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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9 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9.2% 支出增速继续回落

 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长 6.8% 前三季度同比增长 6.9%

 中国基金业协会：298 家私募机构被列入失联公告名单

 增持 VC/PE 成主权基金新风向 5 年后另类投资占比有望翻倍

 证监会审核力度加大：IPO 过会率下降 终止审查猛增

 中卫腾云筹建 8亿元规模医药健康产业投资基金

 趣店登陆纽交所：开盘大涨 43% 市值达 113 亿美元

 IDG 资本与平顶山市政府达成战略合作，升级打造“尧山•中原大佛”景区

 第一体育完成 8000 万元融资，深创投、中金公司领投

 红杉宽带战略投资中电数据 引领 IBM 沃森健康进入中国市场

【宏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建设指明了方向。

金融制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制度，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价值，就在于在储蓄者和

企业之间用最优的成本架起一座桥梁。把脉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不能简单地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要准确定位金融改革的关键痛点，既要疏通堵点，又要标本兼治，才能促进经济与金融的

良性循环。＞全文（人民网)

9 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9.2% 支出增速继续回落

在价格回升等因素的驱动下，9月全国财政收入加速增长。财政部 10月 16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9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714亿元，同比增长 9.2%，高出 8月 2个百分点。其中税

收收入同比增长 17.6%，为今年以来最高，非税收入同比下降 11%，降幅较 8月收窄 11.5个百

分点。

1-9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9.7%，其中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12.1%，占比

达到 84.3%，比去年同期和去年全年分别提高 1.2个和 2.6个百分点。＞全文（中国证券报)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07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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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长 6.8% 前三季度同比增长 6.9%

据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59328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9%，增

速与上半年持平，比上年同期加快 0.2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41229亿元，同

比增长 3.7%；第二产业增加值 238109亿元，增长 6.3%；第三产业增加值 313951亿元，增长

7.8%。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8%，经济连续 9个季度运行在 6.7-6.9%的区间，保持

中高速增长。＞全文（国家统计局）

【国内】 中国基金业协会：298 家私募机构被列入失联公告名单

记者从中国基金业协会获悉，截至 2017年 10月 10日，该协会已将上海璞盈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等 298家私募机构列入失联公告名单，并在协会官网中予以列示。

依据相关规定，上述 298家机构中，有 86家机构已被注销登记；有 9家机构已自行申请

注销登记。＞全文（信息时报)

增持 VC/PE 成主权基金新风向 5 年后另类投资占比有望翻倍

提起投资，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印象就是买股票、买银行理财产品等。但在更“专业”

的领域，还有不少另类投资，比如私募股权投资（简称 PE）等，平时我们常说的创业投资也

是私募股权投资的一种。

投中研究院院长国立波介绍，过去 10年，资产管理的一个特点是，另类投资在全球范围

内逐渐崛起，投资者对私募股权的配置稳步增加。绝对收益和私募股权成为另类投资的两大支

柱，是最热门的资产类别。＞全文（每日经济新闻）

证监会审核力度加大：IPO 过会率下降 终止审查猛增

证监会根据资本市场的最新变化，适应新的资本市场发展形势，大力促进着 IPO市场的规

范化，在把关人角色上，砥砺奋进。

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在近期的稽查执法工作会议中，证监会表示，“坚持依法全面从

严监管，敢于亮剑、敢于碰硬，严肃查处资本市场蒙骗欺诈、兴风作浪的严重违法违规案件。”

截至 10月 9日，2017年证监会的公告中，处于终止和中止审查的有 113家，而 2016年终止和

中止审查为 69家，离 2017年末还有数月，便已增长了约 63.77%。＞全文（国际金融报）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09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10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11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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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中卫腾云筹建 8亿元规模医药健康产业投资基金

10月 17日消息，医疗器械上市公司“鱼跃医疗”发布公告称，其与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拟共同参与设立江苏疌泉中卫腾云医药健康产业投资基金（暂定名）。

鱼跃医疗是一家以提供家用医疗器械、医用临床器械和互联网医疗服务为主要业务的公

司，而研发、制造和销售医疗器械产品是目前的核心业务。鱼跃医疗此次拟使用自筹资金参与

投资设立医药健康产业投资基金，可以有效借助专业机构的投资能力、投资渠道及资源挖掘和

整合能力，促进在医疗大健康产业相关领域的布局。＞全文（投资界）

【退出】趣店登陆纽交所：开盘大涨 43% 市值达 113 亿美元

10月 18日，趣店（NYSE:QD）北京时间 18日晚 9:30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

股票交易代码为“QD”，发行价为每股美国存托股（ADS）24 美元，高于招股书中的 19-22

美元定价区间，以此计算趣店市值将达到 79.17 亿美元。趣店今晚开盘价报 34.35美元，较发

行价上涨 43.13%，市值达到 113.31亿美元。

招股书显示，趣店的主要机构股东包括趣分期、凤凰祥瑞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和华声投资、

昆仑集团、源码加速器有限合伙公司、API（Hong Kong） Investment Limited、蓝驰创投旗下

Ever Bliss Fund, L.P.和 Joyful Bliss Limited、及 Ark Trust，持股比例分别为 21.6%、19.7%、16.7%、

12.8%、7.2%和 2.8%。＞全文（新浪科技）

【会员动态】 IDG 资本与平顶山市政府达成战略合作，升级打造“尧山•中原大佛”景区

2017年 10月 13日，IDG资本与河南省平顶山市政府签署框架协议，决定共同开发文化旅

游产品，推动区域产业升级发展。平顶山市委书记胡荃，平顶山市长周斌、鲁山县委书记杨英

锋等领导，IDG资本全球董事长熊晓鸽，天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留法等共同出席了签

