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视野下的
中国医疗健康资本市场
风投市场增长强劲 大力推动创新发展

http://ipoipo.cn/


http://ipoipo.cn/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医疗健康资本市场 2

中国创新经济蓬勃发展，成果喜人。1999年，硅谷银行首次进入中国市场并落户上海，能够参与中国创新经济的发
展，我们倍感骄傲。2012年，硅谷银行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合资成立了中国首家科技创新银行——浦发硅谷银行。

和我们服务的科创企业一样，浦发硅谷银行发展势头良好，未来可期。除上海的总行外，我们还成立了北京和深圳
分行，为中国创业者、投资人及创新合作伙伴提供包括风险贷款在内的全生命周期的、全方位的银行产品与服务，
并促进中国企业在美国以及欧洲等区域开展合作和投资。硅谷银行与浦发硅谷银行秉承着“为提高客户成功概率”
与“成为创新者、创新企业和投资人的优选银行”的使命与愿景，为全球逾3500家在生命科学和医疗健康领域的
客户提供了金融服务。近两年，浦发硅谷银行服务的医疗领域客户有4家成功上市, 涵盖上交所、港交所及纳斯达克。

秉承这一使命，我很欣喜地和大家分享这份中国医疗健康行业报告，这是硅谷银行与浦发硅谷银行合作完成的首份
聚焦中国市场的行业报告。凭借硅谷银行丰富的自有数据，以及与美国、北京和上海的标杆性企业与投资机构采访
中收集的深刻行业洞见，本报告关注并分析了中国与全球医疗健康行业发展趋势。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备受瞩目，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医疗健康市场，正积极努力应对巨大的医疗健康挑战。全球医
疗健康行业中，生物制药的交易额始终领跑其他领域。面临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人口老龄化现象凸显，中国凭借其
高技能劳动力和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持续为全球医疗健康行业发展做出贡献，并成为重要的价值推动者。

2020年充满诸多不确定性，但医疗健康和生命科学行业的基本面仍然坚实，行业内的机构紧密融合、团结一致，时
刻做好准备奋勇前行。全球范围内，医疗健康将持续与科技深度融合，浦发硅谷银行将依托硅谷银行的全球资源以
及在创新生态圈中的核心地位，继续全力以赴助力您的成功。相信在中国市场会出现为医疗健康行业带来真正颠覆
式创新的企业，让我们拭目以待。

疫情期间，中国市场创投机遇受到全球风投机构青睐

陆珏
浦发硅谷银行行长
硅谷银行亚洲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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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投行业增长强劲，推动创新发展
2020年1至8月，全球*医疗健康创新生态圈总投资额达350亿美元，其中美国以226亿美元投资额（65%）
位居首位，其次是中国和欧洲，分别为67亿美元（19%）和55亿美元（16%）。尽管新冠疫情造成金融市
场动荡，全球范围内*风投注资的医疗健康公司过亿交易达81起，几乎是2019年同期的三倍。

在美国，2020年医疗科技的投资交易数量超过了生物制药（分别为301起和261起），但生物制药领域的
投资总额（106亿美元，医疗科技领域为70亿美元）仍位居第一。在中国，生物制药领域在交易数量与交
易额两个方面均持续领先其他领域，80起交易投资总额达34亿美元。诊断/工具领域位居第二，60起交易
的投资总额达18亿美元。

新冠疫情并未阻碍风投注资的私有医疗健康公司的融资和完成交割。2020年，发生在美国纽约和中国上
海的医疗健康公司共完成71起融资交易，交易数量领先于全球其他城市，融资额20亿美元。位列交易数
量前五的其余三个城市分别为美国旧金山（64起交易，融资25亿美元）、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51起
交易融资26亿美元）和中国北京（43起交易融资7.29亿美元）。

同样，地缘政治和宏观经济因素并未阻挡跨境投资的步伐。2020年，中国投资机构参与的美国和欧洲公
司融资交易数量有小幅增加，并且这些银团的总交易额已达56亿美元，2019年全年仅35亿美元。自2019
年中国的互联网三巨头BAT大幅减少了对美公司投资以来，医疗健康行业投资者大幅推动了跨境投资。

2020年，中国已经有22家风投注资的医疗健康公司上市（IPO总募资额达42亿美元），其中18家（占82%）
公司市值超过10亿美元。这22家上市公司中，生物制药公司居多，共有13家（占59%）。这些公司在中
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上市后的市场表现强劲，因此为寻机退出的企业家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选项。今年有
12家公司（占2020年完成IPO公司的55%）在中国股市的主板、创业板或科创板上市，共募资21亿美元
（占2020年上市公司IPO募资总额的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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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120亿
2020年1至8月，全球风投注资的医疗健康
公司的IPO募资总额

*全球仅指美国、欧洲、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五大慢性疾病指糖尿病、癌症肿瘤、心血管疾病、精神类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BAT三巨头
指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融资数据包括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美国和欧洲风投注资公司的私募融资数据。融资日期视追加投资情况可能有
所变化。2020年融资数据截至2020年8月31日，与上一年进行同期比较。市值为2020年8月31日市值。资料来源：PitchB ook、Cap ital IQ、硅谷
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81起
2020年1至8月，全球风投注资的医疗健康
公司过亿交易

$350亿
2020年1至8月，全球风投注资的医疗健康
行业总投资额

5.45亿
预计2030年，全球患五大慢性病**的65岁
以上老年人

全球*医疗健康行业市场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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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环境
中国的创新激励政策与机遇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医疗健康资本市场 5

http://ipoipo.cn/


2016-2020年中国医疗健康行业重大举措和事件时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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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鼓励创新

