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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新设基金数量同比提升70.53%，认缴规模同

比暴增80.95%，海南省新设基金数量大爆发

• 完成募集基金整体数值小幅回升，更多基金在1年内完

成募集

• 超四成机构设立多支基金

• 引导基金成立数量增多，主要集中于中部地区

• 2021年完成募集基金重点案例

2



 2021年VC/PE市场新成立基金共计9350支，同比上升70.53%，新成

立基金数量自2018年资管新规实施起大幅下降，到2019年突如其来的

疫情接近腰斩，2021年市场政策的稳定、我国疫情的良好控制等都促进

了募资市场的快速回升；

 2021年VC/PE市场新成立基金的认缴规模共计8175亿美元，同比上升

80.95%，变化尤为显著，接近峰值；

 2021年VC/PE市场新成立基金的单笔募资规模再度破峰，主要归因于更

多的大额专题基金陆续成立，给市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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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新设基金触底反弹 整体数值大幅攀升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1

 纵观近十年数据，2014年之前我国募资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虽基金数

量及规模在逐年攀升，但进展缓慢。自2015年起，各大金融机构资管业

务发展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截至到2017年末即资管新规推出前，

我国的资管规模已经达到了百万亿元，基金数量翻倍上升，新成立基金

数量超万支，但过快的增速暴露出一些行业乱象，风险也在积聚。2018

年，国家出台资管新规后，监管限制了各类资金的入场通道，VC/PE行

业进入募资困难期。2019年爆发的新冠疫情让市场雪上加霜，2020年

虽降幅有所减小但仍处于低谷。而2021年我过对于疫情的有效控制以及

私募基金稳健发展，为增加直接融资、促进创新资本形成、支持科技创

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

2012年-2021年新成立基金数量及认缴规模变化



新成立基金数量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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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浙江省新设基金1846支，同比提升45%，广东省新设基

金1432支，同比下降1%。

 值得注意的是，本期海南省新成立基金大爆发，同比提升246%，

主要归因于2021年6月底，海南自贸港“两个15%”税收优惠政策

出台，另外，海南自贸港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和QDLP

（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政策的落地，对国内外基金从业者而言也

有极强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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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021年新成立基金超100支省级地区（支）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1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1

2020年-2021年新成立基金超100支市级地区（支）



新设多只基金的机构（部分）

 2021年VC/PE市场完成募集基金共计612支，募集规模累计1443亿

美元，同比小幅回升，对于资金的具体落实，市场仍然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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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募集基金整体数值小幅回升

2012年-2021年完成募集基金数量、募资规模及单笔募资规模变化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1

 2021年，共计3938家机构参与新设基金，其中超四成机构设立多支基

金，两成左右机构设立基金3支及以上。设立多支基金的机构包括新鼎资

本、红杉中国、临芯投资等。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1

2021年新成立不同支数的机构数量分布（单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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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引导基金新设数量显著上升，而基金规模前十位中，武汉市成

立的引导基金占据三分之一，相比于2020年上海市四大基金，今年引导

基金主要集中于中部地区，且募集规模大幅增加。

引导基金主要集中于中部地区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1

基金名称 地区 目标募集规模 投资策略

武汉市天使投资产业
投资基金 湖北省 3000亿元 主要通过领投，跟投等方式强化对天使投

资的定向支持。

河南省新兴产业投资
引导基金 河南省 1500亿元

重点投向河南省新型显示和智能终端、生
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及网联汽车等
新兴产业及优势特色产业链条上的成长期、
成熟期创新型企业。

常州科创基金 江苏省 400亿元
1:4撬动各类社会资本，五年形成2,000亿
元创新投入，打造出科技创新“常州模
式”、智能制造“常州样板”。

武汉大健康和生物技
术产业投资基金 湖北省 300亿元

发挥市区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引导各类社
会资本进一步支持武汉大健康和生物技术
产业发展。

武汉产业发展基金有
限公司 湖北省 300亿元

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高站位、
大格局、高标准对接产业政策，重塑武汉
发展新优势的重要举措。

