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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财政收入增速回落至 7.2% 非税收入大降

 制造业和基建投资增速回落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年内最低

 私募基金规模突破 10 万亿元 管理人数量上海居首

 8 月份我国 VC/PE 市场募资完成额 275.64 亿美元

 年内 IPO 被否企业 52 家 创业板占比达 61.5%

 斯道资本推出专项中国医疗基金

 金域医学 IPO 多家 VC/PE 回报丰厚

 红杉资本领投基因测序独角兽 23andMe，精准医疗成为投资大风口！

 IDG、深创投纷纷看好，在线英语教育机构阿卡索获近亿元 B轮融资

【宏观】8 月财政收入增速回落至 7.2% 非税收入大降

财政部 9月 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652亿元，同比增长 7.2%，

低于 7月 3.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仅高于 5月。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6.2%；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同比增长 8.2%。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则快速增长。8 月同比增长 16%，为年内仅次于 1-2

月的第二高值。财政部解释称，这主要受经济运行平稳向好、价格上涨等因素带动。非税收入

则因去年同月基数较高，同比下降 22.5%。＞全文（财新网)

制造业和基建投资增速回落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年内最低

在制造业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回落的带动下，8月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下

滑，降至今年以来最低位。

9月 1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1-8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94150亿

元，同比增长 7.8%，增速比 1-7月回落 0.5个百分点。从环比速度看，8月比 7月增长 0.57%。

＞全文（财新网)

【国内】私募基金规模突破 10 万亿元 管理人数量上海居首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布了最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私募基金产品备案情况。

数据显示，截至 2017年 8月底，基金业协会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 20652家，已备案私募基

金 60688只，管理基金规模达 10.21万亿元。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072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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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注册地分布来看，机构主要集中在上海、深圳、北京、浙江、广东等

地，数量总计占比达 72.95%。其中，上海、深圳和北京分布的管理人数量最多，分别为 4324

家、4092家、3922家，数量占比分别为 20.93%、19.81%和 18.99%。＞全文（金融时报）

【国内】 8 月份我国 VC/PE 市场募资完成额 275.64 亿美元

2017年 8月中国 VC/PE市场披露出有 79支基金成立及开始募集，有 62支基金在本月完

成募集，基金的目标募集规模为 370.91亿美元，募集完成基金规模为 275.64亿美元，完成基

金规模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都有大幅度的提升，本月完成基金募集态势渐暖。

2017年 8月 VC市场披露的案例 213起，投资规模为 26.87亿美元，本月 VC市场的投资

案例数目和金额规模环比数据几乎是持平的；本月 PE市场披露的案例为 91起，投资金额 72.46

亿美元，本月 PE市场案例数量和规模环比有些许下降，但 PE市场案例平均金额规模依旧较大，

可知热点行业企业的吸金能力还是很强的。＞全文（经济日报)

年内 IPO 被否企业 52 家 创业板占比达 61.5%

今年 IPO申请审核速度加快的同时,被否公司的数量也大幅增加。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

截止到 9月 15日,发审委共审核通过了 307家公司的首发申请,否决了 52家。同时,还有 9家企

业暂缓表决(其中,3家二次上会获得通过),8家取消审核。

在上述 52家被否的企业中,拟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数量达到了 32家,占比为 61.5%。对此,

有市场人士认为,创业板门槛相对较低,部分企业急于上市而忽略了上市后企业的成长性,而成长

性正是审核重点之一,因此企业被否概率大也就不足为奇了。＞全文（证券日报）

【募集】斯道资本推出专项中国医疗基金

9月 5日，斯道资本宣布推出首支专项中国医疗基金（“斯道资本中国医疗基金”）。这

支基金的成立是斯道资本在中国医疗投资领域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同时也是该领域日渐成熟的

