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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中统计：
VC/PE渗透率超八成

江苏地区IPO数量规模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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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中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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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发现

 2022年2月，共计21家中国企业在A股、港股以及

美股成功IPO，全球市场IPO数量规模均有所回落。

 VC/PE机构IPO渗透率为80.95%，主要集中在制

造业和医疗健康热门投资领域；VC/PE机构IPO退

出账面回报大幅下降。

 募资规模前十大IPO项目均在7亿元以上，占2月整

体募资80.51%。华兰疫苗当日市值近281.21亿元，

位居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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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IPO市场全景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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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2月，共计有21家中国企业在A股、港股以及美

股成功IPO，募资总额235亿元；

 本月IPO募资规模TOP5企业依次为三元生物、大族数

控、华兰疫苗、东微半导、中触媒；

 IPO集中行业为制造业、医疗健康；

 IPO集中地域为江苏、上海、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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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
IPO分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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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全球市场中企IPO数量规模均有所

回落，A股市场IPO数量大幅减少，港股市场

IPO表现稳定，美股市场中企IPO开启破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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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市场中企IPO数量规模均有所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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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共计21家中国企业在A股、港股以及美股成功IPO，IPO数量

同比下降47.5%，环比下降40%；募资总额235亿元，IPO规模同比下降

67.54%，环比下降78.77%。A股市场—本月内地成为全球资本市场中IPO

募资规模最大市场，占本月全球IPO募资规模的87.56% ；港股市场—本

月中国企业香港IPO数量3家，其中“中国农村商业数字化龙头企业第一股”

汇通达上市；美股市场—近半年来首只中概股IPO。

IPO数量 IPO规模(亿元)交易板块股票市场

2022年2月各交易板块IPO数量及规模统计

A股

深交所-创业板 6 109.44

上交所-科创板 4 59.66

上交所-主板 3 20.59

深交所-主板 2 12.47

北交所 2 3.77

港股
港交所-主板 3 26.99

港交所-创业板 0 0

美股
纳斯达克 1 2.28

纽交所 0 0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3

2021年2月-2022年2月全球市场中企IPO规模及数量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3   



A股市场IPO规模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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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共计17家中国企业在沪深和北交所三市IPO，IPO数量同比下

降39.29%，环比下降45.16%；募资金额共计206亿元，IPO规模同比下降

10.04%，环比下降80.57%。在本月A股市场募资规模TOP5中，创业板占

据3席。

本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通过科创板IPO注册13家，终止审核0家，

截至2月，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累计达到458家。

本月有24只新股上会（包括创业板9只，科创板8只），其中21只已审核通

过（包括科创板8只，创业板7只），3只上会未通过。新股上会率为87.5%。

业务描述 募资总额(亿元)股票代码企业名称 上市日期

2022年2月中企A股市场募资TOP5

三元生物 301206 新型甜味剂研发生产商 2022-02-10 36.86 

大族数控 301200 PCB专用设备研发商 2022-02-28 32.16

华兰疫苗 301207 人用疫苗研发商 2022-02-18 22.76

东微半导 688261
中低高压功率半导体器

件研发生产商
2022-02-10 21.90

中触媒 688267 分子筛及催化剂研发商 2022-02-16 18.46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3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3



2022年2月，有3家中国企业在香港IPO，均在主板上市，医疗健康类企业表

现亮眼占据2席，IPO数量同比下降57.14%；募资金额共计27亿元，IPO规

模同比下降94.13%，环比下降45.55%。

其 中 ， 备 受 关 注 的 “ 中 国 农 村 商 业 数 字 化 龙 头 企 业 第 一 股 ” 汇 通 达

（09878.HK）在2月18日挂牌上市，以18.02亿元的募资总额占据港交所榜

首；粉笔科技、Keep、杨国福等内地明星企业均冲刺港交所。

港股市场IPO项目输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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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描述 募资总额(亿元)股票代码企业名称 上市日期

