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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双周刊 

第四十二期（2013 年 9 月 22 日-10 月 6 日） 

 

一、热点评析及投资研判 

本期主题：儿童艺术教育培训行业投资分析 

1. 事件简述 

近期媒体报道，单独（夫妻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生二胎政策有望全国放

开实施，不再采取先在某个或某些省市试点的做法。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日

益临近，市场表现出较高的期待，如单独生二胎政策有望通过，2014 年至

2024 年的新生婴儿人口数将稳步上涨，未来 0-6 岁的儿童教育市场空间广阔。 

2. 市场分析 

 新生婴儿人口稳中有升，布局儿童教育产业享受新人口红利：按照平均27

岁的生育年龄计算，1980-1997年人口高峰出生的公民已经进入生育年龄，

在独生子女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国内新生婴儿数量会稳中有升，如单独生

二胎的人口政策有望实现，2013-2024有望形成第三次人口高峰，未来六年

内0-6岁的儿童市场空间广阔，7-12岁儿童市场稳中有增，儿童市场中长期

看好，布局儿童教育产业有望享受新一轮的人口红利。 

 儿童教育消费不断提升：受传统观念影响，中国家长对文化教育的重视程

度很高，在对孩子的培养过程中，家长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

支出以平均每年14.3%的速度增长，明显高于人均消费性支出，也高于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2011年，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城镇居民消费的

12%，仅次于衣食住行的基本消费。2011年，中国亲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

育研究所在中国8个省会城市的调查显示，家庭超过八成的教育费用为扩

展性课外培训费用，一年的平均支出约为3,820元，最高金额达8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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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质教育日益受到重视，美术是学龄前首选科目：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在家

长心目中正日益提高，2011年家庭教育白皮书显示，过半家长注重孩子的

综合素质培养，或将素质培养与应试教育放臵同等重要的位臵。由于孩子

之间的竞争提前化和白热化，未来更多的竞争将体现在个人才艺综合性素

质方面，80后家长更重视下一代综合能力的培养，艺术类培训正在逐渐升

温。2011年教育蓝皮书的数据显示，学龄前组和小学组3-11岁年龄段的儿

童参加艺术类培训的比例分别达到55%和40%。艺术类培训最主要的科目

包括美术、音乐和舞蹈，其中美术是学龄前儿童家长的首选，接近19.7%

的家长选择美术作为主要艺术培训科目。 

 儿童艺术培训市场规模超过千亿，美术培训细分市场规模约250亿元：我

国儿童人口基数大，艺术培训市场空间广阔，保守假设一亿城镇适龄儿

童，23%的艺术培训渗透率和6000元的客单价推算，我国的儿童艺术培训

市场规模约为1,500亿元人民币。按美术培训占艺术培训市场分额17%的比

例估算，少儿美术培训细分市场规模约达250多亿元人民币。 

3. 投资观点 

 儿童艺术培训市场规模广阔，重点关注美术培训细分市场：儿童艺术培训

将是一个千亿级市场，随着家长的素质教育的重视不断提升，发展潜力巨

大。儿童艺术培训的细分市场中美术、音乐及舞蹈占据主导地位，其中音

乐及舞蹈培训对授课老师的个人能力及品牌依赖程度较高，课程较难实现

标准化，未来行业将持续保持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少儿美术培训，

不拘于技法，更多的是激发儿童的创造力，对老师个人能力依赖较小，课

程可以实现标准化，易于快速复制扩张，形成品牌效应和规模效应，值得

重点关注。 

 儿童艺术培训行业仍处于跑马圈地阶段，区域性龙头企业逐步成型，行业

领先者有较大整合机会：目前众多儿童美术培训规模较小，各机构定位的

收入阶层和儿童年龄段具有较高的差异性，暂时无直接竞争，仍处于跑马

圈地的过程中，部分区域性龙头逐渐成形。行业的领先者有望在资本的协

助下通过并购整合，迅速提高市场占有率，成为全国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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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美术培训行业投资优先选择管理规范、品牌效应突出、商业化运作及

异地扩张能力强的投资标的：由于儿童美术培训的产品差异性不突出，大

量的行业经验和资源积累，不断创新的产品研发能力和良好的客户口碑是

是艺术培训企业扩张的根本。企业需要依靠建立良好的品牌和较强的商业

化运作能力来形成商业壁垒，确保企业能在未来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二、 文化产业重要政策动向 

