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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日本近 20年来最大 IPO：日本邮政拟募资 116亿美元 

据美国博客网站 Business Insider 报道，日本邮政株式会社(Japan Post Holdings)已在周四获

准 IPO(首次公开招股)上市，该公司将通过这项交易筹集 1.4 万亿日元(约合 116 亿美元)资金，

从而成为日本市场上近 20 年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交易。 
东京证券交易所(TSE)称，日本邮政株式会社及其旗下部门日本邮政银行(Japan Post Bank 

Co.)和日本邮政保险公司(Japan Post Insurance Co.)将于 11 月 4 日 IPO 上市。 
日本邮政株式会社的目标是通过这些同时进行的 IPO 交易筹集大约 1.4 万亿日元资金，这

将是自电信服务提供商NTT Docomo在 1998年上市融资 2.1万亿日元(按当前汇率折算约合 174
亿美元)以来规模最大的日本 IPO 交易，同时也将是自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ippon Telegraph & 
Telephone Corp.)在 1987 年筹资 2.4 万亿日元(按当前汇率折算约合 199 亿美元)以来规模最大的

国有公司 IPO 交易。＞全文（腾讯证券） 

红杉资本发力印度市场 将成立 8亿美元大型基金 

北京时间 9 月 8 日消息，《印度时报》今日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红杉资本将在印

度成立一支 8 亿美元的新基金。 
当前，红杉资本对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市场十分重视。其中一位知情人士称，红杉资本最

早将于 10 月开始接触有限合伙人。而另一位知情人士则称，红杉资本将在 6~12 个月后开始筹

资。 
红杉资本进入印度市场已有 9 年时间，因此对该市场并不陌生。去年 4 月，红杉资本针对

印度市场成立了规模为 5.3 亿美元的第四只基金。今年 4 月，红杉资本又为这只基金筹集了 2.1

亿美元。＞全文（新浪科技) 

【国内】新三板中报：4 大 PE 稳居第一梯队 硅谷天堂净利增 21047% 

随着半年报披露截至期至，新三板企业大多陆续交出答卷，其中，5 家 PE 企业 2015 年半

年报已全部披露。相较于新三板其他行业，PE 企业的上半年业绩表现抢眼即使新三板交易冷

清，PE 企业也依旧能获得市场给予的高估值。 
不过，即使既有好业绩又有高估值，市场对这几家 PE 企业的看法却褒贬不一。 
从市值方面来看，上海某大型私募表示，在新三板挂牌的 PE 公司高估值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新三板市场当前流动性不足，目前新三板上的估值不一定能够反映其真实价值;二是中国资

产类管理公司具有稀缺性，在 A 股很难找到相应的标的，具备溢价的可能性;三是九鼎、中科

招商等均有资本运作的动作，他们在构建相应的金融控股平台，也有借壳上市的可能性，给投

资人较强的信心和预期。＞全文（搜狐媒体平台）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8874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8872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8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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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资本市场不缺钱但投资热度趋冷： 

O2O 倒闭潮来临，创业风光背后“尸横遍野” 

随着 O2O 企业大面积倒闭，不少投资人变得惶恐。“寒冬论”开始飘扬在资本市场上空。

对于资本市场的微妙变化，创业企业感触最为灵敏。多位创业企业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中均

表示，近期融资环境确实不如以往。 
不久前，在朋友圈流传着一份 O2O 的死亡名单，揭露了 O2O 创业风光背后“尸横遍野”

的现状。名单上大致列出了涉及 16 个领域的 O2O 倒闭项目，其中外卖、洗车、教育、旅游等

领域首当其冲，而餐饮 O2O 则是重灾区。 
未来或将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出现资本“遇冷”的现象，除了“僧多”的缘故外，二级

市场影响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从 6 月中下旬以来，股市暴跌，大量资金蒸发，这也直接影响各

类基金的募集。 
资本将趋于冷静，目前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业界普遍达成的共识是一级市场投资趋于谨慎，

资本寒冬前夜正在来临。＞全文（21 世纪经济报道） 

 

【协会新闻】2015 全球并购论坛成功举办 

2015年 9月 9日下午，由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中心、北京金融资产交易

所、厦门市会议展览事务局联合主办的 2015 全球并购论坛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成功举行。包

括政府机构、驻华使馆官员、境内外知名投资机构、行业协会等近四百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首先，由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局长刘殿勋、厦门市人大常委副主任杜明聪、中国股权投资基

