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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全美 VC 投资报告出炉:7751 家公司 690 亿美元

 发改委规范政府出资 产业基金严禁名股实债

 股权投资成 2017 年投资风向标 近半数 LP 增加股权投资

 长三角首只 50 亿大数据政府引导创投基金签约

 新世纪医疗香港上市 鼎晖 2017 年 IPO 第一单

【国际】2016 年全美 VC 投资报告出炉:7751 家公司 690 亿美元

据外媒（GeekWire）报道，2016年的风险投资活动相比 2015年有所下降，恢复正常水平，

不过仍为过往十一年中第二高。

投资数据公司 PitchBook和美国国家风投协会（NVCA）于今日公布了 2016年第四季度的

企业监控报告。发现在最近过去的一个季度中，有 127亿美元被投到了 1,736家公司身上。

加州以 587笔投资、61亿美元领先美国各州，其投资额占到第四季度美国风投总额的将近

一半。华盛顿投资 81笔排名第五，投资总额为 5.68亿美元。

总部位于华盛顿贝尔维尤的创企 OfferUp获得第五大风险投资，金额为 1.3亿美元。

总的来看，2016年全美的总投资额为 691亿美元，共计 7,350家公司受到投资。这个规模

是 2005年以来的第二高。＞全文（网易科技报道）

【国内】发改委规范政府出资 产业基金严禁名股实债

近日，发改委发布《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简称《发改委办法》），旨

在完善现有监管政策。按照《发改委办法》规定，发改委将重点对产业基金是否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进行主动地符合性评价。

发改委财金司在解读《发改委办法》时表示，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形成以长三角、环渤

海地区为聚集区域，并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全面扩散的分布特征。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

市场格局呈现国家级、地方级发展规模化市场化的特点。

发改委财金司表示，现有监管政策还不够健全完善，后续还要对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的

总体运行状况，进行信息采集和风险监测；对投融资状况进行政策评估、信用评估和趋势把控。

《发改委办法》还提出“登记+信用约束”的行政管理模式，通过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和“信用中国”网站互联互通，将信用监管运用到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行业的监管上。（21
世纪经济报道）＞全文（21 世纪经济报道)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9629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9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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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股权投资成 2017 年投资风向标 近半数 LP 增加股权投资

调查显示，继去年政府引导基金大举涉足股权投资领域后，2017年私募股权母基金、上市

公司等各路资金也在纷纷布局股权投资领域。

“有两个趋势是值得关注：一是政府引导基金的快速增长，目前各类政府引导基金的规模

在 5万亿元左右；二是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从各个层次参与股权投资，从直接发起基金到与 PE
共同发起基金，到最后只做出资人。”谈及 LP，融中集团董事长、融资中国出品人朱闪表示。

＞全文（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

【募集】长三角首只 50 亿大数据政府引导创投基金签约

1月 18日下午，长三角首只大数据政府引导创投基金——苏州红土大数据创业投资基金签

约仪式暨中国首只政府引导创投基金——苏州国发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即“苏州基金”）

设立十周年庆典在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隆重召开。

苏州红土大数据创业投资基金将由深创投、苏州太联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代表苏

州高铁新城出资）、苏州市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代表苏州市政府出资）、张家港市金茂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三盛宏业等共同出资设立，基金采用有限合伙制，总规模 50亿元，首期规

模 5亿元。深创投及深创投江苏管理团队组建基金管理合伙企业（GP）负责该基金的管理工作。

＞全文（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退出】新世纪医疗香港上市 鼎晖 2017 年 IPO 第一单

1月 18日，新世纪医疗（股票代码 1518）在香港证交所上市。这是鼎晖在医疗行业第三

家被投企业成功上市。

资料显示，新世纪医疗是一家主要业务位于北京的私立妇儿医疗服务提供商，旗下共有北

京新世纪儿童医院、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以及北京新世纪荣和门诊部 3间医疗机构。按 2015
年市场份额计算，新世纪医疗的三家医疗机构在北京私立儿科医疗市场及中高端儿科医疗市场