1. 发改委 

9 月 22 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3]32 号），加快推动移动互联网和 TD-LTE 产业发展，国家发展改

革委办公厅公布了关于组织实施 2013 年移动互联网及第四代移动通信（TD-

LTE）产业化专项的通知。 

此次专项的目标在于把握全球移动互联网发展机遇，以移动智能终端为

着力点，提高移动智能终端核心技术开发及产业化能力。加快移动互联网关

键技术的研发及应用，培育能够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具备一定规模的移

动互联网骨干企业。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形成综合的移动互联网产业服

务能力。推进 TD-LTE 技术在重点领域的创新示范应用，带动 TD-LTE 产业

快速发展。 

2. 文化部 

9 月 29 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3‟38 号）有关规定，文化部发布了关于实施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文化市场管理政策的通知。该通知对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内文化市场管理有关政策做出如下

调整： 

一、 允许在试验区内设立外资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经营单

位，为上海市提供服务； 

二、 允许在试验区内设立外资经营的娱乐场所； 

三、 允许外资企业在试验区内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生产和销售，通过文

化主管部门内容审查的游戏游艺设备可面向国内市场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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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通知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适用于在试验区内投资、设立企业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投资者和在国外居住

的中国公民。 

3. 财政部 

9 月 29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做好中央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的通知。通知阐述了资本经营预算的指导思想、编

制范围、编制内容和编制要求。 

三、 国内外重要业内资讯 

1. 国内投资动态 

2013 年 9 月 22 日 - 10 月 06 日 VC-PE 投资事件 

融资时间 交易 投资机构 
交易

金额 

融资

币种 
融资轮次 行业分类 

2013-10-05 Loom 

腾讯

/Google 

Ventures 

140 
万美

元 
VC-Series A 数据处理 

2013-10-03 Quixey.com 阿里巴巴 5000 
万美

元 
VC-Series C 

互联网信

息服务 

2013-10-01 
什么值得

买 
N/A N/A 

 
VC-Series A 

互联网信

息服务 

2013-10-01 微米 新浪 N/A 
 

VC-Series A 
应用软件

服务 

2013-10-01 美腿团 N/A 500 万元 Angel 
互联网信

息服务 

2013-09-30 世纪互联 淡马锡 1 
亿美

元 
PE-Growth 数据处理 

2013-09-28 票集网 N/A N/A 
 

Angel 
互联网信

息服务 

2013-09-28 九幽网络 N/A 500 万美 VC-Series A 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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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元 服务 

2013-09-26 Zoom 维港投资 650 
万美

元 
VC-Series B 

互联网信

息服务 

2013-09-26 JF 
老牛投资

/TCV 
4000 

万美

元 
VC-Series B 

邮购及电

子销售 

2013-09-25 Moxtra 
创新工场

/思科 
1000 

万美

元 
VC-Series A 

互联网信

息服务 

2013-09-25 
Hotel 

Quickly 
N/A 116 

万美

元 
VC-Series A 

应用软件

服务 

2013-09-25 在路上 N/A N/A 
 

VC-Series C 
互联网信

息服务 

2013-09-24 极路由 

纪源资本

/创新工

场 

N/A 
 

VC-Series A 
通信传输

设备制造 

2013-09-23 华夏威科 厚持投资 N/A 
 

VC-Series A 数据处理 

2013-09-23 挖财网 IDG 资本 N/A 
 

VC-Series A 
互联网信

息服务 

2013-09-23 大搜车 

红杉中国

/晨兴创

投/源渡

创投 

N/A 
 

VC-Series B 
互联网信

息服务 

2. 国内新闻 

【新浪科技】9 月 23 日，个人记账理财应用“挖财”宣布已获千万美元

风险投资，投资机构为 IDG 资本。“挖财”是个人记账理财平台，包括手机

端和 Web 端服务，其主要产品及服务包括“挖财记账理财”和“挖财信用卡

管家” 2 款 APP，以及国内最活跃的个人理财社区“挖财论坛”，目前已拥

有超过 4000 多万用户。 

【新浪科技】9 月 23 日，国内二手车交易平台大搜车透露获得由红杉资

本领投的千万级美元 B 轮投资。2012 年底成立的大搜车是国内首家通过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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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定价的“寄售模式”开发 C 端卖家市场的二手车交易平台，大搜车从每

笔交易中抽取佣金，目前注册会员已突破 3 万人。 

【新浪科技】9 月 24 日，爱施德公告称已与迈奔灵动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股东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拟分阶段收购该公司 100%股权。迈奔灵动是机

