期募集完成；

• 4月：不惑创投人民币基金转美元基金重组；

• 5月：LGT资本成功募集双S基金，华盖资本S基金募集完成，齐信产融S基金-中国首支由

地级市发起设立的S基金，君联资本正式对外宣布完成2.7亿美元医疗续期基金交易；

• 6月：北京第三只S基金落地，光大控股首支S基金成立，深创投S基金和越秀产业基金S基

金先后分别参与了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基金的份额受让投资；

为什么S基金表现如此活跃？

• 市场的需求-前几年高峰期成立的基金分别到了清算期和退出期，原LP的份额需要转让，

S基金的机会就来了，基金到期做基金重组，基金接续等交易。

• 政策利好-6月25日，在北京《关于推进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

见》指出，在支持设立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中提出鼓励现有母基金引入S策略，参与受

让在北京股权交易中心份额转让试点转让的优质基金份额或已投项目股权。



人民币基金完成募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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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人民币基金完成募集重点案例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7

基金名称 管理机构 募集规模 投资策略

盈科科创产业基金 盈科资本 100亿元 深度聚焦生物医药与硬科技等核心
领域

晨壹并购基金 晨壹投资 68亿元 聚焦医疗与健康，消费与服务，科
技与制造三大领域

普洛斯中国收益基金II 普洛斯 58亿元
投资于长三角、华南、中西部等8个
核心物流枢纽城市的13处完工且稳定

运营的高标准现代物流基础设施

深圳市达晨创鸿私募股权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达晨财智 超55亿元

（首关）

投资智能制造、医疗健康、新一代
信息技术、大消费和企业服务、文

化传媒、军工六大赛道

中金启德基金 中金资本 超42亿元
（二次关闭） 聚焦新药公司

和利资本新一期人民币基金 和利资本 近35亿元 专注半导体领域的中早期投资

GGV人民币二期基金 GGV纪源资本 34亿元
持续助力中国市场的优质创业者，

覆盖具备增长潜力的早期、成长期、
及中后期全阶段创新创业企业

鼎一投资新一期困境资产重
组并购基金 鼎一投资 30亿元

（首次交割） 未披露

启明创投第六期人民币基金 启明创投 28.52亿元 持续发力TMT及医疗健康两大领域

阿斯利康中金医疗创投基金 阿斯利康 22亿元
（首关）

投资中国创新药、医疗器械、诊断、
生物科技、AI服务等其他生态圈业务

华映资本六期人民币基金 华映资本 21.20亿元 投资于新消费和科技领域

五源资本新一期人民币基金 五源资本 超20亿元 未披露

惠每资本一期人民币基金 惠每资本 超20亿元
（首关）

投资领域包括生物技术、医疗服务、
医疗器械、医疗信息化等

远翼二期人民币基金 远翼投资 20亿元 聚焦科技、医疗、消费三大领域

海松科创硬核科技投资基金 海松资本 20亿元 聚焦硬核科技领域

鼎晖夹层IDC基金 鼎晖资本 20亿元 国内第一支完成募集的专注于IDC行
业投资的人民币基金



人民币基金完成募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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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人民币基金完成募集重点案例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7

基金名称 管理机构 募集规模 投资策略

毅达健康成果贰号基金 毅达资本 15.57亿元 主要投资于大健康、生物医药、医疗
器械、医疗服务和医疗信息化等领域

金丰博润（厦门）股权投资基金 博润资本 15亿元
（首关） 投资供应链、物流、消费升级等领域

青岛尚颀汇铸战新产业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尚颀资本 15亿元

（首关）

重点关注汽车电子、新能源、智能网
联、出行服务及与汽车产业链相关的
新材料、半导体、信息安全等领域

一村资本首期新基金 一村资本 15亿元
（首关）

重点关注医疗大健康、TMT及文化服
务、集成电路半导体、新一代信息技

术、智能制造及新能源等领域

恒信华业VC基金 恒信华业 10.7亿元
以ICT产业为投资主轴，重点关注通
信、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新材料