均排名第一，分别拥有 30.4%和 36.5%额市场份额，且在中国中高端私立儿科医疗市场排名第

二，拥有 11.4%的市场份额。

2012年，鼎晖曾以 1.5亿元人民币入股新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招股书显示，新世纪医疗

IPO 前，鼎晖投资占股 16.6%。上市首日，新世纪医疗发行 1.2亿股，每股 7.36元港币定价，

募资金额约 7.88亿港币。以发行价计算，鼎晖投资账面价值已获利数倍。

＞全文（投资界）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任职公告

 “投投适道”第四十九期-新材料项目专场成功举办

 BPEA-LP 专业委员会 2017 年首场月度活动成功举办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9628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9630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9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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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E&BPEA 2017 年首次媒体交流会成功举办

【协会新闻】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任职公告

因李伟群先生个人工作调动原因，已离任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一职。现协会特聘

严晓路女士为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

严晓路，女，汉族，1954 年生，江苏南京人，1969 年 9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现任中

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原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兼国际合作部主任；原国家

能源局正局级巡视员。

“投投适道”第四十九期-新材料项目专场成功举办

2017 年 1 月 13 日下午，“投投适道”第四十九期—新材料项目专场于北京股权投资基金

协会会议室成功举办。此次路演邀请到北京绿能嘉业和遛弯科技两个项目，包括协会会员在内

的近二十位投资机构代表参与了本次活动。

首先进行路演的是北京绿能嘉业的创始人兼总裁王敏先生。北京绿能嘉业新能源有限公司

创立于 2014 年，是专注于石墨烯水性碳纳米发热材料研究与应用、多渠道推广石墨烯取暖产

品，以“用石墨烯温暖千家万户”为企业使命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跟北京石墨烯研究院联合成立石墨烯热管理应用研究所，公司拥有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石墨烯实验室、中科院、北京新材料研究院等一批国内外知名研究机构的石墨烯顶级专家团队

并以取得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外观专利。

随后进行路演的是遛弯科技的 CEO 王莹女士。北京遛弯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大陆领先的旅

游商务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旅行服务系统。其前身为北京远博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早期致力于互动广告传媒、互联网数字化全案、电子商务解决方案，曾与多家世界 500 强企业

合作。

此次路演结束前，两家机构分别就投资人的提问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BPEA-LP 专业委员会 2017 年首场月度活动成功举办

2017 年 1 月 13 日，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LP 专委会、亦庄国投主办的 BPEA-LP 专委会

月度活动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四达时代集团成功举办。协会执行秘书长张雪峻、秘书长郭薇，

亦庄国投王晓波、盛世投资陈立志、盛景嘉成李继祎、中金公司姜世明、中关村协同创新投资

基金孙次锁、屹唐资本唐雪峰、首钢基金叶芊、昌发展谢思瑾、泰康投资张钦、中海投资段自

强、通盛时富周思、浦发银行吕勃等会员单位代表，四达时代董事长兼总裁庞新星和副总裁赵

领参加了本次活动。

座谈会上屹唐资本总经理唐雪峰介绍了亦庄国投母基金的投资经验，各会员单位代表介绍

了 2017 年投资计划，并就专委会建设提出了宝贵意见，此外四达时代董事长兼总裁庞新星还

向 LP 专委会会员代表介绍了四达时代的规划和国际化布局。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5

本次活动是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LP 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的首次月度活动，意在加强 LP

专委会成员间的沟通与合作。通过本次活动，各会员单位代表探讨了母基金投资的方法论，总

结了 LP 行业发展的规律，交流学习了投资经验，开放互通了信息资源，协会将在对接区域产

业发展资源、寻找潜在合作项目、推动 LP 与 GP 之间更好地合作交流等方面提供更多机会和平

台。

【协会新闻】 CAPE&BPEA 2017 年首次媒体交流会成功举办

2017 年 1 月 17 日下午，CAPE&BPEA 媒体交流会在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议室成功举办。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严晓路，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长助理、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

