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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经济环境平稳 中国外部经济综合 PMI 持续增长

 市场流动性趋紧 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全线上升

 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 PE/VC 成中小企业最佳拍档

 发挥直接投资功能 私募基金服务经济转型升级

 私募基金管理仍需规范

 IPO 审核发审委问询更细 企业没真本事想过会很难

 瞄准 3000 亿美元市场 光大控股联手华登国际发起 5亿美元半导体私募股权基金

 中国电音第一品牌麦爱文化获左驭、乾元千万级人民币 A+轮融资

 IDG 资本投资美团点评，新一轮融资 40 亿美元，估值达 300 亿美元

 扎根深圳，餐饮外卖品牌“义泰昌”获红杉资本中国 A 轮投资

 红杉中国、高盛、经纬创投联合领投，KLOOK 客路旅行获近 6000 万美元 C轮融资

【宏观】外部经济环境平稳 中国外部经济综合 PMI 持续增长

9月全球经济表现整体平稳，主要经济体 PMI均在荣枯线以上，中国外部经济综合 PMI

继续上升。中国社科院世经所公布数据显示，9月，中国外部经济综合 PMI相较于上月持续增

长，读数为 56.69。

美国、日本、英国、欧元区和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稳定于枯荣线上方 。新兴市场国家

中，土耳其、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处于枯荣线上方，仅有南非仍处于枯荣线下方。

从 PMI的波动来看，美国 9月 PMI读数强劲增长至 60.80的高位，为近年来的高点。 欧

元区 PMI进一步上升至 58.10，日本 PMI小幅上涨，英国 PMI轻微回落。＞全文（财新网)

市场流动性趋紧 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全线上升

随着月末临近以及央行逐渐收窄公开市场净投放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下，市场资金面总体呈

现趋紧局面。

10 月 26日，银行间同业拆借隔夜利率集体上升。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隔

夜品种上升了 0.0297 个百分点至 2.6937%。7 天期 Shibor 则继续上升了 0.0105 个百分点至

2.8699%。其余中长期利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全文（财新网)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21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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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 PE/VC 成中小企业最佳拍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强调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近年来，随着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大

量无抵押物的轻资产企业涌现，这种背景下，需要有可承担风险的资金去推动“新实体经济”

的发展，PE/VC恰如其分地承担了这样的责任。

目前 PE/VC已成为国内中小企业的最佳拍档。虽然国家鼓励银行能够更多地参与中小企业

发展，但一些中小企业发展还不成熟，风险较高，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银行的参与存在局

限性。因此，PE/VC成为了中小企业的重要动力。具体而言，IT桔子数据显示，仅 2017年上

半年，PE/VC就对 1519个项目提供了约 2428亿人民币的融资支持。＞全文（华夏时报）

发挥直接投资功能 私募基金服务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上线的资产管理业务综合报送平台数据显示，截至 2017年

二季度末，协会已备案私募基金 5.66万只，管理资产规模 9.78万亿元。从投资项目数量分布

看，私募基金所投项目企业数量排名前五位的行业分别为计算机应用、资本品、原材料、其他

金融以及医药生物。从服务实体经济角度看，私募基金存在直接投资于实体企业和间接投资于

实体企业两类投资活动。＞全文（上海证券报)

私募基金管理仍需规范

今年上半年，证监会组织对 328家私募机构开展了专项检查，检查发现存在各类问题的

私募机构总数为 285家，占到专项检查私募机构总数的 86.8%。其中有 12家私募机构涉嫌非法

集资、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83家私募机构存在公开宣传推介、未对

投资者进行风险评估、承诺保本保收益等违规问题。

此外，检查发现的问题还包括，基金未托管且未约定纠纷解决机制、未按合同约定进行信

息披露等问题。这与硅谷天堂定增过程中部分私募机构暴露的问题具有一致性。

＞全文（证券时报）

IPO 审核发审委问询更细 企业没真本事想过会很难

新一届的发审委开工以来，对 IPO的审核依然是“严格把关”。统计显示，上周至今，发

审委审核了 19家公司的首发申请，其中，3家被否，2家暂缓表决，14家获得通过，通过率为

73.68%。通过这几场发审会上发审委的问询情况来看，发审委委员的问询确实是更加细了。

＞全文（证券日报）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23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24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25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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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瞄准 3000 亿美元市场 光大控股联手华登国际发起 5 亿美元半导体私募股权基金

