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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瓴资本：寻找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 

报告日期：2018年12月18日 

 

1. 高瓴资本——亚洲资产规模最大基金之一 

 

 

 

高瓴资本成立于 2005 年，创始人张磊。经过十余年的发展，

高瓴资本已成为亚洲地区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投资基金之一。高

瓴资本专注于长期价值投资，以创造可持续的长期增长为目标，

在全球范围内致力于寻找最优秀的企业家和管理团队。投资范围

覆盖 TMT、医疗健康、消费零售、金融科技和企业服务等领域，

并且横跨最早期的种子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上市公

司投资以及并购投资等股权投资的全部阶段。十多年来已投资一

批重新定义所属行业的优秀公司，其中包括：腾讯、京东、美团、

滴滴、Uber、Airbnb、百丽国际、百济神州和药明康德等。 

公开资料显示，高瓴资本旗下管理的美元基金与人民币基金

合计超过 36 只，自 2005 年成立以来，整体平均年回报率在 40%

左右。总基金规模从 2005 年初的 2000 万美元到现在超过 600 亿

美元，在 13 年的时间里基金规模增长超过 30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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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领域投资风格简析： 

√ 医疗健康领域投资数量约占 25%，投资金额约占 15%； 

√ 医疗健康领域侧重 A/B 轮，且领投居多； 

√ 创新药、医疗服务领域占比较大； 

√ 创新药项目融资额多在 2 亿元人民币以上，医疗服务项

目融资金额以数千万元人民币居多； 

√ 投资区域主要集中于美国、北京和上海。 

 

2. 投资团队——低调而神秘 

高瓴资本虽然是一家声名显赫的投资机构，但其背后的团队

却异常低调，略显神秘。除张磊本人外，团队的其他成员很少接

受媒体采访，其官网也无任何合伙人信息介绍。 

根据天眼查数据，高瓴资本原有六位合伙人，其中，合伙人

洪婧已于 2018 年初离职。除张磊外，其余五位合伙人分别为： 

干嘉伟 合伙人 杭州牛墨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曾任

美团 COO，阿里巴巴 B2B 业务线副总裁。 

沈皓瑜 合伙人 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CEO。沈皓瑜曾担任美国运通个人卡发行部副总裁。2007 年 6 月

加入百度，任商业运营副总裁。领导搜索推广专业版(凤巢系统)

上线并完成全面切换。2011 年 8 月，沈皓瑜加盟京东商城，担

任 COO 一职，负责公司的部分运营工作。2014 年 4 月，沈皓瑜

出任京东商城 CEO 职务。2017 年 4 月底加盟高瓴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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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敬轼 合伙人 苏敬轼有肯德基“教父”之称，原百胜全球

餐饮集团董事会副主席、中国事业部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易诺青 合伙人 南加州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中国国

际金融公司前股市研究分析师，自高瓴资本集团 2005 年成立以

来作为董事总经理，2014 年 10 月起担任董事会成员。 

洪婧  合伙人 （已离职） 2013 年 1 月加入高瓴资本，之

前，洪婧曾任美国泛大西洋资本集团董事总经理、全球新兴市场

消费与零售行业负责人及北京办公室负责人。现任高成资本创始

合伙人。 

 

3. 绝对的灵魂人物——张磊 

张磊 高瓴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美国耶鲁大学校董事会董事，中国人民大学校董事会副董事

长，耶鲁大学亚洲发展委员会主席，中美交流基金会董事，香港

金融发展局委员以及香港金融科技督导小组成员。 

 

张磊 高瓴资本创始人&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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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于 1972 年出生于河南驻马店市，1990 年，张磊以河南

省高考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金融专业。1998

年赴美国耶鲁大学求学，后获得耶鲁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及国际关

系硕士学位。张磊在耶鲁大学读书期间，曾在著名的耶鲁大学投

资办公室（管理著名的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工作。毕业后张磊在

全球新兴市场投资基金（Emerging Markets Management）工作过

一段时间，主要负责南非，东南亚和中国的投资。此后又担任纽

约证券交易所首任中国首席代表，并创建纽约证券交易所驻香港

和北京办事处。2005年，张磊作为创始人创建高瓴资本（Hillhouse 

Capital ）。 

高瓴资本 2000 万美元的启动资金来其自于其恩师大卫•史

文森管理的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其后，张磊的第一单投资就将全

部的资金投给腾讯，当时腾讯市值不超过 20 亿美元，而如今腾

讯的市值已经超过 5000 亿美元。 

图表 1 腾讯股价走势图（2005 年-2018 年） 

 