会副秘书长李明，协会秘书处外宣部部长杨洋，人民网、经济日报、新华社中国金融信息网、

金融世界杂志、财新传媒、中国新闻周刊、投资与合作等十余家财经媒体的主编、资深记者参

与了本次交流会。

会议开始，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严晓路女士发表致辞，代表协会会长及协会秘书

处全体工作人员，对各位媒体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随后，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长助理、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秘书长李明先生向到场

的嘉宾详细介绍了 CAPE 和 BPEA 的渊源、发展历程、2016 年的工作回顾以及 2017 年的工作展

望。

现场的媒体朋友们纷纷表示，期待未来与协会在日常联系，数据、资源共享，培训和深度

行业分析等各方面的进行深入的合作与交流，期待碰撞出更多的火花，共同促进股权投资这个

充满正能量的行业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

协会领导也均表示，本次交流会的意义也在于此。一方面，协会希望通过与媒体朋友们的

交流，加深大家对股权投资行业和协会的认识；另一方面，协会也希望倾听来自媒体朋友们的

需求和声音，在为我们的会员机构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同时，也能为致力于报道该行业新闻的媒

体朋友们提供帮助，实现合作共赢，共同为行业发声，共同促进行业发展。

最后，李副秘书长表示未来十年是股权投资行业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当下已呈现出产业

金融化、金融资本化、资本基金化、基金股权化的趋势。协会将携手会员，联合媒体朋友一道，

致力于推动中国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见证股权时代的到来。

沈南鹏：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赛先生”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

1月 15 日，“未来论坛 2017 年会暨首届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在这场聚

集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等百余位跨界意见领袖的思想盛宴上，未来论坛理事会轮值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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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发表了关于《科学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他特别提出，科学

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让人类驾驭自己、明确使命、到达应许之地的最重要的依赖，在科学引

领未来的大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赛先生”。

以下为投资界整理过的精彩内容：

我非常高兴能够代表未来论坛理事会，欢迎大家来参加“未来论坛 2017 年年会以及未来

论坛科学大奖首届颁奖盛典。”

今天大家相聚一堂，是为中国科学家喝彩，为中国科学家自豪和骄傲，同时也希望借此机

会向科学致敬！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有幸跟很多科学家走在一起，更多地了解了他们。我们发现他们是

一批非常“特殊”的人群，他们拥有与众不同的最强大脑，很多科学家所取得的智慧成果，不

管是华罗庚还是钱学森，爱因斯坦或是牛顿，他们每个人都是人类智慧长河中最璀璨的星光。

在很多电影或文学作品当中，在很多民众的理解当中，科学家似乎有一点点“怪”。比如

电影《美丽心灵》讲述了数学家、199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纳什（Johh Nash）的故

事，也有文章写过中国上世纪 80 年代初全国闻名的数学家陈景润，大家的感觉是科学家离我

们的生活有点远，似乎不食人间烟火，但往往是这样一些特殊的头脑，创造了我们人类智慧的

结晶和思想的顶端。今天的科学大奖，就是要向这批“特殊”的人群致敬。

在座各位，不少人曾经在少年时代也做过科学家的梦，虽然没有实现，但也不必遗憾，毕

竟拥有最强大脑的人群稀缺有限。通过科学家的努力与工作，我们看到了整个世界给我们展现

的极其美妙的东西，我们今天可能还在回味——为什么勾股定理是这么完美，这么简洁？我们

也想到了质能公式，也可以想到欧拉公式……这些科学家的成果展现给人类的是那么完美。

做科学家，对太多人来讲是一个不可预期的梦想。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赛先生”，每个

人都可以让自己跟科学走得更近一点。其中，科普教育是关键，科普教育不仅仅局限在学校里，

走出校园以后，在你人生的职业发展当中，你始终可以跟科学走得更近。我相信过去两年未来

论坛的工作让更多人跟科学有了更多的接触，很多人因此又重拾了当年的记忆。

我认为做一个“赛先生”是重要的。为什么呢？我看了看我们周围很多企业家、创业家和

投资界人士，很多人当年都是数学竞赛、物理竞赛、化学竞赛等科学大赛的获奖者，当时跟科

学亲近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我相信今天我们这一批所谓企业家、投资者们已经很少用到那些复

