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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中统计：
39家中企实现IPO

VC/PE账面退出回报升高

2022.05 

投中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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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发现

 2022年4月，共计39家中国企业在A股、港股以及

美股成功IPO，全球市场IPO规模同比大幅上升。

 VC/PE机构IPO渗透率为71.79%，主要集中在高

端制造业和半导体等热门投资领域；平均账面回

报率环比上升3.24倍。

 募资规模前十大IPO项目均在18亿元以上，占4月

整体募资68.87%。中国海油当日市值近6,5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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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共计有39家中国企业在A股、港股以及美

股成功IPO，募资总额800.91亿元；

 本月IPO募资规模TOP5企业依次为中国海油、纳芯微、

经纬恒润、中复神鹰、中一科技；

 IPO集中行业为制造业、IT及信息化、医疗健康；

 IPO集中地域为江苏、广东、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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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
IPO分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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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全球市场中企IPO规模大幅上涨，

A股市场IPO稳定输出，港股市场IPO势头减缓，

美股市场中企IPO依旧严峻。

5



全球市场中企IPO规模大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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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共计39家中国企业在A股、港股以及美股成功IPO，IPO数量

同比下降37.10%，比上个月减少2家；募资总额约801亿元，IPO规模同比

上升28.99%，环比上升5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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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88%；港股市

场—本月中国企业香港IPO数量2家，其中互联网公司知乎（02390.HK）

于香港完成双重主要上市；美股市场—今年来第二家中概股IPO。

IPO数量 IPO规模(亿元)交易板块股票市场

2022年4月各交易板块IPO数量及规模统计

A股

上交所-科创板 16 320.88

深交所-创业板 16 170.82

上交所-主板 2 290.68

深交所-主板 1 7.91

北交所 1 1.2

港股
港交所-主板 2 8.54

港交所-创业板 0 0

美股
纳斯达克 1 0.89

纽交所 0 0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5

2021年4月-2022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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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



A股市场IPO稳定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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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共计36家中国企业在沪深和北交所三市IPO，IPO数量同比下

降34.55%，比上个月减少了1家；募资金额共计791亿元，IPO规模同比上

升1.08倍，环比上升58.2%。在本月A股市场募资规模TOP5中，科创板占

据3席。

截止2022年4月6日，深交所主板与中小板合并已经平稳运行一周年，有28

家企业通过IPO登陆主板，合计融资总额超过200亿元，“两板合并”增强了

资本市场融资功能，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

本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通过科创板IPO注册10家，中止及财报更

新4家，终止审核2家，截至4月，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累计达到487家。

本月有43只新股上会，其中37只已审核通过，4只上会未通过，2只取消审

核，新股上会率为86.04%。

业务描述 募资总额(亿元)股票代码企业名称 上市日期

2022年4月中企A股市场募资TOP5

中国海油 600938
海上原油及天然气生产

商
2022-04-21 280.80 

纳芯微 688052 集成电路芯片研发商 2022-04-22 58.11

经纬恒润 688326 电子系统科技服务商 2022-04-19 36.30

中复神鹰 688295 碳纤维研发商 2022-04-06 29.33

中一科技 688267 电解铜箔制造商 2022-04-21 27.54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5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5



2022年4月，有2家中国企业在香港IPO，均在主板上市，IPO数量同比下降

33.33%，环比下降50%；募资金额共计9亿元，IPO规模同比下降94.19%，

环比下降55%。其中，4月22日，知乎（02390.HK）于港交所上市，是继

百度集团、哔哩哔哩和小鹏汽车等又一家在港双重上市的公司，同时也是第

一家在港双重主要上市的中概互联网公司。贝壳、洪九果品、百果园等内地

明星企业均冲刺港交所。

港股市场IPO项目势头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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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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企港股市场募资情况

知乎 02390 问答式网络社区 2022-04-22 6.86 

东原仁知服务 02352 物业管理服务商 2022-04-29 1.67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5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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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市场中企IPO依旧严峻

业务描述 募资总额(亿元)股票代码企业名称 上市日期

2022年4月中企美股市场募资情况

奥斯汀科技 OST 显示模块和偏光片供应商 2022-04-27 0.89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5

2 0 2 2 年 4 月 ， 中 企 在 美 国 资 本 市 场 I P O 的 数 量 为 1 ， 奥 斯 汀 科 技

（OST.NASDAQ）于4月27日登录纳斯达克资本市场，是继美华国际医疗

（MHUA.NASDAQ）上市之后，今年第二家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两家公

司的上市未真正意义上开启中概股赴美的热潮，中概股赴美上市已停滞10

个月之久，与此同时，又有一批中概股公司被美列入“预摘牌名单”，包括

知乎、诺华家具、中国食品、理想汽车和贝壳等，中概股短期集中回归仍

面临严峻考验。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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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IPO退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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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共28家具有VC/PE背景的中企实现 

上市，VC/PE机构IPO渗透率为71.79%，VC/PE

机构IPO账面退出回报环比上升21.64%，平均账

面回报率环比上升3.2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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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PE机构IPO账面退出回报上升