10月 26日，光大控股 2017投资年会于香港举行，纪念公司成立 20周年。投资界从现场

了解到，光大控股将与华登国际联手设立规模为 5亿美元的私募股权基金——“光控华登全球

基金一期”，该基金将专注投资半导体和电子资讯产业链企业，包括晶片、人工智能、集成器

等创新公司。＞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中国电音第一品牌麦爱文化获左驭、乾元千万级人民币 A+轮融资

10月 23日，中国电音第一品牌北京麦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爱文化）宣布

于近日完成千万级人民币 A+轮融资，由专注文旅大消费投资的知名投资机构左驭和文娱领域

知名机构乾元资本投资。

麦爱文化成立于 2009年，2015年下半年将业务重心转至“推动电子音乐文化”上，并于

2016年初获微影资本千万元融资，2017年上半年获得由松禾资本领投，聚航文化产业基金、

水滴资本跟投的数千万元 A轮融资。＞全文（左驭资本）

【会员动态】IDG 资本投资美团点评，新一轮融资 40 亿美元，估值达 300 亿美元

2017年 10月 19日，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美团点评宣布完成新一轮 40亿美元

融资，投后估值 300亿美元。

此次融资由腾讯领投，引入了新的战略投资方 The Priceline Group，其他主要投资人包括：

IDG资本（IDG Capital）、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加拿

大养老金投资公司（Canada Pension Plan Investment Board）、挚信资本（Trustbridge Partners）、

Coatue Management、老虎基金（Tiger Global Management）和中国 -阿联酋投资合作基金

（China-UAE Investment Cooperation Fund）等国内外知名机构。＞全文（IDG 资本）

【会员动态】扎根深圳，餐饮外卖品牌“义泰昌”获红杉资本中国 A 轮投资

10月 24日消息，广州餐饮外卖义泰昌获红杉资本中国 A轮投资，红杉资本中国系北京股

权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单位，具体投资金额没有披露。

义泰昌成立于 2011年 6月，是一家专注于传统味道的快餐品牌，致力于守护现炒、现蒸、

现煮等中国最基本的烹饪方式。作为深圳外卖领导品牌，義泰昌和这座年轻的城市一样追求极

致。深扎喜爱传统中国饮食文化的顾客，義泰昌从休闲时尚的中高档堂食到高效便捷的互联网

O2O外卖，长期占据深圳地区美团、饿了么、百度三大外卖平台榜首位置。

＞全文（投资界）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27
http://mp.weixin.qq.com/s/05kuuFR6XPL2Bh44qIibaA
http://mp.weixin.qq.com/s/hq76mWXnHbvYC_eEIsqdvg
http://mp.weixin.qq.com/s/i1G0EBjdlSxkw6C_mtP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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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动态】红杉中国、高盛、经纬创投联合领投，KLOOK 客路旅行获近 6000 万美元 C 轮融

资

10月 25日消息，KLOOK客路旅行今日宣布获得近 6000万美元 C轮融资，由红杉资本中

国基金、高盛与经纬创投联合领投，并有多家亚洲家族基金跟投，其中红杉中国为上一轮融资

领投方。华兴资本担任 KLOOK本轮融资财务顾问。＞全文（投资界）

 第九届全球 PE 北京论坛---发展、助力、创新

 金融科技构建首都金融发展新生态专题培训

 财经大咖相聚华领，开启新时代产业+资本深度对话

【活动预告】第九届全球 PE 北京论坛---发展、助力、创新

经北京市政府批准，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将于 2017年 12月 2日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北京市海淀区紫竹桥路 29