2022年2月中企港股市场募资情况

汇通达 09878 零售行业交易及服务平台 2022-02-18 18.02 

乐普生物 02157 肿瘤候选药物研发商 2022-02-23 7.34

清晰医疗 01406 眼科医疗服务商 2022-02-18 1.62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3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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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市场中企IPO破冰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3

业务描述 募资总额(亿元)股票代码企业名称 上市日期

2022年2月中企美股市场募资情况

美华国际 MHUA 一次性医疗器械生产商 2022-02-16 2.28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3

2 0 2 2 年 2 月 ， 中 企 在 美 国 资 本 市 场 I P O 的 数 量 为 1 ， 美 华 国 际

（MHUA.NASDAQ）于2月16日登录纳斯达克全球市场，成为“中国医疗耗

材美股上市第一股”，募资金额为2.28亿元，打破了自美国金融监管部门收

紧对中概股的上市申请审查以来近半年来没有中概股上市的僵局，成为

2022年登陆美股的第一家中概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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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共17家具有VC/PE背景的中企实现 

上市，VC/PE机构IPO渗透率为80.95%，VC/PE

机构IPO账面退出回报环比下降75.98%，平均账

面回报率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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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PE机构IPO退出账面回报下降

2022年2月，共17家具有VC/PE背景的中企实现上市，VC/PE

机构IPO渗透率为80.95%，其中，港交所、上交所主板和深

交所主板VC/PE机构IPO渗透率均为100%。本月VC/PE机构

IPO账面退出回报规模为226亿元，环比下降75.98%，主要集

中制造业、医疗健康、汽车行业等热门投资领域。平均账面回

报率有所降低，环比下降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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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回报倍数VC/PE渗透率交易板块 账面退出回报
（亿元）

2022年2月IPO交易板块退出分析

港交所 100% 91.58 0.66

上交所-主板 100% 9.26 -0.3

深交所-主板 100% 2.35 2.96

深交所-创业板 83.33% 60.38 11.78

上交所-科创板 75% 62.48 7.72

北交所 50% 0.08 0.51

纽交所 - - -

纳斯达克 - - -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3

    2021年2月-2022年2月VC/PE机构IPO退出账面回报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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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VC/PE机构背景企业IPO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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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机构企业简称

宏英智能 创业接力天使、长风汇信

西点药业 鼎典资本、国投高科、鼎新投资、国投创合

乐普生物
翼朴资本、上实资本、拾玉资本、平安资本、海通开元、国创开
元母基金、融汇资本、国新央企、国投创合、民和资本、胡杨林
资本、知合资本

威贸电子 上海申冉

金徽股份 甘肃金控

纽泰格 毅达资本、财通资本

标榜股份 石雀投资

华兰疫苗 高瓴创投、晨壹投资

比依股份 远宁荟智、聚卓资本、宁波华桐创投、德石投资

清晰医疗 3W Partners

汇通达
华兴新经济基金、国投创益、诚通基金、绿动资本、沿海资本、
中金公司、远创投资、盛景嘉成、毅达资本、华泰证券、顺为资
本、民生通海、阿里资本

合富中国 招商局资本、海通开元、国药中金、台湾国泰创投

粤海集团 中科招商、中广投资

中触媒 首泰金信、信合财富、水木易德投资、栖港投资

三元生物 鲁信创投、科信创投

注：因篇幅所限，图中仅展现IPO上市企业VC/PE阶段进入且未退出部分机构，
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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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VC/PE机构背景企业IPO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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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机构企业简称

东微半导
元禾控股、中芯聚源、国中创投、丛蓉投资、上海国和投资、永
鑫方舟、丰实资本、哈勃投资

亚信安全

国投创新、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国投创合、晨山资本、联新资
本、十方智汇投资、中金公司、上海国和投资、君度投资、华盖
资本、恒旭资本、深创投、中科院资本、屹唐华创、优山资本、
清控银杏、中金甲子、未来启创基金、中金资本、瀚漾资本