金协会副会长宋斌为本次论坛致辞。刘局长表示 2014 年是中国直接对外投资的规模达到了

1400亿美元，成为中国资本净输出的元年，今年 1至 7月依然保持高速增长，非金融类的直接

投资达到 635亿美元，其中股权和债务工具投资站 537亿美元，占整个对外投资的 80%多。 

 

随后，由宋副会长及刘殿勋局长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中心成立于 1993

年，是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的全资子公司，主要承担“引进来”与“走出去”工作的具体实

施，在搭建国际化交流平台。本次签约预示着中心与协会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实现优势

互补、资源共享。 

 

接下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波兰（华沙）工业发展局管理委员会副

主任 Marcin Zieliński进行主题演讲。张所长将制造业转型升级、互联网+以及并购重组相结

合，就时下的热点情况进行了创新性讲解。 

 

在发布仪式中，普华永道并购部合伙人李俊伟发布了《全球并购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15）》，

美国尚高资本中国基金副主席路跃兵主持《创业投资、私募股权与创业融资》中文版首发仪式，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18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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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乔治·勒纳编写，路总及其团队翻译，该书主要介绍了私募股权投资

的起源和历史及其特点，通过大量案例对其运作机理进行了阐述。在宏观上，阐述了私募股权

投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在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以及该行业的兴衰周

期和背后原因。在微观上，则详细阐述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生命周期。最后，众达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廖彦铭发布了《全球并购市场法律服务年度研究报告（2015）》。 

 

随后众达律师事务所比利时合伙人 Cristiana Spontoni，美国尚高资本中国基金副主席路跃兵

做主题演讲。Cristiana主要从药学、化妆品、生物科学等领域结合并购案例进行了具体研究。 

 

接下来的圆桌论坛以“全球并购市场发展趋势与热点”为主题，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

李伟群主持，新加披创业投资协会主席 Jeffery Chi，云月投资合伙人茅矛，美国尚高资本中

国基金副主席路跃兵，台湾并购与私募股权协会代表张维夫，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廖彦铭，

普华永道并购合伙人李俊伟参与讨论。 

 

以“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市场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的圆桌论坛二，由晨哨集团 CEO王云帆主

持, 平安银行总行投行部副总裁李国新，意大利 Intrado首席执行官董柔心，华泰瑞联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杰，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燕，德勤中国会计师事务

所合伙人钟锐文参与讨论。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新一轮并购浪潮悄然兴起，全球并购浪潮的中心也正在

向中国转移，引起国际投资领域的高度关注。2015全球并购（厦门）论坛为大家搭建平台以及

时、广泛地了解世界各国的投资政策和并购趋势、交流和探讨海内外投资并购的实践经验和热

点问题。本届活动受到参会嘉宾的一致好评！ 

 

“中国私募股权管理人与投资者的国际机遇与挑战”研讨会 

    由协会与金杜律师事务所联合主办的“中国私募股权管理人与投资者的国际机遇与挑战”

研讨会于 2015年 9月 10日在金杜律师事务所成功举办。 来自欧洲、香港、澳大利亚和中国

大陆的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与参会会员 30余人共同探讨影响中国私募股权管理人与投资者

的法律和监管等相关问题。 

 

    会议首先对 2015全球的兼并与收购业务发展情况，中资对外和外资入境情况，全球新趋

势等进行详尽的数字说明与分析。 

 

    会议接下来关注于中国私募管理人与投资人面对的国际机遇与挑战。其中包括关于设立基

金投资于中国（且/或可能包括其他国家）的问题，包括开曼和其他国际架构，以及获得国际

资本和中国资本的问题。本次会议还讨论了市场条件、条款及协议，以及影响香港、开曼及其

他地区的基金管理人的监管问题。 



中国 PE与 VC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5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李伟群先生在最后对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各位专家表示感谢

并指出协会将在国际并购业务上为广大会员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宋斌：2015 全球并购论坛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 

TSF 资本首席执行官 

 

尊敬的刘殿勋局长，尊敬的杜明聪主任，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厦门，我们看到了美丽的大海、美丽的城市，我们也听到了杜明聪主任

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我们今天到这里是用大家共同的智慧，一起来探讨中国以及全球产业并购、

并购产业的发展的前景和未来。 

 

全球并购论坛作为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主要专题论坛之一，今年是第二次在厦门举

行了。我们将来一定会长期的办下去。 

 

首先，我代表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感谢各位的来临。同时，我们还要感谢此次论坛的联

合主办方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中心以及刘殿勋主任，感谢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感谢厦门会议展

