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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基金数量翻倍 
能源行业投资均值超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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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三季度新设基金数量翻倍上涨，1821家机构参

与新设基金，其中超三成机构设立多支基金

• 浙江省基金数量再度领先，其余各省份保持正增长

• 多支百亿级主题基金在本期成功设立，碳中和主题持

续火热

• 本期基金完成募集重点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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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三季度，中国VC/PE市场新设基金2730支，与19年起的近几

期及基金数量相比，接近于翻倍上涨，更是突破了18年二季度2574支

的历史记录。细分数据下，7月、8月、9月分别新设基金987支、867支、

876支；均高于往期月度新设数量。

 本期共有1821家机构参与新设基金，其中近三成机构选择设立多支基

金，5家以上机构新设基金数量超10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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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10

2021年Q3新成立不同支数的机构数量分布（单位：家）

新设基金翻倍上涨 三成机构设立多支基金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10

2018Q1-2021Q3中国VC/PE市场新成立基金数量统计

新设多只基金的机构（部分）



新成立基金数量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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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季度浙江省新设基金821支，广东省新设基金463支，江苏省

新设基金406支，三地新设基金数量占总数超六成。

 在本期基金大好形势下，全国各省份数据均保持着增长态势。且随

着双创政策持续发力及国家对于特色小镇的战略目标的快速实施下，

多省市的基金小镇已经建设完成。其中，近半数基金小镇位于浙江，

广东、江苏及山东的小镇数量次之，在新设基金数量上也有着明显

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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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Q3新成立基金所属地分布（支）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10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10

2021年Q3浙江省新设基金地区分布（支）

TOP1 浙江  TOP2 广东  TOP3 江苏 
  山东：257    江西：200    福建：189
  湖南：45      安徽：40      天津：31
  北京：30      上海：30      四川：29
  湖北：25      海南：22      广西：17
  陕西：18      河南：9        山西：9
  重庆：9        河北：5        宁夏：5
  新疆：4        贵州：3        内蒙：3
  甘肃：2        吉林：2        辽宁：2
  黑龙江：1     云南：1        未披露：52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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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数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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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三季度，多支碳中和、碳达峰主题基金新设，且规模多为百亿

级，LP也大多为上市公司及政府背景。其中，7月份表现最为显著，8

月、9月有所减少。

多支百亿级碳中和主题基金新成立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                                                                               投中研究院，2021.10

主题类型 基金名称 募集规模 LP

碳中和 宝武碳中和股权投资基金

500亿元
（总规模）
100亿元
（首期）

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太平洋保险、建信
金融

碳中和 城阳区碳中和产业股权投资
基金 100亿元 青松资本和城阳区共同发起

碳中和 中航成都碳中和产业基金 100亿元 中航产投、成都产业集团

碳中和 武汉碳中和基金 100亿元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盛隆电气、
正邦集团

碳达峰 武汉碳达峰基金 100亿元 湖北两山绿色产投基金管理、
武昌区政府

碳中和 远景红杉碳中和基金 100亿元 远景科技集团

碳中和 中石化碳中和母基金 50亿元 中石化基金管理公司、山东山科创投

碳中和 核晟双百双碳基金 21.9亿元 川投能源

新能源 协鑫氢能产业投资基金 100亿元 协鑫集团

新能源 协鑫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 8亿美元 协鑫集团

新能源 山东新能源产业基金 50.5亿元 山东新动能基金公司、山东省发展投资
集团

生物医药 泰鲲基金 200亿元 泰格医药、杭州高新投等

新材料 湖北高质量发展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亿元 中国建材集团、国家部委母基金

海洋产业 山东陆海联动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00亿元 山东省新动能基金公司、山东港口集团、                     

招商局资本

集成电路 苏州集成电路产业母基金 100亿元 苏州基金

2021年Q3中国VC/PE市场重点新设主题基金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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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Q3基金完成募集重点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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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Q3中国VC/PE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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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洛斯中国收益基金III 普洛斯 45亿人民币 以中国先进制造产业园投资为主题

GLP CLF III 普洛斯 17.5亿美元
（首关） 聚焦综合物流设施开发

日初资本美元基金 日初资本 6.3亿美元 未披露

毅达资本中小贰号基金 毅达资本 40亿元

主要投向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
新材料、生物技术、节能环保、数字创意
等领域，重点支持具备自主创新、国产替
代、专精特新属性的创新型中小企业。