资料来源：智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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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张磊来说，一开始就不按常理出牌、孤注一掷的投资虽然

让人怀疑，但却是其一直坚持的长期价值投资信念，社会早晚会

奖励不断疯狂创造长期价值的企业家。自此，开启属于高瓴的时

代。 

 

4. 投资逻辑——找到最好的公司，做时间的朋友 

作为当代中国“价值投资”领域教父级人物，张磊的投资风

格受到两位投资大师的深刻影响，一位是沃伦•巴菲特，另一位

是他的恩师大卫•史文森教授。 

（1）“恪守长期结构性价值投资理念” 

恪守长期结构性价值投资理念，支持企业以同理心和企业家

精神参与长期价值创造，是高瓴资本在投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独

特投资逻辑。 

投资分为两个阶段，一个叫发现价值，一个叫创造价值。发

现价值是从经济规律中找到好的商业模式，创造价值则是帮助公

司一起成长，提供战略咨询、意见，乃至争论，具体到公司的收

购兼并、国际化，甚至运用大数据、技术团队帮助公司一起成长。

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方式帮助企业创造价值。 

 

（2）“高度契合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原动力。 

与高瓴资本契合的企业家精神：第一，“长期”。企业家要能

够理解长期理念，他做这个事情是不是为短期目标，而是打造自



 

6 

 
高瓴资本：寻找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  2018 年 12 月 18 日 

 

请参阅本文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己的事业和梦想。第二，真正地能够实践价值投资。每个企业家

都是价值投资的实践者，真正好的企业家精神，是非博弈性的企

业家精神，是一个价值创造的企业家。第三，要有伟大的格局观。

真正有格局观的企业家，对企业、员工、竞争对手，包括各个方

面有很强的同理心，能够理解别人。博弈性和套利性投资是可以

赚钱的，但长期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始终来自于创造价值的长期

结构性的企业家精神。 

 

（3）“在关键的时点投资关键的变化” 

价值投资不只是简单地寻找一家有很高护城河的公司，这是

一个静态的观念看价值投资，价值投资应该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创

造价值过程的投资。 

这个世界永恒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在研究过程中，要坚持

持续深入的跨时间、跨地区、跨行业、跨类别、跨线上/线下的行

业研究，所以才能够深刻理解这些行业的长期内在发展规律和业

务逻辑，从而准确把握行业与市场的变革要素和时点。 

 

“守正用奇”、“弱水三千，但取一瓢”、“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这是张磊的投资哲学。 “守正用奇”语出老子《道德经》

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弱水三千，但取一瓢”引申自《论

语》，是说看准好的公司或业务模式就要下重注。而“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出自《史记》，是说只要做正确的事情，不用去到处

宣传，好的企业家自然会找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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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医疗健康领域投资逻辑——注重创新，具有长

期视野和宏大格局 

在医疗健康领域，高瓴尤其专注于创新药方面的投资。高瓴

已经投资百济神州，君实生物等国内领先的创新药企业。高瓴资

本已经建立起专业的医药研究团队，深入研究与理解行业动态，

并帮助企业成长与发展，希望成为优质制药企业最长期的合作伙

伴。 

此外，高瓴资本对大健康领域持有非常长期的期待。高瓴资

本喜欢投资对整个行业格局产生巨大影响的公司，希望投资具有

长期视野和宏大格局的医疗事业。 

 

6. 基金规模及投资战绩——13 年增长 3000 倍！ 

6.1. 基金规模 

高瓴资本同时拥有美元基金和人民币基金，旗下基金总数量

超过 36 只。在 2005 年成立之初，高瓴资本主要以美元投资为

主。从注册成立时间来分析，从 2013 年起，高瓴开始逐步成立

人民币基金管理公司。 

高瓴资本管理的基金规模从 2005 年初的 2000 万美元，到

2018 年末的 600 亿美元，增长超过 3000 倍。 

其中，2018 年 9 月 19 日，高瓴资本新成立的私募股权基金

“高瓴基金四期”，筹集到创纪录的 106 亿美元资金，成为亚洲

史上最大的一只私募股权基金。新基金将在医疗保健、消费者、

科技和服务领域寻找投资机会，重点关注亚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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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高瓴资本总基金规模 