锋网及机锋手机客户端业务运营主体，是国内主要的 Android 应用市场之一，

并已成功研发出 4 款手游。截至 2013 年 7 月 31 日，迈奔灵动总资产为

3332.35 万元，净资产为 2343.32 万元，1-7 月实现未经审计营业收入 3586.76 万

元，净利润 779.80 万元。 

【新浪科技】9 月 25 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收购云存储软件酷盘。2010

年上线的酷盘现有团队 100 余人，拥有 1500 万用户，其中超过 300 万的移动

端用户。酷盘团队将协同阿里集团的用户体系和数据应用场景，共同打造

“个人云”服务。 

【新浪科技】9 月 26 日，中国芯片厂商澜起科技今日正式在纳斯达克交

易所上市，IPO 价发行价为 10 美元，融资 7100 万美元。澜起科技是一家全球

领先的模拟与混合信号芯片供应商，专注于为家庭娱乐和云计算市场提供以

芯片为基础的全方位解决方案。招股书显示，2010 至 2012 年，公司营收分别

为 2907 万、5033.8 万、7824.5 万美元，净利润分别为-854.3 万、497.2 万、

1828.1 万美元。2013 年上半年，澜起科技营收同比增加 33.75%至 4539.2 万美

元，净利润 877.2 万美元。 

【新浪科技】9 月 26 日，信威通信将借壳中创信测上市。信威通信为面

向行业及运营商的宽带无线通信系统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包括系统产品、

核心网产品、终端产品及相关技术服务。预案显示，中创信测拟发行股份购

买信威通信 96.53%的股权，该部分股权预估值约 268.88 亿元，同时拟配套融

资不超过 40 亿元。交易完成后，信威通信大股东王靖将持有上市公司 31.66%

股权，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新浪科技】9 月 26 日，神州泰岳公告将以自有资金 2 亿元对中清龙图

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神州泰岳将占中清龙图注册资本的 20%。中清龙图主

要从事网页游戏、手机游戏等业务，是国内领先的网络游戏的开发商和发行

代理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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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科技】9 月 26 日， HIWIFI 极路由，顺利拿到了千万美元级别的

投资，投资方来自美国且与谷歌有为密切的关系。这项投资使该公司成为市

场第二家拿到千万美元级别投资的中国互联网硬件公司。极路由主打的高速

智能无线路由器性价比高、功能全面，近来备受市场追捧。 

【新浪科技】9 月 28 日，分类信息网站 58 同城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

交了 IPO 招股书，计划在纽交所上市，最高融资 1.5 亿美元。招股书显示，58

同城目前月独立用户 1.3 亿，活跃商户量近 400 万，页面流量的 40%来自移动

端。付费会员和在线推广服务是 58 同城最主要的商业模式，公司 2013 年上半

年营收 5880 万美元，净利润 30 万美元。 

【新浪科技】9 月 29 日，B2B 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商慧聪网公告称已与配

售代理签署配售及认购协议，以每股 7.5 港元的价格配售最多 7200 万股股

份，若配售成功将实现约 5.2 亿港元的融资净额。此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增加新

专业网站及引入新服务、实现 O2O 价值链方案完整覆盖及补充营运资金等用

途。2013 年上半年，慧聪网销售收入约 3.58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7%，利

润 5231 万元，同比增长 160%。 

【新浪科技】9 月 30 日，乐视网发布公告称，拟以现金和发行股份相结

合的方式购买花儿影视 100%的股权，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乐视新媒体

99.5%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花儿影视估值 9 亿，乐视新媒体估值 3 亿，

交易总额 15.98 亿元。花儿影视是《甄嬛传》的制作公司，该公司 2011 年度

和 2012 年度净利润分别为 4170.58 万元和 12813.88 万元，2013 年 1-6 月实现净

利润 6017.81 万元。 

【新浪科技】9 月 30 日，微信应用“发信息啦”获得华兴险峰领投数百

万元天使投资。发信息啦是一个基于微信的信息助手工具，支持发起投票、

组织聚会、征集签名、发送贺卡等。 

【新浪科技】9 月 30 日，世纪互联宣布，公司及部分股东已与新加坡投

资公司淡马锡签署股票购买协议。根据该协议，淡马锡将对世纪互联投资 1

亿美元。其中约 87%的投资为新发行的 A 系列普通股，剩余部分为当前股东

将出售的 A 系列普通股，购买价格为每股普通股 2.50 美元。交易结束后，淡

马锡将拥有世纪互联约 10%的股权。届时，淡马锡有权为世纪互联董事会提

名一位董事。世纪互联是一家互联网基础设施服务提供商，为客户提供服务

器及网络设备托管服务，还涵盖管理式网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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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科技】10 月 1 日，青岛海尔发布公告称，全球著名私募股权机构