注：因篇幅所限，图中仅展现IPO上市企业VC/PE阶段进入且未退出部分机构，
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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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
IPO行业及地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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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制造业股IPO规模数量位居榜首，

江苏地区IPO最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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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股IPO规模数量位居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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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制造业、医疗健康、IT及信息化类公司IPO募资位居

前三，占据各行业募资总额的74.42%，其中，本月制造业有8家企

业IPO，募资规模98.18亿元，成为本月IPO数量和规模最大行业；

医疗健康股表现优异，以42.73亿元的募资金额位居第二。

IPO数量 代表案例细分领域行业

2022年2月IPO重点行业细分领域统计

医疗健康

医药行业 3
西点药业、乐普生物、

华兰疫苗

医疗器械 2 合富中国、美华国际

医疗服务 1 清晰医疗

制造业

机械设备 2 大族数控、坤恒顺维

农副食品加工 2 粤海集团、三元生物

高端制造 1 宏英智能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3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3



江苏地区IPO最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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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IPO数量分布比例（左）以及规模比例（右）相加总和均不为“1”系四舍五入所致。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3

地区 数量(家)

江苏 6

上海 4

广东 2

河南 1

山东 1

辽宁 1

浙江 1

其他 5

地区 募资(亿元)

江苏 67.52

广东 37.54

山东 36.86

河南 22.76

上海 20.45

辽宁 18.46

甘肃 10.58

其他 21.03 

2022年2月，江苏地区中企IPO数量为6家，IPO数量位于榜首，上

海、广东紧随其后；同时江苏中企IPO规模达67.52亿元，占本月

IPO募资总额的28.71%，位居首位，江西、上海分别排名第二和第

三。

2022年2月中企IPO
数量(左)及募资规模(右)地区分布(%)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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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
IPO重点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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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募资规模前十大IPO项目均在7

亿元以上，占2月整体募资80.51%，主要集中

在制造业和医疗健康行业。IPO当日市值前十

大IPO项目中，华兰疫苗以281.21亿元市值位

居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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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IPO规模及当日市值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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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募资总额(亿元)股票代码企业名称 地区

2022年2月中企IPO规模TOP10

三元生物 3012061 制造业 山东 36.86

大族数控 301200 制造业 广东 32.16

华兰疫苗 301207 医疗健康 河南 22.76

东微半导 688261 IT及信息化 江苏 21.90

中触媒 688267 化学工业 辽宁 18.46

汇通达 09878 互联网 江苏 18.02

亚信安全 688225 IT及信息化 江苏 12.21

金徽股份 603132 能源及矿业 甘肃 10.58

标榜股份 301181 汽车行业 江苏 9.06

乐普生物 02157 医疗健康 上海 7.34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3

行业上市日期企业名称 地区

2022年2月中企IPO当日市值TOP10 

当日市值(亿元)

华兰疫苗 2022-02-18 医疗健康 河南 281.21 

大族数控 2022-02-28 制造业 广东 277.87

汇通达 2022-02-18 互联网 江苏 196.33

三元生物 2022-02-10 制造业 山东 172.66

亚信安全 2022-02-09 IT及信息化 江苏 155.64

金徽股份 2022-02-22 能源及矿业 甘肃 152.08

乐普生物 2022-02-23 医疗健康 上海 96.09

东微半导 2022-02-10 IT及信息化 江苏 87.66

中触媒 2022-02-16 化学工业 辽宁 74.36

粤海集团 2022-02-16 制造业 广东 54.25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3



重点案例：乐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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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价 募资总额(亿元)交易所发行时间 收盘价

乐普生物IPO基本发行信息

2022/2/23 香港交易所 7.13 7.14 9.05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3

乐普生物融资历程

投资总额投资轮次投资时间 主要投资方

2020/04 A 81,000万元

拾玉资本

苏州民营资本投资

翼朴资本

国创开元母基金

胡杨林资本

2020/07 B 101,250万元

海通开元

融汇资本

平安资本

国投创合

国新央企

知合资本

民和资本

2021/04 C 26,112万元
维梧资本

上实资本

2022/02 基石投资
23,378.557万港元 维梧资本

15,585.467万港元 King Star Capital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3