号）主办“第九届全球 PE北京论坛”。

论坛目前已邀请一行三会、国家发改委、社保基金和北京市政府等部门领导，以及境内外

顶级 PE业界领袖和境内外行业协会领导等嘉宾齐聚北京，共同交流 GP的管理经验，分享 LP

的投资心得，并就混改、并购、新能源投资、文化投资等业界热点话题展开深入讨论。参会人

数逾 500人。

本次论坛，协会会长及副会长单位每家享有 7 个免费名额,协会常务理事单位每家享有 5

个免费名额，理事单位每家享有 4个免费名额，监事会监事及监事长单位每家享有 2个免费名

额，普通会员单位每家享有 2个免费名额。非会员单位人员参会须缴纳人民币 13800元/人。敬

请贵单位填写附件《参会报名表》，并于 11月 30日（星期四）前回复给协会秘书处。

时 间：2017年 12月 2日（星期六）

地 点：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29号）

主办单位：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http://mp.weixin.qq.com/s/LGta2NKIbGR4NeRKbX-h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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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联系人：张女士、李女士、何女士

电 话： 010-88086901、010-88087061/88086775

邮 件： lzhang@bpea.net.cn; mli@chinacape.org

传 真： 010-88086229

赞助联系人：邹女士、何女士

电 话：010 -88087229、010-88086775

会议议程（拟定）

12月 2日（星期六）

09:00-09:05 大会主持

09:05-09:35

致辞：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领导

致辞：北京书金融工作局领导

致辞：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领导

09:35-10:35

主题演讲：政府领导

主题演讲：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领导

主题演讲：著名经济学家

10:35-10:45 协会第九届轮值主席任命仪式

10:45-10:55 专委会揭牌仪式

10:55-11:10 茶歇

11:10-11:30 主题演讲：协会第九届轮值主席

11:30-11:40 母基金白皮书发布

11:40-12:00 主题演讲：母基金机构代表

12:00-14:00 午餐

14:00-15:10
平行论坛一：GP专场

平行论坛二：LP专场

mailto:lzhang@bpea.net.cn
mailto:hliang@bpea.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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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6:20
平行论坛三：混改基金专场

平行论坛四：并购基金专场

16:20-16:35 茶歇

16:35-17:45
平行论坛五：文化专场

平行论坛六：新能源专场

17:45 论坛闭幕

18:00-20:00
PE/VC星云之夜暨 2017中国 PE/VC行业评选颁奖典礼

（定向邀请）

＞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活动预告】金融科技构建首都金融发展新生态专题培训

随着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与成熟，数字化变革正在

冲击着经济与社会的各个方面,不断地改变着人类、企业、政府的行为及其互动方式。在数字

变革的时代背景下，金融科技的应时而生，为传统金融业态注入了勃勃生机，使之焕然一新。

中国金融科技领跑全球，电子支付市场占到全球总量近一半，网络借贷占据全球四分之三的市

场份额。去年全球最具创新性的金融科技公司排名中，前五名里中国企业占了四名。中国成为

世界其他国家发展金融科技的学习榜样。

金融科技作为推动金融业变革的重要力量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许多需要思考和研究的问

题：什么是金融科技？金融科技的核心是什么？金融科技引领下企业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十

九大”后的国家经济政策与金融科技的未来发展；金融科技的监管与金融安全等。在此背景下，

市金融发展促进中心拟联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于 2017 年 11 月开展金融科技构建首都金

融发展新生态专题培训。

一、时间

2017 年 11 月 7 日（星期二）

二、地点

西单美爵酒店 B1 宴会厅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北京市金融发展促进中心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95&aid=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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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支持单位：北京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四、参训人员

参训人员总数约为 120 人。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互联网金融公司、媒体等机构

相关人员。

报名方式：请发送“姓名-机构-职务-手机-邮箱”至邮箱 rhuo@bpea.net.cn。

＞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活动预告】财经大咖相聚华领，开启新时代产业+资本深度对话

2017 年 11 月 17 日，第二届“新金融•新产业•新梦想——大并购时代下，产业与资本的新

对话”论坛将于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召开，本届论坛由华领集团主办，指导单位为中国股权投

资基金协会。

基于首届“新金融•新产业•新梦想”论坛对金融与产业的发展趋势的思考，以及对资产荒

背景下的投资思路深度探讨，华领集团将携手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富国富民资本董事长王世

渝、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秘书长强宏、《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新望、恒宝股份董事长