过去十年，从增加研发投入到修改市场准入机
制，从加快临床试验进程到全面整顿流通渠
道，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医疗体制改革。

2020年高调开局，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
准了第一张的人工智能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由科亚医疗开发。但此后不久，新冠疫情爆
发，中国GDP十年来首次出现下滑（2020年一
季度同比下降6.8%）。尽管如此，据预测，中
国2020年GDP仍将实现增长（1.2%），并且，
中国承诺在两年内拨款20亿美元用以应对全球
新冠疫情。

NDA指新药上市注册申请。
资料来源：新闻文章、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省级政府设立线上监管平台，
加速互联网医院的市场准入

2018年6月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旨在打造一个价值2.1万亿美元
的医疗系统

2016年10月

2019年5月

远程咨询医疗机构费用报
销获批

2019年8月

新药上市注册申请（NDA）
简化了临床试验流程，提升
效率

2020年8月2017年12月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为临床急需的药品审批设立
了“快速通道”

“4+7”药品集采改革降低了
仿制药定价，通过药品质量和
疗效进行一致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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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2030年全球患病人口情况
中国、欧洲和美国（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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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疗体系在全球引起关注

凭借14亿潜在消费者、巨大的市场商机和雨后
春笋般涌现的人才，中国医疗健康市场成为世
界最大医疗健康公司持续加码的对象，他们设
立合资企业，对中国医疗健康生态圈进行投资。
根据预测，与美国和欧洲相比，2030年中国各
年龄段前几大适应症的患者人数将居于首位
（12亿人）。
中国人口的老龄化速度之快，远没有几个国家
和地区可与之匹敌，而这进一步推动医疗健康
行业从业者挖掘这一市场的巨大潜力。中国的
老龄（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从2009年的7.9%
上升至2019年的11.4%，预计在2030年达到
15.9%。
此外，长期以来，中国的医院体系都不断改善
以跟上日益增长的医疗健康服务需求。中国每
1000名患者对应1.8名医生医治，而在美国和
英国，这一数字分别为2.4名和2.8名。

未来几年将是中国创新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
科创企业需致力于缓解当前医疗系统压力，并
逐步替代或成为大型医疗健康供应商的有力补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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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新闻文章、全球健康数据交易所、世界银行和硅谷银行分析。

老年人（65岁以上） 成年人（15-64岁） 儿童（15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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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投注资医疗健康公司
所获投资情况
中国与跨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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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0年医疗健康各领域风投交易额和交易数量
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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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总融资额已达2019年
全年水平，其中生物制药和诊断/
工具领域居首

尽管2017年前三个季度的融资交易较少，但在年终的
12月份，健康科技领域的平安好医生完成了惊人的22
亿美元融资。诊断/工具领域在四季度也完成了三起一
亿美元以上的融资。
这一势头延续至2018年，这一年是中国医疗健康市场
爆发的一年。2018年，风投注资的医疗健康公司融资
额创历史新高，达81亿美元，主要来自两起大型交易：
软银领投的平安医疗健康管理公司完成12亿美元融资，
以及友邦保险、启明创投和新创建集团联合领投的微
医完成5亿美元融资。
2019年的融资比2017年略有增加，但比2018年减少了
近30%。诊断/工具和医疗器械领域的融资相对稳定，
而对生物制药和医疗科技领域投资的骤降导致了总融
资额的下降。

尽管新冠疫情造成金融市场动荡、部分公司经营受挫，
但2020年二季度是中国风投注资的医疗公司总融资额
排名第二的季度（以华大智造10亿美元融资和迈威生
物2.78亿美元融资为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风投
注资的医疗健康市场也同样具有这种韧性，2020年上
半年的总交易额比2019年下半年增加32%。与此同时，
欧洲的总交易额同期下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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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数量

领域（亿美元） 2017 2018 2019 2020*

生物制药 $11.46 $37.09 $25.00 $34.48

健康科技 $33.70 $32.97 $15.88 $6.10

医疗器械 $4.18 $3.50 $5.89 $8.71

诊断/工具 $7.29 $7.67 $11.11 $18.10

总计 $56.63 $81.23 $57.88 $67.39

融资数据包括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风投注资公司的私募融资数据。融资日期视追加投资情况可能有所变化。2020年数据截至2020年8月31日。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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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制药

诊断/工具

医疗器械

健康科技

2019-2020年投后估值在3亿美元以上的私有医疗健康公司
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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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四家估值10亿美元以上的
医疗健康公司，与欧洲持平

本页右列名单中包含了2019年以来估值最高的私有中
国医疗健康公司，公开披露的投后估值均在3亿美元以
上。

2019年以来，中国有四家公司的投后私有估值达到令
人艳羡的10亿美元——这一数字与欧洲持平，但仍落
后美国的18家。

这些公司的融资规模中位数为8200万美元，投前估值
为4.94亿美元。其中有两家公司：博瑞医药（2019年
11月）和神州细胞（2020年6月）已经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博瑞医药IPO发行价为1.82美元/股，股价
增幅为368%，市值达到35亿美元。神州细胞IPO发行
价为3.69美元/股，股价增幅为212%，市值达到50亿
美元。
医疗健康行业的许多痛点普遍存在，于是在中国、美
国和欧洲市场上催生了很多同类型公司。例如，主要
提供医院外护理的企鹅杏仁（健康科技公司）与美国
的OneMedical（纳斯达克：ONEM，19.7亿美元投后估
值）和英国的Babylon Health（完成5.5亿美元融资的
投后估值为20亿美元）类似。同样，专注于结构性心
脏病的微创医疗（医疗器械公司）与美国的Foldax
（2000万美元融资时投后估值1.5亿美元）和Ionetix
（完成6100万美元融资的投后估值1.31亿美元）类
似。