渶策资本美元二期基金 渶策资本 超6亿美元
（首关） 聚焦在VC阶段

北极光创投四期人民币基金 北极光创投 近20亿元 持续聚焦早期科技投资，并将继续在ToB
企业、医疗健康、ToC消费领域长期布局

麦星投资五期人民币基金 麦星投资 15亿元 投资于医疗健康、高新科技、消费升级

千乘资本二期基金 千乘资本 13亿元
主要投向工业科技领域，具体涵盖工业软
件，智能硬件，半导体芯片，及新材料四
大细分赛道。

考拉二期基金 考拉基金 10亿元 主要投向金融科技

凯风创投新一期美元基金 凯风创投 1.5亿美元 投资于早期至成长期的海内外医疗健康领
域

红点中国二期人民币基金 红点中国 6.6亿元 聚焦企业IT服务、前沿科技与技术

川流新材料基金二期 川流投资 6亿元
（首关） 以材料与化学科技为主题

长石资本新一期基金 长石资本 5亿元 聚焦新能源汽车电子、手机及IOT为核心的
三大产业链布局

夏尔巴二期美元基金 夏尔巴投资 未披露 涵盖生物技术/生物制药、医疗器械/诊断
和医疗服务等行业赛道

云晖资本新一期人民币基金 云晖资本 未披露 主要投向新汽车产业、先进制造、半导体、
企业服务

夏尔巴二期人民币基金 夏尔巴投资 未披露
专注于早期至成长期投资机会，涵盖生物
技术/生物制药、医疗器械/诊断和医疗服
务等领域。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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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三季度中国VC/PE市场投资规模环比猛增近

五成，近两年数据下，接近峰值；市场投资均值逐

年攀升，本期达到34.59亿美元

• VC市场表现突出，投资数量占比达80%，交易规模

较去年增加近两成

• 各行业投资均值成倍递增，碳中和、元宇宙正火热

• 本期红杉中国最为活跃，碧桂园创投崭露头角

• 芯片及医药领域持续领先，碳中和项目最为吸金

• 热门赛道融资案例（芯片&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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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PE市场投资规模环比猛增近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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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Q3，投资案例数量1818起，同比下降22.44%，环比呈周期

性提升；投资规模猛增至628.91亿美元，环比提升近五成，同比小

幅增加。纵观近年数据，本期表现最为突出，打破市场长久以来的低迷。

 大额交易案例（交易规模≥1亿美元）共计发生53起，涉及金额

136.56亿美元，占交易规模总数21.7%。

 值得一提的是，与投资数量及规模趋于下沉的走势相反，市场投资均值

的逐步攀升显然看起来更为喜人，本期单笔均值达到34.5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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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Q1-2021年Q3中国VC/PE市场投资概况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10

2018年Q1-2021Q3中国VC/PE投资市场单笔均值趋势（$M）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10



VC市场表现突出 投资数量占比达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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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三季度中国VC市场表现较以往更为突出，投资数量占比高达80%，

成为近两年VC市场“天花板”，同时，交易规模占比较去年增加近两成，

投资均值翻倍增长至22.39$M。

交易轮次 投资数量
（起）

占全部投
资数量

种子轮 37 2%
天使轮 239 13%

A 742 41%
B 330 18%
C 121 7%

交易轮次 投资规模
（$M）

占投资总
规模

种子轮 147.12 0.2%
天使轮 886.11 1%

A 11022 18%
B 13061 21%
C 7998 13%

交易轮次 投资均值
（$M）

较2020年
变化

种子轮 3.98 -13%
天使轮 3.31 -5%

A 18.93 67%
B 27.04 -78%
C 45.22 -92%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10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10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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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投资均值成倍递增 碳中和、元宇宙正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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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三季度，几乎所有行业的投资均值都在成倍递增，尤其在能源、

金融、建筑建材、电信、VR/AR、汽车等领域。在早前国家政策对于

中小企业的扶持下，多支中小企业基金、引导基金等相继设立，再结合近期

资本市场的回暖，各行业正增长都是必然现象。

 时下热门的“碳中和”、“元宇宙”在资本市场反映的迅速且明显，多家机

构相继针对相关产业进行投资布局，预测未来将持续走高。

行业 项目名称 业务描述 融资轮次 融资规模 投资方

能源 中航锂电 动力电池研发生产商 股权融资 120亿元 未披露

能源 蜂巢能源 电动电池研发生产商 B 102.8亿元 长三角中银资本基金、碧
桂园创投、深创投等

金融 万达商管 商业物业投资及运营平台 Pre-IPO 468亿港元
太盟投资集团、碧桂园、
腾讯、中信资本、蚂蚁集

团

电信 中信科移动 无线综合服务商 B 36.75亿元 长江产业基金、东湖创投
、湖北科技投资等

化学 福建德尔科技 含氟化学产品制造商 B 11.8亿元 红杉中国、达晨、国投创
业、深创投等

2021年Q3高均值行业重点案例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10

2021年Q3各行业单笔均值概况（$M）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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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及医药领域持续领先 碳中和项目最为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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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三季度中国VC/PE市场投资头部行业持续领先，其中芯片领域获投

数量最多，医药领域则获投了最大的募集规模，且多为美元投资。

 碳中和在年初提出之后，热度持续增加，在本期更是给能源行业带来了超

亿美元的均值，其中近九成案例与碳中和相关。
2021Q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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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投资数量
（起）

