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双周刊
第三十一期（2013 年 5 月 5 日）
一、 热点评析及投资研判
本期主题：影院行业分析
1. 事件简述
2012 年 9 月 7 日，万达集团宣布完成全球第二大院线集团 AMC 娱乐控股
公司（AMC Entertainment Holdings Inc）价值 26 亿美元的收购，成为世界最大
电影院线运营商。交易完成后，AMC 成为万达旗下全资子公司，万达接管
AMC 旗下 338 家影院，4865 块银幕（包括 2171 块 3D 银幕和 124 块 IMAX 巨
幕）。该并购案是中国文化娱乐产业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也是一
家私人控股的中国公司进行的最大规模海外收购。2013 年 4 月，万达集团再
次展现出并购意愿，万达集团发言人证实公司正在洽谈收购欧洲院线。本次
万达接触的欧洲院线企业包括英国的 ODEO & UCT 影院控股有限公司和 Vue
娱乐有限公司。万达集团此后将加大国际版图的扩张，将继续并购欧美等国
其他大型影院，目标是到 2020 年占据全球电影市场约 20%的份额。同时万达
集团旗下的专注于国内影院投资的万达院线，旗下的影城总数达到 115 家，拥
有银幕 1000 块，稳居行业第一位。
2. 背景分析
1)消费能力持续增长，电影票房保持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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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票房在过去 12 年保持持续快速增长，从 2000 年的 8 亿元增长到
去年的 171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29%。随着国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长，
城镇化率稳步提升，电影票房将持续高增长，2013 年一季度全国城市影院电
影票房收入达 51.39 亿元，比 2012 年同期 37.17 亿元增长 38.25%。
国内电影票房（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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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广电总局

全国票房取决与平均票价和观影人次的增加，观影人次又取决于银幕数
和单厅人次。国内电影票房的快速增长主要是来自于平均票价的增长、银幕
数的快速增加，单厅人次的增长（银幕周转率）。其中银幕数增长是最主要
的票房增长来源。短期来看银幕数的快速增长仍将是国内电影票房增长的一
个重要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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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影票房增长空间巨大，影院仍然有建设空间
我国 2012 年观影人次约 4.67 亿人次，按全国人口计算人均观影人次仅
为 0.34 次，按城镇人口口径计算的人均观影人次也仅为 0.65 次，远低于美国
的 4.2 次，韩国的 3.8 次，甚至低于印度的 2.25 次。2012 年国内 171 亿元的电
影票房是由 6500 万人观影人群创造的，而这部分观影人口仅相当于城镇人口
的 10%，而美国的观影人群为人口数的 68%。综合以上两个因素，我们可见
观影人次和观影人群都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在假设城市人口和电影票价格没
有显著改变的情况下，如果人均每年观看电影次数达到 3 次，则中国一年的
电影总票房可达到 700 多亿元，约为 2012 年票房的 4 倍以上。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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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中国
(城镇人口）

人口（万）
31159
4978
12782
71182

票房（亿美元） 银幕数 每十万人银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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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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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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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9

1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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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艺恩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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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银幕数量从 2002 年的 1834 块增长到 2012 年年底的 13118 块，
电影院逐渐从大中城市向更多城市普及，各大影院投资公司开始加速在三四
线城市布局，建设影院。中国的每十万人拥有银幕数量仅为 0.97 块，以城镇
人口口径计算只是 1.84 块，明显低于美国和韩国，数据显示中国的电影院数
量离成熟市场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3. 投资观点


银幕人数的增加将进一步推动观影人次的增加
观影人次的两个主要推动因素包括银幕数量的增加和高质量电影内容的

增多。银幕数量的增加使得人们观影更加方便，新增银幕促进了城市观影人
次的增长。2006 年起至今，中国观影人次和国内银幕数量的相关系数高于
0.98。预计短期内国内票价将维持稳定，新建成的银幕是未来几年中国电影票
房高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未来三年银幕数量将继续快速增长
国内每年新增的电影银幕数量从 2010 年开始逐年大幅增加，仅 2012 年一