辅助医疗保健

2019年4月2日
$7500万融资

$3.32亿投后估值

医疗机构运营

心血管疾病

2020年6月24日
$8300万融资

$3.4亿投后估值

2019年3月1日
$2500万融资

$4.44亿投后估值

肿瘤

2019年12月5日
$2900万融资

$3.12亿投后估值

肝病

2019年1月7日
$8000万融资

$4.72亿投后估值

自身免疫

2020年4月29日
$2.78亿融资

$13.17亿投后估值

平台公司

2019年9月25日
$3600万融资

$6.05亿投后估值

新陈代谢

2020年4月16日
$1.30亿融资

$12.30亿投后估值

2019年4月24日
$2.50亿融资

$10.00亿投后估值

仅包括PitchBook中对相应融资规模有报道的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公司的投后估值。融资日期视追加投资情况可能有所变化。
2020年融资数据截至2020年8月31日。市值为2020年8月31日市值。
资料来源：PitchBook、Capital IQ、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新闻文章。

上市公司

研发工具

2019年3月22日
$1.16亿融资

$15.38亿投后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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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0年间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最活跃投资机构
交易数量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医疗健康资本市场 11

生物制药领域和B轮/晚期融资最
吸引眼球

过去三年，中国有57起风投注资的私有医疗健康公司
过亿美元融资交易——超过欧洲的21起，但仍落后于
美国惊人的155起。中国的这些大规模融资交易中，
30%有企业投资机构参与。
本页名单中所列最活跃投资机构中60%偏爱B轮及晚
期轮融资，其中，生物制药领域所获中国境内与境外
机构的投资最多。
另一方面，名单所列的企业创投机构更喜欢投资健康
科技（33起投资）和诊断/工具领域（24起投资），其
次是生物制药（19起投资）和医疗器械领域（7起投
资）。这些企业创投机构共领投的交易在健康科技领
域有18起、诊断/工具领域有8起，生物制药和医疗器
械领域有5起。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前三大最活跃投资机构分别是
启明创投（14起投资）、红杉资本中国（11起投资）
和高瓴资本（8起投资），其中，三家机构在生物制药
领域的投资共19起。

风投机构
（总部位于中国内地/中国香港）

风投机构
（总部位于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以外） 企业创投

59 11 17

35 11 16

27 8 13

23 7 12

22 6 12

22 6 12

22 6 11

21 5* 9

*额外投资机构参与融资的次数相同，但因为空间有限未纳入。2020年融资数据截至2020年8月31日。融资数据包括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风投注资公司的私募融资。
融资日期视追加投资情况可能有所变化。企业母公司投资和企业创投基金合并在企业创投项下。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http://ipoipo.cn/


逾$37亿
北京

逾$72亿
上海

逾$28亿
广东

逾$15亿
江苏

逾$21亿
安徽

逾$22亿
浙江

总交易额：$200亿以上
$30亿以上
$10亿以上
$5亿以下

亿美元

2018-2020年医疗健康创新投资超10亿美元地区的风投交易数量和交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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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与旧金山交易数量相当；中
国市场有六个医疗健康投资超过
10亿美元的地区
上海的交易数量在中国医疗健康市场中列居首位，
2018年至2020年间总交易额为72亿美元。相较而言，
旧金山仅次于马萨诸塞州剑桥，成为全球风投注资的
医疗健康交易数量第二大城市，同期总交易额为73亿
美元。上海的总交易额中逾60%投向了生物制药，其
次分别是健康科技（27%）、医疗器械（7%）和诊断/
工具领域（6%）。
北京的总交易额和交易数量仅次于上海，但投资数据
仍十分亮眼。例如，北京的37亿美元风投注资公司的
总融资额是法国（23亿美元）和德国（17亿美元）的
总和。不同于上海的是，北京的医疗健康投资主要流
向健康科技和诊断/工具，分别占39%和28%。生物制
药领域紧随其后，占比26%，再次是医疗器械领域，
占比7%。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省投资方向由原来的医疗器械转
向诊断/工具公司。2018年，该省诊断/工具领域所获
投资占比仅为16%。2019年至2020年，该领域所获投
资占比猛增至68%。深圳华大智造10亿美元融资是推
动该领域交易额2020年继续猛增的主要原因。

上
海

北
京

广
东

89 80
65

$0B

$1B

$2B

2018 2019 2020

96 91 104

$0B

$2B

$4B

2018 2019 2020

58
48

54

$0B

$2B

$3B

2018 2019 2020

生物制药
健康科技
诊断/工具
医疗器械

融资数据包括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获风投注资公司的私募融资。主要总部依据PitchBook分类。融资日期视追加投资情况可能有所变化。2020
年数据截至2020年8月31日。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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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0