 

资料来源：智银资本 

 

6.2. 投资轮次及领域 

据不完全统计，高瓴资本十三年来投资的项目数量约 140 个。

其中，很多都长期持有，13 年前，高瓴就以全部资金投资当时

估值仅有 20 亿美元的腾讯，13 年后的今天，腾讯市值已经超过

5000 亿美元，高瓴依然持有。 

自创立之初，高瓴资本就走全阶段投资的策略，覆盖从天使

/VC/PE 到二级市场。 

图表 3 投资轮次分布 

 

资料来源：智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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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往项目来看，高瓴资本比较喜欢投资的领域涵盖有医疗

健康，互联网与科技，消费与零售，金融科技与企业服务。 

 

图表 4 高瓴资本投资战绩 

 

资料来源：IT 桔子 

 

从高瓴的单笔投资金额来看，以千万级别人民币及亿元以上

人民币居多，约有 35%的项目投资金额上亿。 

 

图表 5 单个项目投资金额 

 

资料来源：智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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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医疗健康领域投资详解——注重创新药与医疗

服务 

7.1. 投资轮次及占比分析——多集中于 A/B 轮 

高瓴资本在医疗健康领域投资的公司约有 38 家。 

 

图表 6 医疗健康领域投资轮次占比 

 

资料来源：智银资本 

 

据统计分析，高瓴资本对于医疗健康领域的投资大多集中于

A/B 轮且多为领投。其中 A 轮约占 24%，B 轮约占 34%。 

 

图表 7 医疗健康领域投资轮次数量 

 

资料来源：智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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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细分领域分析——侧重创新药及医疗服务 

在投资布局上侧重于创新药（占 37%，包括百济神州、基石

药业等）、医疗服务（占 34%，包括尖峰眼科、惠每医疗等）、医

疗器械（占 13%，包括依图科技、纳米维景等）。 

 

图表 8 医疗健康细分领域占比 

 

资料来源：智银资本 

 

图表 9 医疗健康领细分领域投资数量 

 

资料来源：智银资本 

 

7.3. 融资金额分析——创新药项目融资金额较大 

创新药项目融资额多在 2 亿元人民币以上，医疗服务项目

融资金额以数千万元人民币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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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 创新药项目融资金额分布图 

 

资料来源：智银资本 

 

图表 11 医疗服务项目融资金额分布图 

 

资料来源：智银资本 

 

7.4. 投资地域分析——国内偏爱北京与上海 

医疗健康行业投资区域除美国外（占比 26%），还是以北京

（占比 24%）和上海（占比 18%）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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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 医疗健康投资地域分布图 

 

资料来源：智银资本 

 

8. LP 资源与同行关系 

8.1. LP 资源——只要有价值有意义的投资，都可以做 

与国内众多机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不同，高瓴资本受托管

理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全球性机构投资人，包括全球顶尖大学的捐

赠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养老基金及家族基金等。 

这使得高瓴资本具有普通基金所不具备的灵活性。从高瓴第

一期基金成立之时张磊就立志做成常青基金的概念，他与 LP 约

定，只要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投资，都可以做。 

因此，原则上，不论一级市场、二级市场、早期风险投资、

PE、BUYOUT 还是公司并购，都在高瓴的投资范围之内。这种

全生命周期投资是一种滚动式发展，复利增长高，而且又不受限

于单期基金的退出时间压力。企业在不同阶段对资本的特殊需求，

他们都可以承接。但目前高瓴主要在美元基金如此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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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与同行关系——与被投企业共同合作 

从同行关系来看，高瓴资本与红杉资本中国合作最多。值得

注意的是，随着 BAT 在投资领域内的攻城掠地，高瓴资本与其

被投企业腾讯、百度等合作也比较多。 

比如，高瓴和腾讯都投资蔚来汽车以及微医集团等；高瓴和

百度都投资去哪儿网、爱奇艺等。尤其是高瓴与腾讯，关系非常

密切，不仅合投比较多，上轮与下轮合作也很多。 

 

图表 13 高瓴资本常合作机构 

 

资料来源：IT 桔子 

 

