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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敦力与红杉资本合作成立中国医疗科技早期创投基金
全球领先医疗科技公司美敦力近日宣布与红杉资本合作，共同出资建立美
敦力-红杉中国医疗科技早期创新投资基金(“基金”），在以中国市场为导向
的全球市场寻找有潜力的医疗科技领域的初创企业，为之提供资金投资和一揽
子增值服务等战略资源。在国内以医疗科技新创企业孵化服务知名的苏州生物
纳米科技园也将以有限合伙人和战略合作伙伴的身份加入这一期的基金。
美敦力-红杉中国医疗科技早期创新投资基金首期募集总金额为 6000 万美
元，主要致力于投资源自中国本土创新且产品和商业模式具备全球潜力的初创
企业，也关注向中国引入海外创新企业开发的、符合中国市场独特需求的医疗
科技技术和产品，并帮助他们实现在中国的本土化和商业化。
美敦力全球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奥马尔-伊什拉克说：“到目前为止接受过
美敦力投资的全球各地创新企业总数已经超过了 100 家。本次在中国建立美敦
力在美国总部之外的第一支早期创新基金，是为了能够扶持创新技术和服务，
解决中国医疗市场尚未被满足的需求，最终改善中国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扩
大医疗服务可及性，为患者、医生、医院和支付方创造经济价值。”

美敦力大中华区总裁李希烈说：“中国未来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医疗科技
市场。同时，政府的产业支持、相关技术研发人才的积聚和巨大的医生和患者
群体也意味着中国必将成为新一代全球医疗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作为行业的领
导者，我们有义务和责任更深入地参与和支持这一轮历史性的中国医疗科技创
新大潮”。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表示：“红杉资本一直致力于在包括医疗
技术在内的市场空间巨大，增长迅猛的行业里进行积极广泛的布局。我们在医
疗科技领域投资了威高股份，鱼跃医疗，深圳新产业在内的一批国内的龙头企
业。这次和美敦力的合作，希望能帮助国内初创期医疗科技企业获得海外先进
技术和市场资源，同时也帮助海外优秀企业把全球最好的医疗科技产品更早地
带给中国用户。”
美敦力大中华区负责业务拓展和战略的副总裁程立飞将代表美敦力公司负
责管理基金的运营。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负责医疗投资的合伙人陈鹏辉将代表红
杉加入美敦力-红杉中国医疗科技早期创新投资基金的投委会，他表示“基金将
专注于早期医疗科技企业的投资，以灵活高效的投资方式结合产业资本在投后
增值服务方面的独特优势，成为医疗技术领域创新创业的重要推手”。

颜强离职网易创业“肆客足球”已获 2000 万元天使投资
据悉，前网易门户副总编辑、足球解说员颜强近日推出创业项目：肆客足
球，注册公司为球多多（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有消息称，肆客足球已获
真格基金和源渡创投等 2000 万元天使投资。
颜强于 2015 年 9 月 1 日在微博宣布从网易副主编职位上离职，当时并未宣
布新去向。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开系统，球多多（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法人为颜强。此外，自然人股
东中还有飞马基金投资副总裁孙动先。
资料显示，肆客足球目前还是围绕足球内容方面的公众号。据悉，围绕足
球相关的创业正风生水起，2015 年 3 月，黄健翔、斯内德和白强推出了动吧体
育，主打足球 O2O 培训。6 月，前央视体育主持人王涛和前男足郝海东发起的
娱乐体育方面项目北半球国际获得了经纬中国、浅石创投的 2500 万元 pre-A 轮
投资。9 月，成立于 2013 年的懂球帝完成 B 轮投资，而 A 轮则拿到了红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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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美元投资。
目前，足球市场的巨大潜力正伴随着政策性因素无限放大。不过转播权和
足彩等投资较大的方向已被巨头垄断，创业项目从内容领域切入。