标志。新基金将专注四大领域：新药研发、医疗服务、医疗信息/互联网医疗以及医疗器械。该

基金 40%的资金将投资于新药研发领域。＞全文（界面新闻）

【退出】金域医学 IPO 多家 VC/PE 回报丰厚

9月 8日第三方医学检验龙头金域医学终于上市了，日前金域医学成功 IPO，多家 VC/PE

实现了退出，仅账面投资回报就高达数十倍，其中君联资本、安超投资两机构甚至获得了超过

六十倍的账面投资回报。不过账面回报并不是实际的退出收益，真正的投资回报与限售期过后

股票的交易价格有关，因此未来金域医学的股价走向值得关注。＞全文（中国证券报）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074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075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076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077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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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动态】红杉资本领投基因测序独角兽 23andMe，精准医疗成为投资大风口！

据报道，全球基因检测公司 23andMe宣布已经完成 2.5亿美元 E轮融资，由红杉资本领投，

Euclidean Capital、Altimeter Capital和 Wallenberg Foundation等跟投。

截止目前，23andMe 融资总额达到 4.91 亿美元。据知情人称，23andMe 目前的估值达到

17.5亿美元，依旧估值最高的个人基因检测创业公司。最新的这笔融资将用于扩张其治疗团队，

并投资于其众包遗传研究平台。＞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IDG、深创投纷纷看好，在线英语教育机构阿卡索获近亿元 B轮融资

9月 14日消息，深圳市阿卡索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卡索”）宣布完成近亿元

B轮融资，由 IDG资本领投，深创投、深圳市人才基金、红土创投、广发信德、匠星资本、伙

伴基金等十几家机构跟投。此前，阿卡索曾在 2016年 8月获得 3100万 A轮融资，由盈信资本

领投，汉臣资本跟投。＞全文（投资界）

 “BPEA 月度培训”第六十九期成功举办

 2017 中国“链湾”大会暨区块链产业合作年会在青岛成功举办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研讨会——银行与投资机构联动

 BPEA"投投适道" 第六十一期——教育类项目专场

 2017 中国企业并购论坛即将开幕

【协会新闻】“BPEA 月度培训”第六十九期成功举办

2017年 9月 13日，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主办的“BPEA月度培训”第六十九期“私

募投资管理信息化的风险管控”活动在协会会议室成功举办。

本次活动协会邀请的讲师是 J博士创始人马国超先生，马总以“私募股权投资的信息化风

险管控与投后管理”为题，从信息化角度深度探讨了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控制和投后管理，包括

投前风控、投后风控、监管合规风控、投后管理等多方面内容。

首先马总从流程管控、风控合规、规范化管理、投资分析等方面解释了建设投资管理系统

的初衷。他讲到投资管理系统一定会跟财务系统相结合，因为投资的整个过程包括项目的出资

https://mp.weixin.qq.com/s/HS5N6Y-jx0Us6S7MeIyTAg
https://mp.weixin.qq.com/s/lp55DAJp5SzZynh6CDOB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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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分红收益、基金的收益等全部都涉及到现金流，这些最终都会流入到财务系统做报表凭证，

所以投资管理系统跟财务是紧密联系的。

接下来他讲到私募投资管理系统建设的内容包括财务系统、LP门户、GP门户、通用办公

等。这些内容能很好的从募投管退四方面发现并解决信息化风险管控。

最后马总讲到从基金业协会合规审查和备案方面提出了中国监管环境下信息化建设的思

考与应对，接着他向参会学员详细展示了投资管理系统的应用及解说，在场学员反响热烈。

【协会新闻】2017 中国“链湾”大会暨区块链产业合作年会在青岛成功举办

2017年 9月 12日 ，由青岛市人民政府、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主办，中国股权投资基金

协会协办的中国“链湾”大会暨区块链产业合作年会（以下简称：年会）在青岛成功举办。来

自中国（香港、澳门）、美国、英国、爱尔兰、匈牙利、日本、韩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内

外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 300多人齐聚青岛，会议以“聚焦区块链产业发展、打造

链湾新金融中心”为主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青岛市副市长朱配吉、商务

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局长刘殿勋出席会议并致辞。

年会发布了具有指导性意见的“链湾”白皮书和区块链监管沙盒应用示范基地。会上，来

自于全球 10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机构代表、权威专家学者、知名企业代表还就全球区块链发