钱京、华领集团董事长孙祺等国内知名经济学家、投资家及上市公司企业家，于国际经济中心

上海开启第二届高峰论坛，论坛将就首届研讨成果进一步展开，挖掘大并购时代下产业与资本

新的战略布局。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是本次活动的指导单位，名额有限，仅限会员报名。

报名联系方式：李女士（010-88087061），mli@chinacape.org

＞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2017 中国冰雪产业资本峰会嘉宾演讲摘录一

2017年 9月 9日，由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IDG集团联合主

办，由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张家口市人民政府支持的“中国冰雪产业资本峰会·延庆”在

北京延庆辉煌国际度假区成功举办。以下为嘉宾演讲摘录一：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曹鹏程先生在峰会上的精彩致辞：

http://mp.weixin.qq.com/s/R2vuaLSFERgHgydSEmVrEg
mailto:李女士（010-88087061），mli@chinacape.org
http://mp.weixin.qq.com/s/pg7uT9CGj-6gratSzLm_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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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今天，中国冰雪产业资本峰会在我们美丽的北京画廊——延庆拉开了序幕，这是北京冰雪

旅游发展的一件盛事。在此，我谨代表北京市旅游委向此次峰会活动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

北京张家口成功申办 2022 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给了全国特别是北京市发展冰雪旅游

最好的契机。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举办冬奥会将带动中国 3亿多人参与冰雪运动，这将是

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巨大贡献”。随着冬奥会经济效应的逐步凸显，中国冰雪旅游市场

规模不断扩大，产品不断丰富，国际知名度不断提升，中国冰雪旅游产业正迎来重要的黄金发

展期。目前，延庆正在积极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域旅游的发展为“旅游+”提供了无

限的空间，“旅游+体育”充满活力、大有可为，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延庆发展冰雪旅游的

市场潜力可谓十分巨大。

近年来，延庆区委区政府认真贯彻习总书记“3亿人上冰雪”的相关指示精神，认真制定

落实冰雪产业规划，不断丰富冰雪旅游产品供给，全力打造冬奥冰雪旅游小镇，狠抓万科石京

龙滑雪场、环球飞雪冰雪运动学校等重点项目建设，积极开展国际雪联越野滑雪积分赛、迎冬

奥冰雪马拉松赛等多项世界级冰雪赛事活动，延庆的冰雪旅游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一

轴两翼”的冰雪产业带建设已初具规模。此次举办中国冰雪产业资本峰会，是延庆依托冰雪产

业联盟，全面展示全域冰雪旅游资源和冰雪旅游产业发展成就的难得机遇，也是延庆吸引社会

冰雪产业资本参与、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希望延庆区继续秉承“创新、协调、

绿色、开发、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积极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充分发挥冰雪旅游资源

优势，全面实施“旅游+体育”战略，努力找准延庆冰雪市场的立足点，摸清冰雪旅游的发展

规律、冰雪旅游消费者的需求与诉求，尽快将冰雪资源转化成优质的旅游产品，大力发展冰雪

艺术、全面普及冰雪运动、重点培育冰雪度假、大胆创意冰雪娱乐，以运动带旅游、以旅游促

运动，不断做大做强冰雪旅游产业，真正变“冰雪冷资源”为“区域热经济”，全面开启延庆

冰雪旅游的“黄金时代”，为把延庆的冰雪旅游打造成首都北京冬季旅游的一张“金名片”而

努力！最后，预祝此次冰雪产业资本峰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祁敬婷女士在峰会上的精彩致辞：

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媒体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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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应邀出席中国冰雪产业资本峰会，我谨代表北京市体育局对延庆举办中国冰

雪产业资本峰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向社会各界为中国冰雪产业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和付出表示衷

心的感谢！

紧抓北京筹办 2022年冬奥会的重大机遇，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加快发展北京市冰雪体育产业，扩大冰雪体育消费，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北京体育产业工作

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我们编制了《北京市冰雪体育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2）》，既是

为冰雪体育产业做好基础性工作，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又是为北京未来推动冰雪运动新发展

把准脉、开好方。

我们制定规划的总体思路是进一步深化体育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积极扩大冰雪运动产品

