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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概述



PE概述
 什么是PE投资？
 广义上的私募股权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直接投资基金、并购投资基金、过桥基金；凡是非公众公

司的股权投资都属于私募股权投资。

 私募股权基金即使投资于公众公司也不是以持有流动性较高的股票为目的，而是以私有化或行业整
合为目的。

 狭义上的私募股权基金通常以直接或间接投资或收购的方式投资于有增长潜力的成熟企业，相对于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来说，狭义上的私募股权基金的风险要小很多。

 PE投资同其他投资方式比有什么不同？

 作为股权投资，其风险是高于债权投资；

 投资于非上市的企业股权，PE投资的流动性比较弱，周期长；

 拟上市公司经营风险较高；

 潜在收益率最高的投资类型之一，尤其是在我国资本市场迅速扩张、流动性溢价显著的情况下，成
功的PE投资往往可以取得惊人的回报；



产品资料



产品结构

洋哲晨医疗
产业1号基金
（8480万）

浙江洋哲晨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

上海千麦医疗
管理有限公司
9.315%股权

管理人

合格投资者
（1、2、3…N）

中国建设银
行

托管人

收购
有限合伙企

业



投资亮点
 行业规模效应：一是诊断仪器试剂集中采购带来成本节约；二是检验规模效应，大量样本集中检验减少了单次检验

的固定成本也减少了试剂的浪费。医院与独立实验室实现双赢。

 战略投资者实力强大：2015年，千麦医疗得到大型投资机构启明创投和凯富资本的认可，正式引入战略投资。

 团队运作能力高超：千麦医疗的核心团队来自于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高效的管理能力使得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
有限公司成为全国首家跨地区连锁经营的第三方独立医学检验机构。形成拥有临床实验室、病理实验室、药物临床实
验室等5大中心实验室，下设6个专业临床实验室，提供1000余项检测项目，与全国10000多家医疗机构建立合作。

 公司成长迅速：千麦医疗的核心团队拥有多年的独立医学实验室营运经验，经过2年的高速发展，完成了艾迪康5年
以上的发展历程。业务量的高速扩张使得千麦医疗开始进入成长爆发期。

 六大实验室：千麦拥有上海、杭州、武汉、江西、安徽、成都等6大中心实验室，提供1000余项检测项目，与全国
10000多家医疗机构建立合作。

 特殊检测市场优势明显：司法检测比迪安、艾迪康等公司要有优势，且司法检测市场正逐步向社会扩大开放领域
（环境、食品检测等）。

 互联网检验服务的布局：以千麦信息（全资子公司）为平台，计划与阿里集团等国内顶尖的互联网团队进行合资，
全面建立医学检验的网络化服务运作

 国际化战略处于同行业绝对领先地位：引进日本BML（日本最大的独立医学实验室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入
驻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通过合资、收购的方式与欧美领先的医学实验室、检验领域、医学数据的顶尖技术合作，拓
展国内市场。

 特殊代理商：千麦为罗氏、西门子公司诊断试剂的特殊代理商，通过收购诊断试剂贸易公司，增强上游业务能力。

 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唯一一张独立医学检验中心牌照：千麦医疗获得国际医学中心唯一颁发的一张独
立医学检验中心牌照。



上海新虹桥医学中心

 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由政府投资，引进国内外一流医疗和配套服务供应商，以信息化管理为支撑、JCI认证标准

为导向，实现医学中心内各医疗机构共享药品、影像、检验、病理、洗消、能源、污水处理等资源优势，并提供餐饮、

物流、护理、金融、信息等配套服务。目前，已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长海医院、百汇医疗集团、美国HCA医疗集

团、法国NOALYS集团、韩国白家医院、万科集团、览海康复医院等国内外知名机构和企业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以综合性