约仪式。

根据协议，IDG资本将在文化旅游开发、大型演出等方面与平顶山政府进行合作。并承诺

在各项开发经营过程中，充分尊重城市文化历史，以低碳节能环保为标准进行项目筛选考量。

＞全文（IDG 资本）

【会员动态】第一体育完成 8000 万元融资，深创投、中金公司领投

10月 10日消息，据全国股转系统公开信息显示，刚刚挂牌的第一体育完成 8000万元人民

币的融资，本轮融资由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深创投）、中金公司领投，多家知名投资机构跟

投。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13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14
http://mp.weixin.qq.com/s/05kuuFR6XPL2Bh44qIib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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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融资完成后，第一体育将在资本支持下，继续深耕体育产业，成为连接社区高端运动

人群与高品质运动生活方式的纽带。同时，第一体育利用大数据健康管理、培训、文体运营等

丰富体育资产，成为集空间和内容打造于一体的绿色体育生态运营商。＞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红杉宽带战略投资中电数据 引领 IBM 沃森健康进入中国市场

近日，中电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数据”）引入红杉宽带跨境数字产业基金

（以下简称“红杉宽带”）作为股东进行战略投资。今后双方将合作投资，共享项目资源，加

快国际先进技术与业务的引进。红杉宽带作为公司股东，助力中电数据与 IBM成立合资公司，

向中国市场提供沃森健康相关解决方案，为推进“健康中国 2030”贡献智慧和力量。

＞全文（投中网）

 BPEA 月度培训”第七十期 -私募股权基金的募集、退出环节应关注的法律实务问题

【活动预告】BPEA 月度培训”第七十期 -私募股权基金的募集、退出环节应关注的法律实务

问题

时间：2017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二）14:00-17:00

地点：协会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11 号华一控股大厦 13 层）

语言：普通话

参会费：RMB 1000 元/人（BPEA 会员享有部分免费名额）

本期月度培训，协会特邀请天元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刘亦鸣律师从基金募集、基金退出方

面围绕基金投资项目上市过程中涉及的“三类股东”、合伙制基金的国有股转持、资金来源核

查、结构化安排等问题进行详细解析。本期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培训内容：

一、基金募集环节

1、三类股东作为 Pre-IPO 基金投资人的身份问题

2、财预[2017]50 号文对国有背景基金的影响

http://mp.weixin.qq.com/s/tammgprd-sky9DSgQ8l34A
http://mp.weixin.qq.com/s/K5LU8XvjEjLB6_rNLN_w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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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退出环节

1、国有股转持问题

2、减持新规简析

联系方式：

联络人：张女士，邹女士

电话：010-88086901，88087229 传真：010-88086229

Email：lzhang@bpea.net.cn qqzou@bpea.net.cn

网址：www.bpea.net.cn

报名方式：

请发送附件报名表至上述联系人邮箱，报名从速。＞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2017 中国并购基金峰会嘉宾演讲摘录三

尉立东：国际并购和中企海外投资发展的趋势

中国并购公会会长

2017年 8月 31日，由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中税咨询集团主

办的“2017中国并购基金峰会”在北京万达索菲特酒店隆重举办。以下为嘉宾演讲摘录三：

中国并购公会会长尉立东先生在峰会上的精彩演讲：

尊敬的曹老师，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由于我这两天感冒，所以说让大家听着有点吃力，

但是由于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一直支持各个基金的发展，我还是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作为

一个具体的并购基金怎么样来理解，怎么看并购的投资机会。

我分几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就是国际并购和中企海外投资发展的趋势。就像曹老师

刚才讲的，我们现在进入经济调整关键时期，并购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方式和方法，从我们的收

入上来看，刚才曹老师也介绍到，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新技术、新品牌，从过去的时

间来讲，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个趋势，所以说从数据上来讲，全球并购的金额一直是处于一个稳

步回升状态，特别 2015年是金融危机之后并购交易的高点，全球并购达到是 4.7万亿，2016

年应该说有所下降，下降了 17%，但仍然是历史第二高的水平。从回落因素来讲有这样几个，

http://mp.weixin.qq.com/s/6g27xSTAKjeAzma3x8Vf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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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宏观经济的影响，也有政治的影响，包括美国川普的政策，包括英国退欧等等，大家都

知道。

但是归根到底，我们有几句话，应该说放到全球并购的规律上，是日本经济在减缓，中国

监管正在趋严，欧洲经济正在复苏，美国去全球化的趋势也比较明显。从结构上来讲，大家也

可以看一下这个变化，2012到 2016年，在全球并购总的增长率上中国是 20%，可以说是独领

风骚，从结构上来讲，可以看到还是欧洲占全球并购市场份额的 35%，北美占 32%，传统的欧

洲和美国还是在并购上占据半壁江山以上。但是中国正在快速地发展，增长速度很快，增长率

也很高。

从欧洲和其他经济体的数据来讲，特别我们看第一张图，就是欧洲的外资入境并购在 2014

年、2015年，特别是 2015年，有了一个快速地发展，应该说是一个飙升井喷的阶段。从以巴

西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来看，就是在 2010年出现一个高点，之后一直是稳步上升没有明显飞

跃，过两天要开金砖五国的会，在香港大家进行沟通，说现在看金砖五国的颜色来讲，称得上

金的颜色，中国肯定没问题，其他国家越来越像砖的颜色，通过这个图也可以看到，欧洲这几

年的并购在井喷，新兴经济体没有实际的影响。

回头再看中国自身，这几个数据是比较有标志意义的数据，借次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到去年是 1832亿美元，应该说这些年都是保持快速的增长。2013年，中国