中关村科学城城市更
新与发展基金 北京市 300亿元

主要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撬动作用，引入社
会资本共同推进城市建设，解决区属国企
建设产业项目资本金不足问题。

云南省国企改革发展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云南省 3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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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兼顾支持云南省“5+8”万千亿产业。

国新中银基金 山东省 300亿元

基金重点投向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
兼顾优秀民营企业，产业领域涵盖制造业、
能源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等，引导社会资
金积极参与市场化债转股，推动实体经济
降杠杆。

2021年中国VC/PE市场新设引导基金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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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完成募集基金重点案例

基金名称 募集规模
（亿元） 所属机构 基金类型

深圳和谐成长三期基金 204 IDG资本 Growth

盈科科创产业基金 100 盈科资本 Growth

中兵国调基金 100 中兵投资 Growth

上海云锋新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0 云锋基金 Growth

源码资本五期人民币基金 70+ 源码资本 Venture

晨壹并购基金 68 晨壹投资 Buyout

普洛斯中国收益基金II 58 普洛斯 Growth

普洛斯中国收益基金IV 54 普洛斯 Growth

盈科资本定增基金 50 盈科资本 Growth

普洛斯中国收益基金III 45 普洛斯 Growth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1

2021年人民币基金完成募集重点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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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名称 募集规模
（亿美元） 所属机构 基金类型

KKR亚洲四期基金 150 KKR Growth

KKR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基金 39 KKR Infrastructure

汉领S基金第五期 39（超募） 汉领资本 Growth

华平亚洲地产基金 28 华平投资 Real Estate

普洛斯中国物流基金三期 17.5（首关） 普洛斯 Growth

五源资本六期美元基金 17+ 五源资本 Growth

KKR亚洲房地产基金 17 KKR Real Estate

GGV Capital VIII,L.P. 14.64 纪源资本 Growth

基汇房地产基金VII 12（首关） 基汇资本 Real Estate

汉德资本二期基金 12 汉德资本 Growth

2021年美元基金完成募集重点案例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1

 2021年，普洛斯多支人民币基金和美元基金完成募集，最为突出，盈科

资本、KKR等机构紧随其后。另外，凯辉基金旗下凯辉创新基金二期在

年初以6.5亿欧元超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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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中国VC/PE市场投资规模急速升温，达到

2330亿美元，投资案例数量同比提升17%，交易均

值再度超额

• VC市场活跃度升高，VC交易规模占市场总规模超半

成，A轮增幅最为显著

• 运输物流行业投资均值最高，建材行业升温最快

• 市场超六成资金源于“TOP250”品牌旗下机构

• 2021年最受GP关注项目盘点

• 热门赛道融资案例（芯片&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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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PE市场整体升温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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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投资案例数量9171起，同比上升17%，投资案例规模2330

亿美元，市场整体回温显著。自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后，中国VC/PE

市场整体呈下沉趋势，紧接而来的疫情，让资本寒冬再度持续，2021年

在疫情的有效控制和政策的不断完善下，市场的紧张气氛逐渐缓解，资

本出手愈发大方。

 纵观近十年市场单笔均值，整体呈对钩走势，本期单笔均值达到

2542.77万美元，同比提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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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021年中国VC/PE市场投资概况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1

2012年-2021年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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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



超六成资金源于“TOP250”品牌旗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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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TOP250”旗下共计887个投资主体参与投资，与2020年712

个投资主体同比提升25%，市场总投资主体6654个，头部机构占比11%；

上述主体共计参与3708笔投资交易，占市场整体的40%；投资总规模为

1507亿美元，占市场整体的65%。数据表明，市场上多数资金仍来源于

较少的头部机构，超六成资金流向四成的项目，“募资难”对于小部分项目

来说，仍然存在。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1

2012年-2021年TOP250机构投资交易数量占比及市场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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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1