2022年4月，共28家具有VC/PE背景的中企实现上市，

VC/PE机构IPO渗透率为71.79%，其中，深交所主板VC/PE

机构IPO渗透率为100%。本月VC/PE机构IPO账面退出回报规

模为444亿元，环比上升21.64%，主要集中制造业、半导体和

医疗健康等热门投资领域。平均账面回报率大幅提升，环比上

升3.24倍。

Copyright © 投中信息 www.cv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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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IPO交易板块退出分析

深交所-主板 100% 6.12 2.11

上交所-科创板 93.75% 381.81 13.25

深交所-创业板 62.50% 50.80 3.43

上交所-主板 50.00% 5.88 2.18

港交所 - - -

北交所 - - -

纽交所 - - -

纳斯达克 - - -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5

    2021年4月-2022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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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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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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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达智能 东实创投、东莞金控股权投资

德龙激光
沃衍资本、尚理投资、中电基金、高投金运、元禾重元、龙翌资
本

峰岹科技
华芯创投、微禾资本、中芯聚源、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南京俱成、
君联资本、深创投、元禾璞华、中益仁投资、泰达科投

国能日新 财通创新、国家电投基金、和信金创、万融资本

海创药业

盈创动力、朗盛投资、力鼎资本、楹联健康、国海创新资本、深
投控资本、高和资本、国药中金、勤道资本、德诺资本、广发信
德、中科融信、方正和生投资、洪泰基金、高能资本、建银国际、
华南鼎业、南岭股权投资、高投集团、隆门创投、英飞尼迪集团、
景旭创投、明诚致慧投资、盛宇投资、沛坤投资、国发创投、发
展弘科、弘陶资本、启融创投、硅谷火炬基金、和瑞创投

禾川科技
联合基金、达晨财智、长江国弘、兴富资本、磐茂投资、背影资
产、长石股权投资管理

嘉戎技术 厦门鼎新、泛泰创投、厦门高新投

杰创智能
粤科金融、湖南国微投资管理、蚁米创投、津杉资本、晋阳投资、
广州金控

金道科技 普华资本

经纬恒润

华兴新经济基金、宁波钛铭投资管理、广汽资本、鼎佳管理、北
汽产业投资、丝路华创、恒旭资本、尚颀资本、华业天成、中信
证券、凯联资本、越秀产业基金、耀途资本、朗玛峰创投、北商
资本

景业智能 杭州金投、赛伯乐投资、秘银资本

铭利达 深创投、骧腾投资

纳芯微

国润创投、千乘资本、新微资本、恒信华业、深创投、中芯聚源、
元禾重元、元禾璞华、国科投资、小米长江产业基金、汇创新私
募基金管理、哇牛资本、得彼投资、永鑫方舟、君信资本、君诚
基金、泰达科投、嘉睿资本

普源精电
苏高新创投、元禾重元、正心谷资本、招银国际资本、高瓴创投、
招银国际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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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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VC/PE机构背景企业IPO一览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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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机构企业简称

清研环境 力合创投、深创投、子今投资、启高资本、力合创投

瑞德智能 国泰君安、美的资本、弘德投资、金茂投资、和智资本

赛微微电
武岳峰资本、新微资本、邦盛资本、中清正合科技创投、德弘联
信

拓荆科技
华芯投资、国投创业、临芯投资、中合盛资本、沈阳信息产业创
投、中芯聚源、中车资本、浑璞投资、兴橙资本、盛京金控

天益医疗 金浦投资

望变电气
普思资本、尚颀资本、晋成资本、维彤资本、厦门镒田、安洪投
资、丰润泰投资、乾鲲基金管理

唯捷创芯
贵人资本、哈勃投资、小米长江产业基金、泰达科投、元禾璞华、
中芯聚源、华登国际、中清正合科技创投、天创资本、千合资本

新特电气 中科汇通、中科招商

药康生物
鼎晖投资、高瓴创投、扬子国投、云锋基金、摩根士丹利、红杉
中国、国创中鼎、紫金科创、泰福资本、天津国药君柏

英集芯
武岳峰资本、芯动能投资、兴橙资本、麓谷创投、上海科创集团、
景祥资本、广发信德、金信资本、中芯聚源、长石资本、临港科
创投、清科创投

永泰运 众汇投资、乾莳资本、财通资本、闰土投资、鸿绅资产

长光华芯
国投创业、华泰紫金、达润投资、哈勃投资、中科院创投、东湖
创投、华泰证券

中一科技
树山投资、长江资本、楚商集团、长江证券创新投资、TCL创投、
通瀛投资、高诚澴锋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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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right © 投中信息

中国企业
IPO行业及地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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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IT及信息化股IPO表现亮眼，江苏

地区IPO数量位居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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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及信息化股IPO表现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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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制造业、IT及信息化、医疗健康类公司IPO募资位居