杂的数学公式，大部分人可能像我一样只用“加减乘除”了，但我们对科学的认知一直帮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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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其实没办法说清楚，科学具体在哪一点上真正帮助我们完成了职业生涯中的很多飞

跃——有人说逻辑思维能力，这可能是其中一部分；但最重要的是科学给我们所带来的终生的

智慧和启迪。

商业社会过去 30 年中在中国发展迅猛，但我们应该问一下自己，过去的 30 年里，我们的

科学发展、我们的科普教育是不是跟商业社会的发展同步？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今天的科普

教育恐怕还没有像商业社会一样能走近更多人，还有太多工作可以做，还可以让更多人成为“赛

先生”。

大家知道，智能时代来临了，智能时代有很多争论：人能够控制人类自己创造的机器吗？

机器会在某一天控制人类吗？太多问题需要回答。但人类和机器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分界线，

那就是我们人类拥有不可逾越的智慧，这种智慧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科学，科学是人类文

明进步发展，让人类驾驭自己、明确使命、到达应许之地的最重要的依赖。

最后，我非常感谢各位——尤其是未来论坛的理事会，各位科学委员会的委员，各位支持

我们的嘉宾，还有以武红为代表的秘书处，在过去一年多，这个团队的努力工作让我们今天能

够颁出两个未来科学大奖，能够吸引一批科学家和中国的实业家、企业家走在一起，让科学跟

所有人更多地连接在一起。

谢谢大家！

（投资界）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发改财金规[2016]2800 号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发展改革委：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优化政府投资方式，发挥政

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和放大效应，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率，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政府支持领域和产

业，根据《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发[2016]18 号）、《国务院关于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53

号）、《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 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6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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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精神，我们制定了《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6 年 12 月 30 日

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优化政府投资方式，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和

放大效应，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率，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政府支持领域和产业，根据《公司法》、

《合伙企业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18 号）、

《国务院关于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53 号）、《国务院关于创

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 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60 号）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文

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是指有政府出资，主要投资于非公开交易企

业股权的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

第三条 政府出资资金来源包括财政预算内投资、中央和地方各类专项建设基金及其它财

政性资金。

第四条 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可以采用公司制、合伙制、契约制等组织形式。

第五条 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资产，由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资

产。

第六条 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应坚持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原则，政府出资人不得参

与基金日常管理事务。

第七条 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可以综合运用参股基金、联合投资、融资担保、政府出资

适当让利等多种方式，充分发挥基金在贯彻产业政策、引导民间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等方面的

作用。

第八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地方发展改革部门对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业务活动实施

事中事后管理，负责推动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定期发布行业发展报告，

维护有利于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市场秩序。

第二章 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的募集和登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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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政府向产业投资基金出资，可以采取全部由政府出资、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或向

符合条件的已有产业投资基金投资等形式。

第十条 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社会资金部分应当采取私募方式募集，募集行为应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国家有关部门规定。

第十一条 除政府外的其他基金投资者为具备一定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的合格机构投资

者。

第十二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建立全国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信用信息登记系统，并指导地

方发展改革部门建立本区域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信用信息登记子系统。中央各部门及其直属

机构出资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募集完毕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应在全国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信

用信息登记系统登记。地方政府或所属部门、直属机构出资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募集完毕后二

十个工作日内，应在本区域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信用信息登记子系统登记。发展改革部门应

于报送材料齐备后五个工作日内予以登记。

第十三条 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向，应符合区域规划、区域政策、产业政策、

投资政策及其他国家宏观管理政策，能够充分发挥政府资金在特定领域的引导作用和放大效

应，有效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率。

第十四条 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在信用信息登记系统登记后，由发展改革部门根据登记

信息在三十个工作日内对基金投向进行产业政策符合性审查，并在信用信息登记系统予以公

开。对于未通过产业政策符合性审查的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应及时出具

整改建议书，并抄送相关政府或部门。

第十五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中央各部门及其直属机构政府出资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