年新增超过 3900 块银幕。未来三年，在中国消费能力快速提升以及中国城镇
化进程的推动下，中国影院的银幕数量将继续快速增长。国内各主要的电影
院线公司在未来几年都拥有大幅新增电影院和银幕数量的计划：万达院线计
划在未来三年国内银幕数量翻一倍；星美国际计划 2013 年新增影院 18 家，
127 块银幕；金逸院线计划新建 80 家新影院，在 2014 年年底实现自有全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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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规模达到 200 家以上；橙天嘉禾在计划未来两年增加 34 家影城，265 块银
幕。综合各大主要院线公司的规划，未来三年银幕数量将继续快速增长，每
年的新增银幕数量会再创新高。


行业竞争加剧，未来影院行业将出现并购整合
随着国内领先的院线影院投资公司凭着资本优势，快速扩张。影院行业竞

争持续加剧，专业性要求更高。部分单影院以及小型院线由于无法形成规模
效应，成本上难以与大型影院公司竞争，盈利不断受到挤压，未来将有较强
的出售意愿，同时大型的影院公司对具有较佳区位的影院也表示出较强的收
购意愿，预计未来国内影院行业的并购整合将持续增温。

二、 文化产业重要政策动向
1. 工信部
5 月 3 日，工信部发布《试办新型电信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工信部将加强对新型电信业务的管理，包括微信、微博等都将纳入其管理
范畴。按照该办法，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妨碍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试办新
业务。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试办新业务，与电信运营商协商后不能达成一
致的，可以申请电信管理机构予以协调。
2. 文化部
4 月 22 日，文化部发布《文化部关于做好 2013 年中央补助地方文化
事业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2013 年，需各地申报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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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补助地方文化项目共 2 个，包括：“三馆一站”免费开放专项资金、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
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乡镇综合文化站设备购置、城
市社区文化中心（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项目）创建工作、“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文化工作者专项等项目资金不
需各地申报，文化部将会同财政部按照规划和统一要求安排下达。
5 月 3 日，发布了《关于核定并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通知》，核定公布了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 1943 处）以及与
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的项目（共计 47 处）。《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和《国
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的要求，认真做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努力开创文物工作新局面，为推进文
化遗产强国、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家旅游局
5 月 2 日，中国国家旅游局发布《关于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旅
游法》的通知》。2013 年 4 月 25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
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以下简称旅游法），习近平主席发布
第 3 号主席令予以公布，将于 2013 年 10 月 1 日施行。通知要求要充分认
识旅游法颁布的重要意义，认真开展旅游法学习活动，准确把握旅游法的
主要特点，全面理解旅游法规定的主要制度，切实做好旅游执法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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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重要业内资讯
1. 国内投资动态
2013 年 4 月 22 日-5 月 5 日 VC-PE 投资事件
融资时间