的对外投资首次突破 1000亿美元，2015年也是一个标志，中国对外的直接投资首次超过了引

进外资的水平，中国开始步入资本净输出国的行列，这也是一个标志。

2016年是一个历史的新高，但是我们看 2017年的上半年，应该说是有所放缓的，2016年

的上半年是 889亿美金，今年的上半年只有 482亿美金，这个下降的幅度是比较大的，具体的

原因大家应该也能了解，后续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整个的形式，中国数据在下降，但是下降的原因，我们认为是结构在优化，后面有一个

结构的数据。根本的原因就是并购监管正在趋严，从 2016年的 2月到 2016年 7月到 12月到

今年，财政和外管发的一系列政策，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家都耳熟能详，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造成我们结构在优化。从结构优化的结果来看，非理性投资在大幅地减少，特别是房地产、酒

店等相关海外并购的交易金额。2016年的上半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跨境并购出现一个非常快

速的跨越，达到了 62亿美金，今年又恢复到正常水平，这些都是我们相关的一些监管政策在

发挥作用。所以从结构上来看，真正大幅下降主要还是这样一些非理性的投资，甚至包括我们

日常交流叫避险的投资，并不是真正买技术、买品牌，而是考虑到外汇一些波动、汇率的风险，

在国外进行一些房地产的投资。所以从数据上来看，也跟刚才曹老师介绍的数据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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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国资本后续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后劲还是很足的，通过数据

来看，2016年我们海外并购额首次超过美国，并购流量排在第二，与排名第一的美国差距逐年

缩小。2007年美国占全球 18%，我们还是 1%，我们只有美国的 7%，到了 2016年美国占全球

市场 21%，我们占 13%，已经是美国的 61%，应该说差距在缩小。根据我们跟安永的报告，如

果大家感兴趣，我们判断未来十年，中国应该会超过美国。

从并购交易地来看，2016年最大的五家是瑞士、美国、德国、芬兰和英国，其中瑞士受中

化购买先正达的单一数据影响比较大，回顾到今天我们看，我们并购主要是在英国、澳大利亚、

美国、新加坡和德国，这也是符合我们说的到美国到欧洲去买，尽管现在倡导一带一路，但是

我们真正跨境并购的目标国还是在欧盟，在美国。

刚才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一带一路政策倡议给我们带来一些投资的机会。一带一路高

峰论坛有很多成果，大家也都看到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底一带一路国家按照结构分析数据会

怎么样，应该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多样性强，发展的阶段、产业的结构互补性比较明显。

一带一路沿线的 65个国家有 80%属于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41个经济体属于中高等以上的国

家，占比 63%，柬埔寨、孟加拉、缅甸、尼泊尔等属于低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在区域占比 8%，

低于全球 16%的占比；从发展速度来讲，应该说 2000到 2016年，这些国家年符合增长率 8.7%，

高于全球 5.3%的水平，简单说就是，人口占全球 63%，经济占全球 29%，货物和服务出口占

全球 24%，整个区域的国家是这样一个水平。

全球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应该也是经历了一个快速的成长，大幅的收缩，不断的上升的

趋势。从行业上来讲，应该是最大的是金融行业，其次是一些工业，第三是电信服务行业，在

行业占主导的地位。从区域上一带就是陆上的丝路经济带，高于海上丝绸之路这些国家，这几

年有所扭转，但是还是这样一个趋势。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的并购，这几年特别是 2014年以来，出现了井喷式地增长。从结构

上也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和科技类的投资上，从金额上最大的是新加坡，96亿美金，

俄罗斯 49亿美金，马来西亚 47亿美金。结构大概这样，但是我们在数量级上可以看到，最大

几个国家的交易，还不如中化收购先正达一笔交易的金额，所以还是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真正全球并购的核心还是在欧洲、在美国。那么并购的机遇在哪，我们这次

在香港年会上也提出来，一带一路倡议做投资，并不是做政策性投资，还是要尊重市场化的原

则，更多的是在国家倡议的基础上，有众多的引导政策，看有哪些商业机会，这个刚才曹老师

也介绍了，我简单地跟大家回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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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就是产能的双赢转移，特别是刚才曹老师讲的，国内像水泥行业、钢铁行业，去产能

效果比较明显的，但回头来看东南亚一些国家，缅甸、柬埔寨等，中资在那边快速发展，也符

合现在的发展趋势。另外一个就是优势产业的输出，特别是高铁、核电、光伏，这也是一带一

路走出去的看家宝，新四大发明，包括高铁，这些也是一带一路投资重点项目，我们拿回来的

主要是廉价的资源和能源，这个也是一带一路投资主要的趋势。

行业来讲，从这几年统计数据来讲，主要还是在基础设施和能源行业，增长比较快的是电

子计算机这些高科技行业，包括消费品、化学、医疗领域也在快速地上升。从驱动力来讲，刚

才曹老师系统的介绍了，一个就是我们能源的储备，因为一带一路国家很多都是中亚地区、西

亚地区一些能源富裕的地区，所以说我们原来主要是能源的、资源类的并购，未来现在变成了

一个能力上的并购，以高科技、制造业、消费类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从这些国家的政策来讲，

其对外开放政策是吸引，包括中国这些境外投资主要的一个指标，特别新加坡因为涉及到零关

税，所以说很多国家都是以新加坡作为一个并购的集散地，所以说中国海外并购一带一路也是

以新加坡数据最大的为主。从储蓄与投资来看，刚刚曹老师介绍，国内发展也是这样一个趋势，

我们看一带一路国家也是这样一个趋势，并购金额最大的都是高储蓄率的一些国家，储蓄率比

较低都是并购比较落后的几个国家。

从发展的展望上来讲，应该说中东和东盟的潜力巨大，特别是东盟最近特别热闹。从数据

上来讲，从目前的规划来讲，东盟地区因为未来要六万亿的美元基础设施，每年大概八千亿美

金，为什么说一带一路投资机会很多都是在基础设施上，通过数据来讲，我们也验证了这一点，

所以说现在很多一带一路，包括并购基金，包括夹层基金，都是这样一个趋势。

通过中企海外并购的目标，我们到底怎么看，说并购基金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现在发展的