麦子学院完成亿元 B 轮融资
在线职业教育领导者麦子学院近日正式宣布，其已经完成 B 亿元融资，领
投方为曲速资本，五岳资本等机构跟投。这是年内为止在线职业教育领域最大
规模的融资。
资料显示，麦子学院成立于 2012 年 8 月 8 日，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先行者，
以在线职业教育的方式，专注泛 IT 领域，通过三年的时间，目前已经是国内课
程体系最全，技术最领先，模式最成熟，就业率最最高，营收最大的 IT 在线职
教机构。
针对此次融资，麦子学院创始人兼 CEO 张凌华表示：“此轮融资的资金主
要用户扩充内容和加强团队，引入算法和数据挖掘方面的技术人才，继续完善
及打造麦子学院的学习过程系统，让其实现真正的交互性，学习氛围以及把控
度上门全面的提升的在线学习效果，最终实现在线教育可的职业化。未来，麦
子学院将打造一个真正的互联网职业教育平台，让线下培训机构以及优秀的个
人老师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更大价值，成为‘在线职业教育标准制定者’”。
作为主要投资机构，麦子学院此次融资领投的机构——曲速资本创始合伙
人魏前江表示：“投资逻辑就是投资那些能够站在风口上滚雪球并且活得更好
的企业，无论是龙卷风还是台风，都能活下去的企业。麦子学院恰好就是这样
的企业，职业教育天然适合在线模式，目前在泛 IT 在线教育细分领域用户的渗
透率不足 5%，同时当下 TMT 行业都有用人难，技术人才缺失的问题。商业的本
质是低买高卖，追求利润。而麦子学院正是符合我们标准的优秀企业，其在运
营的过程中恰好具有这个优点，其运营成本和推广方式相对较低。对于投资，
我们一直强调活下去，偏离商业本质，没有造血功能的创业是没有生命力
的。”
此外，为了拓展线下渠道，帮助更多的年轻人成就梦想，麦子学院还助阵
第四届首都大学生科技创新作品与专利成果展示推介会，并冠名推介会“创新
金奖”，活动组委会表示此次引入麦子学院合作冠名“创新金奖”是鼓励、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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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更多创新主体参与活动组织的一次尝试，力争开辟以服务高校学生创新创业
为核心、以政府主导、企业支持相融合的创新服务模式。

前中南海保镖创办八保网获数百万元天使投资
据悉，致力于保安服务行业的 B2B 电子商务平台八保网宣布已获得由中路
资本投资的数百万人民币天使轮融资。八保网创始人陈琦透漏，本轮融资的
70%将用于产品研发，30%用于线上与线下的市场推广。
八保网成立于 2014 年底，隶属锦程瑞满（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网站
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正式上线。目前公司团队近 40 人，分为互联网+事业部、
产品研发部、运营部、商务拓展部、行政运营中心五个核心部门。
截止到目前平台已入驻注册企业用户约 300 家，其中包括中城卫保安服务
集团、上海保安服务总公司、华信中安、四川戎威、上海优驰等知名供应商；
CBRE、第一太平洋戴维斯、沃尔玛、GUCCI、一号店、腾讯、NIKE、麦德龙、崇
明金茂凯悦酒店、四季酒店、等知名采购商。平台已累积促成交易额超过 2000
万人民币。
创始人兼 CEO 陈琦拥有近 10 年的公安系统任职经历，在 30 岁时成为中国
最年轻的高级保卫师。陈琦在 2003 年被公安部警卫局招优，任元首级警卫对
象、安全事务项目经理，在任职期间曾参与包括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哈萨克
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古巴副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卢旺达总统夫妇等元首访
问的护卫工作，并直接参与过 100 余场国际性会议的筹备与管理。
联合创始人兼 CTO 蔡伟堂拥有 10 年以上电商与 CRM 平台开发运营经验。曾
任酩悦轩尼诗亚太区项目互联网系统开发技术总监、香港思动科技创始人
CEO、香港科技大学高材生科技管理硕士；联合创始人兼 CBO 浦毅清拥有多年的
政法系统工作经验，曾屡获个人嘉奖及优秀公务员称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
学本科、重庆大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硕士。

济峰资本(LYFE Capital)超募完成首期基金
专注于医疗健康投资领域的济峰资本(LYFE Capital)11 月 15 日宣布第一
期基金募集完成，包括一支 2.1 亿的美元基金和一支 5.55 亿的平行人民币基金
（共 2.98 亿美元）。基金投资方为美国和欧洲顶尖金融机构、养老基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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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以及国内已上市的医疗企业。
济峰资本由两位富有医疗行业经验的风险投资人赵晋（James Zhao）和余
征坤(Drake Yu)创立，两人过去十年都一直在主导投资医疗行业的项目，拥有
漂亮的投资成绩单，曾投出了康辉医疗、上海景峰、上海海利生物、山东泰
邦、长春长生等多家上市公司。
济峰资本的投资领域包括医药、医疗器械、诊断器具、动物健康、医疗保
健服务和数字医疗健康，专注于医疗健康领域成长早期及其之后的股权投资机
会，有意投资于有很高机率被国家药监局最后批准上市的新产品和技术。
其目前募集基金量已超过了起初 1.5 亿美元基金和 3 亿人民币基金的募集
基金目标量，而其 LP 阵容也甚为豪华，济峰资本将利用其全球 LP 资源帮助所
投公司探索国际合作。
济峰资本总部位于上海，成立于 2015 年第三季度，是一家专注于投资国内
医疗健康领域的投资机构，目前管理着一支 2.1 亿的美元基金和一支 5.55 亿的
平行人民币基金。济峰资本采取多元化的投资策略，在市场上挑选一些有产品
的公司来进行投资合作，期待国际化的成长方式。