118

Auto-Immune

Anti-Infective

Metabolic

Platform

Oncology $48

$34

$5.76

$2.34

$1.98

>$2.50亿 $1.50亿至$2.50亿 $1.25亿至$1.50亿

2018-2020年生物制药领域各大适应症交易
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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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制药投资世界排名第
二，仅次于美国；肿瘤/平台领域
投资居全球首位
过去三年，生物制药是中国医疗健康行业中风投注资
最多的领域，获得可观的97亿美元投资。中国生物制
药交易额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超过英国逾
四倍。
仅在2018年，中国就有三起2.5亿美元以上的生物制药
融资交易：嘉和生物药业（平台）、腾盛博药（平
台）和基石药业（肿瘤），其中两家企业的融资有至
少一个跨境投资机构参与。
迄今为止，中国生物制药领域所获投资最高的是2018
年的37亿美元，而2020年正在稳步接近这一纪录。仅
在2020年二季度，风投注资的中国生物制药公司就创
下了单季度15亿美元融资额的纪录，迈威生物（自身
免疫疾病）的2.78亿美元A轮融资拔得头筹。
从地域分布来看，上海在中国市场生物制药的总融资
额每年都位居榜首。2019年，上海占中国生物制药总
融资额一半以上，2018年和2020年的占比分别为45%
和40%。此外，上海占中国生物制药全年总融资数量
的三分之一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多家中国生物制药初创企业助力新冠
病毒研究。例如，2018年完成5000万美元融资的丽珠
单抗（平台）正致力于开展新冠病毒检测工作。

$7 $7 $7

$12 $6 $15

$8

$6

$13$10

$6

2018 2019 2020

Q1 Q2 Q3 Q4

$37
(105)

$25
(101)

$35
(80)

融资数据包括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获风投注资公司的私募融资。融资日期视追加投资情况可能有所变化。2020年数据截至2020年8月31日。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总交易额和（交易数量）
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亿美元）

生物制药

2018年–2020年大额交易

2020年融资

肿瘤学

平台

新陈代谢

抗感染

自身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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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020年大额交易

$13.53
$4.29 $2.36

$9.19

$5.23
$1.03

$6.24

$2.70
$2.71

$4.01

$3.66

2018 2019 2020

Q1 Q2 Q3 Q4

8

25

27

70

125

Healthcare Navigation

Wellness & Education

Clinical Trial Enablement

Alternative Care

Provider Operations $14

$31

$3.84

$1.41

$1.22

>$2.50亿 $1亿至$2.50亿 $5000万至$9900万

2018-2020年健康科技各大适应症交易
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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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健康科技2018年融资数据创
下纪录；上海和北京分别居首

中国健康科技领域风投总投资额与生物制药领域一样
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2018年，健康科技融
资大幅增长，主要受平安医疗健康管理（辅助医疗保
健）12亿美元融资和微医（辅助医疗保健）5亿美元融
资的推动。前者是全球*健康科技辅助医疗保健子领域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融资。

我们注意到，2019年中国健康科技领域融资大幅减少
（-45%），2020年继续大幅减少（-64%），而美国
和欧洲的交易数量却逐年增加。投资者在该领域放缓
投资进度可能有两个原因：中国健康科技公司估值高
以及缺乏退出机遇。
尽管医疗机构运营是健康科技领域中交易数量多的子
领域，但辅助医疗保健公司所获交易额最多。就晚期
融资规模中位数而言，辅助医疗保健公司为3000万美
元，而医疗机构运营公司为1500万美元，只是辅助医
疗保健公司的一半。
在健康科技领域的交易数量和总交易额方面，北京和
上海旗鼓相当。过去三年，上海占中国健康科技领域
总交易额35%，北京占比27%。此外，2018年至2020
年间，北京成功完成融资的健康科技公司数量占全国
36%，而上海仅占25%。

$33
(115)

$16
(101)

$5
(51)

Zhangshang Tangyi

Weimai Healthcare

Dingdang Fast Medicine

Gengmei

*全球仅指美国、欧洲、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晚期融资指第一轮机构或企业创投完成后进行的不低于200万美元的融资。融资数据包括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
风投注资公司的私募融资。融资日期视追加投资情况可能有所变化。 2020年数据截至2020年8月31日。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总交易额和（交易数量）
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亿美元）

健康科技

2020年融资

医疗机构运营

辅助医疗保健

临床试验赋能

精神健康与医疗教育

医疗健康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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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0.61 $1.27
$1.01 $0.91

$5.04

$0.22 $1.41

$2.41

$1.27
$2.96

2018 2019 2020

Q1 Q2 Q3 Q4

12

15

19

32

53

Ophthalmology

Imaging

Platform

Surgical

Cardiovascular

>$1亿 $2500万至$1亿

2018-2020年医疗器械领域各大适应症交易
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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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20年第三季度医疗器械总
交易额打破往年投资纪录

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医疗器械领域交易额（18亿美
元）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106亿美元），但
毫无悬念远超排名第三的法国（5.12亿美元）和排名
第四的英国（4.56亿美元）。
心血管疾病子领域里公司的晚期**融资规模中位数是
外科手术设备子领域的两倍多：分别为3300万美元和
1400万美元。相较之下，美国的同类数字要小很多，
心血管和外科手术子领域的晚期融资规模中位数分别
是1600万美元和1000万美元。

地域分布方面，上海的医疗器械初创企业总融资额长
期以来占比约25%，该比例为中国所有省市的最高平
均占比。即便如此，2020年安徽省的医疗器械融资额
占全国50%以上，沛嘉医疗1.5亿美元融资交易是引起
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

尽管第四季度尚未结束，2020年的医疗器械总交易额
已超过2018年和2019年的年度总交易额，成为中国医
疗器械领域所获投资额最高的一年。沛嘉医疗（1.50
亿美元）和微创心通（1.31亿美元）的融资额在2020
年突破了1亿美元，这两家公司均专注于提供心血管疾
病解决方案。

*全球仅指美国、欧洲、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晚期融资指第一轮机构或企业创投完成后进行的不低于200万美元的融资。长风药业2020年完成了两轮融资（2020
年1月2日8990万美元融资和2020年7月2日5080万美元融资）。融资数据包括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风投注资公司的私募融资。融资日期视追加投资情况可能有所变化。
2020年数据截至2020年8月31日。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2018年–2020年大额交易