前三，占据各行业募资总额的48.78%，其中，本月制造业有17家

企业IPO，成为本月IPO数量最多行业；中国海油（600938.SH）

募资290.8亿元，一己之力使能源及矿业行业成为规模最大行业；

IT及信息化股表现优异，有9家企业IPO，以187.83亿元的募资金额

位居第三。

IPO数量 代表案例细分领域行业

2022年4月IPO重点行业细分领域统计

医疗健康

医药行业 1 海创药业

医疗器械 1 天益医疗

医疗技术 1 药康生物

IT及信息化

软件 1 国能日新

半导体芯片 8

赛微微电、纳芯微、
拓荆科技、峰岹科技、
唯捷创芯、长光华芯、
奥斯汀科技、英集芯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5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5                                                                                                              



江苏地区IPO数量位居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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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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

地区 数量(家)

江苏 9

广东 8

浙江 7

北京 4

重庆 2

湖南 2

湖北 1

其他 6

地区 募资(亿元)

香港 280.80

江苏 168.34

广东 90.97

北京 59.67

浙江 48.55

湖南 29.31

湖北 27.54

其他 95.70

2022年4月，江苏地区中企IPO数量为9家，IPO数量位于榜首，广

东、浙江紧随其后；香港地区中企IPO规模达280.80亿元，占本

月IPO募资总额的35.09%，位居首位，江苏、广东分别排名第二和

第三。 2022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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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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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
IPO重点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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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募资规模前十大IPO项目均在18

亿元以上，占4月整体募资68.87%，主要集

中在IT及信息化行业。IPO当日市值前十大IPO

项目中，中国海油以6,515.42亿元市值位居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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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企IPO规模TOP10

中国海油 600938 能源及矿业 香港 280.80

纳芯微 688052 IT及信息化 江苏 58.11

经纬恒润 688326 汽车行业 北京 36.30

中复神鹰 688295 化学工业 江苏 29.33

中一科技 301150 制造业 湖北 27.54

长光华芯 688048 IT及信息化 江苏 27.39

唯捷创芯 688153 IT及信息化 天津 26.69

军信股份 301109 公用事业 湖南 23.79

拓荆科技 688072 IT及信息化 辽宁 22.73

峰岹科技 688279 IT及信息化 广东 18.93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5

行业上市日期企业名称 地区

2022年4月中企IPO当日市值TOP10 

当日市值(亿元)

中国海油 2022-04-21 能源及矿业 香港 6,515.42 

中复神鹰 2022-04-06 化学工业 江苏 328.95

纳芯微 2022-04-22 IT及信息化 江苏 262.34

唯捷创芯 2022-04-12 IT及信息化 天津 170.43

铭利达 2022-04-07 制造业 广东 121.60

经纬恒润 2022-04-19 汽车行业 北京 120.01

拓荆科技 2022-04-20 IT及信息化 辽宁 116.74

长光华芯 2022-04-01 IT及信息化 江苏 107.94

英集芯 2022-04-19 IT及信息化 广东 91.90

军信股份 2022-04-13 公用事业 湖南 85.47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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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价 募资总额(亿元)交易所发行时间 收盘价

药康生物IPO基本发行信息

2022/4/25 上海证券交易所 22.53 18.5 11.27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5

药康生物融资历程

投资总额投资轮次投资时间 主要投资方

2019/05 A 16,000万元
国药君柏

鼎晖投资

2020/07 非控制权收购 16,482.03万元
扬子国投

国药君柏

2020/08 非控制权收购 40,690万元

高瓴创投

摩根士丹利

红杉中国

泰福资本

紫金科创

国创中鼎

云锋基金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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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康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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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药君柏
青岛国药大创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474.5078 9.65% 78,280.66 298.6%

鼎晖投资
杭州鼎晖新趋势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257.0533 6.27% 50,851.41 535.65%

高瓴创投
珠海荀恒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254.7185 3.49% 28,268.81 135.58%

扬子国投
南京江北新区国有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217.4545 3.38% 27,429.25 466.41%

云锋基金
上海曜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836.4809 2.32% 18,845.91 135.58%

摩根士丹利
杭州长潘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22.8013 1.45% 11,778.71 135.58%

红杉中国
红杉安辰（厦门）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59.0169 1.28% 10,341.65 135.58%

国创中鼎
南京创鼎铭和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97.3288 1.10% 8,951.82 135.58%

紫金科创
南京市产业发展基

金有限公司
313.6796 0.87% 7,067.20 135.58%

泰福资本
西安泰明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09.1188 0.58% 4,711.45 135.58%

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投中研究院，20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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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 为贯彻落实新《证券法》和《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进一步规范

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

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自2022年5月15日起

施行。4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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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监会发布《关于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后监管工作的指

导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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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热点

4月15日，为贯彻落实新《证券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

司质量的意见》，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证监会发布

《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自2022年5月15日起施行。

《指引》共32条，由总则、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内容和方式、组织与实

施、附则等内容组成，强化投资者关系管理，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

重要举措，也是投资者保护的重要内容。下一步，证监会将在具体监

管工作中督促上市公司认真落实《指引》提出的各项措施，加强上市

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有效沟通，促进上市公司完善治理，切实保护投

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4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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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发布《关于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后监管工作

的指导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指导意见》立足于落实《证券

法》基本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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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内容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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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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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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