展现状、趋势发表了主旨演讲。会议还特别邀请到了微软（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黎江先

生，介绍了微软公司在搭建全球区块链生态系统方面取得的成就，并与参会的区块链企业和机

构分享了微软近期发布的 Coco区块链基础平台的解决方案。爱尔兰投资发展局首席代表王磊

围绕区块链绘制未来经济蓝图的主题与参会代表、嘉宾交流了爱尔兰发展区块链技术创新的经

验和案例。布比（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首席运营李军作为区块链企业代表，结合企业自身

业务内容，就中国目前区块链的现状与趋势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年会开设了五场平行论坛，邀请行业内专家学者、国外嘉宾、政府对口业务部门、优秀企

业代表重点讨论区块链在金融保险市场基础设施与监管科技、产业发展、智能制造（跨境贸易

与供应链管理）、物联网（大数据）、食品安全、大健康产业及内容产业、跨境孵化等领域内

的落地应用及场景建设。

青岛作为国家东部沿海重要中心城市，始终致力于在新技术、新产业发展上走在前列，市

委、市政府在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高度重视区块链技术与产业融合发展各项工作，

积极推动打造区块链产业聚集高地——“链湾”。自 2016年以来，青岛市北区加强产业研究，

并专程赴英国伦敦等多地考察学习，加快产业平台搭建，推动优势项目集聚，实现国内外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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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领域人才、技术、资本与青岛的金融、物流等产业有效融合，促进青岛区块链技术推广、应

用取得新突破。

会上，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还积极协调国外投资促进机构、企业、项目代表与国内同行

对接，促成了匈牙利 BCC公司、国际大学创新联盟、超级账本 Hyperledger、海尔金控等企业

间的项目合作意向。合作协议的签订、企业的签约入驻及企业间的合作意向，将加快“链湾”

计划的构建，推进区块链应用平台的打造，推动青岛成为区块链产业聚集高地。

会议期间，青岛市市北区政府和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合作协议，青岛

区块链研究院分别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关村区块链产业联盟签订区块链应用测试

平台合作协议、区块链产业孵化平台合作协议；并与美国大学联盟、赛尔教育、IUIA签订区块

链教育培训平台合作协议。世纪互联数据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宇信易诚科技有限公司、青岛众

签科技有限公司等 10余家区块链企业集中入约青岛市市北区。

【活动预告】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研讨会——银行与投资机构联动

时间：2017年 9月 26日(星期二)下午 14:00-16:30

地点：报名成功后通知会议地址

参会嘉宾：股权投资机构高管（定向邀请）

联系人：邹女士（010-88087229）

注：本活动为定向邀请，如有意向参加，请提前联系。

交流主题：

股份制商业银行服务投资机构的模式探讨

主要内容：

1、银行如何满足投资机构“募”的需求

银行母基金参与基金 LP

协助发行双创债

2、银行如何满足投资机构“投”的需求

认股权联动

投投联动

3、银行如何满足投资机构“管”的需求

投贷联动

托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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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银行如何满足投资机构“退”的需求 ＞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活动预告】BPEA"投投适道" 第六十一期——教育类项目专场

时间：2017 年 9 月 21 日 14:30-16:30

活动地点：海淀区彩和坊路 11号 华一控股大厦 13层
报名咨询：梁先生（13811679041、010-66018074）

报名方式：本次活动仅限投资机构报名。发送“姓名—机构—职务—电话—邮箱” 至

hliang@bpea.net.cn。报名成功后您将收到确认邮件。参会以确认邮件为准，谢绝空降。

【项目简介】：

该公司作为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英语教育相结合的教育科技公司，针对现有英语教学体

系下学生“考不好”、“说不出”的痛点，为学生创造沉浸式英语环境，根据学员水平智能推荐算

法，实现类似母语学习的自然输入输出。云端大数据系统历经两年研发，采用 10000 多本英语

书籍融合课标教材，对每一个级别的学生匹配到适合的方法并通过单词及句法重复加深，实现

自然的理解与记忆。＞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活动预告】2017 中国企业并购论坛即将开幕