交易

投资机构

金
额

融资性质

国标行业分类

2013-04-27

优视科技

阿里巴巴

N/A

VC-Series E

互联网信息服务

2013-04-25

洋浦科技

红点投资/IDG 资本

N/A

VC-Series B

应用软件服务

2013-04-23

丁丁网

阿里资本

N/A

PE-Growth

互联网信息服务

2013-04-22

随身移动

DCM

N/A

VC-Series A

基础软件服务

资料来源：CVsource

2. 国内新闻
【新浪科技】4 月 22 日，百度否认了有意收购美国社交游戏公司 Zynga 的
传闻。早前有报道称，百度拟以每股 10 美元的价格收购 Zynga，该消息刺激
Zynga 股票在盘前交易中上涨 4%。但百度发言人郭怡广对此给予了否认，称
该报道并不属实。
【新浪科技】4 月 22 日，盛大游戏宣布，董事会已批准公司全面参与子公
司 Actoz Soft 在韩国提议的股票认购权发行。Actoz 将以股票认购权发行的方
式发行 190 万股股份，新股发行价格预计将于 5 月 30 日确定。截至 4 月 19 日，
盛大游戏持有 Actoz 的约 51%股份。
【新浪科技】4 月 23 日，蚂蜂窝完成 B 轮融资 1500 万美元，投资方为启
明创投，A 轮投资方今日资本继续跟投。据悉 B 轮资金将用于商业模式的创
新和移动互联网的布局。2012 年蚂蜂窝通过接入国际著名的 Booking、Agoda
和国内著名的携程、艺龙等服务商，开始为用户提供全球酒店旅游预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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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科技】4 月 23 日，科大讯飞针对中国移动及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
等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 90377024 股股票，发行价为 19.4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 股 票 均 为 限 售 流 通 股 。 在 发 行 的 90377024 股 股 票 中 ， 中 国 移 动 认 购
70273935 股，持股比例达 15%，刘庆峰认购 15463928 股，持股比例变为
8.79%。
【新浪科技】4 月 24 日，人民网以 13.90 元/股的价格认购浙报传媒定向增
发发行的 215.8 万股股票，占浙报传媒总股本比例约为 0.363%，认购金额合计
约 3000 万元。浙报传媒公布的定向增发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显示，因首轮
发行全部有效认购金额低于发行人拟募集资金 25 亿元的总量，需要启动追加
认购程序。人民网便是新增投资者中一员，并且作为文化产业类投资者完成
了优先认购。
【新浪科技】4 月 25 日，国内视频行业第二大收购案——百度收购 PPS 网
络电视——已经暗中敲定，收购价格将在 3-4 亿美元区间。这也意味着，自去
年 3 月优酷以 100%换股方式收购土豆网后，视频行业将出现第二个大额的收
购案，行业格局迎来第二次洗牌。以网页端正版影视剧内容见长的百度控股
公司爱奇艺，正试图通过收购来弥补自己在网络电视直播和客户端领域的短
板，为未来独立 IPO 增加筹码。
【新浪科技】4 月 26 日，大唐电信计划购买上海三七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和北京无限讯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收购可能通过发行股
份和支付现金的方式完成，同时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募集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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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科技】4 月 26 日，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以 11.95 亿元收购中国电信股
份有限公司附属公司天翼视讯传媒有限公司的 80%股权。
【新浪科技】4 月 27 日，约租车平台易到用车宣布获得宽带资本数千万美
元 B 轮投资。易到用车是一家商务用车服务平台，用户通过易到用车 APP 或
官方网站，可以随时随地预定专车接送服务。此前，易到用车网已于 2011 年
8 月获得来自晨兴创投、美国高通风险投资公司投资千万级美元的 A 轮融资，
并在早期获得过徐小平带领的真格基金的天使投资。
【新浪科技】4 月 28 日，新浪宣布其子公司新浪微博与阿里巴巴集团的子
公司阿里巴巴(中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阿里巴巴以 5.86 亿美元购入新浪微博
发行的优先股和普通股，大约占新浪微博全稀释摊薄后总股份的 18%。另外，
新浪授予了阿里巴巴一项期权，允许阿里巴巴在未来按事先约定的定价方式，
将其在新浪微博的股份比例提高至 30%。
【新浪科技】4 月 28 日，机构天使基金“起点创业营”宣布，近日完成对