和服务供给，激发冰雪体育消费活力，促进冰雪体育产业发展跃上新台阶，将北京培育成为国

内领先、亚洲一流、世界知名的冰雪运动之都，为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提供有力

支撑。我们的发展目标是到 2022年，全市基本建成布局合理、优势突出、功能互补、发展有

序、保障有力的现代冰雪体育产业体系。全市冰雪体育产业收入规模达到 400亿元左右，实现

增加值 80亿元左右。

延庆作为北京 2022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已率先向此格局迈出一步。北京市冰上项目训

练基地落户延庆，建成后将与延庆区全民健身中心、延庆区体育场毗邻，形成“一楼一场四馆”

的大型体育活动中心，可为北京市 16支冰上项目运动队提供集训练、住宿、餐饮、竞赛为一

体的一站式服务保障，还可承接冬季、夏季多种项目的体育赛事活动和商业活动。同时，延庆

围绕冬奥会和世园会筹办举办工作，在赛事场馆建设、交通、旅游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展开了

一系列工作，为冰雪运动装备制造、赛事服务、体育、旅游等冰雪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创造了契

机。

冰雪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资本的参与和政策的支持，相信借北京 2022年冬奥会的

重大契机，北京冰雪产业将迎来快速发展期，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最后，预祝中国

冰雪产业资本峰会成功举办。谢谢！（来源：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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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中解读：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36 年来首变：对 VC/PE 行业意味着什么？

我们认为，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36年来首变，对 VC / PE行业的未来发

展意义最为重大。党的 18大以来，VC / PE通过支持新技术，新模式的创新与发展，在满足国

人“美好生活需求”方面成绩斐然，发挥了积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们相信，党和国家在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过程中，在这个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过程中，将为 VC / PE行业带来具有全局性，系

统性和可持续性的难得发展机遇，同时也为 VC / PE在满足“美好生活需求”方面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与责任担当。

VC / PE与“美好生活”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

党的 18大以来，我们的“美好生活”已经离不开 VC / PE的推动与创造。

“美好生活需求”可谓包罗万象，涉及到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娱，工作，学习，生活。过去

5年，VC / PE支持的各类创新型企业，已经深刻改变了国人的沟通方式，消费方式，出行方式

和支付方式等，使生活更美好，效率更高，生活更美好。

让我们来看看 VC / PE如何与一个 90后白领的“美好生活”发生紧密的联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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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要矛盾 - - 36年来“首变”

总书记在 19大所做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党在新形势下

对中国社会最新发展特征做出的深刻判断，指明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和着力点，对未来一二十

年影响深远，也将深刻影响 VC / PE的发展路径与前进动力。

36年前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党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

间的矛盾”定义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

党的工作重心，从毛泽东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由此形成了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路线。

经过改革开放将近 4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面貌已经焕然一新。社会生产力明显提高，人

民生活显着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和多方面

的特点。

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

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

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

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社会发展阶段 - 两个“没有变”

现在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阶段？

总书记在报告中给与了明确回答。“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

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

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又处于这个初级阶段的新发展阶段，十九大报告称

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就像总书记说的，“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

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

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也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具

体体现。

在这个新时代，我们还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还是主旋律，不过不再唯 GDP是图，

发展将更加均衡，更加人性化和个性化，满足多样化和丰富的美好生活需求，其中文化，教育，

健康，美丽中国等过去发展的短板将得到充分弥补，其中蕴含着 VC / PE丰富的投资与发展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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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 / PE的机遇与担当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的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带给 VC / PE前所未有的历史性

发展机遇。在 19大期间，VC / PE推动下的美好生活将更加丰富多彩，领域更加广泛，新旧动

能的转换将更加深入。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服务，新能源企业，企业服务，生物医药等方

面将进一步发力，进一步改变人们和社会各类主体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VC / PE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的时代将发挥更加积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VC / PE

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的技术与模式创新变革，无缝叠加中国的社会变革，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和

创新力，将加快中国社会进步和美好生活需求的满足。

在 18大期间，VC / PE行业迅猛发展，规模仅次于美国已居世界第二位 0.19大期间，VC /

PE行业规模剑指世界第一，指日可待。但正如总书记报告中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中

