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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资本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

投资云服务提供商

CC

视频

证券时报记者 钟仰浩

国内领先的视频云服务提供商

CC

视频对

外宣布已正式完成

B

轮融资

2000

万美元。 该

轮融资由迪士尼旗下思伟投资领投， 江苏高科

技投资集团、

IDG

资本跟投。

CC

视频首席执行官

(CEO)

张远表示，

CC

视频将从 “兴建跑道” 阶段进入 “准备起

飞” 阶段， 第二轮

2000

万美元融资将重点用

于引进优秀人才， 加速产品研发和市场方面的

投入。 公司首席技术官

(CTO)

侯明强表示，

未来

CC

视频将主要从轻松云、 云编辑、 云开

放、 混合云四个方面实现视频云的战略布局。

CC

视频成立于

2005

年， 一直专注于视频

技术的研发。 经过近

5

年的发展， 中国每

10

次视频播放， 其中就有至少

1

次使用了

CC

视

频的播放服务。 截至目前，

CC

视频为超过

12

万家网站提供视频技术服务， 每日播放量达

5000

万次， 客户范围已经辐射到整个大中华

区、 日本、 欧洲等地。

华平携手凯鹏华盈

1

亿美元投资走秀网

证券时报记者 杨浩

国内时尚购物网站走秀网日前宣布完成

B

轮融资， 融资总额达

1

亿美金， 由私募股权基

金华平投资集团领投，

A

轮投资方凯鹏华盈继

续跟投。 这是继今年

3

月获凯鹏华盈首轮

2000

万美元风险投资后， 走秀网获得的新一

轮融资。 这也是中国电子商务行业有史以来的

最大

B

轮融资。

除现金投入外， 华平还将帮助走秀网更好

地拓展国际品牌和零售资源。 “这是华平在全

球范围内第一次投资时尚电子商务企业， 之所

以选择走秀网， 是因为它的经营模式难以复

制： 走秀网强大的供应链， 丰富的全球时尚资

源和优秀的管理团队， 具有不可限量的成长潜

力和竞争优势。 在中国消费升级浪潮的推动

下， 我们对走秀网的前景充满信心。” 华平集

团相关负责人还表示， 将根据市场和走秀网的

发展情况， 计划推进大规模的后续投资。

天以基金

9000

万领投

凯莱英医药化学公司

证券时报记者 钟仰浩

英飞尼迪集团近日宣布， 集团旗下天津天

以生物医药股权投资基金正式投资了凯莱英医

药化学 （天津） 有限公司。 天以基金是以色列

英飞尼迪集团与天创资本等本地机构合作成立

的一只专注于生物医药领域投资的基金， 本次

凯莱英公司总共融资

2.5

亿元， 其中天以基金

与天创资本旗下基金共同领投

9000

万元。

凯莱英公司是一家为国际制药企业提供专

业化服务的生物医药公司， 帮助制药公司缩短

新药开发周期和加速新药上市。 公司主营业务

为

cGMP

（现行药品生产管理规范） 标准原料

药及制剂产品的研究开发、 工艺优化和规模化

生产， 向客户提供用于临床研究和上市后符合

欧美标准的产品， 公司先后在国内投资建立五

家企业， 是中国最大的提供全面

CMO

（加工

外包） 服务的医药企业。

天以基金经理洪雷认为， 本次投资将有效

帮助凯莱英公司扩大生产规模， 承接更多国际

制药公司订单， 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 更好地

促进中国医药公司与国际市场对接。

雷曼光电董事长李漫铁：

携手中超试水广告运营

证券时报记者 杨浩

雷曼光电董事长李漫铁日前做客深圳电视

台财经频道 《创业资本圈》 时表示， 雷曼光电

在与中超公司的合作过程中遭遇各种质疑， 但

雷曼光电仍会按计划将合作继续下去。 对于

“中超广告被贱卖” 的说法， 李漫铁表示， 中超

广告资源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根据往年的中

超广告收益来看， 雷曼光电还须承受巨大风险。

李漫铁认为， 雷曼光电与中超的合作还有

更深远的意义， 雷曼光电作为制造