等领域

青松四期基金 青松基金 10亿元 持续聚焦新科技、新消费领域

盈科资本新一支基金 盈科资本 10亿元 未披露

不惑二期人民币基金 不惑资本 8.18亿元 未披露

清新资本二期人民币基金 清新资本 超6亿元
（首关） 聚焦消费科技和循环经济

倚锋向康医疗基金 倚锋资本 6亿元 聚焦原创新药及高端医疗器械领域

招商公路科技创新产业基金 招商创投 5亿元
（首关）

主要投资于智慧交通、新基建、前沿
科技等领域的优质项目

曦域资本三期人民币基金 曦域资本 5亿元
（首关）

投资金融科技和信息技术、数据智能
等领域

中电科合肥基金 中电基金 3.02亿元 重点投向封装与电子功能材料及装备
等领域

天鹰资本智能制造产业基金三期 天鹰资本 超3亿元 投资工业互联网、智能汽车、半导体
产业链三个重点赛道

一村昂立教育产业基金 同威资本 未披露（首关） 聚焦素质教育、职业教育、K12教育
区域龙头和教育科技产品

高瓴创投人民币基金 高瓴创投 未披露 未披露

探针新医疗基金 探针资本 未披露 聚焦医疗健康与生命科技领域的成长
期项目



美元基金完成募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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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美元基金完成募集重点案例

基金名称 管理机构 募集规模 投资策略

KKR美元亚洲四期基金 KKR 150亿美元 专注于亚太地区私募股权投资

KKR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基金 KKR 39亿美元
关注包括废物、可再生能源、电力
和公用事业、电信和运输等基础设

施领域

五源资本新一期美元基金 五源资本 超17亿美元 未披露

KKR亚洲房地产基金 KKR 17亿美元 重点关注商业、办公、长租公寓和
物流地产等投资领域

GGV Capital VIII GGV纪源资本 14.64亿美元 支持处于各成长阶段的初创企业

源码资本新一期美元基金 源码资本 10亿美元
持续在To B的智能制造、机器人、
企业服务等领域，To C的新消费内

容、平台渠道领域深耕投资

新宜中国开发基金 新宜中国 10亿美元

投资位于中国具有强劲生产活动和
消费需求的1线、1.5线和部分2线城
市的领先高标准物流基础设施开发

项目

Asia Partners IV 奥博资本 8亿美元 主要投资中国和印度市场，覆盖医
疗健康的各细分领域

厚生投资第三期美元基金 厚生投资 8亿美元 专注于中国食品消费领域

众为资本新一期美元基金 众为资本 超7亿美元 继续布局于科技+产业、科技+消费
以及科技+出海三大领域

GGV 启航基金三期 GGV纪源资本 6.1亿美元 对处于发展初期的全球创业者进行
投资

日初资本美元基金一期 日初资本 6亿美元 专注消费产业投资

基汇成长股权基金I 基汇资本 4.3亿美元 未披露

海松硬核科技美元基金 海松资本 4亿美元 聚焦硬核科技领域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7



外币基金完成募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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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美元基金完成募集重点案例

基金名称 管理机构 募集规模 备注

GGV Capital VIII Plus GGV纪源资本 3.66亿美元 对GGV Capital VIII, L.P已投公
司追加投资

TR资本第四期基金 TR资本 3.5亿美元 超募

长岭三期美元基金 长岭资本 超3亿美元
广泛地投资于大健康和老龄化领
域，大部分资金将专注于早期与

成长期的投资机会

靖亚资本二期美元基金 靖亚资本 1.2亿美元 企业服务领域

耀途资本二期美元基金 耀途资本 1.2亿美元 超募

不惑一期美元基金 不惑创投 1.15亿美元 /

线性资本首支美元跟投基金 线性资本 1亿美元
重点关注「数据应用」、「数据
基础设施」和「前沿科技 」应

用领域的早期项目

GGV Capital VIII 创业者基金 GGV纪源资本 8000万美元 旨在延续纪源资本在全球建立、
拓展创业者群体的传统

惠每资本一期美元基金 惠每资本 未披露（首关） 投向早中期的生物技术、医疗器
械、医疗数字化、医疗服务

高瓴创投美元基金 高瓴创投 未披露 /

盈科资本三期美元基金 盈科资本 未披露 将在全球市场布局生物医药产业
前沿项目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7

基金名称 管理机构 募集规模 投资策略

凯辉创新基金二期 凯辉基金 6.5亿欧元

深入挖掘数字创新、医
疗健康、大消费和企业
服务等领域中具有发展

潜力的初创公司

2021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欧元基金完成募集重点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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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笔均值创新高，重金砸向一线项目