9. 一级市场经典案例分析 

9.1. 百济神州——中国创新药物研发典范 

2017 年 7 月 6 日，中国创新药物研发公司百济神州宣布与

美国制药巨头新基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发和商业化百

济神州研发的 PD-1 单抗 BGB-A317，用于实体肿瘤的治疗。同

时，百济神州将接手新基公司中国业务的运营和管理权，负责其

在中国获批产品的市场与销售，其中包括两个全球重磅抗肿瘤药

物白蛋白紫杉醇与来那度胺。根据协议，百济神州将获得新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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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6 亿美金的首付款，以及 1.5 亿美金的股权投资，合计 4.1

亿美金。未来，百济神州还有可能获得接近 9.8 亿美金的里程碑

付款(milestone payment)，以及该 PD-1 产品在全球市场销售额的

分成。 

被称为中国创新药物研发企业典范的百济神州，由北京生命

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博士，

与前保诺科技公司（Bioduro）的创始人欧雷强（John Oyler），于

2011 年共同创建。百济神州专注于研发分子靶向和免疫抗癌药

物，是国内第一批致力于原研新药开发企业中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作为长期投资方的高瓴资本表示，百济神州与新基的合作，

是中国制药公司国际合作史上的创举，也是中国新药企业登上世

界一流制药舞台的重要里程碑。未来在新基的支持下，百济神州

的 PD-1 单抗将在美国全速开动大规模临床试验。收购新基制药

的中国业务意味着百济在拥有国际一流新药研发能力的同时，也

具备成熟的商业化肿瘤产品线，白蛋白紫杉醇与来那度胺是世界

一流的抗肿瘤药物，在中国还有着巨大的潜力和成长空间，这对

于百济神州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提升与转变。 

高瓴资本参与和支持百济神州公司从成立以来的每一轮融

资，是百济神州在中国唯一的全程投资人。从 2014 年的 A 轮，

到 2015 年的 B 轮，从 2016 年纳斯达克上市，到上市后的定向

增发，高瓴是百济神州每一轮股权融资的核心投资人（ lead 

investor）。百济神州于 2016 年初逆势登陆美国纳斯达克，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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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赴美 IPO 的第一家中国公司。 

 

图表 14 百济神州股价走势图（2016 年-2018 年） 

 

资料来源：智银资本 

 

截止 2018 年 12 月，百济神州的股价已经从发行价 24 美元

/股涨至最高超过 220 美元/股，涨幅最高达 9 倍，目前总市值约

为 80 亿美元。根据公开数据估算，高瓴资本在百济神州上投资

回报约 15-20 倍。 

 

9.2. 信达生物——单抗领域最具成长性企业 

2016 年 11 月 29 日，信达生物宣布成功完成 2.6 亿美元（约

17 亿元人民币）的 D 轮融资。此次融资由国投创新管理的先进

制造产业投资基金领投，国寿大健康基金、理成资产、中国平安、

泰康保险集团等新投资人及君联资本、淡马锡、高瓴资本等原有

投资人共同出资完成。 

信达生物成立于 2011 年 8 月，创始人俞德超博士从事生物

制药创新研究近 20 年，是国内唯一发明两个“国家一类新药”

并促成新药开发上市的中国科学家，包括广为人知的治疗湿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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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相关黄斑变性的 1 类生物创新药康柏西普。 

信达生物已经凝聚一批高水平的海内外的研发人才，形成人

才-产品-资本的良性循环，公司发展也显得格外顺利。目前，信

达生物已经建成一条包括 12 个抗体新药的产品链，治疗领域涵

盖肿瘤、自身免疫疾病、眼底病、心血管病等四大疾病领域，已

有 4 个产品获得批准进入临床研究，其中 3 个已经正式进入临

床Ⅲ期研究。 

2018 年 10 月 31 日，信达生物上市，成为第四家登陆港交

所的未盈利生物制药企业。截止 2018 年 12 月，百济神州的股价

已经从发行价 13.98 港元/股涨至最高 24.35 港元/股，目前涨幅

约为 53.8%，总市值约为 248 亿港元。根据公开数据估算，高瓴

资本在信达生物上投资回报约 2-4 倍。 

 

图表 15 信达生物股价走势图（2018 年 10 月-2018 年 12 月） 

 

资料来源：智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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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惠每医疗——把美国顶级非营利性综合医疗集团