KKR 拟斥资 34 亿元认购青岛海尔发行的 10%股份成为公司战略股东，未来双

方将在战略定位、物联网智慧家电、激励制度和绩效考核机制、资本市场和

资本结构优 化与资金运用、海外业务及并购以及潜在的运营提升等领域进行

一系列战略合作，挖掘与提升公司的潜在价值。 

【新浪科技】10 月 1 日，百度旗下的旅游预订网站去哪儿网向美国证券

交易委员会提交 IPO 招股书，申请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由德银、高盛担

任承销商，最高融资 1.25 亿美元。招股书显示，去哪儿网 2010、2011、2012

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239 亿元、2.624 亿元、5.017 亿元人民币，三年亏损分

别为 440 万美元、4600 万美元、9100 万美元，今年上半年，去哪儿网营收

3.588 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增长 75.4%。 

【新浪科技】10 月 2 日，动漫家居 O2O“酷漫居”获得天图资本 1 亿元

B 轮投资。酷漫居成立于 2008 年 12 月，是一个主打动漫主题儿童家居家具的

线上线下服务商，隶属于广州酷漫居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新浪科技】10 月 3 日，国内网页游戏研发和发行商云游控股正式在香

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开盘价 61.75 港元，较 51 元招股价上涨 21%。此后，云

游控股股价一路攀升，报收 67.50 港元，全天上涨 16.50 港元，涨幅为 32%。

目前，市值为 85 亿港元。根据招股书文件，云游控股 2012 年度的净利为 2.18

亿元，经调整净利 2.4 亿元，收入 7.77 亿元。该公司主要通过玩家购买虚拟道

具来获得收入，其发行平台 91wan 已发行 20 款自主研发及 59 款代理网页游

戏，并拥有超过 1.79 亿注册用户。 

【新浪科技】10 月 3 日，深圳国显科技获得深创投数千万元投资。深圳

国显科技成立于 2006 年，是一家显示技术服务商，主打产品为 TFT-LCM 液

晶模组，包括 3.5-11.6 寸的模组，其中 4.0、4.3 寸、5 寸、6 寸、10.1 寸产品已

达到同行业领先水平，产品主要应用于车载、移 动电视、PMP、DVD、

EPC、安防和工控类产品。 

【新浪科技】10 月 6 日，赛蓝科技获得 SIG 海纳亚洲数千万元 A 轮投

资。赛蓝科技成立于 2005 年，是一家面向企业的移动商务和移动办公解决方

案供应商，旗下产品有移动云平台 iCAB 等。 

3.国际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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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berg】9 月 23 日， 2010 年上线的 AngelList 完成一轮约为 2400 万

美金的融资，由 Atlas Venture 和 Google Venture 领投，包括 KPCB 和 Marc 

Andreessen 等知名投资机构或天使投资人在内的 110 多位投资者跟投。不同于

传统意义上的融资，此轮融资大部分资金来自 AngelList 自身运营的创业投资

中介网络系统，所有投资方都不会获得董事会席位——该融资模式尚属首

创。 

【Bloomberg】9 月 23 日， Illumio 获得 3400 万美元 B 轮投资，由 General 

Catalyst Partners 投资。Illumio 成立于 2013 年，是一家专注于云安全、虚拟

化、可视化服务的公司，为企业提供安全解决方案。 

【Bloomberg】9 月 24 日， Flipboard 获得 5000 万美元 C 轮融资，由 Rizvi 

Traverse Management 和高盛投资公司领投，公司估值达 8 亿美元。作为当前最

成功个性化杂志阅读应用之一，Flipboard 主要通过广告来获得盈利，其用户

数已达 8500 万，Flipboard 的主要竞争对手为 Google Currents，Zite 和 Circa

等。 

【Bloomberg】9 月 24 日， 黑莓公司宣布已与 Fairfax Financial Holdings 签

署收购意向协议，同意被后者以 47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Fairfax 是总部位于加