• 头部机构领头羊作用愈发显著 

• 腾讯、红杉中国各阶段投资均非常活跃 布局产业上下游

• 一线地区持续引领投资市场

• 科技、医疗投资依然火爆，新消费及电商火力全开

• 新消费领域交易数量同比增长140%  投资阶段偏早期

• 电商行业单笔均值翻两倍 经纬中国半年内出手八次

• 热门赛道重点融资案例（芯片&医药）



单笔均值创新高，重金砸向一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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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投资数量3017起，同比稍有下滑；上半年投资总规模

为973亿美元，同比增长52%。因2020年上半年疫情突然爆发，VC/PE投资市场

交易达到冰点，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下，2021上半年交易规模有所上涨也在

情理之中，但与2018年相比还是存在一定差距。

• 2021上半年大额交易（交易规模≥ 1亿美元）共计发生178起，占本期交易总量的

6%，对应交易规模为425亿美元，占本期交易总规模的44%。

• 2021上半年平均单笔交易规模为3,224万美元，同比增长62%，创近三年新高。

• 从以上数据可看出，投资市场活跃度下降，VC/PE机构趋谨慎，重金砸向一线项

目，更注重优质项目的投资价值。

交易规模区间 >20亿美元 10-20亿美元 5-10亿美元 1-5亿美元

案例总数量（起） 2 3 15 158

代表案例

($2.76B)

($2.45B)

($1.80B)

($1.50B)

($0.75B)

($0.81B)

2021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大额投资交易案例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7

7,449 

6,857 

4,770 

4,129 

3,215 

4,606 

3,017 

1,358 1,107 872 960 639 1,087 973 

1,823 1,614 1,830 2,326 1,987 
2,361 

3,224 

18H1 H2 19H1 H2 20H1 H2 21H1

2018年-2021上半年中国VC/PE投资市场概况

投资案例数量（起） 交易总规模（亿美元） 单笔均值规模（万美元）

($1.32B)

($0.87B)



头部机构领头羊作用愈发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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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析头部机构在VC/PE市场的投资贡献值，本次选取2018年-2020年入选投中榜单机构进行研究，

具体包括中国最佳创业投资机构TOP100、中国最佳私募股权投资机构TOP100、中国最佳早期创业投

资机构TOP50，据此分别对不同年度“TOP250”在当年投资市场的数据进行计算，由于2021年度榜单暂

未发布，2021H1“TOP250”沿用2020年榜单评选结果，数据显示：

• 2021上半年，“TOP 250”旗下共计529个投资主体参与投资，市场总投资主体6173

个，“TOP 250”投资主体占比9%。这意味着上半年VC/PE投资市场，占比9%的头

部机构为51%的企业提供了53%的资金支持，由此也可看出市场上一半的项目和热

钱都集中在这9%的头部机构手中。与往年相比，2021上半年头部机构交易数量增

长明显，首次超过市场交易总量50%，占据半壁江山。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7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7

1,035 769 852 
513 

1,430 

1,063 874 

460 

42% 42%
49%

53%

2018 2019 2020 2021H1
Top250投资规模（亿美元） 其他机构投资规模（亿美元） 市场覆盖率

5,293 
3,293 2,464 1,529 

9,013 

5,606 
5,357 

1,488 

37% 37%
32%

51%

2018 2019 2020 2021H1
Top250投资数量（起） 其他机构投资数量（起） 市场覆盖率

2018年-2021上半年“Top 250”投资数量及市场覆盖率

2018年-2021上半年“Top 250”投资规模及市场覆盖率



VC市场项目投资均值增长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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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上半年，VC市场（包含早期）投资数量占比76%，与前两年相比基本持平，

市场维持稳定。上半年VC市场（包含早期）投资规模占比47%，比去年高出10%，

在VC市场投资数量持平的情况下，总规模升高，明显VC市场的均值普遍上升。

• 从下图单笔均值数据来看，也印证了上述结论-VC市场项目普遍变贵，同比增长

71%，而上半年PE市场单笔均值增长速度放缓。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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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7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7

2018年-2021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投资均值（$M)

2018年-2021上半年中国投资市场投资阶段交易数量分布

2018年-2021上半年中国投资市场投资阶段交易规模分布



腾讯、红杉中国各阶段投资均非常活跃 布局产业上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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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上半年早期市场投资活跃机构有真格基金、腾讯投资、险峰K2VC等，VC市

