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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国内融资量价齐跌，却依然领先全球

红海市场下创投归理性重价值

国内创投热度不变
依然领先全球

对于不少创业者来说，今年的春
夏依旧上演“冰与火”，虽有创业者度
过了完成多轮融资的幸福时光，但更
多创业者在这180天见了众多投资
人依旧毫无所获。

投中数据显示，自2018年下半
年始，中国VC/PE市场基金募资出现
明显滑坡，新成立基金及募集完成基
金数量及规模持续走低。而到2019
年上半年，VC/PE 募集完成基金共
271支，同比下降51.69%，募集总规
模544.38亿美元，同比下降30.17%。
VC/PE募资难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今年
投融资数量和金额都明显发生下滑。

亿欧智库数据显示，截至2019
年 6月30日，2019年上半年行业共
发生融资事件1825起，融资总额约
2950.92亿元，相较2018年，今年融
资数量和金额同比下降 47.66%、
59.79%。融资总额从去年7338.78亿
元下降至2950.92亿元，除去2018年
上半年发生的几起大额融资（蚂蚁金
服140亿美元、中芯南方32.9亿美元
等），行 业 融 资 总 额 依 然 下 降
47.11%。且较去年，2019年上半年
大额融资体量减少，阿里巴巴联合软
银中国战略投资阿里本地生活服务
30亿美元，排在第一位，二手车平台
车好多15亿美元排在第二。

今年上半年创投关注哪些投资
机会？哪些创业赛道获得投资界的
青睐呢？

报告称，2019年上半年中国创

投市场投融资主要聚焦在泛科技、医
疗、企业服务等领域。大额融资主要
发生在汽车、零售、泛科技领域。单
笔融资超1000万美元，泛科技行业
发生88起，其次医疗83起。过亿元
融资数量最多的行业是医疗，其次是
泛科技。融资金额单笔超10亿人民
币，汽车行业14起，其次医疗及泛科
技行业发生8起、生活服务6起。

从整体融资数量来看，文创、生
活服务、金融、房产行业融资发生次
数直减50%以上。融资金额方面，金
融领域下降幅度最大，零售、汽车行
业相较稳定。

不过，从全球创投数据来看，中
国创投风投热度依然处于世界领先
地位。根据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指
导发布的《全球创投风投行业年度白
皮书（2019）》显示，随着创投风投资
金越来越多地流入亚太和欧洲地区，
美国创投风投整体规模在全球的占
比正逐年下降，而中国得益于创业生
态系统的迅速升级，正成为非美国地
区崛起最快的国家。在过去三年中，
中国已经占据了全球创投风投总额
的近四分之一。在全球前五大独角
兽中，中国企业占据四席，在前十大
独角兽中占据七席。白皮书最新数
据还显示，过去五年中国创投行业整
体呈现稳步向上发展态势，截至
2019年5月底，已备案创业投资基金
7055只，中国创投基金规模已超过
美国。可以看到，资本与技术的高效
结合，将推动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深化
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在此过程
中，中国的创投行业将显示出前所未

2019年走过一大半，相关第三方调研显示，创投今年
上半年的投融资动作依旧放缓，创投们在整体回归价值
投资：泛科技、医疗、企业服务等赛道依旧吸金，文创、生
活服务、金融、房产行业投资热度明显下降；一个值得注
意的信号是，今年上半年关闭的企业明显减少。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有的增长潜力。

红海行业竞争激烈
创业者需谨慎启航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乃大势所
趋，但不可否认的是，创业者能够实
现成功理想的终究是少数。

7月中旬，IT桔子上线专题“新
经济死亡公司数据库”，其统计了
2008年至2019年7月“关停倒闭”的
新经济公司。数据库显示，截止
2019 年7月6日，共有近6000家公
司被标注为“已关闭”，其中2019年
上半年关闭企业数为268家。这个
数据显示 2019 年上半年绝对不是

“关闭大年”，因为相比2015年关闭
1140家，2016年关闭1446家，2017
年关闭 2056 家新经济公司来看，
2019年新经济公司的生存情况似乎
正在好转。