儿童原创益智玩具“二兔邮包“的首轮投资。“二兔邮包”的核心商业模式
是依托动漫内容和互联网以及移动客户端技术采取按月订购的销售模式。
“起点创业营”表示，“二兔邮包”就是一个让人非常兴奋的原创产品，未
来的中国不仅需要新技术和创新的商业模式，更需要新的精神和文化。
【新浪科技】4 月 29 日，分众传媒股东已投票通过了私有化提议，最终私
有化价格定为每美国存托股票 27.5 美元。收购分众传媒的投资团体包括分众
传媒创始人兼董事长江南春，以及其联合的方源资本、凯雷、中信资本、
CDH Investments 和中国光大。眼下，分众传媒在私有化之后何去何从成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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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最关心的问题。业界猜测，私有化只是分众传媒的战略第一步，公司很有
可能重新包装上市获取回报。
【新浪科技】5 月 2 日，阿里巴巴集团已从九家银行获得总计 80 亿美元的
贷款授信，这 80 亿美元的贷款授信均为信用贷款。贷款方有澳新银行、瑞士
信贷集团、花旗集团、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等。阿里巴巴集团此次举借贷
款的目的是对现有债务进行再融资，并筹措更多资金。目前银行家们正翘首
以待阿里巴巴集团的 IPO，这笔募股交易可能使该公司的价值至少达到数百
亿美元。
【新浪科技】5 月 2 日，搜狐畅游宣布，已经于 5 月 1 日和第七大道有限公
司所有少数股东签订协议，以约 7800 万美元固定现金总对价收购少数股东持
有的 28%第七大道股权。收购结束后，第七大道将成为畅游的全资子公司。
畅游未来将向第七大道开放更多的平台资源，保持第七大道在国内页游领域
的领先地位；而第七大道也将沿袭一贯的优秀传统，一如既往地为广大玩家
和合作伙伴提供最优质的网络游戏研发及运营服务。
【新浪科技】5 月 4 日，三五互联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拟以 2.1 亿元收
购中金在线 100%股权，以提高公司经营能力。此交易包括两部分：一是以
8.14 元/股的价格向中金在线股东发行 2100 万股股份，用于支付其 17000 万元
对价；二是以 7.33 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 960 万股，募资 7000 万元用于本次
交易的现金收购部分以及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根据初步估算，标的资产交易
价格暂定为 21000 万元。值得注意的是，中金在线在完成股份制改造后曾欲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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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 IPO，不过，由于 IPO 重启遥遥无期，中金在线意欲通过被并购方式实现
资产证券化。
【新浪科技】5 月 5 日，服装电商梦芭莎完成了第四轮 5500 万美元的融资；
而刚刚上线八个月的大朴网近日也宣布获得了鼎晖创投首期近数百万美元的
投资；C2B 电商 IDX 爱定客获得了来自宽带资本 A 轮千万级美元的融资。电
子商务行业一直是互联网行业中的重要投资领域。有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互联网行业 PE、PC 投资与去年第四季度相比增长超过 20%，电子商度市场
渐渐回暖。
【新浪科技】5 月 6 日，大唐电信拟以 3250 万元的价格，转让子公司北京
大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2.5%股权。在此次股权转让后，大唐电信的持股比例
将下降至 30%，失去控股地位，且在未来有极大可能彻底退出北京大唐。本
次转让北京大唐 32.5%的股权对应长期股权投资成本约为 175.5 万元，本次股
权转让大唐电信将获得约 3000 万元的投资收益，溢价达 16 倍之多。二股江苏
东汉禧实业或将成为此次交易的下家。
【新浪科技】5 月 6 日，神州数码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正在与独立第三
方初步商讨收购事项，目前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如果收购成功，神州数码可
能出售部分资产，换取收购对象部分股权。目前，两家公司未就收购事项达
成任何协议。
3. 国际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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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berg】4 月 22 日，俄罗斯支付服务公司 QIWI 表示该公司计划在纳
斯达克进行 IPO。该公司确定了 IPO 发行价区间为 16-18 美元，出售 1200 万
股，融资 2.04 至 2.16 亿美元。按照发行价区间中间价位计算，估值约为 8.84
亿美元。
【Bloomberg】4 月 22 日，美国移动运营商 Verizon 无线作价 19 亿美元向其