一个最重要的阶段，特别我们说未来十年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黄金十年。但是我们和安永做

的统计报告访谈了全国 17个省，包括香港的一些企业，通过他们反馈来讲，中国企业走出去

战略的目标主要定位这样几个，一个是全球化战略规模，一个进入新的市场，一个获取新的技

术和产品。这和刚才曹老师分析基本上一样的，但是从结果上看，实际贡献最大的，扩大了品

牌知名度，扩大了市场份额，也提高了技术生产水平，我们走出去的目标和实现的效果基本上

两者是高度关联的，也达到了这些年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效果。

但是问题也很大，这些企业走出去，企业的文化融合，战略目标的统一，以及人才流失是

最大的问题。根据我们和安永的统计来讲，最大的挑战还是投资方与被并购方不愿意改变原来

固有的文化，包括高级管理团队的有效沟通支持不足。我记得国务院国资委有过一个统计，真

正过去中国企业走出去，能够实现我们并购目标的不足 30%，可能有 30%不好不坏，剩下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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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 40、50%都是失败的，真正的问题就是这样。从战略上来讲，也确实很难达成一致，这就

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前一段包括我们在香港，包括我跟光大金控的陈爽总也在沟通这个事，确

实走出去文化的整合，团队的整合非常难。那天我跟他沟通，他说了一句，我认为很中肯，也

很有启发的话，因为陈爽在香港已经 20年了，今年当选了香港的太平绅士，但是他那天在内

部交流中说，“我在香港算已经成功了，但是我是不是真正融入香港社会了，我感觉还远远不

足。”所以回头我在想，我们在香港已经是一个国家，一个中国，20年过去了，他已经是太平

绅士，但是他认为在香港沟通交流仍然还没有达到那么顺畅，文化沟通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回

头我们来想，中国企业真正走到境外去，到东盟，到中亚，最大问题还是这些，文化整合是关

键，一定要抱着一颗真正大家共同发展，共同成长这样一个发心，可能更容易得到大家的认同。

过多地强调文化的整合，文化的输出，经济的输出，可能未必做的好。

那么在这个阶段，我看昨天陈元主席在香港也说，一带一路跨境并购怎么发挥香港主体的

作用，我们现在也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判断，发挥香港在跨境并购文化整合，理念整合上的一个

核心的作用，因为毕竟香港经济腾飞在我们 20年之前，在很多东盟、在很多东南亚国家比我

们更早地做并购、做整合，有很多经验，再加上香港国际化的人才也更多，规范化的职业经理

人和法律环境等等，未来发挥香港在一带一路跨境并购关键作用。同时也跟大家分享，一定要

打造一个多元化，包容性的团队，在风险判断，在法律合规，在财务尽调，在人才培养，人才

留用这些方面，一定要有一个国际化、包容的、多元化的团队，只有这个团队打造好，才能真

正中国企业实现跨境的共赢，所以说我们初步判断未来十年中国的跨境要超过美国，中国第一

次有了中国资本输出的声音和力量，怎么能做到中国有高质量有价值的并购，而不是我们出去

就花钱多，土豪式的并购，更多依靠包括股权投资协会，包括并购公会大家一起合作努力，在

中国并购国际化、市场化、规范化方面，做出团队共同的力量。

最后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并购公会，其实并购公会和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有着非常深的

渊源，熊焰会长也是并购公会的创始会长之一，并购公会一直主张全世界的并购者联合起来，

大家共同做规范化、职业化、生产化的事情，不忘初心，并购人永远走在奋斗的路上。并购公

会现在在全球有 14个分会，12个专业委员会，在香港、在美国都有分会，也是希望和股权投

资协会、和大家一起为中国的海外并购力量一起做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也谢谢大家。

（来源：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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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科数据：9 月共 43 家中企完成 IPO，众安在线顶“三马”光环赴港交

所上市

根据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数据显示 ，2017年 9月全球共有 43家中国企业完成 IPO，IPO

数量环比增加 13.16%，同比增加 72.00%。中企 IPO总融资额为 44.43亿美元，融资额环比增

加 77.16%，同比减少 54.94%。 本月完成 IPO的中企涉及 21个一级行业，登陆 7个交易市场，

中企 IPO平均融资额为 1.03亿美元，单笔最高融资额 15.25亿美元，最低融资额 534.12万美元。

43家 IPO企业中 26家企业有 VC/PE支持，占比 60.47%。 本月金额最大的三起 IPO案例为：

众安在线上市（1525.37百万美元），辰欣药业上市（171.55百万美元），兆丰股份上市（153.77

百万美元） 。

图 1 IPO数量和融资金额月度走势

来源：私募通 2017.10 www.pedata.cn

金融科技第一股，众安在线赴港交所上市

众安在线（06060.HK）成立于 2013年 10月，是国内首家互联网保险公司，由蚂蚁金服、

腾讯、中国平安等国内知名企业，基于保障和促进整个互联网生态发展的初衷发起设立。众安

保险业务流程全程在线，全国均不设任何分支机构，完全通过互联网进行承保和理赔服务。

2017年 9月 28日，众安在线成功登陆香港证券交易所主板，成为香港资本市场上首只主

打金融科技概念的保险股。通过招股书中的信息披露，本次公开发行每股发售股份最终定价为

59.71港元，募集资金金额约 118.98亿港元，将主要用于加强资本基础以支持业务增长。与过

往的保险公司不同，众安在线基于生活消费、消费金融、健康、汽车及航旅等生态系统，生产

生态系统导向的风险解决方案，而且从销售、定价、风控到理赔，全程在线。因为商业模式具

http://newseed.pedaily.cn/vc/38531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27905
http://newseed.pedaily.cn/vc/36998
http://newseed.pedaily.cn/vc/38379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39252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39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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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稀缺性，众安在线广受机构和投资者追捧，其中包括摩根士坦利、中金、鼎晖投资（CDH）、