览事务局的大力支持。 

我们知道，中国的并购在这几年有了突飞猛进的速度，我们并购过程中目前会得到三个重

要的红利，第一个红利，在全球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国和欧美先进制造国家以及和次发展中国

家、发展中国家有一个产业梯度的二次、三次转移。这个转移过程中，并购活动是不可缺少的，

其中的红利是非常巨大的。第二个红利，在我们中国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的改

革，特别是近期中央出台新的政策，以及有关部委出台一系列鼓励破产、并购、重组的各种政

策，都会使得我们的制度红利得到进一步的凸显。第三个红利，也取决于我们中国以及全球的

投资机构的转型的红利，因为我们以前的投资机构更加相对的简单化，今天要求我们精细化和

创造性的劳动，这个转型会带来并购的许多红利。 

 

当然，今天的并购和三年前、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并购有了非常大的差别。首先，

它是由一个地区的并购变成了跨地区的、跨全球的并购。第二个跨越，它成为了跨产业的并购，

比如说中国现在有上市公司，制造业公司来收购影视的公司，这在十年前想象不到，我们叫做

跨届并购。第三个是跨时段的并购，我们的并购不仅仅是在产业之间，我们还会在天使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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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型基金、VC投资以及整合期过程中都会出现各种并购，所以我们叫做三个跨越，跨越区域、

跨越产业、跨越时段。 

 

我们还有一个三，第一个是产业，同时还有企业，企业会是横向的在产业产品链和投资方

向并购，股权基金作为并购主体会发挥长期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预见到出现三个家，

第一个家会出现金融产业家，同时我们的产业家也会转型为产业金融家，当然中间也会出现大

量并购的精英人才。在三种跨越、三种红利和三个专家的促进下会有很好的发展。 

 

今天我们在二次奋起的过程中，可以说是在一个锅底往上走。我们在论坛开幕的时候跟马

云先生有一个对话，马云先生讲，我们做互联网的都是在最困难的时候熬出来的。是的，我们

搞并购就是在他熬出来的时候帮他一把、拉他一把的专业力量。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并购事业会

在全球领先，会引导全球的产业转移和资本的配置。 

 

我们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自 2006年筹建以来，组合了中国大量的优秀的 PE投资机构，

我们遵循了市场化、国际化、标准化的原则，倡导了规范募集、价值投资、科学管理、多元退

出的行业理念。我们立足北京，服务全国，面向全球，这些年做了很多工作，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先后发起了全球 PE 联盟，也发起了亚太创业投资与股权投资的协会，创立了 GIN 全球孵

化网络。每年定期举办一系列国际的全球论坛，比如说我们每年都会在北京举办全球 PE 背景

论坛，在河北廊坊举办全球创业论坛，在厦门举办全球并购论坛，在上海还会办中国的金融论

坛；这些论坛都把中国的股权投资以及并购产业的精英的思想和人才聚在一起，迸发出智慧的

思想火花，带动和推动我们事业的发展。 

 

我们真诚的希望今天邀请来的这么多专家、领导、中外嘉宾和学者，共同的发挥你们的大

脑才智，我们共同来探讨未来中国的并购事业，在全球背景下如何更快的发展。最后，预祝 2015

全球并购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来源：2015全球并购论坛 

 

 

 

 

 

 

 
《一带一路投资研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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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机构探路“一带一路” PPP开辟融资新渠道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

启了新的机遇之窗。同时，“一带一路”也给地方政府，企业以及投资机构都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遇。在此背景下，清科研究中心近日发布《2015年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机会研究报

告》，报告将从“一带一路”的概念演进、国内地区和沿线国家涉及行业潜在机会、投资方向、

PE可作为的契合点等进行深入分析，同时对“一带一路”政府背景产业基金和市场化基金进行

归纳总结、结合国际环境对未来趋势和投资机会合理预测，并探讨 PPP模式的运作和投资切入

点，以期对私募股权机构及其他相关机构提供参考。 

 

  PE机构积极参与设立“一带一路”主题基金： 

 

对于国内投资机构，尤其 PE投资机构来讲，市场是巨大的。截至目前，已经设立的“一

带一路”基金，大多为政府参与，如各级政府部门、国开行、国有股份制银行以及国资背景的

引导基金等参与主导设立的一带一路主题基金。民间资本或机构设立的一带一路主题基金各地

发展程度不同，已设立的基金数并不多，未来发展空间巨大。“一带一路”基金的目标募资规

模较一般性股权投资基金也更大，多在十亿规模以上。基金注册地多集中在北上广区域以及“一

带一路”规划地带；基金组织形式多为有限合伙制；基金类型大多为成长基金，除此还有 FOF

基金与并购基金。根据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数据，截止到 2015年上半年国内 PE机构参与的典