医院和专科医院项目入园区，投资总额72.8亿元。同时，医学中心未来将由上海多家知名三甲大医院与国际资本合作建

立国际医院，目前在公立医院尚没有完全盘活的专家资源，将通过“4＋2模式”(即4天在公立医院上班、两天在国际上

班)，为名专家提供合理合法的第二执业点。

 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将设立一个富有创新特色的共享功能区——医疗技术中心，作为整个医学中心最核心的共享服

务设施。医技中心已与千麦医疗CBML、美国GE、德国西门子、国药集团等国内外一流机构达成入驻协议。千麦医疗获得

国际医学中心唯一颁发的一张独立医学检验中心牌照。



产品名称  洋哲晨医疗产业1号基金

投资期限  2+3年（2年投资期，3年退出期）

产品规模  8480万

投资范围  用于收购上海千麦医疗股权

认购起点  300万元，以50万元的整数倍增加

投资收益  提取浮动收益的80%

风控措施  洋哲晨委派代表出任标的公司董事会成员，参与其决策

退出方式  详见下页

管理费  2%（年化）

基金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基金管理人  浙江洋哲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产品要素



退出方式

浙江洋哲晨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千麦医疗管
理有限公司
18.63%股权

管理人

合格投资者
（1、2、3…N） 托管户

独立IPO

退出方式
借壳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并购

投资收益

返还收益

复核

分配



行业分析



一、定义：独立医学实验室是，又称第三方医学实验室或者医学独立实验室，是指在卫生行政部门许可下，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专业从事医学检测的医疗机构。

二、定位：独立实验室与医院检验科具有不同的业务定位。基层社区仅进行常规检测，二三级医院对标本量有

限或者需要大量资源投入而效益不高的项目也很少开展，而独立实验室正是将业务定位于这些合作医院由于仪

器昂贵或者标本量少，出于经营成本而考虑而决定不开展的检验项目。它与医院建立业务合作，集中收集并检

测合作医院采集的标本，检测后将结果送至医院，应用于临床。独立实验室由于标本量大，具有显著的规模效

应。

独立医学实验室行业定义及定位



15%

行业和市场分析.市场层次和结构
IVD制造业市场总量，2014年260亿RMB

国家GDP2014年63.61万亿元（区别于GNP）

国家医药卫生费用（2014年3.54万亿RMB，
较2013年增长12%）

检验市场总量2014年约1974亿RMB（约占
卫生费用6%，占医院费用9%）

第三方检验总量2014年约43.4亿元RMB，
仅占检验总量2.2%。



图表2：2015-2020年我临床检验服务外包市场规模及
占比预测（单位：亿元，%）

图表1：2009-2014年中国第三方医学诊断行业市场规模
及预测（单位：亿元，%）

行业和市场分析.第三方检验市场预估

前瞻产业研究院第三方医学诊断行业报告数据显示，近几年我国临床医学检查的市场规模，以及独立医学实验室的现
有规模，基于国家政策以及医改的进展，预计2014-2020年独立医学实验室市场规模还将保持35%-40%的较快增长，到
2020年的市场规模在250-330亿元之间，占临床检验服务市场的比重在7%-9%之间。