时间：2017 年 10 月 19 日

活动地点：上海浦东四季酒店

报名咨询：路先生 010-88086895

注：协会会员独享折扣，详请请咨询上述联系人。

2017 年 10 月 19 日，“中国企业并购论坛”将于上海浦东四季酒店举办。该论坛由亚洲创

业投资期刊集团（AVCJ）和并购市场资讯有限公司（Mergermarket）共同主办，中国股权投资

基金协会支持主办。随着私募股权公司资金的不断积累，意味着寻找交易机遇及投资合作伙伴

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企业并购论坛届时将邀请 270 多名世界各地的企业高管、机构投资者、

并购顾问及私募股权投资者赴上海参加此次盛会并邀请相关领域的知名嘉宾就近期热点发表

主题演讲，相信这是一次绝佳的交流良机。

讨论内容：

1、2017 年中国企业并购活动的发展演变及未来展望

2、境内和境外并购：关键驱动因素、交易机会挖掘趋势以及面临的挑战

https://mp.weixin.qq.com/s/AfuVNIJfbTWTiWLZG7kGWg
http://mp.weixin.qq.com/s/_VRD8bXGKTrax3gLCvUh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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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带一路”及其并购机遇

4、交易融资解决方案

5、私募股权公司如何在并购交易中成为成功的合作伙伴

6、中国买家青睐的热门并购行业

7、企业并购的制胜战略--从交易机会的挖掘和谈判到并购后的业务整合

＞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霍学文：京津冀已建区域金融风险联防联控机制，严打非法金融活动、

非法集资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局长

9月 14日，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局长霍学文在 2017年第六届金融街论坛中指出，

搞非法金融活动、非法集资活动的人，请打消念头。“京津冀已经建立了一体化的机制，不要

想着说北京管的严就到周边去，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以下为演讲实录：

非常高兴大家相聚在“2017金融街论坛”，共同围绕“推动区域金融建设，促进京津冀协

同发展”进行探讨。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对于金融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所发挥的核心

作用以及如何聚焦重点，加强协同，切实深化三地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我想谈几点体会和认识。

第一，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金融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

集约式发展的新路子，探索一条人口密集地区区域优化开发的新模式，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形

成京津冀城市群和增长极，解决首都大城市病，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们都知道，高效的金融体系和统一的金融市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必然要求，发展好金

融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支撑作用，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既

是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任务，也是金融业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在

全国金融工作会上精神的必然要求。

http://mp.weixin.qq.com/s/JVuLn0DWZLpVxmK5Q7bU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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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我们建立了哪些工作机制。

1、建立了多层级的协同推进机制。大家都知道，人民银行建立了金融管理部门之间的三

地协同机制，今年已经开过两次会，解决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重要政策问题。京津、京冀也分

别签署了《金融合作协议》，定期就金融协同发展进行沟通研讨。京津冀三地《金融合作协议》

目前已经进入征求意见和最后签署阶段。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银行(601288,股吧)等金融机构积

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分别与三地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工商银行(601398,股吧)、

农业银行、中国银行(601988,股吧)等大型金融机构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分别在总行层面建立了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领导小组和工作机制，有的银行建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事业部，负责推动全行

层面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而且金融机构的协同发展已经不仅仅是停留在机制上，更是扩展

到项目上，已经在京津冀三地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新兴产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

的金融支持作用。

2、突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截止到今年 6月末，北京市辖内中资机构支持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表内外融资余额已经达到了 6766亿，涉及融资项目 677个，支持了城市轨道交

通、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非首都功能疏解等重点领域，助推了城市副中心、新机场、冬奥

会、环球影城等关键项目，切实发挥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同时，也积极开拓公司可

转换债券，资产证券化等直接融资工具，在重要领域、重点项目上广泛应用。北京地区吸收保

险资金通过债权投资计划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资金已经达到 1265亿。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北