上半年阵亡的公司中不乏昔日
的独角兽，比如估值曾高达100亿元
的团贷网，曾经直播行业前三名的熊
猫直播，互联网房产黑马公司爱屋及
乌，自动驾驶的明星公司Roadstar.
ai。

记者搜索发现多家2019年上半
年关闭的企业很多未能活过三年。
比如7月关闭的“门客生活”，原来是

一家鲜花订购服务平台，成立于
2018年1月1日，仅存活了1年半；
匿名社交App“一罐”，存活了1年10
个月。据IT桔子统计已关闭公司的
存活时长，发现传说中“三年死”的描
述十分贴切，近 65% 的创业型企业
三年之内关闭（含三年），超过三分之
一的公司仅存活了2年。

关停倒闭的公司多数是因资金
链断裂。据统计，有接近12%的公司
曾获得过融资，但是超过八成的死亡
公司从未获得过投资。即便获得了
融资，也并不意味着企业的“安全”或

“成功”，据统计，关闭的公司中，有的
甚至拿到数十亿融资仍躲不过轰然
倒塌的命运，比如外卖超人，成立于
2012年8月1日，曾经融资41.1亿
元；比如灵娱网络，成立于2012年4
月1日，曾经融资29.1亿元。

2019年上半年关闭的企业多数
从事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本地生
活、企业服务、教育。紧随其后的行
业为汽车交通及文娱传媒。而桔子
统计，十多年来，关闭的近6000家公
司，阵亡数量最多的行业分别为电子
商务、企业服务、本地生活等。

2019年下半年，红海行业竞争
激烈，为了寻找这个时段的最优解，
创业者需谨慎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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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开展促进青年创业就业的资金扶持、技能培训、政策协调和社会公益活动。

2010年2月2日

于群

上海市汉中路158号306室

63537009

业务主管单位

原始基金数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1000万元

网址

基金会类型

邮政编码

www.youngeef.com

53310000501781175C

公募基金会

200070

项 目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其中：开展募捐活动取得的收入

二、本年度用于公益资助项目的支出

现金

221,730.13

0.00

2,753,075.72

非现金折合

0.00

0.00

0.00

合计

221,730.13

0.00

2,753,075.72

项目

上年度总收入

本年度总支出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行政办公支出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数额

163,126.42

3,016,093.11

2,753,075.72

261,971.82

1687.69%

8.69%

资产

流动资产

其中：货币资金

长期投资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资产总计

年初数

16,470,240.83

469,500.83

200,000.00

17,402.05

0.00

0.00

16,687,642.88

期末数

14,807,908.50

307,908.50

200,000.00

10,023.49

0.00

0.00

15,017,931.99

负债和净资产

流动负债

长期负债

受托代理负债

负债合计

限定性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净资产合计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年初数

19,815.01

0.00

0.00

19,815.01

10,000,000.00

6,667,827.87

16,667,827.87

16,687,642.88

期末数

18,179.45

0.00

0.00

18,179.45

10,000,000.00

4,999,752.54

14,999,752.54

15,017,931.99

项 目

一、本年收入

其中：捐赠收入

提供服务收入

投资收益

其他收入

二、本年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二）管理费用

（三）筹资费用

（四）其他费用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非限定性

1,348,017.78

221,730.13

199,020.60

891,179.45

36,087.60

3,016,093.11

2,753,075.72

261,971.82

1,045.57

0.00

0.00

-1,668,075.33

限定性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1,348,017.78

221,730.13

199,020.60

891,179.45

36,087.60

3,016,093.11

2,753,075.72

261,971.82

1,045.57

0.00

0.00

-1,668,075.33

上海市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二、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提供资助 单位：元

一、基本信息

2.公益支出

公募基金会 单位：元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2018年） 单位：元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2018年） 单位：元
三、财务会计报告摘要

本基金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同意，现予摘要公布。年度工作报告全文请查阅“上海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网址：www.shzz.mzj.sh.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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