LED

广告板

生产商， 也将开始着手经营

LED

广告， 此次合

作将成为雷曼光电开创新业务的试验田。 “雷

曼光电上市后， 我们有较充裕资金去做广告运

营。” 李漫铁说， 尽管试验田已开， 但是雷曼光

电的主营业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

目前， 国内

LED

相关企业已达数千家，

全国各地掀起了抢建大型

LED

生产基地的浪

潮， 雷曼光电将采取何种策略在激烈竞争中脱

颖而出， 请关注本周六晚

19:00

深圳财经生活

频道播出的 《创业资本圈》 和证券时报网

（

www.stcn.com

）。

移动互联网公司躺着融资站着赚钱

业内人士提醒：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能攫取到的价值可能比

PC

产业还要低

证券时报记者 李强

由清科集团主办的 “首届中国移

动互联网投融资高峰论坛” 昨日在京

举行。 业内专家指出， 中国移动互联

网产业前景广阔， 行业投融资步伐加

快， 但是行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还面

临着同质化严重、 供大于求等问

题。 应当在继续加大移动互联网产

业投融资步伐的同时加快产业整

合， 使之朝更加良性的方向发展。

在产业融资方面， 与会的创投

业内人士均表示， 未来将会更加关

注移动互联网产业方面的投资。 红

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周逵表示，

从过去

PC

的芯片、 整机、 网络设

备、 企业软件到现在的移动互联网

产业的各个环节， 红杉资本都积极

开展投资， 目前红杉资本所投资的

许多移动互联网企业已顺利上市。

清科创投董事总经理屈卫东透

露， 清科创投已经成立了

1

亿美元

的移动互联网的基金， 专注于投资

移动互联网， 并将偏重投资早期项

目， 而且这个比重还会不断增加。

IDG

资本合伙人张震则表示，

IDG

在移动互联网产业上的投资涵盖了

手机软件外包、 手机游戏、 手机支

付等领域，

IDG

去年在电信、 媒体

和科技

(TMT)

领域中超过

50%

以

上的投资都是移动互联网项目。

清科研究中心统计数据表明，

去年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投资案例

共发生

22

起， 其中

16

起案例披露

投资金额， 总投资额为

2.07

亿美

元， 平均每起案例投资额为

1293

万美元。

“事实上， 随着智能终端以及

3G

等的兴起， 移动互联网发展速

度惊人， 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

里， 移动互联网都是电子信息产业

的发展重点， 巨大的蓝海效应对于

投资者来说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躺着融资都行。” 一位电子信息行

业分析员对记者坦言。

在产业发展方面， 与会的产业

链各方专家均表示看好移动互联网

的未来。 清科集团创始人、

CEO

倪正东表示， 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

正奔跑在高速公路上， 智能终端的

飞速普及、 微博、 电子商务等移动

客户商的广泛应用， 谷歌、 苹果应

用商店的持续火热都是大势所趋。

A8

音乐集团董事局主席兼

CEO

刘

晓松表示， 移动互联网产业无论是

在收入规模、 用户数量还是融资规

模都将呈现爆炸式增长。

事实上， 中国移动互联网缺乏创

新早已为业内所关注。 陈一舟表示，

移动互联网产业的价值有待进一步释

放： “在

PC

行业中我们国家还有联

想， 可以赚很多钱， 但是在移动互联

网领域， 特别是苹果做了应用商店

(App Store)

以后， 把很多应用端的

钱都赚走了。 这个行业虽然很大， 但

是中国的移动互联网产业能攫取到的

价值可能比

PC

产业还低。”