京到天津，北京到河北，包括到雄安都有高铁，京津冀城市一体化，交通先行、产业先行、环

境先行也在金融的支持下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3、形成了一批金融创新的服务模式。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以及到金融市场，支持京津

冀协同发展需要体现在具体的金融服务模式上，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探索了信贷、信托、基金

等不同的发展模式，成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投资基金、京津冀城际铁路发展基金、曹妃甸

投资基金等不同的基金品种。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拓展京津冀通关一体化服务，发挥报关即时通

这样一种通关一体化电子保函业务，今年已经先后为 39家企业提供了税款保函业务。华夏银

行(600015,股吧)自 2014年开始推出了京津冀协同卡，在三地可享受同城待遇。北京银行(601169,

股吧)京一通社保卡、交通一卡通等已经在京津冀地区实现互通互认，通存通兑。我们大家能够

看到，除了这些大的银行以外，非常可喜的是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与天津农村商业银行、河北省

农村信用社也开始了广泛的合作，农信通卡已经在三地客户之间实现了网点、ATM机办理跨区

域存款、取款业务，这一点大大丰富了普惠金融的内容。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10

4、建立了区域金融风险联防联控机制。在这里，我也想通过媒体跟大家说一下，有人说

北京管得紧我去天津行不行，天津管得紧，我去河北行不行？今天我正是在这里，对于这些搞

非法金融活动、搞非法集资的人，你们打消一个念想，想在北京、天津、河北搞非法集资的，

今天三地的金融局、金融办主任都在场，已经不可能了。换句话说，我们的监测预警机制，你

一上网，我们就已经监测到了。在国务院处非联办的指导下，我们三地建立了打非协作机制，

这个打非不仅仅是政府之间、金融局之间的合作，三地的公检法也在加强合作，所以这个机制

已经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重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向新的台阶。

今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节点意义的一年，今年我们将做好几项工作：

1、支持京津冀金融机构跨区域提供金融业务。我们在这里也提出一个倡议，人民银行、

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应该对京津冀金融发展加大一体化的支持，允许金融机构跨区域提供

金融服务。北京贷款占存款的比例，总量算起来 47%，我们希望这些没有贷出去的资金能不能

在河北、在天津用出去，这需要在国家层面，在总行层面加强协调。同时，我们也要探索异地

授信、银团贷款等综合授信模式，扩大对重点项目、重点合作和重点领域金融支持。比如说二

机厂，一部分在北京，一部分在河北，如果北京在北京贷，河北在河北贷，有些时候影响开发

建设。所以很多情况下，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是到了在三地共同协同和一致发展的阶段。

2、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支持京津冀金融机构在京津冀区域内开展业务创新，尤其是发行

专项建设债券、绿色债券、PPP、资产证券化等产品。我们都想，如果三地加强在专项建设债

券、绿色债券、资产证券化等领域的合作，会进一步助推社会资本参与重大项目的合作，扩大

金融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持。

3、扩大金融市场合作。我们现在要加大对三地区域股权市场在互联互通、互助服务方面

的支持。我也有一个设想，今年我们将实现三地在股权市场上标准互认，明年实现信息互通，

到后年实现区域一定程度的挂牌合作。至少我们应该实现中关村(000931,股吧)在河北、在天津

的企业能够在三地互挂。同时我们也要推动统一的企业产权、技术产权、集体林权、矿权等京

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里面和总书记来北京视察重要讲话里面提到的京津冀要素市场一体化

的重要任务。

4、进一步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我们要加强支付系统的覆盖面，现在在天津已经能够

实现你买了票，在北京也能够通用，交通一卡通，北京的交通一卡通也能在天津通行，未来我

们要实现所有基于 IC卡的金融卡业务，在三地，无论是公共交通、旅游、公共事业缴费等方

面得到全面的应用，实现金融的普惠性和便利性，同时也加强三地在征信体系建设上的互联互

通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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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切实防范金融风险。深化京津冀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机制，加强区域金