总交易额和（交易数量）
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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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1.12

$0.86

$0.58

$3.50
(76)

$5.89
(77)

$8.72
(54)

2020年融资

医疗器械

心血管

外科手术

平台

影像

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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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2.76 $1.72
$0.80

$3.45

$13.95

$3.89
$1.66

$2.43

$0.65 $3.23

2018 2019 2020

Q1 Q2 Q3 Q4

53

56

89

Dx Analytics

Dx Tests

R&D Tools

>$2亿 $1亿至$2亿 $5000万至$1亿

2018-2020年诊断/工具领域各大适应症交易
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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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工具三年交易额达37亿美
元，华大智造2020年的10亿美元
大型融资拔得头筹
中国的诊断/工具领域交易额超过欧洲排名前几大国
家，位居全球第二。 2018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
（37亿美元）是除美国（117亿美元）外，唯一一个
该领域融资额突破10亿美元大关的国家。
此外，诊断/工具领域交易集中的区域也发生了显著变
化。2018年，北京的诊断/工具公司融资总额占全国的
65%。但在2019年，这一比例降至30%，2020年仅占
10%。
从总量看，北京诊断/工具领域融资额的减少似乎已经
让其失去了该领域融资中心的地位，广东省取代北京
抢占头把交椅，在2020年完成全国61%的融资额。但
是，全球**范围内剔除广东省华大智造（研发工具）
创纪录的10亿美元融资后，北京仍是过去三年里诊断/
工具领域交易数量和交易额最多的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17家中国诊断/工具公司正致力于提供
医疗解决方案，帮助抗击新冠疫情。这些公司在过去
三年里已获16亿美元融资。

*致力于新冠病毒测试方面的工作

*

*

*

*

**全球仅指美国、欧洲、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融资数据包括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风投注资公司的私募融资。融资日期视追加投资情况可能有所变化。2020年数据截至
2020年8月31日。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总交易额和（交易数量）
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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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工具

2018年–2020年大额交易

2020年融资

研发工具

诊断测试

诊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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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Q1 17Q3 18Q1 18Q3 19Q1 19Q3 20Q1 20Q3

2017 2018 2019 2020*

领域（百万美元） 美国/欧洲 合计 美国/欧洲 合计 美国/欧洲 合计 美国/欧洲 合计

生物制药 $1,232 / $18 $1,250 $1,708 / $271 $1,979 $2,193 /$29 $2,222 $2,874 / $473 $3,347

诊断/工具 $1,925 / $10 $1,935 $1,163 / $105 $1,268 $434 / $0 $434 $1,181 / $341 $1,522

健康科技 $387 / $5 $392 $248 / $30 $278 $108 / $120 $228 $127 / $145 $272

医疗器械 $84 / $18 $102 $710 / $110 $820 $281 / $324 $605 $333 / $88 $421

总计 $3,628 / $51 $3,679 $3,829 / $516 $4,345 $3,016 / $473 $3,489 $4,515 / $1,047 $5,562

2017-2020年中国投资者对美国和欧洲风投注资医疗健康企业的投资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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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医疗健康行业跨境
投资激增
2017年一季度到四季度，中国投资者参与的美国和欧
洲医疗健康投资数量飙升了140%。而2018年第四季
度至2019年第四季度，中国投资者参与的交易显著减
少，应该是2019年中国整体投融资步调放缓的体现。
2019年只是投资的小年，地理因素并非影响投融资活
动的根本原因。

2020年，中国医疗健康行业跨境投资的交易数量与交
易额均出现上升。其中，一季度中国银团投资增加创
下交易数量和总交易额双纪录，三季度有望成为迄今
为止跨境融资额第二高的投资季度。
中国投资者对跨境生物制药公司的投资最多，实际上，
几乎每个季度都呈现这一趋势，只有一个季度出现例
外。2017年第四季度，中国投资者参与了GRAIL 12亿
美元融资，使诊断/工具成为当季获投资额最多的领域。

2018年仍是中国投资者参与交易数量最多的一年（113
起融资），但目前2020年的交易额已超过2018年。
2020年，美国和欧洲有中国投资者参与的总交易额达
56亿美元，2018年的年度总额为43亿美元，2019年为
35亿美元。

融资数据包括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风投注资公司的私募融资。投资机构总部指PitchBook归类的投资机构主要总部。融资日期视追加投资情况可能有所变化。*2020
年数据截至2020年8月31日。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交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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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8

10 6

7 5

6* 4

6*

2018-2020年投资美国和欧洲风投注资医疗健康企业最活跃的中国投资机构
交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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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投机构参与跨境融资的可能性
是企业创投的两倍

过去三年，中国创投机构在生物制药领域的活跃程度
超过医疗健康行业其他领域，参与了生物制药56%的
融资交易。对诊断/工具领域的投资为24%，位居第二，
其次是医疗器械（14%）和健康科技领域（6%）。
名单所列7家风投机构中，6家机构至少领投过一轮美
国/欧洲公司的融资。同样的，6家企业创投在过去三
年里都领投过一轮美国/欧洲公司的融资。
风投机构比企业创投更倾向于领投，风投机构领投的
跨境医疗健康行业融资数量达到惊人的50%，而企业
创投大约领投了四分之一的融资。
中国跨境投资者既参与A轮融资，也参与晚期融资，但
似乎更加青睐晚期公司。数据表明，参与美国和欧洲
公司融资的中国投资者基本上参与了当时73%的晚期
融资。