引入中国 

2015 年初，高瓴将美国顶级非营利医疗机构梅奥医疗集团

引进中国，并与之共同成立合资公司惠每医疗，全面引进并本土

化梅奥的先进医疗技术、管理经验和培训服务体系，力求惠及每

一位中国百姓。 

高瓴资本对大健康领域持有非常长期的期待。高瓴资本喜欢

投资对整个行业格局产生巨大影响的公司，希望投资具有长期视

野和宏大格局的医疗事业。通过把梅奥引进中国，高瓴坚持一如

既往的超长期价值投资路线，把国际最领先及最优质的医疗实践

带进来，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倾向于向国内传递梅奥最好的核

心知识和培训体系。 

惠每医疗将通过专家互访、技术合作、人才交流、教育培训

和管理咨询等方式，引进并本土化梅奥的医疗技术、管理经验和

培训体系，具体包括按病种的先进医疗技术，医院管理的知识库、

规则库、临床决策支持系统和护理流程等专业的医疗管理体系，

涵盖专科医生、全科医生和护士的继续教育、培训体系和内容等。

除此之外，惠每医疗还将引进梅奥先进的质量管理体系，以及包

含一万多种疾病的患者教育体系和医疗健康知识库。 

 

10. 二级市场经典案例分析 

高瓴资本除参与股权投资外，还参与了大量的二级市场投资，

美股与 A 股均有涉足。 



 

19 

 
高瓴资本：寻找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  2018 年 12 月 18 日 

 

请参阅本文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10.1. 爱尔眼科——具有千亿市值潜质的医疗服务标

杆 

2018 年 1 月 5 日，高瓴资本斥资 10.26 亿元参与爱尔眼科

定增，成本价 27.6 元/股。2018 年以来，爱尔眼科涨幅超过 50%，

跑赢整个市场 98%的个股，根据公开数据估算，高瓴入股爱尔眼

科 10 个月之后，账面已浮盈超过 7 亿。 

 

图表 16 爱尔眼科股价走势图（2018 年） 

 

资料来源：智银资本 

 

爱尔眼科是一家连锁眼科医疗机构，主要从事各类眼科疾病

诊疗、手术服务与医学验光配镜业务。于 2009 年上市之后，其

营收与利润保持持续增长。 

过去四年，爱尔眼科营收与利润保持增长态势，利润增速在

35%上下。 

2014 年，爱尔眼科“创新性”的推出“合伙人计划”：公司

核心人才作为合伙人股东与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新医院，在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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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一定盈利水平后，公司收购合伙人持有的医院股权，纳入上

市公司。与之配套，公司还设立爱尔东方合伙并购基金等专职投

资眼科医院的并购基金，借力产业基金实现外延式扩张。 

“合伙人计划”以及“并购基金”推出之后，爱尔眼科体内

外新增医院数量明显增加。这些体外医院拓宽市场对于爱尔眼科

的预期，收购医院并表也让公司业绩进一步增加。 

 

10.2. 君实生物——研发的首个国产 PD-1 正式获批

上市 

2018 年 12 月 10 日，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已向联交所主板刊发聆讯后资料集，中金公司作为独家保荐人，

君实生物或率先成为“新三板+H”第一股。 

君实生物于 2015 年 8 月在新三板挂牌，且已于 2016 年 6 月

完成对新三板挂牌公司众合医药的吸收合并，2017 年 5 月，获

纳入新三板挂牌公司的“创新层”，停牌前总市值 128.76 亿元人

民币。珠海高瓴管理的基金持股 5.11%。 

君实生物是一家创新驱动型生物制药公司，致力于创新药物

的发现和开发，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临床研究及商业化。公司是

第一家就抗 PD-1 单克隆抗体向 NMPA 提交 IND 申请和 NDA 的

中国公司，也是国内首家就抗 PCSK9 单克隆抗体和抗 BLyS 单

克隆抗体取得 NMPA 的 IND 批准的中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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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17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发布信息，

有条件批准首个国产 PD-1 单抗——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商品

名：拓益）上市，该款药物由君实生物旗下公司研发。预计国内

PD-1/L1 单抗市场将高达千亿规模，产品上市成功将会给君实生

物逐步贡献利润。 

 

10.3. 恒瑞医药——当之无愧的创新药国际化龙头 

2015 年四季度末，高瓴资本新进入恒瑞医药的前十大流通

股股东行列，持有 1662 万股，占总股份的 0.85%，2016 年三季

度持股变为总股本的 0.93%。后期由于持股数量少于前十大流

通股东持股数量，目前无法得知高瓴有无减持。 

 