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中国的 VC / PE行业也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VC / PE基金管理人鱼目混杂，人数虽然众多，

但大多数管理经验不足，管理规模较小，局部投资领域泡沫化严重，跟风现象严重。许多基金

管理人没有能力为被投企业提供增值服务。

19大期间，VC / PE行业将经历正本清源，优胜劣汰的过程，真正能够为企业和 LP创造

价值的基金管理人将成为推动中国创新和满足“美好生活需求”的中坚力量和责任担当者哪些。

基金管理人会以婀娜身姿和矫健步伐迎接党的 20大，我们拭目以待！（来源：投中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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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10 月 21 日-10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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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日
海尔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佳佣网 互联网 中国 3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1 日 景林投资 人人体育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2 日
飞牛网

高鑫零售
发到家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10 月 23 日
左驭

乾元资本
麦爱文化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3 日 真格基金 积梦智能 IT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3 日

IDG 资本

启明创投

海纳亚洲

世纪金沙江创投

真格基金

Castbox 娱乐传媒 中国 128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3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小豆网络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3 日
君和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神州光大 IT 中国 8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3 日
纪源资本

真格基金
智充科技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3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中搜云商 IT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3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桃奢生活 互联网 深圳市 6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3 日

顺为资本

小米

不公开的投资者

速珂智能 机械制造 深圳市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3 日
真格基金

发现创投
云拿科技 IT 中国 NA

10 月 23 日 优格资本 阿忒加 娱乐传媒
伊犁哈萨

克自治州
823.18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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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3 日

东旭光电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

会

新鼎荣盛

前海瑞华

正惠资产

春阳资产

亿华通
科学研究/技术服

务和地质勘查业
中国 3.21 亿人民币

10 月 23 日

国投创业

芜湖嘉豪

华科创投

朗玛峰创投

易控电子 汽车 中国 75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3 日
敦敏投资

纵横星河投资
希德电子信息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8064.00 万人民币

10 月 24 日 松禾资本 公装云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4 日 红杉中国 义泰昌 连锁及零售 中国 NA

10 月 24 日

凯辉基金

软银中国资本

壹号资本

未来黑科技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10 月 24 日

清控银杏

IDG 资本

宜信财富

同渡资本

川融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慧算账 金融 中国 2.00 亿人民币

10 月 24 日

启明创投

前海方舟资产

山蓝资本

博奥赛斯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0 月 24 日

沸点资本

华人文化产业投资

基金

创新工场

中金公司

高思博乐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3.50 亿人民币

10 月 24 日 前海夹金山资管 根号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7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4 日

蚂蚁金服

三星（中国）投资

招商创投

华创资本

深鉴科技 IT 中国 4000.00 万美元

10 月 24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呼啦啦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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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

科汇投资

鲁信创投

源志力帆

樊五洲

科汇电自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33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4 日
信诚通创投

文广
风云科技 IT 中国 1133.00 万人民币

10 月 24 日
红山基金

翰龙知行
时代光影 娱乐传媒 中国 4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4 日

田国相

国泰君安

中州蓝海

中国风投

五矿证券

青创伯乐

万和证券

西南证劵

中原证券

青创伯乐

鼎泰华盈

钢诺新材 其他制造业 中国 84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5 日

德联资本

天使投资人成从武

不公开的投资者

UNIZ 由你造 机械制造 中国 45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5 日
信天创投

蓝驰创投
知藏云道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5 日

红杉中国

高盛

经纬中国

不公开的投资者

客路旅行 互联网 中国 6000.00 万美元

10 月 25 日
中民投

上海永宣
北京展招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5 日

蓝驰创投

红点创投

点亮资产

简 24 无人便利

店
连锁及零售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5 日 之信控股集团 农商通 互联网 中国 4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5 日
清控银杏

晨创力合
恩启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5 日 达晨创投 奥浦迈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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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
日播时尚

彬复资本
每步科技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5 日
达泰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汇医慧影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0 月 25 日
起点创业营

无锡新区科投集团
淘不锈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5 日 科锐国际 才到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5 日