肿瘤精准医疗集团思路迪获 1.46 亿元 D 轮融资
专注于肿瘤精准医疗领域的思路迪精准医疗集团（3DMed）近日公布已于
2015 年第二季度完成 1.46 亿元 D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 6 家机构参与，资金已
全部到账。据悉，在 C 轮中领投的芳晟基金，此次联合前腾讯 CTO 熊明华组成
的基金再次领投。此外，著名药企天士力、中国最大的民营投资公司中民投下
属的中民国际也悉数加入。截至目前，思路迪共获得 14 家国内知名风险投资机
构累计数亿元人民币资金的注入。
对于此轮融资，创始人熊磊表示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投入：1）肿瘤精
准预防业务落地推广，基于前期数轮投资支持下建立的风险预测模型，联合三
甲医院体检中心，采集肿瘤高危人群数据，展开个性化的肿瘤特检服务；2）加
速精准治疗业务的全国战略布局，包括在全国数十家三甲医院启动中国最大规
模 精 准 治 疗 篮 子 临 床 试 验 （ Basket Trial ） 和 雨 伞 临 床 试 验 （ Umbrella
Trial），推进全国医院的战略合作；3）推进已有的数个肿瘤精准药物的临床
前开发和临床申报工作；4）加大数据建设的力度，包括大型服务器集群的建设

5

和海外研发中心的搭建。
据了解，思路迪精准医疗集团（3DMed）成立于 2010 年，总部位于上海。5
年来已迅速崛起，发展成为一个拥有 2400 平米新药研发中心、3000 平米上
海、沈阳两个独立医学检验所的医疗集团，旗下 3 个子公司分别聚焦肿瘤精准
预防、肿瘤精准治疗和精准新药开发，员工已达数百人。科学家团队由来自美
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罗切斯特大学、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瑞士苏黎世大学等
著名高校及国际知名药厂的资深科学家组成，平均拥有超过 10 年以上的肿瘤研
究经验。
天士力作为思路迪至今为止唯一一家制药领域战略投资机构，尤其引人注
目。据悉，双方拟下一步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思路迪通过诊断业务获得基因组
数据入口，并结合思路迪独特的大规模临床前 PDC 和 PDX 模型，完成药物研
发，而天士力在药物临床开发和营销方面有丰富经验。双方拟通过优势互补，
共同完成精准药物研发和未来的药物营销。