检验项目外包服务 

仪器投放、试剂采购

成为区域集约化检验外包核心单位

参与医院规划
（新开医院、等级提升）

医疗模式创新

科室合作
（政策允许下的检验科托管）

行业和市场分析.第三方独立实验室服务多样化

医疗终端全方位服务覆盖
   （Total Solution）

医疗客户期望



我国独立医学实验室行业主要由本土企业
主导，而全国化的连锁企业又占据了行业
约60-70%的市场份额，其中主要以广州
金域、艾迪康和迪安诊断代表。

• 受医疗市场快速发展的推动和国家医改政策的支持，

市场产生的机会增多；

• 已有规模的第二梯队（千麦、康圣环球、兰卫等）

将有更多的资本进入，掀起新一轮的扩张；

• 根本性的市场洗牌将延后。

行业和市场分析.第三方独立实验室格局动态

表内数据仅供参考

表内数据仅供参考



• 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

• 人们对早诊断、早筛查意识增强

• 消费转型、消费结构升级

1 3

2 4

整体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趋势

行业政策利好 检验技术发展

• 医疗行业持续高速发展

• 居民医疗保健支付能力增加

• 政府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和税收政策

• 国家和地方政策对服务外包业的支持

• 社区服务中心的大力发展

• 新医改关注成本收益，推行单病种消费

•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创办医疗机构

• 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结构调整

• 个体化医疗伴随诊断发展

• 基因芯片等新技术涌现

• 高端检验项目增加

• 物联网快速发展普及

行业和市场分析.第三方独立实验室发展机遇



上游：检验仪器、试剂耗材

独立医学实验室

下游：各级医疗机构

行业和市场分析.独立实验室上下游议价能力

1、综合来看，下游医院、检验中心、医疗卫生机构等客户因数

量多、集中度低，而导致独立医学实验室对下游议价能力较强；

2、由于行业内各企业规模参差不齐，小型独立医学实验室可提

供的检测服务项目相对较少，对于一些特定的检测服务，只有少

数实验室能提供，因此，医疗机构的可选性较少，这又降低了其

对独立医学实验室的议价能力。

1、用于医学检测的仪器、试剂等价格一般都比较昂贵，而国内

独立医学实验室数量少，对器材材料的需求量不大；

2、大部分连锁企业会与罗氏、梅里埃、西门子等上游供应商结

成战略合作关系，通过规模化采购提升企业的议价能力。



国内外对比



行业和市场分析.国内外对比

国内，目前外资检测机构和民营检测机构主导第三方检测市场，而国有检测机构垄断限制性检测市场。第

三方医检所占的检验市场不过1%到2%，美国等成熟国家市场份额为33%左右，如果发展到美国市场的份额，

至少还有几十倍的增长空间。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当前价 市值 市盈率

DGX Quest 70.760 102亿美元 18.50

LH Labcorp 122.890 125亿美元 24.59

603108 润达医疗 98.60 100亿元 107.20

300439 美康生物 34.82 120亿元 78.55

300244 迪安诊断 62.66 170亿元 102.30

行业和市场分析. 美国及中国独立医学实验室上市情况



千麦战略合作者

 启明创投，自成立至今，专注于投资互联网消费、医疗健康、信息技术以及清洁环保技
术等行业早期和成长期的优秀企业超过160家。截止目前，已有超过20家分别在美国纽
交所、纳斯达克、香港联交所、台湾柜买中心、上交所A股及深交所上市，另有近10家
通过并购方式赢得投资回报。其中有大批知名企业包括：美图公司、大众点评、小米、
挖财网、蘑菇街、再鼎医药、挂号网、甘李医药、泰格医药科技等。就投资回报率而言，
启明创投始终占据中国风险投资行业的领先位置。



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 上海千麦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金 4752万元

公司成立日期 2012年2月29日

法定代表人 陈娅妮

注册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光华路598号2幢B1094室

经营范围 从事医疗诊断技术、医疗器械、生物科技、计算机
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开
发，企业管理咨询、投资管理咨询，实业投资，I类
医疗器械、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信息
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的销售、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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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基本概况（发展历史）

2月，上海千麦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
确立千麦组织架构和投资主体

3月，杭州千麦医学检验所开业
5月，杭州千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业
7月，收购上海赞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月，武汉千麦医学检验所开业
5月，上海千麦博米乐医学检验所开业
8月，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开业

20
15

4月，杭州海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成立（原上海赞成迁址）
6月，完成A轮融资(启明、凯富）
9月，合肥千麦医学检验所获得“医疗机构设置许可证”，预计2016年Q1开业；
11月，江西千麦医学检验所获得“医疗机构设置许可证”，预计2016年Q1开业；
12月，成都千麦医学检验所获得“医疗机构设置许可证”，预计2016年Q2开业