场较活跃机构有红杉中国、腾讯投资、经纬中国等，PE市场较活跃机构有腾讯投

资、中金公司、深创投等。

• 值得注意的是，腾讯保持着一贯的投资风格，布局全生命周期项目，另外红杉中

国也同时在早期、VC及PE市场均表现非常活跃，参与整个市场投资各阶段。此外，

另外一家值得关注的CVC为字节跳动，上半年重点投资VC市场项目达19起。

2021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各投资阶段活跃投资机构

注：颜色深浅表示数量多少，颜色越深，表示投资数量越多。各轮次投资活跃度差
异较大，其中早期市场（种子&天使）活跃GP投资数量在5起及以上，VC市场（A～
C轮）活跃GP投资数量在25起及以上，PE市场（D轮及以后）活跃GP投资数量在9
起及以上。

交易轮次 数量分布

种子&天使

真格基金 梅花创投 德迅投资

腾讯投资 顺为资本 IDG资本

险峰K2VC 高瓴创投 英诺天使基金

红杉中国 尚承投资 深创投

高榕资本 火山石资本

A～C

红杉中国 IDG资本 源码资本

腾讯投资 同创伟业 毅达资本

经纬中国 五源资本 启明创投

高瓴创投 顺为资本 光速中国

深创投 东方富海 鼎晖投资

纪源资本 达晨 CPE源峰

D轮及以后

腾讯投资 中金资本 奥博资本

中金公司 恒健投资 启明创投

深创投 高瓴投资 嘉实资本

红杉中国 CPE源峰 TCL创投

中信建投资本 前海母基金

君和资本



一线地区持续引领投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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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上半年，共计31个省市区（含港澳台）发生VC/PE投资交易，其中，北京

市、上海市、广东省投资活跃度较高；从交易规模来看，依然是北京最吸金，

上半年交易规模达218.57亿美元，广东、上海紧追其后，一线地区的投资活跃

度和吸金能力可见一斑。

• 作为活跃度第二阶梯的浙江省和江苏省上半年表现也不错，分别完成325起、

299起投资交易。值得一提的是，凭借高瓴投资百亿入股隆基股份，陕西省交

易规模高达38亿美元，位列本季度地区投资规模第六位。

44

47

51

57

82

299

325

529

587

617

湖南

湖北

福建

山东

四川

浙江

江苏

广东

上海

北京

2021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地域投资活跃Top10（起）

1,501 
1,611 
1,627 

3,053 
3,847 

8,892 
10,438 

17,735 
19,897 

21,857 

四川

湖北

湖南

山东

陕西

浙江

江苏

上海

广东

北京

2021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地域投资规模Top10（$M）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7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7



科技、医疗投资依然火爆，新消费及电商火力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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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投资集中于IT、医疗、制造、互联网、消费、及AI领域，

占比76%。细分领域中芯片、医药、电商及新消费更是表现突出，特别是投资规模

远超同领域的其他细分赛道。

2021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各行业及部分细分赛道投资数量及规模统计

IT及信息化

互联网

医疗健康

细分赛道 投资数量
（起）

投资规模
（$M）

半导体芯片 270 9447.95
信息化服务 189 2948.85

软件 97 1905.99
IT及信息化其

他 34 732.71

IT服务 29 540.81
硬件 10 134.63

细分赛道 投资数量
（起）

投资规模
（$M）

医药行业 206 8851.42 
医疗器械 132 5897.81 
医疗技术 76 1808.72
医疗服务 54 1626.26

医疗信息化 26 1359.53
医疗健康

其他 11 159.67

细分赛道 投资数量
（起）

投资规模
（$M）

电子商务 100 5957.63
大数据 78 1385.89

网络游戏 61 1198.70
社交社区 18 353.84
共享经济 16 1051.44
电子支付 15 213.45
互联网
其他 10 24.19

移动互联网 3 6.09

行业 投资数量
（起）

投资规模
（$M）

投资均值
（$M)