型 “一带一路”概念基金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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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机构可深度参与的投资领域： 

 

根据“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纲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绝对优先

领域，机械工程与建筑行业作为基础设施的上游行业将同样受到出口的带动而迎来一次新的历

史机遇。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意味着建筑业将成为这项重大政策红

利未来十年最直接受益者。数据显示，全球建筑业总产值 2020 年将增至 12.7 万亿美元，全

球建筑企业预计 2015 年海外营业额将超过 7,800 亿美元。与“一带一路”区域沿线高度重合

的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建筑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复合增速有望达 7.7%，未来成长空间巨大。初

步统计“一带一路”将涉及 64 个国家约 900个项目、投资金额逾 8,000 亿美元。 

 

交通领域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基础中的基础，路线图明确提到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

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

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通达水平。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陆水联运通道。拓

展建立民航全面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加快提升航空基础设施水平。按照中国跨境高铁的计划，

中国将参与筹建欧亚、中亚和泛亚高铁。目前，欧亚和中亚高铁尚在谈判，泛亚高铁将于 2015

年 8月动工建设。通过与相关国家进行高铁合作，可以使中国不仅面向太平洋，而且面向西方，

将中国西部大开发和陆上、海上丝绸之路连起来，提高互联互通的质量。这不仅使中国高铁走

出去，更能为中国的外贸企业服务，促使更多的企业走出去。 

 

在基建领域，“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还要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油、

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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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额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近年来虽加快了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但总体投资规模有

限。国际能源署预计在 2014-2020 年期间，“一带一路”沿线的非 OECD 国家年均电力投资总

额约为 2,460.88 亿美元，较 2000-2013 年期间的年均投资额 1,401.29 亿美元增长 79.5%。

而在 2014-2020 年期间，中国的电力投资总额预计约为年均 1,925.11 亿美元， 相当于“一

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电力投资额总和的 76.5%的，由此可以看出今后在“一带一路”沿线将会

有非常广阔的电气设备市场。 

 

除此之外，通信行业、旅游业、贸易、物流等相关领域也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必

将迎来一次新的飞跃。 

 

PPP 模式助力“一带一路”： 

 

由于“一带一路”战略覆盖区域广大、涉及跨境投资领域多元、项目结构复杂、参与主体

繁多，融资渠道、融资方式、融资主体、融资机制单一，亟待构建多层次、多元化、多主体的

“一带一路”投融资体系。而这其中，PPP模式不仅可以弥补融资缺口，更可以大大提升全球

资本配置的效率。去年 12月 2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已明确指出，“一带一路”战略将吸收社

会资本参与，采取债权、基金等形式，为“走出去”企业提供长期外汇资金支持，需要采取金

融创新的方式来带动民间资本(如 PPP模式等)，使资金链更能满足大型基建的需求，这便为 PE

机构进入 PPP项目提供了充裕的投资空间。 

 

发改委强调，在推行 PPP的同时，需要深化价格管理体制改革。对于涉及中央定价的 PPP

项目，可适当向地方下放价格管理权限。依法依规为准经营性、非经营性项目配置土地、物业、

广告等经营资源，为稳定投资回报、吸引社会投资创造条件。 

 

但是对于 PPP项目来说，收益分配机制尚未成熟，巨大的投资机遇也伴随着相应的投资风

险。特别是类似于“一带一路”这样的跨区域基础设施融资规模大、期限长、风险高，短期回

报率通常达不到私人资本的盈利要求。此外，“一带一路”沿线的商业和投资环境、资金安全

以及政治风险不确定较大，使得私人资本对投资基础设施望而却步，成为机构投资“一带一路”

主题下 PPP项目的最大挑战。因此，在此背景下，PE机构应结合自身资本结构特点、团队管理

风格及投资优势领域，合理使用 PPP模式，选择恰当的资金合作方式是关键所在。 

 

总体来说，“一带一路”的国家大战略将带来的收益是长远的，随着时间的推进以及战略

构想的不断深入，其价值也愈将凸显，各方所受到的经济利益在未来是可以滚动“复利”计算

的，且为各方后期业务合作铺设了道路。因此，不论是对于政府、企业还是 PE投资机构，都

要以长远、发展的眼光看待“一带一路”，合理布局相关产业，抓住这一历史机会，实现互利

共赢。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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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9月 7日-9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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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7 日 