呱呱洗车获得一亿元 Pre-B 轮融资风云天使基金领投
近呱呱洗车在 O2O 洗车“资本寒冬”论下“逆寒而上”，开始新的征程，
也为上门洗车行业发展注入了一针强有力的强心剂。
据悉，领投的风云天使基金由互联网界和投资界资深人士发起，链接了超
级创始人、超级孵日，呱呱洗车完成 1 亿元人民币 Pre-B 轮融资，由风云天使
基金领投，58 到家、首瑞敬徳跟投。化器、超级明星及超级媒体资源，已成功
投资了王功权的青普旅行等移动互联网、O2O、智能硬件和时尚消费电商四大领
域中最具潜力的一系列公司。
58 到家跟投了此轮融资。今年 3 月，58 到家曾为呱呱洗车投资千万美金级
A 轮资金。不久前，58 到家获阿里巴巴集团、全球投资巨头 KKR 和平安创投 3
亿美金投资，拥有阿里等 BAT 巨头支持，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强大的到家服
务入口平台。在 58 到家强大的资金和平台支持下，呱呱洗车今年快速发力全国
多个大中城市，从原本只在北京开展的洗车业务发展到目前 12 个城市洗车，已
成为上门洗车 O2O 行业的领头羊。58 到家 CEO 陈小华表示，58 到家非常看重上
门洗车行业未来的发展空间，会持续加大投入力度。58 到家将提供自身以及背
后企业在技术、产品、品牌、资源、服务、资金、人力等全方位资源支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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呱呱洗车接入更多用户，帮助呱呱建立起上门洗车行业内的“呱呱标准”。
作为国内最大的 O2O 上门洗车服务项目，呱呱洗车在 2014 年 9 月由前高德
地图及车联网创始核心团队创立。今年 10 月，呱呱洗车完成了对赶集易洗车的
并购流程，将统一运营赶集易洗车的原有业务。呱呱洗车在上门洗车行业一家
独大的发展态势已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将有可能成为上门洗车 O2O 市场最终
的王者。呱呱洗车的迅猛发展印证了上门洗车并非伪需求，而是高频、刚需、
粘性高的深受广大用户喜爱的车主服务。上门洗车解决了传统洗车店解决不了
的用户痛点，让车主用户洗车时省时、省力、省油、省心。同时也为城市减少
交通拥堵、尾气排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大学生兼职平台获高榕资本领投 4000 万美金 A 轮融资
大学生兼职平台“斗米”近日在京召开品牌发布会，宣布正式从 58 赶集集
团独立，分拆成为单独的兼职品牌。58 赶集联席 CEO 杨浩涌、姚劲波，斗米董
事长兼 CEO 赵世勇，A 轮投资方高榕资本创始合伙人张震等出席本次发布会。
斗米董事长兼 CEO 赵世勇宣布，斗米已经完成了 A 轮 4000 万美金的融资，
此轮融资由高榕资本领投，58 赶集集团、蓝湖资本以及吴宵光等 3 位知名个人
投资人参投。据了解，兼职 O2O 业务在 58 赶集集团内部从诞生到独立分拆仅用
了三个月时间，分拆后原品牌赶集职有和 58 职达将不再使用，而是启用斗米为
全新业务品牌。
赵世勇介绍，目前国内兼职市场年规模约 5 千亿元；潜在兼职群体人数
5.5 亿，其中社会兼职群体人数超 5 亿，学生群体人数约 5 千万；潜在用工企
业和商户数量在 4 千万以上；市场缺乏人才共享的平台级服务商。
针对这一现状，赵世勇提出斗米兼职将以打造第一人才共享平台为愿景，
给全社会传达自由工作、乐享生活的理念。斗米品牌寓意为斗米成仓、斗米之
恩，表达重视积累、珍惜感恩的工作态度，旨在促进兼职市场的良性发展。
提到斗米平台的未来价值，赵世勇表示主要有三方面：1、在 C 端，为用户
提供优质的找兼职工作的平台，并通过平台制约，保障求职者的劳务薪资；2、
对企业而言，保证用工企业的招聘效果，帮助企业掌握行业趋势，提升企业用
工效率；3、累计用户和企业需求的大数据，未来可由此衍生出更多的业务可
能。未来一旦大数据智能匹配平台能建立起来，将可能促进社会劳动力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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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并能够帮助个体提升多元化收入、累积个人兼职信用档案、获得能力积累
提升的机会。

泰康领投天士力大健康产业基金总募资规模 50 亿元
近日，天士力控股集团宣布成立“天士力大健康产业基金”，各合伙人合
计认缴出资 50 亿元人民币。该基金由泰康领投，未来将围绕大健康产业的生态
圈建设，投资于大健康产业。主要投资领域包括：康复和专科医院，医养结合
型的养老服务机构；与制药产业紧密相关的医疗设备公司、医疗器械公司、重
大疾病诊断公司；具备上游资源的中药材加工和商贸企业，具备品牌优势的健
康保健品和功能性食品企业；同时关注远程医疗、移动医疗、医疗服务大数据
平台等新兴领域的项目。
天士力控股集团从 2008 年开始介入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等进行产权市
场创新，陆续参与发起了系列基金平台，形成了“产业与资本”双轮驱动发展
的模式。天士力战略投资事业群负责人闫凯境称，天士力正在构建大健康产业
服务链。天士力董事局主席闫希军在最后强调道，天士力发起系列基金平台进
行投资，是以壮大实业为目的，这一块是为了聚焦产业创新点，起种子和寻求
路径的作用。天士力的理念还是坚守实业为主体，资本是引擎。
在竞争激烈的 PE 行业中，天士力大健康产业基金的特色点在于，凭借产业
基础优势，打造产业投资体系，将“产业+资本+战略增值”做为核心模式。未
来，天士力大健康产业基金要做的是，通过对被投企业进行规划、整合、协
同，结合产业链升级、产业标准提升、体制创新和国际化拓展等投后增值服务
手段，协助被投企业的运营和商业模式的改善，与投资者共同分享大健康产业
增长的红利，实现投资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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