材料完备性和产业政策符合性审查。地方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本级政府或所属部门、直属机

构政府出资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材料完备性和产业政策符合性审查。以下情况除外：

（一）各级地方政府或所属部门、直属机构出资额 5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及以上

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材料完备性和产业政策符合性审查；

（二）5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以下超过一定规模的县、市地方政府或所属部门、直

属机构出资，由省级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材料完备性和产业政策符合性审查，具体规模由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部门确定。

第十六条 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信用信息登记主要包括以下基本信息：

（一）相关批复和基金组建方案；

（二）基金章程、合伙协议或基金协议；

（三）基金管理协议（如适用）；

（四）基金托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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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金管理人的章程或合伙协议；

（六）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和过往业绩；

（七）基金投资人向基金出资的资金证明文件；

（八）其他资料。

第十七条 新发起设立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基金组建方案应包括：

（一）拟设基金主要发起人、管理人和托管人基本情况；

（二）拟设基金治理结构和组织架构；

（三）主要发起人和政府资金来源、出资额度；

（四）拟在基金章程、合伙协议或基金协议中确定的投资产业领域、投资方式、风险防控

措施、激励机制、基金存续期限等；

（五）政府出资退出条件和方式；

（六）其他资料。

第十八条 政府向已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出资，基金组建方案应包括：

（一）基金主要发起人、管理人和托管人基本情况；

（二）基金前期运行情况；

（三）基金治理结构和组织架构；

（四）基金章程、合伙协议或基金协议中确定的投资产业领域、投资方式、风险防控措施、

激励机制等；

（五）其他资料。

第十九条 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投资方案，并对所投企业进行监督、管理；

（二）按基金公司章程规定向基金投资者披露基金投资运作、基金管理信息服务等信息。

定期编制基金财务报告，经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向基金董事会（持有人大会）报告；

（三）基金公司章程、基金管理协议中确定的其他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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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基金管理人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中国大陆依法设立的公司或合伙企业，实收资本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

（二）至少有 3名具备 3年以上资产管理工作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

（三）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在最近三年无

重大违法行为；

（四）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设施和与基金管理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

（五）有良好的内部治理结构和风险控制制度。

第二十一条 基金应将基金资产委托给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进行托管。基金与托管

人签订托管协议，托管人按照协议约定对基金托管专户进行管理。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托管

人履行下列职责：

（一）安全保管所托管基金的全部资产；

（二）执行基金管理人发出的投资指令，负责基金名下的资金往来；

（三）依据托管协议，发现基金管理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基金公司章程或基金董事会（持

有人大会）决议的，不予执行；

（四）出具基金托管报告，向基金董事会（持有人大会）报告并向主管部门提交年度报告；

（五）基金公司章程、基金托管协议中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二条 已登记并通过产业政策符合性审查的各级地方政府或所属部门、直属机构出

资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可以按规定取得中央各部门及其直属机构设立的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

金母基金支持。

第二十三条 已登记并通过产业政策符合性审查的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除政府外的其

他股东或有限合伙人可以按规定申请发行企业债券，扩大资本规模，增强投资能力。

第三章 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运作和终止

第二十四条 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应主要投资于以下领域：

（一）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着力解决非基本公共服务结构性供需不匹配，因缺乏竞争激

励机制而制约质量效率，体制机制创新不足等问题，切实提高非基本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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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领域。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结构性供需

不匹配等问题，提高公共产品供给质量和效率，切实推进城乡、区域、人群基本服务均等化。

（三）住房保障领域。着力解决城镇住房困难家庭及新市民住房问题，完善住房保障供应

方式，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完善保障性安居工程配套基础设施，有序推进旧住宅小区综合整