2012年-2021年TOP250机构投资交易规模占比及市场覆盖率
单位：亿美元

单位：起



VC市场活跃度升高 交易规模占比达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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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VC市场交易数量及规模均为近五年峰值，交易数量占VC/PE市场

总数量的79%，交易规模占比为49%。本期VC市场投资均值为15.73百

万美元。细分轮次下，A轮交易均值涨幅最高，同比提升32%。

交易轮次 投资均值
（$M）

较2020年
变化

种子轮 3.21 -30%

天使轮 3.74 7%

A 15.02 32%

B 24.81 -80%

C 45.22 -92%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1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1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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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投市场持续升温 PE阶段走势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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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从各轮次交易事件数量上不难发现，创投市场更为火热，在

2020年达到最高值后，今年仍有所提升，涨势喜人，反观早期投资也有向

好的趋势；PE阶段内，E轮及以后案例数量小幅上升，Pre-IPO交易数量

持续平缓，战略融资数量有所下降。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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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1

2012年-2021年中国VC/PE市场投资各轮次事件数量比重变化

2012年-2021年中国VC/PE市场投资各轮次事件规模比重变化



运输物流投资均值最高 建材行业均值增幅最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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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大部分行业投资均值持续走高，尤其在运输物流、金融、能源、

建筑建材、汽车等领域。其中，排除极兔、万达商管等超大额案例后，市

场交易规模仍升温显著。在众多行业中，建筑建材行业涨幅最高。

 在重点大额案例中，红杉中国本期出手次数最多，且两起案例行业跨度较

大。

项目名称 业务描述 融资轮次 融资规模 投资方

极兔速递 互联网快递物流服务商 战略融资 18亿美元 博裕资本（领投）、红杉中国、
高瓴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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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领投）、
碧桂园、腾讯、蚂蚁金服

中航锂电 动力电池研发生产商 股权融资 120亿元 未披露

东久新宜集团 基础设施投资运营服务商 战略融资 超15亿美元 合众集团、红杉中国、CPE源
峰、华平投资等

零跑科技 电动汽车研发商 Pre-IPO 超45亿元 中金资本（领投）、杭州国资、
中信建投资本等

2021年高均值行业重点案例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1

2021年各行业单笔均值概况（$M）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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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投资最为活跃 专精特新企业更受头部机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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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中国VC/PE市场上海市最为活跃，产生交易案例数量1564起，北

京市次之，而北京市交易规模以455.6亿美元同步领先全国。值得注意的

是，投资市场分层显著，排名第六位的四川省在交易数量和规模上均与第五

位的浙江省相差超一倍。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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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VC/PE前十大活跃地区交易概况（省级）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1

2021年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重点融资案例

 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专业化、精细化的企业仍然紧缺，在专

精特新的政策引导下，众多企业都纷纷跟进，积极响应这一政策的号召。

与此同时，多家头部机构参与其中，在支持小微企业的同时得到更多的回

报，深创投、红杉中国、腾讯投资等出手最多。

项目名称 业务描述 融资轮次 融资规模 投资方

乐纯生物 一次性生物制药工艺设备研
发商 B+ 数亿美元 君联资本、高领创投、

惠每资本、中金资本等

高仙机器人 商用清洁机器人研发商 C 12亿元 软银集团、今日资本、
金镒资本、蓝驰创投等

福建德尔科技 含氟化学产品制造商 A 11.8亿元
深创投、红杉中国、达
晨、国投创业、兴证投

资等

驭势科技 自动驾驶解决方案提供商 C 超10亿元
新鼎资本、无锡金投、
龙门投资、国家开发银

行等 

威固 固态存储芯片研发商 C+ 数亿元 深创投、芯铄投资、前
海母基金



2021年最受GP关注项目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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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VC/PE市场最受GP关注项目之融资最多TOP10