凯斯博（Keywise）等。

表 1 9月份 IPO企业融资 Top10

排

名
上市时间 企业简称 上市地点 行业 募集金额（US $M） 是否 VC/PE 支持

1 2017-09-28 众安在线
香港证券交易所主

板
保险 1525.37 是

2 2017-09-29 辰欣药业 上海证券交易所 医药 171.55 是

3 2017-09-08 兆丰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
其他汽车 153.77 否

4 2017-09-01 光威复材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
新材料 152.41 是

5 2017-09-01 东珠景观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其他建筑/工程 152.19 是

6 2017-09-27
红黄蓝教

育
纽约证券交易所 其他教育与培训 144.30 否

7 2017-09-22 哈三联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
医药 140.28 是

8 2017-09-11 银都股份 上海证券交易所
电气机械及器材

制造
120.12 否

9 2017-09-20 恒银金融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其他机械制造 110.71 是

10 2017-09-13 畅联股份 上海证券交易所 配送及仓储 99.94 是

来源：私募通 2017.10www.pedata.cn

医学检验领头羊，金域医学登陆上交所

金域医学（603882）成立于 2006年 5月，是一家专业从事第三方医学检验及病理诊断业

务的独立医学实验室，有 10余年第三方医学检验业务经验，主营业务为向各类医疗机构提供

医学检验及病理诊断外包服务。2017年 9月 8日，金域医学正式登陆上交所，首次公开发行每

股发售股份最终定价为 6.93元，募集资金约 4.76亿元。

根据招股说明书所披露的信息，2015年 2月 17日，志兴安德投资旗下的北京翰盈承丰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国开博裕旗下的国开博裕一期（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君联资本旗下的天津君睿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甲辰投资旗下的上海辰德惟敬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和国开金融旗下的国创开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投资广州金域医学

http://newseed.pedaily.cn/vc/36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27292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28432
http://newseed.pedaily.cn/vc/39232
http://newseed.pedaily.cn/vc/32
http://newseed.pedaily.cn/vc/2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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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86.62万人民币，获得股权占比 50.40%；2015年 3月 31日，安超投

资旗下的拉萨庆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投资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5.37万人

民币，获得股权占比 1.91%；2015年 9月 11日，国开博裕旗下的国开博裕一期（上海）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甲辰投资旗下的上海辰德惟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国开金融

旗下的国创开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君联资本旗下的北京君联茂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投资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亿人民币，获得股权占比 3.99%。募

集资金主要运用于主要运用到四个项目，分别是实验室产能扩充建设项目、营销物流网络扩建

及信息化升级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拉夏贝尔登陆上交所中国“ZARA”重启 A股

拉夏贝尔（603157）成立于 2001年 3月，是一家多品牌运营的自有品牌服装连锁零售企

业，主要从事服装设计与研发、外包生产、品牌推广和直营销售，主营业务是自有品牌服装的

连锁零售经营。2017年 9月 25日，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

市，公司此次公开发行新股 5477万股，发行价为 8.41元/股，募集资金总额约 4.61亿元。这

已经不是拉夏贝尔首次出现在 A股 IPO企业名单上，3年前，其曾折戟 A股并于去年年底登陆

港交所，但时隔不到半年，拉夏贝尔又重回 A股。

根据招股说明书所披露的信息，2010年 3月 23日，博信资本旗下的博信一期（天津）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融玺创投旗下的上海融高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上海拉夏

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3,900.00万人民币，占股比例为 30.00%。2013年 6月 27日，高盛旗下

的北京宽街博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投资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3亿人民币，占股

比例为 5.00%。2013年 8月 9日，博信资本旗下的博信中国成长基金 I、鲲行投资旗下的鲲行

（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3.54亿人民币，

占股比例为 6.44%。募集资金主要运用于零售网络扩展建设项目和新零售信息系统建设项目。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25169
http://newseed.pedaily.cn/vc/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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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9月份各资本市场 IPO数量和融资额情况

来源：私募通 2017.10www.pedata.cn

9月份共有 43家主营地在中国大陆的企业上市。其中：上海证券交易所 21家，占比 48.84%；

深圳创业板 9家，占比 20.93%；深圳中小板 7家，占比 16.28%；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 3家，

占比 6.98%；香港证券交易所主板 1家，占比 2.33%；其他 2家，占比 4.56%。

从融资金额来看，本月中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募资约为 15.88亿美元，占比 35.75%，位列

第一；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主板共募资约 15.25亿美元，占比约 34.33%，位列第二；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共募资约 6.34亿美元，占比约 14.27%，位居第三。

IPO退出情况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2017年 9月，43家 IPO企业中 26家企业有 VC/PE支持，占

比 60.47%。IPO退出共 27起，涉及机构 75家，74支基金，本月 IPO退出数量同比上升 107.69%。

以发行价计算，2017年 9月 IPO退出平均回报倍数为 3.63倍。

表 2 9月份 VC/PE机构 IPO退出情况

上市公司简称 投资机构 投资基金 投资回报倍数

铭普光磁

远卓投资 -- 3.3

达晨创投 达晨财鑫 2.36

达晨创投 达晨创瑞 2.97

达晨创投 达晨创恒 2.97

达晨创投 达晨聚圣 2.36

中兴创投 中和春生壹号基金 3.96

合顺股权投资 -- 7.42

达晨创投 达晨创泰 2.97

http://newseed.pedaily.cn/vc/30
http://newseed.pedaily.cn/vc/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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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晨海峡创投 -- 2.35