国中创投

上海报业集团

云锋基金

腾讯投资

耀客传媒 娱乐传媒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0 月 25 日 东风创格 花生好车 汽车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0 月 25 日 顶商投资 周博通 互联网 中国 NA

10 月 25 日

浙江大学科技创投

中海投资

中关村大河资本

绩优投资

中海创

小绿人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8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5 日
纪元明

红栎投资
西南检测 建筑/工程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6 日 弘毅投资 威远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2.47 亿人民币

10 月 26 日
海纳亚洲

真格基金
TOGO 途歌 汽车 中国 2200.00 万美元

10 月 26 日 心元资本 函数空间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6 日
泰恒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纵横商户钱包 金融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6 日

苏州恒久

德容信成

天辰明达

钮华明

壹办公 机械制造 中国 2997.56 万人民币

10 月 26 日
星展投资

联塑资本
一通科技 其他制造业 中国 999.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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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日

苏州恒久

天辰明达

方壶亨通创投

宝特龙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2187.50 万人民币

10 月 26 日 青山资本 美班英语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6 日
思科

碧桂园
城云 互联网 中国 2.00 亿人民币

10 月 26 日 精诚科技 神奇屋 IT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6 日

邦明资本

创业接力基金 复融 物流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6 日

微梦创科创投

墨白资本

火星文化

不要音乐 娱乐传媒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6 日

中金公司

东方富海

恩颐投资

Quadrille Capital

涂鸦智能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0 月 26 日 江西航美传媒 昌九化工 金融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0 月 26 日 三联环保 鸿鑫环保 清洁技术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0 月 27 日

创新工场

景林投资

天图资本

平行线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8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7 日

华盖资本

树兰医疗

杭州美望投资

火石创造 金融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10 月 27 日

人保远望

聚源资本

中经合

赛富投资基金

飞图创投

启迪之星

速感科技

ULBrain
IT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10 月 27 日

红杉中国

光速中国

不公开的投资者

猩便利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 亿美元

10 月 27 日
湘江博伟

不公开的投资者
白洗车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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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7 日

国中创投

中金鼎鑫

力合金融控股

自然醒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0 月 27 日
万达控股

花生科技
香蕉立方 物流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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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10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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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8 日
Kyauk Pyu port (70% 股

权变动规模)
缅甸

Charoen
Pokphand Group
Co Ltd; 中国中

信集团有限公

司; 中国港湾工

程有限责任公

司; 天津泰达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 招商局集

團; 云南建工集

团

中国 运输业 5,040

10 月 19 日 美团点评 (未透露股权) 中国

An investor
group led by
Tencent

Holdings Ltd

中国
互联网/电

子商务业
4,000

10 月 17 日 OHL Concesiones SA 西班牙 IFM Investors 澳大利亚 建筑业 2,641

10 月 14 日 Bharat Financial Inclusion 印度
IndusInd Bank

Limited
印度

金融服务

业
2,385

10 月 17 日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anking Group
Limited (wealth insurance

business)

澳大利亚
IOOF Holdings

Ltd
澳大利亚

金融服务

业
769

10 月 16 日

中粮酒业有限公司;

Global Lander Ltd; Superb
Vision Limited; and

COFCO Premier Brands
Limited

中国
中粮集团有限公

司
中国

消费品业：

其他
649

10 月 17 日
Magic Leap Inc (未透露

股权)
美国

Grupo Globo;
Temasek

Holdings Pte
Ltd; JPMorgan
Chase & Co; T
Rowe Price

新加坡
计算机软

件业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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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Mergermarket（http://www.mergermarket.com/china）

Group Inc;
Alphabet Inc
(parent of
Google Inc

among others);
Fidelity

Management &
Research

Company; EDBI;
阿里巴巴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

and Janus
Henderson
Investors

10 月 14 日
长安航空 (37.62% 股权

变动规模)
中国

海南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 运输业 465

10 月 17 日
深圳易库易供应链网络

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

罗顿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

工业：电子

业
391

10 月 19 日

江苏先科半导体新材料

有限公司 (84.83% 股权

变动规模); 成都科美特

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90%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江苏雅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

化学和材

料产业
3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