公司基本概况（初创团队）
姓名 职务 简历

郭尧 千麦医疗 董事长

临床医学和免疫学双学位，曾担任外科医生，浙江医学研究院病理学、免疫学及药理学研究员。
浙江大学校友会理事。2003年创建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并担任艾迪康集团公司总经理，率先在
中国开创独立医学实验室连锁经营模式。2012年创建千麦医疗，担任千麦集团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

黄新发 千麦医疗 销售总监
浙江大学植保专业硕士（EMBA在读）,2006年加入艾迪康，曾任艾迪康南昌公司总经理、长沙
公司总经理、集团公司销售总监。2012年参与创建千麦医疗，担任千麦集团公司销售总监，兼
任南昌公司总经理。

傅玮 千麦医疗 质量总监
临床医学和检验专业双学位，曾在新西兰奥克兰市立医院从事技术工作7年，曾任华大基因质
量部负责人，美国病理家协会CAP认证实验室主任。2015年加入千麦医疗，担任千麦集团公司
质量总监。

陈娅妮 上海千麦 总经理
2003年参与创建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曾任上海艾迪康公司总经理，兼任艾迪康集团公司国际
商务部总监，负责集团公司全国连锁实验室建设、国际合作事务及药物临床试验部门。2012年
参与创建千麦医疗，担任上海千麦博米乐合资公司总经理。

徐志勇 武汉千麦 总经理
副主任检验技师，2004年加入艾迪康，担任武汉艾迪康公司总经理，曾负责筹建艾迪康济南公
司、合肥公司。2012年参与创建千麦医疗，担任千麦武汉公司总经理。

杨雪梅 千麦信息 总经理
主管检验师，曾担任浙江省血液中心质量管理员，2010年加入艾迪康，负责艾迪康生产体系流
程改造及优化。2012年加入千麦医疗负责千麦生产体系流程管理并担任千麦信息技术公司总经
理。

陈洁 杭州千麦 副总经理
2003年参与创建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曾任PCR实验室负责人，全国质量部高级经理兼艾迪康
集团质量总负责人。2012年加入千麦医疗，协助郭总负责杭州千麦公司运营管理。

何顺 合肥千麦 总经理
医学检验专业，2006年加入艾迪康，曾任济南艾迪康市场销售部经理、合肥艾迪康市场销售部
经理。2015年加入千麦医疗，担任合肥千麦公司总经理。



实验室及营业额

 2015年，千麦医疗拥有省级实验室6个，完成约5000万的营业收入；

 2016年，计划完成1.8亿-2亿元的收入，净利润实现5000万以上。具体大致为：2016-2017年，计划自建3家省会级城
市中心实验室，计划收购2家省会级城市中心实验室；与润达、合富等试剂大包单位合作，在二三级城市建立快速反
应实验室（托管地区中心医院），进行地域性外送检测样本集约化服务，同时和省会中心实验室形成资源联动。



公司基本概况（布局中国）

全国连锁独立医学实验室布局

杭州：余杭区（海创园）华一路2号四号楼

上海：闵北路88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

武汉：江岸区汉黄路888号岱家山科技园8号楼

合肥：包河工业区上海路18号3楼

江西：高新大道世界之窗科技创意产业园A座

成都：高新区科园路5号1栋



公司基本概况（投资结构）

投资主体 投资项目（公司） 注册资本金 股权比例

上海千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千麦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3200万元 100%

上海千麦博米乐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3200万元 55%

武汉千麦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2000万元 100%

江西千麦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2000万元 100%

合肥千麦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2000万元 60%

成都千麦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2500万元 100%

杭州千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万元 100%

杭州海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00万元 70%

杭州千麦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 1000万元 20%



千麦Chain Medical Laboratories（实验室体系）

临床检验

临检实验室

化学发光

临床生化

临床免疫

临床微生物

PCR

特殊检验

分子遗传

细胞遗传

临床血液/流式学科

病理诊断

细胞病理

组织病理

分子病理



1

2

3

杭州千麦医学检验所

武汉千麦医学检验所

上海千麦博米乐医学检验所

• 2014年11月12日，上海千麦博米乐医学检验所PCR实验室通过了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的验收考核，