竞争对手 AT&T 出售了 Verizon 700MHz B 频段的一部分。作为交换，Verizon
将获得覆盖西部市场——洛杉矶、凤凰城和波特兰等——的 AWS 频谱。
【Bloomberg】4 月 23 日，美国在线票务网站 Eventbrite 通过普信集团和老
虎环球基金融资 6000 万美元，本次融资后，Eventbrite 总融资数额将达到 1.35
亿美元。Eventbrite 的 CEO 凯文哈茨表示，本轮融资将给 Eventbrite 带来更多
的灵活性，便于其拓展国际市场，推进移动端业务。但 Eventbrite 并不急于
IPO。
【Bloomberg】 4 月 23 日， IBM 将收购开发与运营合作解决方案提供商
UrbanCode，这意味着 IBM 希望让开发和运营团队合作，以便更快地设计和部
署软件。截止目前，双方并未公布这项交易的具体条款。
【Bloomberg】 4 月 23 日，美国即时通讯服务 Kik，在 B 轮融资中获得来自
Foundation Capital 的 1950 万美元投资。此次的融资成功反映出投资界对免费
文本信息服务的兴趣正在增长。Kik 曾在去年 2 月的 A 轮融资中获得 800 万美
元投资，投资者包括 RRE、Spark Capital 以及 Union Square Ventures。
【Bloomberg】4 月 24 日，美国闪购网站 Fab 刚刚以 10 亿美元估值完成了
新一轮融资，该公司计划通过本轮融资获得逾 1 亿美元资金。Fab 在上一轮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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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的估值为 6 亿美元，实际融资 1.71 亿美元。Fab 目前拥有 1200 万用户，
公司去年实现营收 1.5 亿美元，2013 年 1 月的营收同比增长近 300%。公司可
能会利用新的融资展开更多收购、开发新品，或者进军新的领域，以便探索
“后亚马逊”时代的电子商务市场。
【Bloomberg】4 月 24 日，谷歌完成对新闻阅读创业公司 Wavii 的收购，收
购价超过 3000 万美元。之前，苹果和谷歌两大巨头都在争抢这家位于西雅图
的创业公司，最终谷歌获胜。本次收购紧接在雅虎 3000 万美元收购新闻聚合
应用 Summly 之后，而 Wavii 与 Summly 在摘要技术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在被收购之前，Wavii 已从 CrunchFund 基金、SV 天使基金、Felicis 投资以及
投资人手中融资 200 万美元。
【Bloomberg】4 月 25 日，美国无线运营商 MetroPCS 股东投票批准该公司
与美国第四大无线服务提供商 T-Mobile 美国合并。根据交易条款，MetroPCS
股东所持每股股票将可换取 4.06 美元现金，此外还将获得合并后公司 26%的
股份，T-Mobile 美国母公司——德国电信——将拥有剩余股份。T-Mobile 美国
希望合并两家公司的无线频谱资产，从而与规模更大的对手展开更好的竞争。
【Bloomberg】4 月 25 日，美国电信巨头 Verizon 通信计划以 1000 亿美元现
金加股票的价格全资收购 Verizon 无线。Verizon 无线目前是 Verizon 通信和沃
达丰的合资公司。目前，Verizon 通信依靠 Verizon 无线实现增长，前者持有
后者 55%的股份；而 Verizon 无线股份的价值目前占沃达丰市值的 2/3，出售
Verizon 无线股份将使沃达丰筹集到大量资金，使其成为 AT&T 等其他运营商
收购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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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berg】4 月 25 日，分布式人力翻译网站 Gengo 获新一轮 1200 万美
元融资。Gengo 是一个付费，人力翻译的高品质翻译网站，主要针对于商业用
户。翻译市场虽然在整个科技行业是一个小行业，但是每年也至少要创造 200
亿美金以上的市场份额，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规模正在逐步扩大。
【Bloomberg】4 月 26 日，美国创业公司 Parse 宣布，该公司已被 Facebook
收购。交易双方均未公布交易金额，但据知情人士称，这笔交易价值 8500 万
美元。在收购 Parse 之后，Facebook 将可以为应用提供数据存储、通知和用户
管理等后端服务。对 Facebook 而言，这将是全新的营收来源，因为 Facebook
将延续 Parse 当前的免费增值商业模式。
【Bloomberg】 4 月 26 日，印度巴帝电信公司宣布，其乌干达子公司将与当
地移动网络运营商 Warid 电信合并。巴帝电信表示，该交易将进一步巩固其乌
干达第二大移动运营商的地位。合并后，巴帝电信将在当地拥有超过 740 万用
户和 39%以上的市场份额。
【Bloomberg】4 月 27 日，谷歌在第一季度中总共花费了 2.91 亿美元资金用
于收购公司和资产，有 1.5 亿美元资金被用来购买专利和已开发技术。谷歌正
在加快收购公司和资产的步伐，目的是将业务范围拓展到核心搜索业务以外。