治、危旧住房和非成套住房改造，切实增强政府住房保障可持续提供能力。

（四）生态环境领域。着力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污染物排放量大面广，环境污染严

重，山水林田湖缺乏保护，生态损害大，生态环境脆弱、风险高等问题，切实推进生态环境质

量改善。

（五）区域发展领域。着力解决区域发展差距特别是东西差距拉大，城镇化仍滞后于工业

化，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化等问题，落实区域合作的资金保障机制，切实推进区域协调协同发展。

（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领域。着力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在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产业政策环境不完善，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偏低，供给和需求衔接不紧密等问题，

切实推进看得准、有机遇的重点技术和产业领域实现突破。

（七）创业创新领域。着力解决创业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市场环境亟待改善，创投市

场资金供给不足，企业创新动能较弱等问题，切实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投资于基金章程、合伙协议或基金协议中约定产业领域的比例不得低于基金募集规模或承

诺出资额的 60%。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根据区域规划、区域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及其他国家宏观管理政

策适时调整并不定期发布基金投资领域指导意见。

第二十五条 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应投资于：

（一）未上市企业股权，包括以法人形式设立的基础设施项目、重大工程项目等未上市企

业的股权；

（二）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并购重组和私有化等股权交易形成的股份；

（三）经基金章程、合伙协议或基金协议明确或约定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其他投资形式。

基金闲置资金只能投资于银行存款、国债、地方政府债、政策性金融债和政府支持债券等安全

性和流动性较好的固定收益类资产。

第二十六条 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对单个企业的投资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总值的 20%，

且不得从事下列业务：

（一）名股实债等变相增加政府债务的行为；

（二）公开交易类股票投资，但以并购重组为目的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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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直接或间接从事期货等衍生品交易；

（四）为企业提供担保，但为被投资企业提供担保的除外；

（五）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第二十七条 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应在章程、委托管理协议等法律文件中，明确基金的

分配方式、业绩报酬、管理费用和托管费用标准。

第二十八条 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章程应当加强被投资企业的资金使用监管，防范财务

风险。

第二十九条 基金一般应在存续期满后终止，确需延长存续期的，应报经政府基金设立批

准部门同意后，与其他投资方按约定办理。

第四章 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的绩效评价

第三十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建立并完善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

标主要包括：

（一）基金实缴资本占认缴资本的比例；

（二）基金投向是否符合区域规划、区域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及其他国家宏观管理

政策，综合评估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和放大效应、资金使用效率及对所投产业的拉动效果等；

（三）基金投资是否存在名股实债等变相增加政府债务的行为；

（四）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行为。

第三十一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每年根据评价指标对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绩效进行系统

性评分，并将评分结果适当予以公告。有关评价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另行制定。金融机构可

以根据评分结果对登记的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给予差异化的信贷政策。

第三十二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建立并完善基金管理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主要包

括：

（一）基金管理人实际管理的资产总规模；

（二）基金管理人过往投资业绩；

（三）基金管理人过往投资领域是否符合政府产业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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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运作是否存在公开宣传、向非合格机构投资者销售、违反职

业道德底线等违规行为；

（五）基金管理人及其管理团队是否受到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是否被纳入全国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失信名单；

（六）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行为。

第三十三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每年根据评价指标对基金管理人绩效进行系统性评分，并将

评分结果适当予以公告。有关评价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另行制定。各级政府部门可以根据评

分结果选择基金管理人。

第五章 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行业信用建设

第三十四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行业信用体系建

设，在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信用信息登记系统建立基金、基金管理人和从业人员信用记录，

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第三十五条 地方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地方有关部门负责区域内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行

业信用体系建设，并通过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信用信息登记系统报送基金、基金管理人和从

业人员有关信息。报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工商信息、行业信息、经营信息和风险信息等。

第三十六条 对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基金、基金管理人和从业人员，国家发展改革委通过“信

用中国”网站统一向社会公布。地方发展改革部门可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将区域内失信基金、

基金管理人和从业人员名单以适当方式予以公告。

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据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多部门签署的联合惩戒备忘录等对

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基金、基金管理人和从业人员开展联合惩戒，惩戒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市场禁入、限制作为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限制财政补助补贴性资金支持、从严审核发行