融监管合作，完善区域金融稳定信息共享机制，提高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和处置工作机制，共同

为我们这个国家迎接十九大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在京津冀地区创造和平、稳定的

金融发展生态。（来源：和讯网）

清科数据：8 月 VC/PE 市场募资金额大幅增涨，创年内新高

据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统计显示，2017年 8月中外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新募集

115支基金，披露募资金额 108支基金，环比下降 24.8%；共募集金额 243.92亿美元，环比上

升 113.8%。新设立 235支基金，环比下降 15.5%；披露目标规模 95支基金，计划募资 618.67

亿美元，环比上升 87.4%，新设立的 235支基金中 81支基金进行了募资。

来源：私募通 2017.09 www.pedata.cn

http://newseed.pedaily.cn/vc/38531
http://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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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16年 9月至 2017年 8月基金设立情况月度走势图

来源：私募通 2017.09www.pedata.cn

图 3：2016年 1月至 2017年 8月基金募集情况年度同比图

来源：私募通 2017.09 www.pedata.cn

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统计显示，在 8月份新募集基金中，募资规模排名前三的基金分别为

北控国寿水务基金、中保投华侨城（深圳）旅游文化城市更新股权投资基金和云南省中能建华

阳基金。其中北控国寿水务基金募资规模最大，认缴规模达 240.02亿人民币（约 35.31亿美元），

排名第一，该基金目标规模 240.024亿元人民币，存续期 30年，由国科嘉和（北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与北控衡石（天津）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由国科嘉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基金投资

重点于水务、水环境项目，以及相关水务、水环境业务为主的基础设施项目，其中包括直接或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34516
http://newseed.pedaily.cn/vc/31742
http://newseed.pedaily.cn/vc/37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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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以股权投资或债务投资或符合法律法规的方式进行其他投资。国科嘉和（北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简称国科嘉和）成立于 2011年，是由中国科学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简

称国科控股）直接管理的一级企业，目前牵头发起并联合国内多家大型企业集团共同设立了多

期 VC股权投资基金以及并购基金，总金额达到数十亿人民币，总部设在北京。排在第二位的

是中保投华侨城（深圳）旅游文化城市更新股权投资基金，认缴规模达 150.01亿人民币（约

22.07亿美元），该基金目标规模 150.01亿元人民币，由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与中保投叁号（深圳）股权投资专项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同发起设立，由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位列第三的是云南省中能建华

阳基金，认缴规模达 120.00亿人民币（约 17.66亿美元），该基金目标规模 120.00亿元人民币，

由中能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华阳国际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云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共同发起设立，主要投资于国有企业改革、股权并购、PPP、不良资产处置等各类项目，充分

利用有效的政策资源、金融资源、资本资源、市场资源，灵活开展多元化、多层级的深度合作。

表 1：2017年 8月新募集规模前三基金排名表

来源：私募通 2017.09www.pedata.cn

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统计显示，2017年 8月中外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新募集基金

共计 115支，其中 108支基金披露募资金额，募集金额 243.92亿美元，环比上升 113.8%，同

比上升 441.2%。从基金币种看，8月新募集基金中，人民币基金共 113支，占比为 98.3%，披

露募资金额的有 106支，募资总额为 240.28亿美元；其余为 2支外币基金，募资总额为 3.64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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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16年 9月至 2017年 8月新募集基金募资币种统计图

来源：私募通 2017.09 www.pedata.cn

表 2：2017年 8月新募集基金募资币种统计表

来源：私募通 2017.09www.pedata.cn

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统计显示，2017年 8月份中外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新设立

基金共计 235支，环比下降 15.5%；披露目标规模的有 95支，计划募集资金 618.67亿美元，

环比上升 87.4%，平均每支目标规模为 6.5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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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16年 9月至 2017年 8月新设立基金募资币种统计图