拿大多伦多的一家金融控股公司，当前持有黑莓约 10%的股份。近期黑莓推

出的新手机销售不畅、业绩令人大失所望，公司已成立特别委员会考虑公司

未来战略选择。 

【Bloomberg】9 月 24 日， 美国芯片设备制造商 Applied Materials 宣布将

收购日本芯片设备制造商 Tokyo Electron。该交易将全部以股票形式进行，合

并后的新公司市值将达 290 亿美元，Applied Materials 股东将持有新公司约

68%的股份，而 Tokyo Electron 股东持有约 32%的股份。 

【Bloomberg】9 月 25 日，在线医疗服务商 Practice Fusion 获得 KPCB 领

投 7000 万美元 D 轮投资。成立于 2011 年的 Practice Fusion 专注于电子病历建

设，据称其平台每月有超过 10 万名活跃在线的医疗人员使用，服务近 7500 名

万患者，2012 年至今营收增加 300%。Practice Fusion 依托面向医生和患者的免

费服务快速崛起并通过广告盈利，业内普遍认为该公司是最有可能上市的在

线医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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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berg】9 月 25 日， Prosper 获得新一轮 2500 万美元投资，由

Sequoia Capital、BlackRock 联合投资。Prosper 是一家 P2P 在线借贷服务平台，

其平台信贷余额已从今年 1 月的 900 万美元暴涨至 8 月的 3200 万美元，自

2006 年成立至今平台已达成 6.3 亿美元的借贷，今年的数额占到了其中的一半

多。Prosper 的竞争对手包括 Lending Club、Kiva 等。 

【Bloomberg】9 月 26 日，时尚电商 JustFab 获得 C 轮 4000 万美元融资，

由香港 Shining Capital Management 领投。JustFab 自 2010 年创立至今已拥有

3500 万用户，并于今年八月收购了竞争对手 ShoeDazzle。公司 CEO 表示，

2014 年 JustFab 的营收有望达到 4 亿美元并实现盈利。 

【Bloomberg】9 月 26 日， eBay 宣布已同意以大约 8 亿美元的现金收购在

线和移动支付创新公司 Braintree，后者在交易完成后将并入 PayPal 并作为独立

服务继续运营。Braintree 成立于 2007 年，主要为商家和企业提供在线支付服

务，目前每年处理的在线交易金额为 100 亿美元。 

【Bloomberg】9 月 26 日， IBM 上周宣布收购软件公司 Daeja Image 

Systems。Daeja Image Systems 总部位于英国，是一家可以简化非结构化数据的

软件制造商，该公司可以帮助企业处理任何形式、类型、大小的数据。IBM

已经计划将 Daeja 融入到自身软件部门当中，应用到其 ECM 业务上，以扩大

IBM 作为市场领导者的领先优势。目前英国金融交易所还没有透露更多的交

易细节。 

【Bloomberg】9 月 27 日，英特尔宣布对加拿大可穿戴设备厂商 Recon 

Instruments 进行“重大”投资，用于后者产品开发、营销和全球销售扩张。

作为 Google Glass 的竞争对手之一，该公司开发的 Recon Jet 头戴式计算设备

针对运动员和医生等专业人士设计，适合在雨雪等极端环境中使用。 

【Bloomberg】9 月 27 日，英国游戏开发商 King 计划根据 JOBS 法案，在

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申请秘密 IPO，估计 King 市值达 50 亿美元，高于 Zynga

的 30 亿美元。作为人气游戏 Candy Crush Saga 的开发商，King 旗下各款游戏

日均活跃玩家达到 1 亿。据报道，King 已经与摩根大通、瑞士信贷集团和美

国银行举行会谈，希望由这三家投行负责其 IPO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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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berg】9 月 28 日， Urban Compass 获得 2000 万美元 A 轮投资，由

Founders Fund、Goldman Sachs 等联合投资。该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是一家来