大头无线董事长王秦岱表示， 未

来

5

年， 移动互联网公司有机会进入

“站着把钱挣了” 的阶段， 移动互联网

公司有机会做出来只有在手机上才能

完整独特展现的应用和服务， 而互联

网端的

PC

只能作为这项服务的延伸，

移动互联网公司在这个领域商机无限。

团购网站半年新增

2000

多家

“千团大战”开演 创投资本坐山观虎斗

证券时报记者 李强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近期发

布的研究报告显示， 团购网站数量

由去年的

2600

多家疯长到现在的

5500

多家， 半年多时间里增幅近

120%

， 充分说明团购行业缺乏严

格的准入制度。 有业内人士指出，

目前团购业竞争呈现白热化趋势，

年底前绝大多数团购网站将会面临

倒闭或者被兼并的风险， 团购业的

寒冬为期不远， 创投资本进入团购

业已趋于谨慎。

团购网站数量接近饱和

购团网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7

月份全国团购销售总额高达

18.86

亿元， 环比增长

15.28%

。 值

得注意的是， 在业绩快速增长的同

时， 团购网站数量也由

6

月底的

5100

多家增至现在的

5500

多家，

团购行业呈现 “千团大战” 格局。

事实上， 我国国内的团购网站

数量已经接近饱和状态。 从今年

3

月至今， 每个月新增的团购网站数

量呈现下滑趋势， 越来越多的投机

者已经开始认识到行业竞争在加

剧， 转而退出团购市场。

购团网

CEO

王启亨表示， 中

国团购市场仍然处于发展初期阶

段， 一些互联网巨头才刚刚进入团

购领域， 未来的一年内， 绝大多数

团购网站将会倒闭或者被兼并。

调查发现，

80%

的消费者对目

前的团购模式表示了不满， 其中投

诉问题最多的就是售后服务。 家住

北京朝阳区的秦小姐去年开始团

购， 希望既能省钱又能买到自己中

意的名牌服装， 但是几次下来之

后， 她对团购网站越来越失望， 质

量差不说， 还难以投诉。

业内专家认为， 围绕团购行业

诚信认证体系上的诸多问题还有待

解决。 一份来自中国电子商务研究

中心的报告就明确指出， 团购网站

信用认证应结合网站的注册资金、

服务质量和信用度作为综合考核依

据， 同时， 国家有关权威职能部门

应该尽早明确相关职能机构， 并出

台针对团购业的权威监管措施。

团购行业或将迎来寒冬

易观国际团购行业分析员陈

寿送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大多数团购网站最终将会消

亡或者被兼并， 只有

3～5

家可以

存活下来， 甚至会更少， 团购业

寒冬已经来临。 方正证券行业分析员

丁军认为， 现在团购业的资本泡沫极

其严重， 团购行业未来一段时间不可

能会融到巨额资金， 团购网站现在考

虑更多的就是缩减开支， 争取早日度

过寒冬。

据记者调查， 以团宝、 美团、 拉

手、

F

团、

24

券为代表的一线团购网

站目前基本都处于亏损状态， 有人预

计， 拉手网每月亏损

5000

万元左右。

一位知名创投业内人士表示， 去

年团购兴起时， 属于新鲜事物， 创投

资本跟进的速度太快， 规模极速扩

张， 但是由此也产生了大量泡沫， 风

险积聚。 “目前我们没有暂时继续投

资团购领域的计划， 国内外的许多创

投资本现在都在观望， 看谁能顺利度

过行业寒冬， 届时相信资本会掀起新

一轮的投资热潮。” 他说。

创投业可持续发展十大问题待解

王守仁

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经济

金融危机影响依然深重， 以及国

内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的新形

势下， 我国创投业正面临着新的

战略发展期， 承载着新的重大历

史使命。 当前， 我国创投业虽然

正处于蓬勃发展中， 但客观上却

缺乏明确的战略发展方向和目标，

市场体系建设明显滞后， 亟待业

内人士和有关方面加以重视并解

决相关问题。

十大问题制约创投业发展

综合来看， 当前创投业主要

存在十个方面问题：

1

） 缺乏总体

发展规划和阶段性目标， 无论是

在国家社会经济中长期规划中，

还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对创业

投资业的提法很原则， 很笼统，

缺乏明确而清晰的指导意见。

2

） 法律法规不健全、 不配

套， 尤其是 《创业投资企业管理

暂行办法》 至今仍停留在规章层

面， 缺乏法律权威性。 《合伙企

业法》 中有限合伙相关条款漏洞

甚多， 其法人资格不明确， 普通

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却没

有相关配套法律制度。

3

） 虽然创业投资相关税收优

惠政策已公布实施， 但由于相关

规定界限模糊和执行部门相互交

叉而落实较差， 而且偏重于事后

奖励支持， 而不注重事先的导向

性支持。

4

） 创业板企业上市审核利润

指标远高于创业板上市相关规定。

过于注重实质性审核， 而对上市

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和未来成长

性缺乏科学的预测和判断， 客观

上误导投资机构过分追求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

(IPO)