重点案例：乐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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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普生物 IPO账面退出情况

退出前持股
数量（万股）

退出主体机构品牌 退出前持股
比例（%）

退出前股权
价值（万港元）

退出回报率
（%）

拾玉资本
苏州丹青二期创新
医药产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7,042.25 5.15% 50211.27 63.24%

平安资本
天津市平安消费科
技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394.93 3.21% 31,335.82 1.88%

海通开元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

有限公司
3,515.94 2.57% 25,068.66 1.88%

国创开元母基金
苏州工业园区国创
开元二期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816.90 2.06% 20,084.51 63.24%

融汇资本
北京融汇阳光新兴
产业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2,636.96 1.93% 4,561.93 -75.28%

国新央企
国新央企运营（广
州）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2,636.96 1.93% 4,561.93 -75.28%

国投创合
国投创合国家新兴
产业创业投资引导
基金（有限合伙）

2,636.96 1.93% 18,801.49 1.88%

民和资本
青岛民芯启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1,757.97 1.28% 12,534.33 1.88%

胡杨林资本
苏州新锐启源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1,408.45 1.03% 10,042.25 63.24%

拾玉资本
嘉兴丹青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126.76 0.82% 8,033.80 63.24%

知合资本
深圳市海汇全兴投
资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75.80 0.13% 1253.43 1.88%

国新央企
新业（广州）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3.95 0.03% 313.36 1.88%

翼朴资本
苏州翼朴一号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887.32 5.76% 56,236.63 471.33%

翼朴资本
苏州苏梓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971,83 1.44% 14,059.16 63.24%

上实资本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461.64 1.07% 10,421.53 -13.49%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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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 为适应注册制改革和常态化退市的要求，

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后监管工作，营造“有进有

出，能进能出”的良好生态，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

发展，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规定，中

国证监会起草了《关于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后监管工

作的指导意见》，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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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热点

2月25日，为适应注册制改革和常态化退市的要求，进一步完善上市公

司退市后监管工作，营造“有进有出，能进能出”的良好生态，促进资

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规定，中国

证监会起草了《关于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后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指导意见》)，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指导意见》立足于落实《证券法》要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更

好保障常态化退市平稳实施，依托现有的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作为退市

板块，按照“顺畅衔接、适度监管、防范风险、形成合力”的原则，对

目前实践中存在的堵点、风险点进行优化完善，推动形成一套符合退

市板块功能定位、适合退市公司特点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一是强

化退市程序衔接，畅通交易所退出机制，完善主办券商承接安排，简

化确权登记程序，优化退市板块挂牌流程，推动退市公司平稳顺畅进

入退市板块；二是优化退市公司持续监管制度，从退市公司实际情况

出发，合理设定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要求，建立差异化的监管机制，

提升监管精准性、适应性；三是健全风险防范机制，加强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引导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企业通过市场化途径退出市场，

促进风险收敛和逐步出清；四是完善退市公司监管体制，构建职责清

晰、协同高效的监管机制，强化各方分工协作和统筹协调，形成有效

的监管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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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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A股市场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成功上市企业；港股市场为业务主要地区在中国

（含港澳台）的企业，特别提示的是，业务主要地区与

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地存在不一致情况；美股市场为公司

总部地址位于中国（含港澳台）的企业。此外，报告中

关于内地企业的统计口径为满足上述中国企业的前提下

按照公司总部所在地进行的划分。

 全球市场：A股、港股、美股及全球范围内剩余其他证

券交易市场，重点在前三个市场且本报告图表数据均仅

涵盖该部分市场。

 上市类型：仅包含新股发行情况，不包含港股中介绍上

市、转板上市，并且IPO募资规模统计已剔除港股中销

售股份而非新股发售部分募资金额。

 汇率换算

报告中所有涉及的港股与美股IPO募资总额均已按上市当日

汇率换算为人民币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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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