企业债券等。

第三十七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信用中国”网站设立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行业信用建

设专栏，公布失信基金、基金管理人和从业人员名单，及时更新名单目录及惩戒处罚等信息，

并开展联合惩戒的跟踪、监测、统计和评估工作。

第六章 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八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地方发展改革部门严格履行基金的信用信息监管责任，

建立健全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信用信息登记系统，建立完善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绩效评价

制度，加快推进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对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的监

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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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 对未登记的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及其受托管理机构，发展改革部门应当督

促其在二十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登记。逾期未登记的，将其作为“规避登记政府出资产业投资

基金”、“规避登记受托管理机构”，并以适当方式予以公告。

第四十条 中央各部门及其直属机构出资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应当于每个

会计年度结束后四个月内，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提交基金及基金管理人的年度业务报告、经有资

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和托管报告，并及时报告投资运作过程中的重大事项。

地方政府或所属部门、直属机构出资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应当于每个会计年

度结束后四个月内，向本级发展改革部门提交基金及基金管理人的年度业务报告、经有资质的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和托管报告，并及时报告投资运作过程中的重大事项。

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章程修订、资本增减、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合并、清算等。

第四十一条 发展改革部门通过现场和非现场“双随机”抽查，会同有关部门对政府出资

产业投资基金进行业务指导，促进基金规范运作，有效防范风险。基金有关当事人应积极配合

有关部门对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合规性审查，提供有关文件、账簿及其他资料，不得以任何

理由阻扰、拒绝检查。

第四十二条 对未按本办法规范运作的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及其基金管理机构、托管机

构，发展改革部门可以会同有关部门出具监管建议函，视情节轻重对其采取责令改正、监管谈

话、出具警示函、取消登记等措施，并适当予以公告。

第四十三条 建立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重大项目稽察制度，健全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

度。完善社会监督机制，鼓励公众和媒体监督。

第四十四条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应当自觉接受审计、监察等部门依据职能分工进行的监督

检查。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工作人员有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弄虚作假、玩忽职守、未依法履行

职责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投资境外企业，按照境外投资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具体登记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另行制

定。本办法施行前设立的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及其受托管理机构，应当在本办法施行后两个

月内按照本办法有关规定到发展改革部门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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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1 月 16 日-1 月 20 日）

【并购/投资事件】

日期 并购/投资方
被并购/被投资

方
行业 地区

涉及金额/股权

比例

1月 16日

信中利

顺为资本

峰瑞资本

华创资本

什马金融 金融 中国 1亿人民币

1月 16日
创享投资

澎湃资本
奥英网络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 万人民币

1月 16日
Beringea

Hargreave Hale
My 1st Years 互联网 英国 500 万英镑

1月 16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杭州金投

蓝驰创投

绿湾 IT 中国 3 亿人民币

1月 16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车 300 汽车 中国 2 亿人民币

1月 16日

汇宇控股

金诺房地产

阿拉科技

51 返呗 互联网 中国 1000 万美元

1月 17日

经纬中国

源码资本

襄禾资本

蓦然认知 IT 中国 1000 万美元

1月 17日 虎扑体育 凝结集团 纺织及服装 中国 1000 万港币

1月 17日 中信国安集团 谷沃文化 娱乐传媒 中国 NA

1月 17日

共青城动能雷霆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海投汇 互联网 中国 1000 万人民币

1月 17日 凯辉基金 光华教育集团 教育与培训 中国 NA

1月 17日

京西燕园（北京）

大健康产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德利欧 机械制造 中国 1000 万人民币

1月 17日 天天快递 丹露网 互联网 中国 NA

1月 17日 天使投资人 暖蓝科技 IT 中国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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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8日