辰欣药业

九鼎投资 夏启宝寿九鼎 0.92

九鼎投资 九鼎医药基金 0.87

九鼎投资 夏启卓兴基金 0.92

九鼎投资 夏启兴贤九鼎 0.92

九鼎投资 夏启智仕九鼎 0.92

九鼎投资 夏启盛世九鼎 0.92

亚士创能

上海纳米创投 泓成基金 5.55

海通新能源 海通新能源低碳产业投资 5.82

涌铧投资 祥和基金一期 6.13

众安在线 鼎晖投资 CDH Avatar,L.P. 1.66

世纪天鸿 伟星创投 -- 1.4

傲农生物
硅谷天堂 天津硅谷天堂鸿瑞基金 0.86

深圳九源 九源长青 0.86

阿石创

西堤汇资产 西堤投资 0.98

嘉德投资 嘉德创信 0.98

福建省电子信息产业股权投资 福建电子信息产业投资 2.03

兴正创业 福建新一代信息技术创业投资 2.03

拉夏贝尔

博信资本 博信中国成长基金 I 0.56

融玺创投 融高创投 15.19

鲲行投资 鲲行投资 0.56

高盛 宽街博华 0.51

博信资本 博信一期基金 15.19

哈三联

中融鼎新投资 中融爱尔医疗基金 1.51

中合供销股权投资 中合供销基金一期 1.51

中瑞国信资产管理 -- 3.6

大理药业 新疆立兴投资 -- 22.35

掌阅科技 国金投资 国金天吉 0.36

恒银金融

深创投 -- 2.83

工银国际 珠海融恒 2.29

金石灏汭 -- 2.83

http://newseed.pedaily.cn/vc/503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23839
http://newseed.pedaily.cn/vc/373
http://newseed.pedaily.cn/vc/21080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28119
http://newseed.pedaily.cn/vc/25190
http://newseed.pedaily.cn/vc/8417
http://newseed.pedaily.cn/vc/283
http://newseed.pedaily.cn/vc/31458
http://newseed.pedaily.cn/vc/37454
http://newseed.pedaily.cn/vc/36904
http://newseed.pedaily.cn/vc/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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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源文化 硅谷天堂 宁波硅谷天堂 5.95

天宇股份 上海景林 景林创投 2.4

原尚股份 博汇源创投 -- 1.36

华通热力

科桥投资 科桥二期基金 1.22

昆仑投资 克拉玛依能源服务基金 1.22

昆仑投资 臻诚投资 2

北京通用投资 通用投资 1.22

桃花源投资 桃花源壹号投资 2.2

英派斯

昊德嘉慧投资 海宁嘉慧基金 1.81

青岛拥湾 五岳创投基金 2.26

青松创投 青松财智 1.61

景胜伟达 -- 2.08

青岛拥湾 拥湾成长创投基金 1.81

殷富中国 -- 2.65

金石灏汭 -- 1.81

尚信投资 邦源创业 1.6

得一投资 南通得一 2.26

达晨创投 达晨文旅 1.8

景林投资 景林景途 2.6

畅联股份 自贸区基金管理公司 上海自贸区畅连投资 1.04

赛隆药业 运胜投资 北京坤顺 1.04

岱勒新材

涌铧投资 祥禾股权投资 1.87

涌铧投资 祥禾基金一期 1.91

启迪创投 启迪汇德创投 --

华清博远 -- --

上海纳米创投 鸿华股权基金 1.87

启迪创投 启程青年创投 1.91

华创策源 华创策联创投 --

江苏高科投 高投中小企业创投 1.87

毅达资本 高投创新价值创投 1.91

金域医学 国开金融 国创开元股权投资基金 12.32

http://newseed.pedaily.cn/vc/134
http://newseed.pedaily.cn/vc/284
http://newseed.pedaily.cn/vc/8580
http://newseed.pedaily.cn/vc/653
http://newseed.pedaily.cn/vc/20696
http://newseed.pedaily.cn/vc/38112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28226
http://newseed.pedaily.cn/vc/22182
http://newseed.pedaily.cn/vc/419
http://newseed.pedaily.cn/vc/31671
http://newseed.pedaily.cn/vc/8028
http://newseed.pedaily.cn/vc/346
http://newseed.pedaily.cn/vc/2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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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联资本 联想投资三期人民币基金 0.54

君联资本 联想投资二期人民币基金 61.53

国开博裕 国开博裕一期 12.32

安超投资 拉萨庆德基金 61.53

甲辰投资 辰德惟敬 12.32

众源新材 科惠价值投资 科惠股权投资中心 6.18

天安新材
金茂资本 佛山拓展创投基金 10.54

佛山金茂 佛山创投 2.39

建研院
苏州胡杨林资本 胡杨林丰益 2.49

日亚投资 日亚吴中国发基金 2.49

祥和实业
方向投资 -- 1.13

天堂硅谷 天堂硅谷时顺 1.13

光威复材
中信产业基金 中信股权投资基金三期 --

和君资本 威和投资 --

东珠景观

国盛古贤 国盛古贤基金 1.99

复星资本 复星创泓 2.27

上海奇福 上海福挚 1.65

上海奇福 -- 1.65

海通开元 -- 2.27

景达创投 -- 2.42

无锡金投 金投产业升级股权投资 1.65

来源：私募通 2017.10 www.pedata.cn

华通热力上市，科桥投资、昆仑投资和北京通用投资等获得 IPO退出

华通热力成立于 2002年，是集供热项目投资、供热承包运营、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技术

研发、管理顾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供热公司，是国内最早实施合同能源服务的供热企业及国