投资规模
（$M）

投资均值
（$M）

IT及信息化 398 8858.16 22.26 

医疗健康 350 11502.64 32.86 

制造业 244 11856.7 48.59 

消费升级 160 4188.91 26.18 

互联网 153 4486.13 29.32 

人工智能 110 3724.95 33.86 

企业服务 58 973.46 16.78 

文化传媒 48 1379.07 28.73 

金融 42 4150.67 98.83 

区块链 36 290.59 8.07 

汽车行业 33 1624.64 49.23 

能源及矿业 29 3999.55 137.92 

化学工业 27 1035.3 38.34 

教育培训 24 222.68 9.28 

VR/AR 15 996.29 66.42 

公用事业 15 402.12 26.81 

电信及增值服务 13 937.61 72.12 

生活服务 13 436.45 33.57 

运输物流 12 542.16 45.18 

房地产 9 157.15 17.46 

建筑建材 7 670.35 95.76 

体育 7 66.52 9.50 

旅游业 6 91.62 15.27 

农林牧渔 6 112.29 18.72 

综合 3 185.1 61.70 

总计 1818 6289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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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4101.85
信息化服务 120 1943.16

软件 67 914.97
IT及信息化

其他 24 1765.21

IT服务 7 124.97
硬件 3 8

细分赛道 投资数量
（起）

投资规模
（$M）

医药行业 137 5298.65
医疗器械 97 2193.23
医疗技术 60 1905.16
医疗服务 34 979.29

医疗信息化 18 990.13
医疗健康其他 4 136.18

细分赛道 投资数量
（起）

投资规模
（$M）

大数据 44 1001.8
电子商务 43 1446.73
网络游戏 32 419.04
电子支付 13 883.73
社交社区 10 195.17

互联网其他 8 531.98
共享经济 3 7.68

细分赛道

注：【1】2021Q3，制造业共计发生244起交易，其中高端制造领域发生112起，占比近一半。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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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赛道重点融资案例（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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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Q3中国VC/PE市场芯片赛道重点融资案例

项目名称 业务描述 融资轮次 融资规模 投资方

中欣晶圆 集成电路用半导体晶圆片
研发商 B 33亿人民币

中金资本

交银国际

富浙基金

黑芝麻智能 自动驾驶计算芯片研发商 C 近20亿美元

小米长江产业基金

武岳峰资本

联想创投

粤芯半导体 芯片及半导体分立器件生
产商 战略投资 20亿人民币

兰璞投资

广汽资本

粤财基金

沐曦集成电路 高性能GPU芯片研发商 A 10亿人民币

中网投

和利资本

经纬中国

芯驰科技 汽车智能驾驶芯片研发商 B 近10亿人民币

普罗资本

云晖资本

经纬中国

和利资本

瀚薪 宽禁带半导体功率器件研
发商 A 超6亿人民币

宁德时代

国投创新

芯翼信息 物联网智能终端系统SoC
芯片研发商 B 近5亿元

招银国际资本

中金甲子

招商局资本

南芯半导体 充电管理IC芯片制造商 D 近3亿人民币

光速中国

元禾璞华

临芯资本

后摩智能 智能计算芯片研发商 Pre-A 3亿人民币
启明创投

经纬中国

和玉资本

显耀显示 LED微显示芯片研发商 Pre-A 2.7亿人民币
创谷资本

凯风创投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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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赛道重点融资案例（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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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Q3中国VC/PE市场医药赛道重点融资案例

项目名称 业务描述 融资轮次 融资规模 投资方

艾博生物 核酸新药研发商 C 超7亿美元

淡马锡

高瓴创投

云锋基金

正心谷资本

康乐卫士 创新生物医药研发与
生产商 Pre-IPO 10.15亿人民

币

建银国际

云锋基金

盈科资本

昭衍生物 生物制药CDMO企业 B 1.5亿美元
CPE源峰

松禾资本

九天生物医药 细胞治疗药物研发商 A 1.5亿美元

斯道资本

高瓴投资

红杉中国

西比曼生物科技集团 免疫细胞治疗药物研
发商 A 1.2亿美元

中金资本

红杉中国

云锋基金

复诺健 肿瘤免疫创新药物研
发商 D+ 逾1.2亿美元 国寿大健康

泰诺麦博 单克隆抗体新药研发
商 A+ 近7亿元

招银国际资本

中金资本

尚信资本

圣诺制药 核酸干扰新药研发商 E 1.05亿美元 旋石资本

阿诺医药 抗肿瘤药物研发商 D 1亿美元

国投创新

勤智资本

国联投资

药捷安康 小分子创新药物研发
服务商 D 约1亿美元

CPE源峰

诚通基金

招商局资本

基石资本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1.1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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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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

本报告图表数据来源均为CVSource投中数据。

 统计口径

 新成立基金：于统计期限内，新注册成立的基金

 完成募集基金：于统计期限内，宣布募集完成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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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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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right © 投中信息 www.cv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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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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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86-10-59786658 

传   真：+86-10-85893650-603

邮   编：100007 

Email：contact@chinaventure.com.cn 

网   站：www.cvinfo.com.cn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11号中汇广场A座7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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