IT及信息化 629 15710.94 24.98 

医疗健康 505 19703.41 39.02 

制造业 415 12602.74 30.37 

互联网 301 10191.23 33.86 

消费升级 242 5681.17 23.48 

人工智能 201 5173.07 25.74 

企业服务 101 1951.60 19.32 

文化传媒 93 2818.12 30.30 

教育培训 77 1721.63 22.36 

汽车行业 63 5278.84 83.79 

金融 61 4207.88 68.98 

区块链 51 366.74 7.19 

生活服务 36 271.14 7.53 

运输物流 33 4846.70 146.87 

化学工业 31 868.91 28.03 

能源及矿业 27 1577.95 58.44 

VR/AR 25 342.62 13.70 

建筑建材 25 1010.35 40.41 

电信及增值服务 22 522.92 23.77 

农林牧渔 18 685.85 38.10 

房地产 17 183.05 10.77 

公用事业 17 442.31 26.02 

体育 15 777.56 51.84 

旅游业 11 332.81 30.26 

综合 1 3.50 3.50 

总计 3017 97273.04 /

细分赛道 投资数量
（起）

投资规模
（$M）

新消费 161 2207.31 

餐饮 26 973.59 
快消 25 910.26

批发零售及
百货 22 1422.62

酒店 6 161.20
珠宝钟表 2 6.19

消费升级



新消费交易数量增长140% 投资阶段偏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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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021上半年中国VC/PE投资市场新消费领域概况

No.1上海
48起投资交易
9.34亿美元投资规模

No.4浙江
18起投资交易
2.69亿美元投资规模

No.2广东
36起投资交易
4.42亿美元投资规模

No.3北京
20起投资交易
1亿美元投资规模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7

2021上半年中国VC/PE投资市场新消费地域分布Top4

2021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新消费领域轮次交易数量（起）

• 新消费近两年开始逐步频繁出现在大

众视野，从数据也能明显的看出从

2020年开始，新消费进入快速增长阶

段，今年上半年的交易数量几乎快赶

上2020年全年的交易数量，交易数量

同比更是增长140%。

• 新消费细分赛道竞争激烈-餐饮品牌、

快消品牌、母婴品牌、美妆品牌等，

近年来新消费客群定位准确，在品牌

文化的渲染下加上现在丰富的营销渠

道，再加上资本的加入，可谓是迎来

了新消费的春天。

48 
41 

20 19 
13 5 4 4 2 2 2 1 

天使轮 A Pre-A B A+ B+ C C+ D 战略融资 种子轮 Pre-IPO

从2021上半年新消费投资轮次交易数量来看，集中于天使-A轮，

目前来看国内新消费领域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正因为处于早期

发展阶段各机构才争先下手争夺优质项目。例如最近名声大噪的

Manner咖啡、超级文和友等都备受资本的青睐。

No.5湖南
5起投资交易
1.07亿美元投资规模

从新消费地区分布活跃度来

看，依次为上海、广东、北

京、浙江，值得注意的是湖

南排列第五位，5起交易全是

来自娱乐IP城市-长沙

683 

981 

742 

330 

982 

1,605 

2,207 

77 69
46 51 67

98

161

18H1 H2 19H1 H2 20H1 H2 21H1

投资规模（$M） 投资数量（起）



头部机构频频出手 投资热情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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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上半年头部机构争先活跃于新消费赛道，险峰K2VC、红杉中国、IDG资本、

尚承投资、梅花创投、经纬中国等表现均十分活跃。有的项目更是在半年内获得

同一机构两次青睐，例如口味全、植物标签、可可满分等。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7

中芯聚源中芯聚源

险峰K2VC 红杉中国

梅花创投

尚承投资

经纬中国

注：以上GP在2021H1新消费领域出手次数至少在7次及以上。颜色深浅表示GP出手次数多少，颜
色越深，表示出手次数越多。

IDG资本



电商行业单笔均值翻两倍 经纬中国半年内出手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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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336 

247 

100 

99.55 

73.43 70.00 
59.58 

2018 2019 2020 2021H1
电商投资数量（起） 电商投资规模（亿美元）

16.21 

21.85 

28.34 

59.58 

2018 2019 2020 2021H1

2018年-2021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电商行业投资趋势

2018年-2021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电商行业单笔均值
（$M）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7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7

经纬中国 险峰K2VC 纪源资本 红杉中国 云启资本

代表案例

注：以上GP在2021H1电商领域出手次数至少在3次及以上。颜色深浅表示GP出手次数多少，颜色
越深，表示出手次数越多。

2021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电商行业GP活跃度及案例代表

• 从左图可看出，2018年-2020

年中国VC/PE市场电商行业交

易数量和规模虽呈逐年下降趋

势，单笔交易规模却逐年升高，

2021H1单笔交易规模更是创

历史新高，比2020年高出两

倍之多。

• 2021H1 VC/PE市场电商交易

规模达59.58亿美元，2020年

全年电商行业交易规模70亿美

元，以此趋势今年电商行业交

易规模稳超2020年，有望重

返2018年电商热潮时期的交易

规模。

• 上半年电商行业机构活跃度也

表现突出，像经纬中国在电商

领域出手八次，平均不到一个

月就出手一次。优质的项目各

机构频频出手，像挖挖易购、

店小秘、东经易网在短短半年

内各分别获得了两次融资。

上半年电商行业单笔融资规模创新高不

乏出现大额交易案例，例如十荟团获得

7.5亿美元融资、叮咚买菜获得7亿美元融

资等。



电商领域美元投资居多 生鲜赛道竞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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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电商赛道重点融资案例