家发改委首批备案的“合同能源管理推荐单位”。发展至今,华通热力已成为北京地区管理规模最

大、综合实力最强的民营供热企业。根据招股书信息披露，2012年 5月 25日，昆仑投资旗下

的北京实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桃花源投资旗下的新疆桃花源壹号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投资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00万人民币，获得股权 5.33%。2013年 9

月 2日，昆仑投资旗下的克拉玛依臻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企业参与了华通热力的新一轮融

http://newseed.pedaily.cn/vc/31887
http://newseed.pedaily.cn/vc/480
http://newseed.pedaily.cn/vc/8391
http://zdb.pedaily.cn/people/show4218/
http://newseed.pedaily.cn/vc/226
http://newseed.pedaily.cn/vc/21530
http://newseed.pedaily.cn/vc/631
http://newseed.pedaily.cn/vc/550
http://newseed.pedaily.cn/vc/68
http://newseed.pedaily.cn/vc/37448
http://newseed.pedaily.cn/vc/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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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投资金额为 1100万人民币，获得股权 3.33%。2013年 11月 22日，昆仑投资旗下的克拉

玛依昆仑朝阳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通用投资旗下的中山通用科技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和科桥投资旗下的北京科桥成长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参与了华通热

力上市前最后一轮融资，投资金额 1.1亿人民币，获得股权 17.46%。2017年 9月 15日，华通

热力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成功上市，上述机构和基金获得 IPO退出。

东珠景观上市，复星资本、景达创投和海通开元等获得 IPO退出

东珠景观成立于 2001年，是一家集大型生态湿地开发修复与保护，景观规划设计、园林

工程施工、市政工程施工、绿化养护及苗木产销等为一体的国内大型园林企业。根据招股书信

息披露，2010年 11月 24日，上海景达创业投资（有限合伙）投资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3300万人民币，获得股权 3.23%；2012年 4月 16日，复星资本旗下的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成都科创嘉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参与了东珠景观的新一轮融资，投资金额为 1.25亿人民币，获得股权 9.91%；2013年 9月 5

日，国盛古贤旗下的上海国盛古贤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江苏东珠景观股份有限

公司 3287.93万人民币，获得股权 2.29%；2015年 8月 20日，上海奇福旗下的上海福挚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锡金投旗下的无锡金投产业升级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参与了东珠景观又一轮融资，投资金额 1.24亿人民币，获得股权 6.62%；2015年 10月 8日，

上海奇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参与了东珠景观上市前最后一轮融资，投资金额为 1100万人民币，

获得股权 0.59%。2017年 9月 1日，东珠景观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上述机构和基金获

得 IPO退出。

行业&地区分布情况

图 3 9月份 IPO企业数量和募集金额行业分布情况

来源：私募通 2017.10www.pedata.cn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26514
http://newseed.pedaily.cn/vc/3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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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9月中企 IPO共涉及 21个一级行业。从案例数来看，机械制造、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和化工原料及加工分列前三位，分别完成 7、6和 4个案例，占比依次为

16.28%、13.95%和 9.30%，累计占比 39.53%。从金额方面来看，金融、生物技术/医疗健康和

机械制造分列前三位，募集金额分别为 15.25亿、5.74亿和 5.58亿美元，占比依次是 34.33%、

12.92%和 12.55%，累计占比 59.80%。

图 4 9月份 IPO企业地域分布情况

来源：私募通 2017.10www.pedata.cn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9月中企 IPO企业共涉及 15个省。从总数来看，浙江省、广东

省和山东省分列前三位，各完成 IPO9、6和 5家企业，分别占比 20.93%、13.95%和 11.63%；其

中有 VC/PE支持的企业共 26家 ， 广东省、山东省和浙江省分列前三位，分别中企 IPO5、4、

3家，分别占比 19.23%、15.38%、11.54%。（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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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10 月 14 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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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6 日 时代地产 EasyGo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6 日

软银中国资本

新英才控股集团

天使投资人黄晓明

新英才控股集团 房地产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6 日 腾讯投资 懒熊体育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中国 NA

10 月 16 日

深创投

中金公司

不公开的投资者

第一体育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中国 8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6 日 银石集团 青创众帮 金融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6 日
凯辉基金

纪源资本
初速度科技 IT 中国 NA

10 月 16 日 华滨创业投资 媒介匣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6 日
创势资本

百鸽争鸣 互联网 中国 1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6 日

浙商创投

龙德文创

重庆文化创意股权

投资基金

光大常春藤

珠海通沛股权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浙江泛城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联通创投

讯众股份 IT 中国 10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6 日 长润资产 深蓝机器 机械制造 中国 1200.42 万人民币

10 月 16 日

湖北新能源创投

梅山保税港区鸿能

股权投资基金

长江证券创新投资

中一股份 电子及光电设备 深圳市 1.25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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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 慧聪国际（慧聪网） 融资线 金融 深圳市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7 日
德太集团

不公开的投资者
维信金科 金融 中国 NA

10 月 17 日

君联资本

愉悦资本

云畔投资

天使之橙 连锁及零售
伊犁哈萨

克自治州
4.00 亿人民币

10 月 17 日

海尔投资

今日资本

峰尚资本

U掌柜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0 月 17 日
磐霖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爱啃萝卜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7 日 昆仲资本 功夫豆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7 日 广东天使会 亿图视觉 IT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7 日

华映资本

国家中小企业发展

基金

知呱呱 IT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7 日

创新工场

EMC

祥峰投资

治平资本

银泰百货

花卷 互联网 中国 4000.00 万美元

10 月 17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一点资讯 娱乐传媒 中国 1.00 亿美元

10 月 17 日
旦恩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火箭投递 物流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7 日 南胜投资 沃森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6.00 亿人民币