项目名称 细分领域 最新融资轮次 地区 年内获得
融资总值 投资方

万达商管 物业投资 Pre-IPO 辽宁 468亿港元
太盟投资集团(PAG)、碧
桂园、腾讯、中信资本、

蚂蚁集团

蜂巢能源 电池 B+ 江苏 197.8亿元
鼎晖投资、人保资本、泰
康资产、中移资本、九智
投资、碧桂园创投、深创

投、IDG资本等

极兔速递 快递服务 A 上海 20.5亿美元 博裕资本、红杉中国、高
瓴投资等

华电福新发展 清洁能源 战略融资 福建 150亿元
中国国新、中国人寿、中
国南方电网、国家绿色发

展基金

中航锂电 电池 A 江苏 120亿元 未披露

货拉拉 互联网物流 F 广东 15亿美元 红杉中国、高瓴投资、博
裕资本、老虎基金等

东久新宜集团 基础设施投资 战略融资 上海 15亿美元 红杉中国，CPE源峰、华
平投资等

零跑科技 新能源汽车 Pre-IPO 浙江 88亿元 中金资本、中信建投资
本、歌斐资产等

积塔半导体 半导体芯片 战略融资 上海 80亿元

凯辉基金、尚颀资本、
CPE源峰、中金资本、中
信建投资本、小米长江产

业基金等

T3出行 网约车平台 A 江苏 77亿元 鸿为资本、德载厚资本、
腾讯投资等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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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最受GP关注项目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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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VC/PE市场最受GP关注项目之估值最高TOP10

项目名称 细分领域 最新融资
轮次 地区 最新估值 投资方

小红书 社交社区 D+ 上海 200亿美元 淡马锡、腾讯投资、阿里巴巴、  
天图投资、元生资本等

极兔速递 快递服务 A 上海 200亿美元 博裕资本、红杉中国、高瓴投
资等

货拉拉 互联网物流 F 广东 100亿美元 红杉中国、高瓴投资、博裕资
本、老虎基金等

喜茶 茶饮品牌 D 广东 600亿元
红杉中国、高瓴投资、腾讯投

资、淡马锡、IDG资本、黑蚁资
本等

兴盛优选 电子商务 D 湖南 80亿美元 红杉中国、腾讯投资、方源资
本、淡马锡、春华资本等

微医 互联网医疗 Pre-IPO 浙江 近70亿美元 红杉中国、招商局资本、华盖
资本、中投中财基金等

元気森林 饮料品牌 战略融资 北京 60亿美元 华平资本、红杉中国、淡马锡、
高榕资本、龙湖资本等

空中云汇 电子支付 E+ 广东 55亿美元 红杉中国等

汇通达 电子商务 Pre-IPO 江苏 约350亿元 国投创益

地平线 半导体芯片 C 北京 50亿美元 众为资本、中金佳成、黄浦江
资本、君联资本等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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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最受GP关注项目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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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VC/PE市场最受GP关注项目之融资最快TOP10

项目名称 细分领域 成立时间 最新融
资轮次 地区 融资

次数
年内获投

总额 投资方

蓝湖 软件 2019.7 C+ 北京 5 超40亿元 纪源资本、红杉中国、
金沙江创投、光速中国

能链集团 汽车
后市场 2016.5 E2 北京 4 6.09亿美元

中金资本、招商局资
本、愉悦资本、招银国
际资本、洪泰基金、蔚

来资本等

MOODY 新消费 2019.10 C 上海 4 超13.8亿元
五源资本、纪源资本、
经纬创投、高领创投、

腾讯投资等

参半 新消费 2015.11 B 广东 4 约7332万
美元

华兴新经济基金、金鼎
资本、基石资本、梅花

创投等

沐曦集成电路 芯片 2020.9 A 上海 3 超10亿元
和利资本、经纬创投、
光速中国、红杉中国、

真格基金等

云途 芯片 2020.7 A 江苏 4 超亿元
临芯投资、杭州金投、
小米长江产业基金、英

诺天使基金等

超材信息 芯片 2017.12 A4 北京 4 未披露 国富资本、达晨、允泰
资本、武岳峰资本等

蜂巢能源 电池 2018.2 B+ 江苏 3 197.8亿元

鼎晖投资、人保资本、
泰康资产、中移资本、
九碧桂园创投、深创

投、IDG资本等

地平线 芯片 2015.7 C 北京 3 15亿美元
众为资本、中金佳成、
黄浦江资本、君联资本

等

艾博生物 医药 2019.1 C+ 江苏 3 10.47亿
美元

五源资本、软银集团、
东方富海、高瓴创投、
国投创业、云锋基金、

弘晖基金等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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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赛道重点融资案例（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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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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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塔半导体 半导体芯片研发商 战略融资 80亿元
凯辉基金、尚颀资本、
CPE源峰、中电智慧基