• 2021上半年电商赛道融资规模Top10项目中可看出，轮次集中在C-D轮中，且全部获得美

元融资，其中仅生鲜赛道就发生四起融资。每日优鲜、叮咚买菜在上半年先后赴美上市，

迎来生鲜电商领域第一股。

• 另一热门赛道社区团购，以备受资本追捧的兴盛优选为代表，据悉即将完成30亿美元融

资，此次融资完成后无疑为电商行业又带来强有力的资本注入。

项目名称 业务描述 融资轮次 融资规模 投资方

十荟团 社区生鲜团购电商平台 D 7.5亿美元

阿里巴巴
DST

IDG资本
鼎晖投资等

叮咚买菜 生鲜新零售自营电商 D 7亿美元

Coatue
DST

今日资本
红杉中国等

行云集团 进口商品S2B交易平台 C2 6亿美元
云锋基金
凯欣亚洲

嘉实投资等

小胖熊 家装建材B2B交易平台 C和C+ 4亿美元
软银愿景基金

弘卓资本
经纬中国等

转转 二手闲置物品交易平台 未披露 3.9亿美元
大湾区共同家园发展

基金

青樾基金

叮咚买菜 生鲜新零售自营电商 D+ 3.3亿美元 软银愿景基金

Weee!生鲜 生鲜电商服务平台 D 3亿美元
DST 

黑石集团
老虎基金

药师帮 医药B2B电商平台 未披露 2.7亿美元
百度

松禾资本
广州基金等

百布 纺织品B2B电商平台 D+ 1.1亿美元 隐山资本

兴盛优选 社区电商平台 未披露 1亿美元 腾讯

转转 二手闲置物品交易平台 D1 1亿美元
小米

尚珹资本
顺为资本

全量全速 跨境服装电商品牌 A 1亿美元

今日资本
红杉中国
IDG资本
山行资本
五源资本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7



热门赛道重点融资案例（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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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芯片赛道重点融资案例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7

项目名称 业务描述 融资轮次 融资规模 投资方

地平线 人工智能芯片研发商 C2-C7 13.5亿美元

众为资本

中金资本

云锋基金

CPE源峰

紫光展锐 AIoT领域核心芯片研
发商 Pre-IPO 53.5亿元

国盛资本

碧桂园创投

海尔金控

赛睿基金

燧原科技 人工智能领域神经网
络解决方案提供商 C 18亿元

中信产业基金

中金资本

春华资本

天数智芯 GPGPU高端芯片及超
级算力提供商 C 12亿人民币

沄柏资本

大钲资本

昕原半导体 半导体芯片生产商 Pre-A 近亿美元

上海联和投资

联升资本

联新资本

芯耀辉 先进半导体IP研发商 A 超5亿元

高榕资本

兰璞创投

经纬中国

瀚博半导体 AI视觉芯片设计研发
商 A+ 5亿元

中网投

经纬中国

芯耀辉 先进半导体IP研发商 Pre-A 超4亿人民币

红杉中国

高瓴创投

云晖资本

高榕资本

芯华章 EDA智能工业软件级
系统研发商 Pre-B 超4亿人民币

云锋基金

红杉中国

高瓴创投

经纬中国

星思半导体 5G连接芯片研发商 Pre-A 近4亿元

鼎晖VGC

高瓴创投

复星系



热门赛道重点融资案例（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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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医药赛道重点融资案例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7