获得颁发《临床基因扩增实验室技术审核验收合格证书》（NO.SCCL-89)

千麦Chain Medical Laboratories（基因实验室）

• 2015年3月1日，武汉千麦医学检验所PCR实验室通过了湖北省临床检验中心的验收考核，获得湖

北省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发《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和各实验室》铜牌。

• 2013年10月10日，杭州千麦医学检验所PCR实验室通过了上浙江省临床检验中心的验收考核，获

得颁发《临床基因扩增实验室技术审核验收合格证书》（NO.ZJ036)



千麦Chain Medical Laboratories（质量体系）

• 千麦医检以质量为生命，QA、QC两支团队专业致力于质量体系的落实和持续改进，对实验室人员、仪器、方法和环境条件、样

品和试剂等多项指标进行严格要求。



千麦Chain Medical Laboratories（质量体系-认可认证）

• 2014年4月15日，杭州千麦医学检验所获得计量认证证书（CMA）。

• 2015年9月11日，上海千麦博米乐医学检验多获得计量认证证书（CMA).

• 杭州、武汉、上海三地实验室创立之初即参加了美国病理家协会CAP认证，并于2015年5月获得PT合格证书。

• 美国病理家协会（College of American Pathologists ,CAP）是世界上最大的病理学专家和临床实验室组成的医学专业学会，国际公认的实验室质

量保证的领导者和实验室管理和认可认证的权威者，为誉为临床实验室“黄金标准”.



千麦Chain Medical Laboratories（特色项目.千麦专利）

药
物
浓
度
梯
度

MIC：最小抑菌浓度

HP的MIC法检测

对照孔



千麦Chain Medical Laboratories（新项目.新技术）

肿瘤基因检测项目：

 肿瘤遗传风险检测：
     基于高通量测序平台

 肿瘤早期检测：
     CTC、ctDNA

 肿瘤个体化用药检测：
     人缘化小鼠模型的建立及鉴定



产业延伸



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是由杭州千麦医学检验所与浙江省六大地区司法鉴定机构联合发起，共同组
建的司法鉴定机构。作为浙江省通过资源整合、实现转型升级的首家司法鉴定机构，历经一年的筹备，于2014年8月5日正
式对外执业。未来公司将向食品司法检测行业拓展，食品司法检测在国内目前是空白，发展空间巨大。

产业衍伸.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

项目发起人 

杭州千麦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20% 

温州律证司法鉴定所17% 

绍兴明鸿司法鉴定所15% 

宁波诚和司法鉴定所12%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司法鉴定所12% 

嘉兴新联司法鉴定所12% 

 衢州天恒司法鉴定所12% 

司法鉴
定资质

法医鉴定

法医病理

法医临床

法医物证

法医毒物

法医精神病

物证鉴定

文书鉴定

痕迹鉴定

声像鉴定

电子数据



服务于独立医学实验室

医学检验领域产品系列

数据处理集成平台

产业衍伸.杭州千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标本前处理
• 实验室标本接收 标本分析 标本分杯  标本交接

标本信息管理
• 电子文档导入 信息录入 自动数据传输

网络报告单平台

• 网络报告单查询 打印 报告延迟通知

数据交换
• 仪器接口 LIS数据交换 HIS的数据交换

样本检测
• 标本复检控制 报告审核控制 自动审核

质量控制

• 质控品 质控项目 质控图 质控评价 失控处理

千麦信息系统：实现区域集约化检验外送项目核心服务功能



产业衍伸.杭州海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主营：体外诊断试剂原料、培养基的开发、生产与销售