来源：私募通 2017.09 www.pedata.cn

表 3：2017年 8月新设立基金募资币种统计表

来源：私募通 2017.09www.pedata.cn

从基金类型来看，2017年 8月新募集的有 115支基金中，有 108支基金披露募资金额，共

募集资金 243.92亿美元。其中当属成长基金最多，共有 72支，占新募集基金数的 62.6%，披

露募资金额的有 68支，募集资金 135.97亿美元；创业基金 27支，募资金额 9.48亿美元；基

础设施基金 7支，募集资金 94.31亿美元；并购基金 5支，募资金额 3.1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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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7年 8月新募集基金类型统计表

来源：私募通 2017.09 www.pedata.cn

8月新募集的基金中，除了前三甲之外，仍值得关注的有上海歌斐旭橙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该基金成立于 2016年，由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本有限合伙企业可以直接

投资、或者通过普通合伙人根据实际情况设立的特殊目的载体进行投资。投资标的为未上市公

司股权和新三板挂牌公司股权，目前已投资项目的行业为游戏行业，投资方式为股权投资，投

资阶段为 pre-IPO。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歌斐资产”），成立于 2012年 2月，是诺亚

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歌斐资产以私募股权投资母基金、房地产私募基金、家族财富管理以及

创新业务为核心业务，为高净值人群、富有家族、以及机构投资人，进行组合投资、资产配置，

并提供全能型资产管理服务。

从基金类型来看，2017年 8月新设立的 235支基金中，有 95支基金披露目标规模，计划

募资 618.67亿美元。其中 159支是成长基金，占比最多，约为新设立基金的 67.7%，披露目标

规模的有 65支，基金计划募资 311.42亿美元；52支是创业基金，披露目标规模的有 15支，

计划募资 26.48亿美元；11支是基础设施基金，计划募资 260.42亿美元；房地产基金 5支；并

购基金 5支，计划募资 20.05亿美元。另外基础设施基金平均目标规模最高，平均每支基金计

划募资高达 32.55亿美元。

http://zdb.pedaily.cn/people/show8409/
http://newseed.pedaily.cn/vc/31127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39926
http://zdb.pedaily.cn/people/show1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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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017年 8月新设立基金类型统计表

来源：私募通 2017.09www.pedata.cn

8月新设立的基金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中钰维力并购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该基金成

立于 2017年，目标规模 10.00亿元人民币，存续期 2+3年，由中钰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与向彬共同发起设立，由中钰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负责

管理，投资方向限于与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相关的医疗器械和医疗服务等领域，主要方式包括但

不限于参股投资、并购、新设、合作经营等。中钰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是专注于医药医

疗等大健康领域的并购、股权债权投资、融资、顾问业务的专业金融服务机构。公司已成功设

立一支医药医疗股权投资基金、完成多个优质项目的投资、同步推进数支医药医疗并购基金的

落地并着手打造建医疗管理集团。（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http://newseed.pedaily.cn/vc/31081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28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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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9 月 9 日-9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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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 达泰资本 梅洛体育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9 月 9 日 君紫资本
小麦铺|小麦便

利店
物流 中国 1.20 亿人民币

9 月 11 日

光速中国创业投资

基金

真格基金

空气堡 IT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9 月 11 日

英诺天使基金

臻云智能（北京）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水木兴华

拓课云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9 月 11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正广兴家庭医生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60 亿人民币

9 月 11 日
量引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占心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9 月 11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贝康医疗器械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9 月 11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心路雷达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80.00 万人民币

9 月 11 日 明牌珠宝 马良行 IT 中国 NA

9 月 11 日

白马资本

鸿城投资

陈杰

白马优车 汽车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9 月 11 日
创合汇

不公开的投资者
职行力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9 月 11 日 安徽高新投 黄河水 清洁技术 美国 1500.00 万人民币

9 月 12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ZHO 共享纸巾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

务业
中国 5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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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
天图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随易 互联网 中国 2.90 亿人民币

9 月 12 日

青岛迈通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高产投

青鼎泰投资

博安达 IT 中国 4000.00 万人民币

9 月 12 日 晨光高科创投 诚道科技 IT 中国 1300.73 万人民币

9 月 12 日 天使投资人李斌 车语文化 娱乐传媒 中国 2.00 亿人民币

9 月 12 日

弘晖资本

上海永堪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轶诺药业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9 月 12 日
火山石资本