项目名称 业务描述 交易轮次 融资规模 投资方

英矽智能 AI创新药物研发商 C 2.55亿美元

华平投资
启明创投

Pavilion Capital

斯道资本
礼来亚洲
创新工场

三叶草生物 创新性生物靶向药与生
物仿制药研发商 C 2.3亿美元

高瓴创投
淡马锡

海松资本
奥博资本

康禧全球投资基金

斯微生物 mRNA癌症药物研发商 未披露 2亿美元

招商局创投

红杉中国
药明康德
景林投资

腾盛博药 创新药物研发服务商 C 1.55亿美元
景顺新兴市场基金

GIC
清池资本

多禧生物科技 恶性肿瘤靶向治疗药物
研发商 C 10亿元

晨岭资本
高瓴创投
CPE源峰

瑞科生物 重大疾病基因工程疫苗
研发商 C 近10亿元

清池资本

淡马锡

依生生物 人用疫苗研发商 B 1.3亿美元
海松资本

奥博资本

和誉医药 小分子靶向药物研发商 D 1.23亿美元

华平投资
凯雷投资
奥博资本
清池资本

岸迈生物 生物制药创新研发商 C 1.2亿美元
招银国际

韩国未来资产基金

普米斯 抗体类药物研发商 未披露 逾亿美元
IDG资本

泛大西洋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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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PE机构退出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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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上半年，共231家具有VC/PE背景的中企
实现上市，VC/PE机构IPO渗透率为71.08%，
平均账面回报率大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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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PE渗透率再刷新纪录 

• VC/PE渗透率：2021上半年，共计325家中企在内地、香港及美国上市，

其中231家上市公司背后受到VC/PE机构支持，渗透率高达71.08%，继

2020年68%渗透率后再次刷新历史纪录。 VC/PE渗透率不断攀高既说明

我国资本市场具有较好的韧性，市场改革效果逐步显现，也证明VC/PE机

构已经成为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管道，是创新资本形成的关键力量。

• IPO账面退出金额：2021上半年延续去年IPO大爆发，VC/PE机构退出迎

来春天，上半年IPO账面退出回报总规模为7291亿元，与2020年上半年

2280亿元相比，高出近220%增长率。

• IPO账面回报率：2021上半年VC/PE机构IPO退出平均账面回报率509%，

同比涨幅55%。上半年退出市场对VC/PE机构来讲无疑是硕果累累的丰收

季节。不管从渗透率、IPO退出金额以及回报率来讲都获得了傲人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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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上半年 VC/PE机构IPO退出账面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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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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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读者使用，现将报告中数据来源、统计口径及汇率

换算进行说明：

u 数据来源

本报告图表数据来源均为CVSource投中数据。

u 统计口径

Ø 新成立基金：于统计期限内，新注册成立的基金

Ø 完成募集基金：于统计期限内，宣布募集完成的基金

Ø 融资规模：统计市场公开披露的实际金额，对未公开具

体数值的金额进行估计并纳入统计

u 汇率换算

报告中所有涉及募资规模和投资规模均按募资或投资当日

汇率，统一换算为美元进行统计。

数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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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US

总有梦想可以投中

INVEST IN YOUR DREAM

投中信息创办于2005年，现已成为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行业
领先的金融服务科技企业，致力于解决私募股权投资行业
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投中信息目前拥有媒体平台、研究咨
询、金融数据、会议活动四大主营业务，通过提供全链条
的信息资源与专业化整合服务，以期让出资者更加了解股
权基金的运作状态，让基金管理者更加洞彻产业发展趋势。
目前，投中信息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均设有办公室。

媒体平台：投中网历经十余年行业深耕，拥有卓越的资深
采编团队，树立了强大的行业影响力，并成为私募股权投
资行业权威的信息发布平台。

研究咨询：依托投中多元化产品、丰富资源和海量数据，
聚集VC/PE行业政策环境、投融趋势、新经济领域开展深
入研究，为国内外投资机构、监管部门和行业组织提供专
业的服务与研究成果。
 
金融数据：通过全面精准的创投数据库帮助客户进行各行
业股权研究，公司、机构、基金分析，市场机遇挖掘，为
客户在一级股权市场的研究与投资提供可靠数据与洞见，
辅助商业决策；同时，提供包含基金项目募投管退全业务
管理、客户管理、协同办公、流程管理（OA）等的专业投
资业务管理系统，为一级市场机构用户打造一站式的办公
平台。

会议活动：从2007年投中信息成功举办首届中国投资年会
以来，现已形成一套完整的会议体系。此外，基于投中媒
体、数据及研究优势，投中信息同样为机构客户、各地政
府量身定制各种与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相关的商务会议、国
际会议、高峰论坛、行业研讨会等，合力打造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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