10 月 17 日 青蓝投资 蓝鲸逸游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7 日
山东开来资本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摆渡股份 互联网 中国 42.00 万人民币

10 月 17 日 新余汇泽 西山科技 机械制造 中国 211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7 日

华强资产管理

招商致远资本

中广文影

华强方特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4.62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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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富基金管理公司

东源汇信

高林资本

中骏微影

国富基金

深圳华强集团有限

公司

池州中安招商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0 月 17 日 远致投资 欣横纵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7 日 三峡金石投资 环创科技 清洁技术 中国 700.00 万美元

10 月 17 日

厦门德屹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鑫鼎国瑞

龙岩市汇金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

福建省闽招产业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环创科技 清洁技术 中国 7995.06 万人民币

10 月 18 日

钟鼎创投

石天资本

高和翰同

华映资本

铺海电子 互联网 中国 9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8 日

德同资本

道生投资

创新谷投资

哈匹国际

漂流伞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8 日

经纬中国

洪泰基金

考拉基金

顺为资本

易点租 互联网 中国 1.20 亿人民币

10 月 18 日

香港创业者基金会

元泰投资

魔量资本

毅园投资

海阔天空创投

Prenetics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4000.00 万美元

10 月 18 日 星河互联 龙信数据 IT 中国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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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

红杉宽带隽熙投资

管理（湖北）有限

公司

中电数据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10 月 1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健匠物联网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8 日

创世伙伴

元大创投

Extol Capital

讯连科技

玩美商贸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2500.00 万美元

10 月 18 日 浙江弘帆投资 创蓝 253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8 日
世高科技

不公开的投资者
九个亿数资财经 金融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8 日

金葵花资本

盛世景投资

比特资本

星际互娱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5931.99 万人民币

10 月 18 日
上海东策盛资产

米度资产
天亿马 IT 中国 4191.33 万人民币

10 月 19 日

麦星投资

金砖资本

同渡资本

国家低碳产业基金

管理公司

闲豆 清洁技术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0 月 19 日

臻云智能（北京）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英诺天使基金

逐鹿资本

镁伽机器人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9 日

娱加娱乐

简鸣资本

度衡量资本

朋尼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9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爱存包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3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9 日

博伟智远

GlodenSummit

蓝驰创投

盛海投资

德师傅 汽车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0 月 19 日

腾讯投资

Priceline

红杉中国

新加坡政府投资

加拿大养老金直投

挚信资本

新美大 互联网 中国 40.0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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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基金

Coatue

阿联酋-中国联合

投资基金

10 月 19 日
源码资本

不惑创投
掌上辅材 互联网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9 日

微影资本

百度投资部

中民投资本

国家中小企业发展

基金

智度投资

蜻蜓.fm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 亿人民币

10 月 19 日 星河互联 极企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9 日 天马股份 钱满仓 金融 中国 NA

10 月 19 日 梧桐理想 企易购 互联网 中国 610.00 万人民币

10 月 19 日 华统股份 广信食品 食品&饮料 中国 2388.77 万人民币

10 月 20 日
创世伙伴

不公开的投资者
门牙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0 日 启赋资本 蘑菇物联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0 日
欢瑞（东阳）

子熠投资
七娱世纪 娱乐传媒 中国 4980.58 万人民币

10 月 20 日

英特尔投资

嘉实投资

晨兴资本

高瓴资本

双湖投资

线性资本

地平线机器人 IT 中国 1.00 亿美元

10 月 20 日
新美大

TL Data
大家来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0 月 20 日
赛富动势投资

国数投资
中娱传媒 娱乐传媒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0 日

泽贤资产

嘉禾资产

中侨集团

物只卤鹅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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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 日
国投创新

中移国投创新
Ninebot 机械制造 中国 1.00 亿美元

10 月 20 日
顺势创行投资

中合农投投资
哇棒传媒 互联网 中国 1995.43 万人民币

10 月 20 日 阿里创投 龙图信息 IT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0 日 招商湘江 金益环保 机械制造 中国 57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0 日

创新谷投资

紫辉创投

羊羊得亿

机遇空间网络

时空梭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0 日
国金投资

容铭资本
达斯琪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0 日 五洋科技 天辰智能 机械制造 中国 25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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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9日-10 月 13 日）

【并购/投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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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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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1 日
ANI Technologies Private
Limited (未透露股权)

印度

SoftBank Group
Corp; 腾讯控股

有限公司

中国
互联网/电

子商务业
1,100

10 月 12 日 Mantra Group Limited 澳大利亚 Accor SA 法国 休闲业 970

10 月 12 日

Myanmar Distillery Co
(75% 股权变动规模);

and Myanmar Supply
Chain and Service Co Ltd
(75% 股权变动规模)

缅甸
Thai Beverage

PCL
泰国

消费品业：

其他
742

10 月 12 日

北京天新福医疗器材有

限公司 (80% 股权变动

规模)

中国
中国生物制造公

司
中国 医疗业 513

10 月 13 日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

公司 (20% 股权变动规

模)

中国

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
消费品业：

其他
452

10 月 10 日
青海中信国安锂业发展

有限公司
中国

中信国安葡萄酒

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

和服务业
407

10 月 11 日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29% 股权变动规

模)

中国
深圳市鑫腾华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电子

业
287

10 月 09 日
AFW UK Oil & Gas

Limited
英国

WorleyParsons
Limited

澳大利亚
服务业（其

他）
238

10 月 13 日

RE Mojave Holdings
LLC; RE Cantua Holdings
LLC; and RE Arabian

Holdings LLC

美国
深圳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 能源业 232

10 月 11 日

Indiabulls Properties
Investment Trust (45.05%

股权变动规模)

印度
Indiabulls Real
Estate Limited

印度 房地产业 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