金浦产业投资

民营企业联合

斯道资本

邦尔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2 亿人民币

1月 18日

阿里云

胖猫创投

紫竹小苗股权投资

基金

ZStack IT 中国 1000 万人民币

1月 18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恩多在线 金融 中国 2 亿人民币

1月 18日
中信资本

涌铧投资
省呗 APP 金融 中国 NA

1月 18日 湖畔山南 CC 英语 教育与培训 中国 NA

1月 18日 沪江 见教传媒 互联网 中国 100 万人民币

1月 18日
梧桐树资本

腾讯投资
绘梦动画 娱乐传媒 中国 1 亿人民币

1月 18日

创客总部

AA加速器

美系投资

光合旅程 互联网 中国 100 万人民币

1月 18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印联帮 互联网 中国 1000 万人民币

1月 18日
春晓资本

左驭资本
青橙技术 IT 中国 1000 万人民币

1月 18日

天弘基金

创合汇

俊发集团

天明双创

大宏集团

普思资本

优客工场 金融 中国 4 亿人民币

1月 19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四维时代 IT 中国 4000 万人民币

1月 19日

经纬中国

广发信德

和谐资本

筱光资本

皇包车 互联网 中国 2.1 亿人民币

1月 19日

峰瑞资本

金浦投资

东方富海

微梦创科创投

不要音乐 互联网 中国 14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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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9日

元璟资本

厚德前海投资

以太资本

基石资本

真格基金

东方富海

二更网络 娱乐传媒 中国 1.5 亿人民币

1月 19日
唐家三少

海润影视
三十四天影业 娱乐传媒 中国 NA

1月 19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趣彩网 互联网 中国 5000 万美元

1月 19日 中汇宝通融 星月创投 金融 中国 1.2 亿人民币

1月 19日 方直科技 千锋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 亿人民币

1月 19日

高特佳

嘉实投资

幂方资本

亦庄国投

天广实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2.7 亿人民币

1月 20日

和悦资本

网信理财

松柏资本

车点点 互联网 中国 7500 万人民币

1月 20日

招商局资本

融翼资本

皖新传媒

挚信资本

启明创投

祥峰投资

学霸君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亿美元

1月 20日
一下科技

不公开的投资者
芭比辣妈 互联网 中国 1000 万人民币

1月 20日 浅石创投 深科技 IT 中国 NA

1月 20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Soundbrenner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50 万美元

1月 20日
戈壁

众麟资本
复歌信息 IT 中国 2000 万人民币

1月 20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金房汇 金融 中国 1000 万人民币

1月 20日 wifi 万能钥匙 领数传媒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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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0日

红杉

云锋基金

易贸集团

真格基金

一亩田 互联网 中国 NA

1月 20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房司令 金融 中国 1000 万美元

1月 20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AirX 空气管家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00 万人民币

1月 20日 昌盛质检 江西皓能 IT 中国 51.00%

1月 20日 龙湖企业 武汉园博园 房地产 中国 60.00%

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http://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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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亚洲 TOP10 并购事件

（1 月 7 日-1 月 13 日）

【并购/投资事件】

并购事件

宣告日期
并购标的

并购标的所

在国家
出资方

出资方所在

国家
所属行业

出资金额

（百万美元）

1月 12日
万科集团（15.31%股

份）
中国

深圳市地铁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 房地产 5,364

1月 9日 Ariad制药公司 美国 武田制药 日本

制药、医学

及生物技

术

4,893

1月 10日
银泰商业集团

（52.94%股份）
中国 阿里巴巴集团 中国 消费 2,099

1月 9日 麦当劳（中国） 中国
凯雷集团、中信

股份、中信资本
中国 休闲 2,080

1月 13日 日立工机有限公司 日本 KKR 美国 工业化工 1,329

1月 10日 丹德里昂公司 美国 三胞集团 中国

制药、医学

及生物技

术

820

1月 13日
金卫医疗集团

（62.3%股份）
中国

由 Kam Yuen领

衔的收购集团
中国

制药、医学

及生物技

术

553

1月 10日
惠州威博精密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

苏州安洁科技股

份公司
中国 工业化工 492

1月 11日
华南城（23.19%股

份）
中国

深圳市中洲投资

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 房地产 491

1月 11日 UDC Finance 新西兰 海航集团 中国 金融服务 461

数据来源：Mergermarket（http://www.mergermarket.com/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