前项目。

5

） 注册在境外而在国内从事

创投业务的机构， 并不是中国境

内企业法人， 却向政府相关部门

要求享受国民待遇， 尤其是某些

在境外注册的行业组织和投融资

咨询机构， 居然打着 “中国” 字

头在境内从事各种非正当活动。

6

） 券商直投业务由自有资金

自营管理模式演进为募集社会资

金委托管理模式， 依然带有浓厚

的 “保荐

+

投资

+

承销” 集一身的

垄断色彩， 重点投资

IPO

前项目，

而不是发挥其独特优势， 专注从

事专业化并购投资业务。

7

） 境外的中资金融机构， 利

用其大型国有背景和跨境经营的

独特优势， 打着股权投资的旗号，

无所顾忌地进入国内， 大规模募

集人民币基金， 同样把重点放在

抢

IPO

前项目上。

8

） 部分地区政府引导基金过

分偏重强调产业政策目标， 对与

社会民间机构合作设立的创投基

金， 对投资地域和行业等限制过

多， 而对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

用重视不够。

9

） 各级政府一方面口头上动

员创投基金要更多地投资中小科

技企业早期项目， 但又缺乏对创

业投资的风险补偿有效措施； 另

一方面却又大肆推动发展专注投

资企业成长后期的所谓股权投资

基金。 这种理念上的错位和政策

导向的自相矛盾， 导致创投同业

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

10

） 由于创投业宏观管理不

到位， 某些不法之徒打着股权投

资旗号从事非法集资活动时有发

生， 某些产权交易所也打着股权

交易的旗号进行非法股票交易。

建立健全创投业市场体系

我国创投业必须抓紧制定和

实施新的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

规划， 以加强对创投行业的宏观

管理， 核心是要加快建设发达而

又健全的市场体系。 为此， 提出

以下建议：

1

）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尽快牵

头， 组织相关部委和专家， 加快

制定创业投资中长期发展规划，

明确发展战略总体方向及阶段性

目标， 进一步完善各项配套体系，

彻底扭转目前我国创投宏观管理

的分散无序和不协调状况。

2

） 加强我国创业投资理论建

设， 创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指导理

论， 改变目前理论混乱、 认识错

位的状况， 使理论回归本源。

3

） 实施创业投资与并购投资

专业化基金并行发展战略， 彻底

解决

VC

与

PE

的认识误区和法律

界限不清的问题； 将 《创业投资

企业管理暂行办法》 上升到法律

法规层面， 强化其法治权威， 并

完善配套措施细则； 同时要加快制定

专业化并购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规范化

纳入修订的 《证券投资基金法》。

4

） 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通过对创投基金所投行业和企业的收

益与风险进行科学地甄别和评估， 国

家应实行差异化的扶持政策。 特别是

要转变财政支持方式， 由重点事后奖

励性支持转为重点事先导向性支持，

并在全国建立和完善统一的财政支持

体系， 防止地域之间的恶性竞争。

5

） 抓紧设立国家级创业投资引

导基金， 吸引更多民间资金共同设立

和运作专业化的创投基金， 并重点扶

持后进地区发展创投引导基金， 从而

建立和完善全国高效规范运行的创业

投资引导基金网络体系和创业投资信

息收集、 统计体系。

6

） 加快中小企业板、 创业板和

场外市场建设， 根据我国产业优化升

级和产业结构演进的特点， 进一步明

确其各自对我国产业和企业服务对象

的重点及其功能定位， 并建立无缝对