正心谷创新资本
罐头场文化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9 月 12 日 众鼎集团 合盘金融 金融 中国 2.00 亿人民币

9 月 13 日 拍拍贷 猫空 互联网 中国 NA

9 月 13 日 万象传媒 我要赞体育 娱乐传媒 中国 NA

9 月 13 日

杭州大头投资

英诺天使基金

火山石资本

拙朴投资

蜜曰科技

Monster Pub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9 月 13 日

学而思

元璟资本

华睿控股

咔哒故事 娱乐传媒 中国 NA

9 月 13 日 佳沃集团 九橙 连锁及零售 中国 NA

9 月 13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懂得 娱乐传媒 中国 NA

9 月 13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愿美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9 月 14 日

徽瑾创投

泰达科技

华泰紫金

浙江九州云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9 月 14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小象生活 其他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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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4 日
索道投资

水木资本
进化者机器人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9 月 14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优拜单车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9 月 14 日 大连鼎晟 抓钱猫 金融 中国 2.00 亿人民币

9 月 14 日

广发信德

上海慕华金誉股权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朗播网 教育与培训 中国 6000.00 万人民币

9 月 14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好课多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9 月 15 日

奇虎 360

三千资本

天神互动

中文投资

德同（北京）投资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裂变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05 亿人民币

9 月 15 日

国寿投资

国投创新

中国国新

中金智德

中信证券

国开开元股权投资

招银电信基金管理

联影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33.33 亿人民币

9 月 15 日

国家中小企业发展

基金

清控银杏

分分钟食材 互联网 中国 1.10 亿人民币

9 月 15 日
沸点资本

谷银基金
悦旅汇 其他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9 月 15 日
国科嘉和

安云资本
炼石网络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9 月 15 日 聚元投资 新旅界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9 月 15 日 真顺基金 鲜美信息 IT 中国 1000 万人民币

9 月 15 日 国泰融信 西默科技 IT 中国 156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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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9 月 15 日
高瓴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云帐房 IT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9 月 15 日
人福医药

汉德基金
RiteDose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美国 6.05 亿美元

9 月 15 日 方大化工 琢鼎投资 金融 中国 4.38 亿人民币

http://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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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亚洲 TOP10 并购事件

（9 月 2 日-9 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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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8日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中国中材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 建筑业 1,781

9 月 4 日

Terminal de Conteineres
de Paranagua SA (90%

股权变动规模)

巴西
招商局港口控股

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 运输业 920

9 月 2 日

中国能源运输有限公司

(49% 股权变动规模);

深圳长航滚装物流有限

公司; 上海长航国际海

运有限公司; Yangtze
Harmony Co Limited
(41.5% 股权变动规

模); Yangtze Fortune
Co Limited (41.5% 股权

变动规模)

中国
招商局能源运输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运输业 546

9 月 5 日

北京蜜莱坞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48.25% 股权

变动规模)

中国

宣亚国际品牌管

理（北京）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
互联网/电

子商务业
443

9 月 6 日

深圳中洲宝华置业有限

公司 (80% 股权变动规

模)

中国

深圳市中洲投资

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 房地产业 348

9 月 7 日
Les Ambassadeurs Club

Limited
英国 孙粗洪 中国香港 休闲业 320

9 月 3 日

Therapure Biopharma Inc
(contract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organisation (CDMO)
business )

加拿大

沈阳三生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 中

信产业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
医疗业：医

药
290

9 月 7 日

广东明家联合移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1.25%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佳兆业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 传媒业 269

9 月 7 日
大连一桥海参股份有限

公司海水养殖业务板块
中国 刘德群 中国 农业 240

9 月 6 日
舒城鼎兴园区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40% 股权变
中国

珠海东方隆升投

资管理中心（有
中国 房地产业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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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Mergermarket（http://www.mergermarket.com/china）

动规模) 限合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