【Bloomberg】4 月 30 日，美国可穿戴技术及音频设备开发商 Jawbone 宣布，
已收购另一家可穿戴保健电子产品厂商 BodyMedia。Jawbone 并未透露具体的
交易金额，但知情人士称，交易规模超过 1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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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berg】4 月 30 日，百思买宣布已决定以 5 亿英镑的价格将所持百思
买欧洲公司 50%的股份出售给合作伙伴 Carphone Warehouse。百思买欧洲公司
是百思买和 CW 组建的合资公司，但随后，百思买决定放弃欧洲扩展计划。
【Bloomberg】5 月 1 日，提供私家车搭乘服务的创业公司 Uber，最近获得
新一轮融资，估值达 10 亿美元。对于传统风投来说，一般至少要获得 2 倍回
报，那么，意味着风投相信 Uber 最终会超过 30 亿美元。
【Bloomberg】5 月 1 日，在线支付公司 Dwolla 获得一笔 1650 万美元的风
险投资，领投人为知名风投公司安德森霍洛维茨。这是该公司的 C 轮融资，
除了安德森霍洛维茨之外，其他投资人还包括纽约的 Thrive、联合广场风投等。
【Bloomberg】5 月 1 日，雅虎计划至少斥资 2 亿美元收购法国视频公司
Dailymotion，以此来刺激其海外视频浏览量的增长，但遭遇法国政府反对。法
国政府持有 Daymotion 旗下子公司 Orange 的少量股权，其不希望法国的互联
网公司被美国科技巨头收购，因此收购计划已经终止。
【Bloomberg】5 月 1 日，美国第四大移动运营商 T-Mobile USA 宣布，已完
成收购小型运营商 MetroPCS 的交易。根据交易条款，MetroPCS 股东所持每股
股票将可换取 4.08 美元现金，此外还将获得合并后公司 26%的股份，而 TMobile US 母公司德国电信则将拥有剩余股份。合并后的新公司规模仍不及第
三大运营商 Sprint Nextel。
【Bloomberg】5 月 1 日，诺基亚旗下风投机构成长伙伴基金 NGP 计划投资
加州阵列相机创业公司 Pelican Imaging，希望以此抗衡苹果公司及 Android 的
手机摄像头，并重获消费者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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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berg】5 月 2 日，苹果公司宣布了近 17 年来首次发债计划，并且创
纪录地融资 170 亿美元。投资者对此很感兴趣，当天便吸引了超过 500 亿美元
的认购资金。苹果此次发债的主要目的是为雄心勃勃的现金返还计划筹集资
金——苹果承诺，到 2015 年将向股东返还 1000 亿美元现金。
【Bloomberg】5 月 2 日，移动应用开发公司 FeedHenry 宣布获得 900 万美
元投资，主要投资方为英特尔资本。其他投资者还包括 Kernel Capital、ACT
Venture Capital、两家爱尔兰风险投资公司、Enterprise Ireland 等。FeedHenry
的竞争对手包括 Parse 上个月刚刚被 Facebook 收购。
【Bloomberg】5 月 2 日，有传闻称英特尔可能收购 AMD，致使 AMD 股价
上涨 14%。报道指出，英特尔收购 AMD 的反垄断问题已不太令人担心，并且，
微软下一代 Xbox 也将使用 AMD 芯片。因此，因特尔收购 AMD 并非空穴来
风。
【Bloomberg】5 月 2 日，联想与 IBM 之间就“联想将以数十亿美元收购
IBM 部分服务器业务”的交易谈判已经失败。对交易估值的担忧是本次双方
谈判失败的主因。当时有媒体预计 IBM 可能会将 X86 服务器业务以 25 亿美元
到 45 亿美元之间的价格销售给联想，但未经官方证实。
【Bloomberg】5 月 3 日， Twitter 宣布，已聘用摩根士丹利资深银行家辛西
娅·盖勒负责运营旗下企业发展部门，这名银行家在并购和 IPO 领域中拥有
丰富经验。因此市场预计 Twitter 将成为硅谷中下一家将会 IPO 上市的重要公
司，但公司高管对 IPO 计划一直保持缄默。

第 16 页/共 17 页

【Bloomberg】5 月 3 日，谷歌已经用 1.25 亿美元收购 P2P 在线贷款公司
Lending Club 的少数股权。Lending Club 目前的投资者 Foundation Capital 也参
与了这个交易。谷歌称 Lending Club 正在利用互联网重新塑造金融系统并且深
刻地改变人们考虑信贷和投资的方式。
【Bloomberg】5 月 6 日，数据分析软件公司 Tableau Software 宣布，该公司
计划在 IPO 中融资最多 2.153 亿美元，其 IPO 发行价将为 23 至 26 美元，计划
销售 500 万股股份。
【Bloomberg】5 月 7 日，三星完成了对智能电视应用开发公司 Movl 的收购，
但并未公布具体的收购条款。Movl 团队将主要致力于三星网络电视与移动平
台的连接，其开发的应用程序使用户能够通过移动设备来操作电视上的游戏、
健身、社交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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