企业创投方面，礼来亚洲基金和药明康德与风投机构
表现出相同的投资偏好与趋势，而腾讯和百度等科技
类企业创投更加青睐诊断/工具公司，他们参与的A轮
融资和晚期融资数量几乎持平。

*额外投资机构参与融资的次数相同，但因为空间有限未纳入。融资数据包括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风投注资公司的私募融资。2020年融资数据截至2020年8月31日。融资日期
视追加投资情况可能有所变化。投资机构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必须共有至少四次投资被纳入考虑。企业母公司和企业创投基金合并在企业创投之下。
资料来源：PitchBook和硅谷银行专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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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巨头对医疗健康行业的投资
中国、美国和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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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对美的投资兴趣减退，美国科
技巨头仍然以投资本国企业为主
自2017年以来，科技巨头*参与了全球**医疗健康创
新生态圈的135起融资。其中60%是B轮或晚期融资。
中国的头部三大互联网科技公司——百度、阿里巴巴
和腾讯（BAT）中——只有百度和腾讯（BT）对美国
医疗健康公司进行了跨境投资。阿里巴巴更倾向于在
国内进行医疗健康投资（2017年以来参与了四起融
资）。
百度和腾讯参与的对美国公司的25次投资中，有17起
的融资地在加利福尼亚州（占68%） ,其中16起在湾
区。虽然对美国公司跨境投资保有兴趣，但是百度和
腾讯的对美交易数量在过去两年出现下滑，仅六次投
资（百度四次，腾讯两次）。其中部分原因是美国医
疗健康公司估值过高。
与中国BAT（百度、阿里、腾讯）相对应的是美国的
FAAMG （脸书、苹果、亚马逊、微软和谷歌），自
2017年以来，这些公司只投资美国和欧洲公司。脸书
和苹果没有参与风投注资公司的融资，亚马逊只参与
了一次（GRAIL在2017年四季度进行的12亿美元融
资）。
自2017年以来，微软和谷歌（Alphabet）重点关注本
地市场，每年只参与一至两起欧洲公司的融资。
Alphabet参与了68起美国公司的融资，重点投资领域
为生物制药公司（32起）和健康科技公司（21起），
其次是诊断/工具公司（13起）和医疗器械公司（2
起）。

交易数量 2017 2018 2019 2020

（美国/中国） 8 / 4 12 / 5 2 / 15 3 / 2

总计 12 17 17 5

生物制药
医疗器械
诊断/工具
健康科技

总部：中国

交易数量 2017 2018 2019 2020

（美国/欧洲） 21 / 3 19 / 4 19 / 1 16 / 1

总计 24 23 20 17

总部：美国 总部：中国总部：美国 总部：欧洲总部：美国

**科技巨头指BAT和FAAMG。融资数据包括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风投注资公司的私募融资。投资机构总部指PitchBook归类的投资机构主要总部。融资日期视追加投资情况
可能有所变化。2020年数据截至2020年8月31日。企业母公司包括PitchBook所列所有知名子公司和/或风投部门。**全球仅指美国、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欧洲。**该公司
也符合硅谷银行健康科技公司的分类。
资料来源：PitchBook、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2017-2020年最活跃企业创投所参与的知名医疗健康公司融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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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1%

23%

29%

19%

44%

27%

26%

18%

18%

31%

30%

12%

17%

28%

28%

8%

36%

外国收购者参与的美国风投注资公司并购交易（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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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并购者主导美国医疗健康行
业并购交易；中国并购交易排名
全球第九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外国在美投资产生的
国家安全影响进行审查，自2009年以来，该委员会的
投资审查量增加了300%以上。美国《外国投资风险评
估现代化法案》于2018年颁布实施，进一步扩大了委
员会的审查范围，并为委员会每年额外拨款2000万美
元。据预测，截至2020年年底，将会有近400起投资
交易接受审查。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向来是中国投资者跨境投
资的重要顾虑之一，目前已报道了至少一起广为人知
的医疗健康行业公司的退股事件：PatientsLikeMe是一
家健康科技公司，允许患者互相分享自己的数据。在
对这家公司的投资审查案例中，外国投资委员会迫使
该公司的大股东碳云智能抛售股份，导致
PatientsLikeMe被联合健康集团收购。

国外收购者对美国医疗健康行业公司进行的并购交易
排名中，中国位列第九。欧洲国家的收购者是美国并
购交易的主要推手，2016年以来，来自排名前四国家
（英国、爱尔兰、瑞士和德国）的收购者收购了71家
私有美国医疗健康公司。
欧洲收购者也会担心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
2020年没有外国公司对美国诊断/工具公司或医疗器械
公司的收购交易，只有三起对健康科技公司的收购。

英国 爱尔兰 日本德国瑞士

$91 $159 $31 $40 $153

$4.35 $3.75 $4.20 $0.42

$5.99 $24 $2.54 $1.36

$3.10 $3.12 $22 $58 $1.58

生物制药

诊断/工具

医疗器械

健康科技
2016 20202017

总并购金额

根据PitchBook的定义，并购只包括主要在美国经营、风投注资公司的并购交易，符合硅谷银行医疗健康行业分类。2020年数据截至2020年8月31日。外国
投资委员会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资料来源：PitchBook、新闻文章、硅谷银行专有数据和硅谷银行分析。