引爆点投资 
真格基金 

华晟股权投资 
红杉 

塞尔瑟斯 机械制造 中国 
1952.67 万元 

人民币 

9 月 7 日 
高通 

纪源资本 
中兴合创 

央数文化 IT 中国 1.2 亿元人民币 

9 月 7 日 
今日资本 
晨兴创投 

新味 互联网 中国 
1000 万元 
人民币 

9 月 7 日 
腾讯产业共赢基金 

云锋基金 
医云科技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4000 万美元 

9 月 7 日 
上海复励 
信天创投 

法大大 互联网 中国 1500 万元人民币 

9 月 7 日 
鼎锋资产 
中科招商 

科丰科技创投 
凯昶德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330 万元人民币 

9 月 7 日 
尚雅投资 
银领资产 
天星资本 

卡姆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2950.32 万元 
人民币 

9 月 7 日 

中融鼎新投资 
狄普投资 

海通创新资本 
德骏资产 
天星资本 

上海致远 清洁技术 中国 
3678 万元 
人民币 

9 月 7 日 启迪科技 桑德环境 清洁技术 中国 20.00%股权 

9 月 7 日 清华控股 桑德环境 清洁技术 中国 6.00%股权 

9 月 7 日 
源码资本 
顺为资本 

U 办优办科技 房地产 中国 1000 万美元 

9 月 7 日 
长江资本股权投资 

郁金香投资 
博润投资 

璟泓科技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4785 万元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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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8 日 璞琢资产 仙剑文化 娱乐传媒 中国 600 万元人民币 

9 月 8 日 
鼎锋资产 
宽带资本 
中海创投 

铜牛信息 IT 中国 
3466.8 万元 

人民币 

9 月 8 日 淳信投资 汇智光华 连锁及零售 中国 
2871.75 万元 

人民币 

9 月 8 日 光大资本 百分点 IT 中国 4 亿元人民币 

9 月 8 日 秉圆资产 连连化学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612 万元人民币 

9 月 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百度投资部 

蜜芽宝贝 互联网 中国 1.5 亿美元 

9 月 8 日 融通资本 银发环保 清洁技术 中国 900 万元人民币 

9 月 8 日 钟鼎创投 卡行天下 物流 中国 NA 

9 月 8 日 
德沃基金 
真格基金 
险峰华兴 

化时代 互联网 中国 
1000 万元 
人民币 

9 月 9 日 
协和资产 
海通开元 

新疆鼎盛汇鑫 
运维电力 建筑/工程 中国 

598.5 万元 
人民币 

9 月 9 日 经纬中国 孔夫子教育网 互联网 中国 100 万元人民币 

9 月 9 日 

腾讯产业共赢基金 
方广资本 
德同资本 
海纳亚洲 

天天拍车 互联网 中国 NA 

9 月 9 日 
毅达资本 
海汇投资 
苏大天宫 

PU 口袋校园 互联网 中国 
1000 万元 
人民币 

9 月 9 日 重庆红马资本 均胜电子 汽车 中国 
1.8 亿元 
人民币 

9 月 9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基因资本 
H Capital 

乐学高考 互联网 中国 30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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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9 日 赛伯乐 亿超眼镜 互联网 中国 
1000 万元 
人民币 

9 月 9 日 

长江资本股权投资 
前海开源 
天风天睿 
博润投资 
普惠正通 

新兴嘉本投资 
东吴创新资本 
呈瑞投资 
天星资本 
厚持资本 

颂大教育 其他 中国 
1.04 亿元 
人民币 

9 月 9 日 科华银赛 振源电气 机械制造 中国 
500.08 万元 

人民币 

9 月 9 日 
阿里资本 
联创策源 

接我 互联网 中国 NA 

9 月 10 日 

景林投资 
光源资本 
贝塔斯曼 

亚洲投资基金 
源码资本 

易酒批 互联网 中国 2 亿元人民币 

9 月 10 日 
百度投资部 
弘晖资本 

软银中国资本 
趣医网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4000 万美元 

9 月 10 日 
上海中缔 
黑马投资 

食务链 互联网 中国 500 万元人民币 

9 月 10 日 中钰资本 丹霞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 亿元人民币 

9 月 11 日 
祥峰集团 
红杉 

LOHO 眼镜 连锁及零售 中国 2000 万美元 

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