图表 17 恒瑞医药股价走势图（2015 年-2018 年） 

 

资料来源：智银资本 

 

如果无减持行为，根据公开数据估算，高瓴账面已浮盈超过

1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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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小结 

高瓴资本是一家值得尊敬的公司，其从创立之初就定位于做

具有独立投资视角的长期投资者。对价值观的坚持，让张磊选择

将高瓴资本打造成亚洲独有的“长青基金”模式，也是他能够说

服包括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等在内的超长期 LP 信任他的关键。 

张磊已经带领高瓴资本成长为亚洲地区植根于中国而着眼

于全球的资产管理规模最大、业绩最优秀的基金之一，他本人也

已成为华人在全球投资界成功的代表。 

要做企业的超长期合伙人，这是张磊的信念和信仰。投资之

路依然漫长，让我们继续不断寻找的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

者。 

 

 

附表：高瓴资本医疗健康领域投资项目 

名称 融资轮次 融资额 领域 时间 区域 

百济神州 IPO 7500 万美元 创新药 2014-11-15 北京 

甘李药业 B 轮 未透露 创新药 2015-02-01 北京 

微医 C 轮 未透露 医疗服务 2015-09-24 浙江 

合全药业 新三板 5 亿人民币 原料药 2015-10-15 上海 

美中宜和医疗 A+轮 
数千万人民

币 
医疗服务 2015-10-28 北京 

惠每时代 未公开 未透露 医疗服务 2015-12-01 北京 

君实生物 定向增发 1 亿人民币 创新药 2016-03-01 上海 

陆道培医疗集团 A 轮 
数千万人民

币 
血液病 2016-04-19 北京 

复方科技 A 轮 
数千万人民

币 
医疗服务 2016-05-28 北京 

信达生物 IPO 2.6 亿 创新药 2016-11-29 江苏 

Apellis 

Pharmaceuticals 
E 轮 4700 万美元 生物技术 2016-12-12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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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博汇 天使轮 
数百万人民

币 
医疗服务 2017-04-13 湖北 

尖峰眼科 天使轮 
数千万人民

币 
医疗服务 2017-04-17 广东 

同和中控 A 轮 3.94 亿美元 创新药 2017-04-20 湖北 

麦科田 B 轮 未透露 医疗器械 2017-05-03 广东 

依图科技 D 轮 
3.8 亿人民

币 
医疗器械 2017-05-15 上海 

药明康德 IPO 2 亿美元 CRO 2017-05-22 上海 

Vets First Choice 战略投资 2.33 亿美元 医疗服务 2017-07-19 欧洲 

瑞尔齿科 D 轮 9000 万美元 医疗服务 2017-08-29 北京 

乐刻运动 B 轮 3 亿人民币 医疗服务 2017-10-13 浙江 

Arcus Biosciences IPO 1.07 亿美元 创新药 2017-11-13 美国 

小暖医生 A+轮 
数千万人民

币 
医疗服务 2017-12-30 上海 

怡康医药 B+轮 未透露 医疗服务 2018-01-03 陕西 

爱尔眼科 IPO 
17.2 亿人民

币 
医疗服务 2018-01-05 湖南 

Viela Bio A 轮 2.5 亿美元 创新药 
2018-02-

28 
美国 

TCR2 B 轮 1.25 亿美元 创新药 2018-03-22 美国 

纳米维景 C 轮 未透露 医疗器械 2018-03-22 北京 

Ancient Nutrition 战略投资 1.03 亿美元 健康保健 2018-03-23 美国 

Arvinas C 轮 5500 万美元 创新药 2018-04-04 美国 

基石药业 B 轮 2.6 亿美元 创新药 2018-05-09 江苏 

GRAIL C 轮 3 亿美元 医疗器械 2018-05-21 美国 

奕安济世 B+轮 3500 万美元 创新药 2018-06-06 浙江 

天境生物 C 轮 2.2 亿美元 医疗服务 2018-06-29 上海 

Gossamer Bio B 轮 2.3 亿美元 基因疗法 2018-07-23 美国 

Omniome B 轮 6000 万美元 医疗器械 2018-07-31 美国 

加科思 C 轮 5500 万美元 创新药 2018-08-30 北京 

NextCure B 轮 9300 万美元 创新药 2018-11-13 美国 

科望医药 A 轮 3500 万美元 创新药 2018-12-03 上海 

数据来源：智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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