2016-2020年各收购方所在国对美国医疗健康公司的并购交易数量

生物制药 11 / 46% 12 / 63% 7 / 47% 3 / 25% 8 / 73% 2 /40%

诊断/工具 4 / 25% 2 / 11% 1 / 7% 2 / 17% 2 / 18% 3 / 60%

医疗器械 6 / 17% 2 / 11% 3 / 20% 6 / 50% 0 / 0% 0

健康科技 3 / 13% 3 / 16% 4 / 27% 2 / 15% 2 / 17% 0

总交易数量 24 19 15 13 12 5

中国

http://ipoipo.cn/


风投注资医疗健康公司的
公开市场表现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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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国、欧洲和美国各医疗健康股指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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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疗健康市场比纳斯达克
和欧洲回升更快

A) 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后
的一周里，全世界的公开市场股价均出现暴
跌。尽管纳斯达克和欧洲的医疗健康行业大/中
盘股指下挫了24%，中国股指却表现出更强的
韧性，只下挫了12%。
B) 今年上半年，作为后期私募市场表现风向标
的标普生物技术（中/小盘）指数历史性地跑赢
全球医疗健康行业总体指数。但2020年，上海
及中国的医疗健康行业指数领先世界其他市
场，这得益于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得力地控制新
冠疫情、更快实现经济提振。
C) 2020年，与科技行业IPO数量下降不同的
是，医疗健康行业韧性十足，有63家风投注资
的公司（IPO总募资额逾12亿美元）上市，其
中在中国上市的公司有22家（占总数的
35%）。此外，2020年的IPO数量目前已超过
2019年，2019年同期仅45家风投注资的公司上
市，总募资额为65亿美元。
生物制药领域的IPO募资额仍领先其他领域，
占各国医疗健康行业IPO总募资额的75%。

上半年平均回报率
(2010年–2019年) 2020年上半年 2020年

年初至今
上海医疗健康 +2% +35% +57%

MSCI中国医疗健康指数 +6% +32% +46%

标普生物技术ETF (XBI) +15% +18% +17%

纳斯达克医疗健康指数 +9% +12% +14%

MSCI欧洲医疗健康指数 +5% +1% +4%

$78

$42

2019年12月31日新冠疫情发生后的天数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
肺炎“全球大流行”

第71天

2020年数据截至2020年8月31日。中国包括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对于C)，我们只考虑了在本地证券交易所上市、募资至少2500万美元风投注资公司。即使可归为健康科技公司，但
Schrödinger（美国）仍归类为诊断/工具公司。
参阅硅谷银行的《2020年年中医疗健康行业投资与退出报告》了解风投注资医疗健康公司的退出情况。
参阅硅谷银行的《三季度市场态势报告》了解科技市场的情况。
资料来源：PitchBook、Capital IQ、新闻文章和硅谷银行分析。

生物制药

健康科技

诊断/工具
医疗器械

B) 股市表现 C) 2020年风投注资的医疗健康公司IPO
IPO数量和募资额（亿美元）

纳斯达克医疗健康指数 MSCI中国医疗健康指数 MSCI欧洲医疗健康指数

美国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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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7起IPO)

2016年
(4起IPO)

2017年
(9起IPO)

2018年
(6起IPO)

2019年
(15起IPO)

2020年
(18起IPO)

各年份风投注资且市值超1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共有5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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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值超10亿美元的风投注资
医疗健康公司IPO涌现

过去五年，风投注资的医疗健康公司IPO数量
稳步增加，目前已有59家风投注资且市值超过
1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约是2019年年底30家独
角兽企业数量的两倍）。其中，生物制药领域
的上市公司最多，共有29家，其次是医疗器械
公司和诊断/工具公司，各有14家，最后是健康
科技公司，有2家。
目前，风投注资医疗健康公司中估值最高的是
深圳迈瑞（医疗器械），2018年以每股7.03美
元的发行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价涨幅
已达611%，市值逾600亿美元。生物制药公司
药明康德和药明生物紧随其后，市值分别为
370亿美元和270亿美元。
新冠疫情推动全球部分医疗健康公司调整自身
产品或业务模式以帮助抗击疫情。本页所列59
家公司中，有19家公司正开展相关工作，协助
抗击新冠病毒（占32%），其中，诊断/工具领
域的公司最多（9家），其次是生物制药公司
（7家）。

*正在协助抗击新冠病毒的公司包括改变产品用途或捐献产品以提供某种形式协助的公司。2020年市值统计截至2020年8月31日，2019年市值统计截至2019年12月31日。2020年
截至2020年8月31日。中国包括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所列公司仅包括在中国香港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公司。
资料来源：PitchBook、Capital IQ、新闻文章和硅谷银行分析。

生物制药 医疗器械 诊断/工具 健康科技

*助力抗击新冠病毒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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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交易所快速成长的创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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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交易所为企业上市
提供多样化选择

过去几年，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证券交易所的
持续改革让其成为对风投注资私有医疗健康公
司极具吸引力的上市目的地。

自各证券交易所改革以来，已经有61家风投注
资的医疗健康公司在这些证券交易所上市（截
至2020年8月31日，已经有47家公司市值超过
10亿美元）。生物制药成为上交所、深交所和
港交所上市公司数量最多的领域，而目前尚未
有健康科技领域公司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尽管在不同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其退出所用时间
大致相似，约4-5年，但在港交所上市的公司历
史估值更高（IPO估值比投前估值高1.3倍），
IPO募资额比在科创板上市的公司多2.4倍。
2020年，上市后表现最佳的公司当属成都的康
华生物（生物制药领域），自上市以来股价涨
幅达725%。该公司主要从事疫苗研发，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市值截至2020年8月31日，2020年截至2020年8月31日。IPO日期摘自Capital IQ和公开新闻报道。本报告所分析公司仅包括在创业板、科创板和中国香港证券交易所
上市、符合硅谷银行医疗健康行业分类、曾获风投机构投资的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公司，
资料来源：PitchBook、Capital IQ、科创板网站、新闻文章、备案文件和硅谷银行分析。