金、中金资本等

集创北方 显示控制芯片解决方案提
供商 E 超65亿元 海松资本、CPE源峰、

纪源资本等

紫光展锐 集成电路设计服务商 Pre-IPO 53.5亿元 国盛集团、碧桂园创
投、赛睿基金等

地平线 人工智能芯片研发商 C4-C7 约6亿美元 众为资本、黄浦江资
本、君联资本等

中欣晶圆 集成电路用半导体晶圆片
研发商 B 33亿元

临芯投资、浙江国有资
本、建银国际、中金资

本等

地平线 人工智能芯片研发商 C2 4亿美元 云锋基金、CPE源峰、
宁德时代等

奕斯伟计算 物联网芯片研发商 C 25亿元
金石投资、中国互联网
投资基金、尚颀资本、

IDG资本等

摩尔线程 GPU芯片研发商 A 20亿元
国盛集团、渤海产业投
资基金、五源资本、前

海母基金等

粤芯半导体 芯片及半导体分立器件生
产商 战略融资 20亿元 兰璞投资、广汽资本、

粤财基金等

盛合晶微 半导体芯片集成加工商 C 3亿美元
碧桂园创投、国方资

本、金浦投资、中金资
本、元禾厚望等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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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赛道重点融资案例（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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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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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源资本、淡马锡、高瓴

创投、云锋基金、正心谷资
本、礼来亚洲基金等

英矽智能 抗衰老及癌症治疗药物研发商 C 2.55亿美元
华平投资、启明创投、斯道
资本、礼来亚洲基金、CPE

源峰、红杉中国等

澳斯康生物 生物制药服务提供商 D 15亿元 金石投资、鼎晖投资

三叶草生物 生物药品研发生产商 C 2.3亿美元 建发新兴投资、奥博资本、
海松资本等

叮当快药 医药新零售平台 战略融资 2.2亿美元 奥博资本、鸿为资本、盈科
资本、TPG等

鞍石生物 抗肿瘤创新药物研发商 A 超2亿美元 维梧资本、春华资本、贝恩
资本

爱博泰克 抗体及分子酶研发生产商 D 12亿元
红杉中国、鲁信创投、招银
国际、正心谷资本、华信资

本等

斯微生物 mRNA癌症药物研发商 B 12亿元 招商局创投、红杉中国、奥
博资本、清松资本等

翼思生物 中枢神经疾病治疗药物研发商 A 1.8亿美元 通和毓承、高盛等

康乐卫士 创新生物医药研发与生产商 Pre-IPO 10.15亿元 建银国际、云锋基金、盈科
资本等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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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613家中企实现IPO上市，VC/PE机构

渗透率达到68%

• 境外IPO数量同比持平，退出回报率高达512%



613家中企实现IPO上市 退出回报率高达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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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共有613家中企实现IPO上市，其中415家上市公司身后有VC/PE

机构背景，渗透率为68%，同比持平，仍处于近十年峰值。退出回报率达到

512%，境外IPO占比同比持平。

 近两年热度高涨的赴美IPO计划在下半年的多家企业安全审查一事后逐渐降

温，国家加大对于上市公司的监管与审查制度，尤其是拥有行业基础信息的

中国公司及供应链企业需要同时接受中美双方监管。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1

2012年-2021年IPO方式退出VC/PE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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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1

2012年-2021年VC/PE机构IPO方式退出账面回报及境外IPO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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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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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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