自纽约的在线租房服务网络。 

【Bloomberg】10 月 1 日， Leaf 获得 Heartland Payment Systems 2000 万美

元战略投资。Leaf 成立于 2011 年，是一家移动支付服务提供商，通过定制化

的平板设备、开放平台上的各类与商家支付行为相关的 APP 和服务为商家提

供服务。 

【Bloomberg】10 月 1 日，英特尔 2000 万美元收购软件技术服务商

Sensory。Sensory 成立于 2003 年，是一家主打模式匹配和加速软件的技术提供

商。 

【Bloomberg】10 月 1 日，视频游戏直播服务 Twitch 获得 2000 万美元 C

轮投资。Twitch 成立于 2011 年，是一家主打视频游戏直播服务的网站。在

Twitch 上，游戏玩家可以实时观看其他游戏玩家玩游戏时的实时直播视频、

分享游戏玩法和攻略等。 

【Bloomberg】10 月 2 日，位臵智能服务 Telogis 获得 KPCB 领投 9300 万

美元投资。Telogis 成立于 2001 年，是一个基于云端的统一位臵智能服务平

台，为公司提供实时动态位臵指南、导航、工作秩序管理等服务，尤其是为

商用车队提供远程管理工具。 

【Bloomberg】10 月 3 日，农业生物技术公司 Monsanto 9.3 亿美元收购天

气大数据公司 Climate Corporation。后者成立于 2006 年，是一家主打天气大数

据技术服务的公司，根据数据和机器学习提供天气预测、意外天气保险、农

业服务等，该公司曾累计获得 1.09 亿美元的投资。 

【Bloomberg】10 月 3 日， Google 约 4000 万美元收购手势识别技术公司

Flutter。Flutter 成立于 2010 年，是一家 Mac 上的手势检测、识别应用，支持

用手势控制 Mac 上的相关应用和服务。 

【Bloomberg】10 月 3 日，在线视频招聘网站 HireVue 获得 2500 万美元 D

轮投资，由红杉资本领投。HireVue 成立于 2004 年，是一家主打在线视频面

试的招聘解决方案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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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berg】10 月 4 日，移动应用搜索引擎 Quixey 周四称，公司已再获

5000 万美元资金，这笔资金由阿里巴巴领投，Quixey 三轮融资的总金额是

7400 万美元。Quixey 创立于 2009 年，公司的服务目前主要被作为一种搜索移

动应用的途径，但新资金将帮助公司迈向更广阔的目标——让其服务成为搜

索应用内容的一种方式。 

【Bloomberg】10 月 4 日， Twitter 正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 S-1

文件，称其计划通过 IPO 筹集最多 10 亿美元资金。今年上半年，Twitter 营收

为 2.536 亿美元，净亏损为 6930 万美元。2012 年同期，Twitter 营收为 1.224 亿

美元，净亏损为 4910 万美元。 

 【Bloomberg】10 月 4 日，苹果向媒体证实已正式收购个人助理应用

Cue。根据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此次收购金额为 5000-6000 万美元。Cue 来自

创业孵化器 Y Combinator，前身是 2010 年成立的移动搜索公司 Greplin，后来

更名转战个人助手领域，据称已经接到了红杉资本和 Index Ventures 的投资。

Cue 与 Google Now 类同，均在使用者提出需求前主动呈现各种相关内容，苹

果公司有可能将在 iOS 7 中整合 Cue 的部分功能。 

 【Bloomberg】10 月 5 日，数据库技术公司 MongoDB 宣布获得 1.5 亿美

元的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的投资方为 T. Rowe Price Associates 以及 Altimeter 

Capital、Salesforce.com、英特尔资本、NEA、Red Hat 和红杉资本等。成立于

2007 年的 MongoDB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是 NoSQL 数据库技术领域最知名的

公司之一，还是一个基于文件的数据库。MongoDB 的客户包括 Craigslist、

MetLife 和 Salesforce。 

【Bloomberg】10 月 5 日，风投机构 Thrive Capital 的投资人 Josh Kushner

日前投资 4000 万美元，并在组建团队在纽约成立健康医疗保险机构 Oscar。

Oscar 致力于让医保方案更加简单透明，其可根据婚姻状况、子女数量、年收

入状况将人群细分，并提供相应医保计划。 

【Bloomberg】10 月 6 日，应用服务器 A10 Networks 获得 Summit Partners 

8000 万美元投资。A10 Networks 成立于 2004 年，是一家主打应用交付/负载

均衡的技术研发公司，其所生产的高性能产品能帮助不同规模的公司机构进

行应用系统的加速、优化和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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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berg】10 月 6 日，企业 IT 管理服务提供商 Netskope 宣布已获得

2100 万美元融资。Netskope 目前主要在为员工数在 5000 至 25000 的大型企业

提供云端应用监控服务，具体机制是配合企业本地虚拟机和安装在员工设备

上的客户端来监控企业员工使用 SaaS 产品的情况，支持包括 Box、Yammer 等

两千多款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