主要产品：

检验规模化后，带来的积聚效益将促使主要的原材料生物试剂的
研究开发和生产，海基生物为千麦医检未来发展降低成本建立核
心竞争力提前布局！

• 为IVD企业提供生产原料：传染病系列、感染症系列、优生优育系列多抗、单抗及基因重组、合成原料。

• 千麦连锁实验室开发、运用：各类检测试剂盒；运送、分离、药敏MIC培养基等。（自主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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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布局及合作伙伴



千麦产业布局核心思路

技术
创新

平台
建设

平台建设
1、紧跟医改政策

2、全国连锁实验室建设

3、以省会城市为核心

4、区域集约化检验外包服务

打造核心技术形成产业链

技术创新
1. 国际&产学研合作

2. 布局诊断领域“精准医疗”

3. 结合信息技术的流程创新

4. 相关产业衍伸

1、通过自建及并购方式，快速建立全国连锁实验室平台，锁定目标市场

2、布局以“精准医疗”为核心的个体化诊疗技术，建立核心竞争力

长期发展目标

区域扩张占领市场



千麦Chain Medical Laboratories（部分送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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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简介



并购基金发行及管理方简介

万盈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五粮
液集团下财富公司。万盈是一家集资产管理、财
富管理、项目投资于一体的专业金融服务企业。
管理团队具有丰富的金融业、房地产产业运作经
验和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公司以强劲的投研能
力，专业的风险控制能力，成为高净值人群理财
的首选专业平台。公司依托上海、深圳双总部业
务辐射，至2015年，万盈财富将在珠三角地区和
长三角地区设立30家以上的分支机构，致力成为
中国财富管理行业的引领者。 

产品发行方

浙江洋哲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上海富田基金的子
公司，主要由江浙一批金融从业精英组成，善于整合
省内上市公司资源，挖掘优质的项目，持续不断的为
高净值客户带来稳定的收益。目前公司已取得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发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资格，
专业开展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基金管理人 

联系方式：400-687-3118



投资经理——庄成
 曾任中融国际信托和海通证券要职多年，拥有15年以上股债权投融资与投行领域的从业经历，熟悉

国内外资本市场运作，在资产重组、企业改制上市、 杠杆收购、定向增发、行业研究、私募基金等
方面具有丰富经验，能按实际市场需求设计并灵活地退出。对中国企业的价值、企业家的了解相当
深刻，对资本市场的资源整合不仅拥有独到的眼光与经验，而且拥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及稳定的合作
渠道。

 目前，股权类项目投资包括慈文影视（借壳禾欣股份，代码002343）、郑煤机（601717）、南岭民
爆（002096）、巨人网络（借壳世纪游轮，代码002558）、儒意欣欣等，多数以成功上市、并购或
借壳上市退出，平均回报达七倍以上！最高回报在10倍左右！

 定增类成功运作浙报传媒、铜峰电子、华东数控、冠福股份和德力等20多家上市企业的定向增发。
平均回报36%，最高回报300%；管理运作基金80多亿，平均回报率32%。

 ……



并购项目业绩

序号 项目 行业 投资状态 投资时间 金额 投资期 回报倍数
年均回报

率

1 慈文影视 文化传媒 借壳上市 2011年 8000万 4年 20倍 500%

2 巨人网络 网络游戏 借壳上市 2015年7月 2000万 0.4年 10倍 2500%

3 南岭民爆 化工 上市退出 2011年 6000万 2.5年 5倍 200%

4 郑煤机 机械设备 上市退出 2009年 4000万 2年 6倍 300%

5 儒意欣欣 文化传媒 并购退出 2015年9月 3000万 0.2年 0.7倍 350%

…… …… …… …… …… …… …… …… ……



定增项目业绩

股票代码 项目名称 发行价（元） 退出市价（元） 账面浮盈

600633 浙报传媒 13.90 40 287%

600237 铜峰电子 4.6 6.7 146%

002196 方正电机 10.13 18.6 184%

002102 冠福股份 5.78 11（10送10） 380%

000705 浙江震元 12.70 17.8 140%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