接的转板上市和退市的有效机制。

7

）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全国创投

行业自律管理体系， 并抓紧予以立

法， 树立行业自律的权威性， 真正实

行 “政府引导市场、 行业管理企业”

的新型体制。

8

） 积极与国外著名的创业投资

机构和培训机构开展合作交流， 有计

划地加快创投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训

练， 着力建设全国发达的创投专业人

才培训体系。

(

作者系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

互联网盛宴不断

人民币基金基本无份

证券时报记者 杨丽花

土豆网逆市登陆纳斯达克， 使得中

国互联网企业海外上市阵营又添一员。

仅

2011

年， 中国就有数家互联网企业

在海外上市， 然而分食互联网上市盛宴

的几乎全部清一色是美元基金。 中国本

土创投在互联网投资问题上， 鲜有建

树， 几乎处于欲爱无能的尴尬境地。

面对当下的互联网投资高潮， 虽

然本土创投机构纷纷表示， 将对互联

网密切关注。 但是就其投资情况来看，

并不乐观， 因为大多数互联网企业是

初创期企业， 营业收入还小， 盈利能

力还没显现出来， 不确定性很高， 人

民币基金在互联网的投资上几乎是

“无力去爱”。

人民币基金鲜有投资互联网的案

例，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人民币基金

的封闭期相对较短。 现在人民币基金普

遍是

5+2

模式， 存续期最长

7

年， 而

美元基金的存续期多在

10

年以上。 人

民币基金存续期较美元基金更短， 这就

决定了人民币基金热衷于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 （

PRE-IPO

） 项目， 而较少投资

于互联网企业等早期项目。

此外， 就互联网企业的融资特点来

看， 一般要经过几轮融资， 持续的时间

较长， 所需要的资金量巨大。 比如优酷

自

2005

年成立以来融资

6

轮， 总融资

金额为

1.6

亿美元； 土豆网也经历

5

轮

融资， 总融资规模达

1.35

亿美元。 相

较美元基金而言， 人民币基金总规模较

小， 单笔投资额度也较小。 现在互联网

的竞争， 既是商业模式的竞争， 更是资

本的竞争， 互联网企业 “烧钱” 的特性

降低了本土创投的热情。

然而， 人民币基金规模较小， 存续

期短， 并不是人民币基金 “不喜” 互联

网投资的最重要原因。 互联网企业难以

达到国内上市要求、 投资者对互联网企

业价值判断能力欠缺才是最根本原因。

在纳期达克上市的互联网企业， 仍

有不少处于亏损状态。 从制度层面来讲，

这些企业无法达到国内创业板、 中小板

的上市标准。 虽然当当网、 优酷网于纳

斯达克上市之后， 为互联网企业开辟在

创业板上市的绿色通道呼声很高， 事实

上， 即使有这样的绿色通道， 问题依然

存在。 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仅靠政策，

还需要靠民众投资理念的转变： 首先，

由于多数互联网企业在接受投资到上市

的时间超过

5

年， 此外退出还需要

1

年

时间， 投资周期较长， 有限合伙人 （

LP

）

难以接受过长的投资周期； 其次， 二级

市场的投资者也很难认可处于亏损状态

的互联网企业的价值， 互联网估值体系

的建立需要较长过程； 再次， 创投机构

更愿意选择在熟悉的领域去挖掘项目，

而不愿意把精力花在互联网这个相对陌

生的领域。 因此， 人民币基金要分享互

联网盛宴，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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