生物制药
38%

医疗器械
28%

诊断/工具
29%

健康科技 5%

中位数
IPO募资额 $7200万
IPO投前估值 $1.26亿
退出所用年数 5.03年

中位数
IPO募资额 $1.20亿
IPO投前估值 $6.88亿
退出所用年数 4.52年

22家风投注资的医疗健康公司 18家获风投注资的医疗健康公司

生物制药
39%

医疗器械
33%

诊断/工具
28%

21家风投注资的医疗健康公司

中位数
IPO募资额 $2.85亿
IPO投前估值 $8.88亿
退出所用年数 3.90年

公开市场表现最佳的2020年上市公司

公司名称 硅谷银行行业分类 上市交易所 发行价
（日期）

2020年8月31日
股价 股价涨跌幅 2020年8月31日

市值

生物制药 $9.87
(2020年6月16日) $81.40 +725% $49亿

医疗器械 $1.74
(2020年7月7日)

$9.46 +444% $39亿

医疗器械 $2.97 
(2020年4月9日) $9.15 +208% $18亿

生物制药 $4.75 
(2020年1月23日) $14.25 +200% $34亿

生物制药
81%

医疗器械
9%

诊断/工具 5%

生物制药 医疗器械 诊断/工具 健康科技

创业板

健康科技 5%

http://ipoipo.cn/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医疗健康资本市场 25

中国风投注资医疗健康生态圈预测
我们预计，2020年将又是中国医疗健康行业风险投资创纪录的一年，总投资额将超过2018年的81亿美
元，生物制药将持续领先医疗健康行业的其他三个领域。

“4+7”药品集采等政府主导的改革政策将继续加速推动创新的步伐，巩固中国作为全球医疗健康创新生态
圈重要推动者的地位。

由于中国的可医治人口预计2030年将达到美国的四倍，中国医疗健康市场将继续涌现大宗/超大宗融资
（募资额达1亿美元/10亿美元以上的融资）。上海和北京将进入全球医疗健康创新城市前五名，进一步成
为吸引归国人才的中心。

新冠疫情将导致美国医疗健康公司的估值在2020年下半年和2021年上半年下滑，进而可能导致美国风投
注资医疗健康生态圈内跨境并购活动的增加。

中国创业板、科创板和中国香港证券交易所的改革将令本土公司更加青睐在中国而非纳斯达克上市。

中国医疗健康行业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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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适用症公司定义
神经学适应症公司 专注于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疼痛和心理疾病的公司，以及神
经植入技术公司。
无创监测 通过传感器和其他技术收集医疗数据。
诊断测试 专有的是/否诊断测试。
诊断分析 帮助确定治疗方法的可执行的数据分析。
研发工具 为生物制药公司和学术界使用的研究设备/服务。

健康科技领域定义
医疗机构运营 提高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和医疗机构患者互动效率和准确性提供解
决方案的公司。
辅助医疗保健 在医院或私人诊所之外提供初级或特种医疗保健服务的公司。
临床试验赋能（CTE） 为加快药物发现和临床试验数字化开发解决方案的公司。
医疗导航 根据用户需求引导用户找到相关医疗机构和或缴保人的公司。
用药管理 协助用户查看处方和按处方用药的公司。
精神健康与医疗教育 将健康生活方式和医疗最佳实践告知用户的公司。

硅谷银行医疗健康行业各领域定义
生物制药 指正在自主开发治疗资产的公司；也包括正在开发新技术和发现平台寻求内部资
产临床开发的公司。
诊断/工具 指推动创新生命科学研究和发现方法、开发独特诊断测试和/或创造医疗设备以
帮助进行即时诊断或快速治疗的公司。
健康科技 指正在开发科技赋能的产品或服务，以提升患者诊疗效果、降低成本的公司。
医疗器械 指设计和制造协助疾病、紊乱或异常体征监控、治疗、缓解或预防医疗器械的公
司。

交易说明
风投注资公司 在其私募融资交易历史上至少有一个知名风投机构参与，且募资额在100万
美元以上的公司。
退出所用年数 一家公司从完成第一轮机构融资到退出的时间。

企业创投
企业创投 对风投注资的公司进行投资的企业风险投资机构和母公司。

地理定义
欧洲 指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西班牙、瑞典、英国和瑞士。
中国 除非另有指明，本报告中指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

欲详细了解硅谷银行健康科技定义，参见《硅谷银行健康科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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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硅谷银行
35年以来，硅谷银行致力于服务创新企业及其投资人，帮助其快速推进大胆创想。通过设在世界各
地创新中心的分支机构，硅谷银行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和专业知识。硅谷银行提供商业银行、
国际银行以及私人银行等服务，帮助创新企业解决独特需求。

请查阅上页完整免责声明。

©2020 SVB金融集团。版权所有。SVB、SVB金融集团、硅谷银行、MAKE NEXT HAPPEN NOW和V形标志是SVB金融集团的商标，经许可
使用。硅谷银行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联邦储备系统的成员。硅谷银行是加州银行金融集团（Nasdaq：SIVB）的加州银行子
公司。

关于浦发硅谷银行
浦发硅谷银行总行位于中国上海市，由硅谷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作为
第一家中美合资银行与科技银行，浦发硅谷银行为各生命周期的科创公司提供定制化金融服务，并
致力于成为中国创新经济中的优选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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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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