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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投资主力增速均放缓 经济运行继续走弱

 发改委：已确定将 31 家国企纳入第三批混改试点范围

 亚洲私募股权投资规模取胜 科技投资估值泡沫隐现

 国资系 VC/PE 迎重大利好：境内 IPO 企业国有股份不用再被划走了！

 10 月份 VC/PE 募投资遇冷 募集完成基金规模大幅下降

 私募基金规模增 险企投资空间大

 新三板挂牌私募遭遇“生死劫”

 苏商联合产业投资基金完成首期 30 亿元的募集，聚焦中国制造业升级

 蓝象资本发布 3亿元愿景基金，主要投资 A 轮项目

 人工智能创业公司 Graphcore 获 5000 万美元融资，红杉资本领投

 新核云完成 300 万美元 A轮融资，北极光创投出资

 苏宁深创投成立 300 亿物流地产基金，加快物流仓储基础设施的布局

【宏观】三大投资主力增速均放缓 经济运行继续走弱

10月经济数据整体回落，三大投资主力集体放缓。研究机构认为，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

将继续下滑，但幅度有限。

11月 1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前 10个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继续

小幅放缓，从上个月的 7.5%降至 7.3%。其中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增速回落 0.2个百分点至 19.6%。＞全文（财新网)

发改委：已确定将 31 家国企纳入第三批混改试点范围

国家发展改革委于 2017年 11月 15日（周三）上午 9：30，在中配楼三层大会议室召开定

时定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并回应热点问题，请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发布会，

并回答记者提问。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新闻发言人孟玮：在之前的发布会上，我们也曾介绍过混

改的进展情况。目前的最新进展是：两批 19家中央企业试点的重点任务正在逐步落地，试点

先行先试、示范带动的作用正在逐步显现，超过三分之一的试点企业已基本完成引入投资者、

设立新公司、重构公司治理机制、建立内部激励机制等工作，其他企业也正在按照试点方案加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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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落实。总的看，试点企业通过混改，有三个“明显”成效，投资实力明显增强，杠杆率明显

降低，经营状况明显改善。＞全文（中国网)

【国际】亚洲私募股权投资规模取胜 科技投资估值泡沫隐现

今年以来，各大私募基金巨头纷纷加码布局亚洲市场。根据 Preqin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全球或区域性的私募基金公司针对亚洲市场的基金融资额已达到 482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

430亿美元。自亚洲金融风暴以来，亚洲私募股权行业迎来了空前的盛宴。

＞全文（21 世纪经济报道）

【国内】国资系 VC/PE 迎重大利好：境内 IPO 企业国有股份不用再被划走了！

11 月 18 日，国务院印发了《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其中明确规定，《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停止执行，

这意味着，施行八年之久的股权基金国有股转持政策迎来大调整。

据了解，“国有股转持”问题困扰了业界多年，特别对于国有投资机构，简直是悬在其头

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新规一出，有业内人士不仅感慨“那个 10%的规定没有了，这一

调整虽然来得晚，但总算来了。”也有投资机构的研究人员被紧急叫回公司，研究新规对未来

业务开展的影响。＞全文（证券时报）

10 月份 VC/PE 募投资遇冷 募集完成基金规模大幅下降

VC/PE市场 10月份募投资遇冷。募资方面，受到“十一”假期影响，10月份基金募资热

情不高，开始募集和募集完成基金的数量和融资规模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都有大幅度的下降。

投资方面，VC/PE市场投资业绩持续回落，势头不比从前，但个别热点行业企业吸金力依旧很

强。分析人士表示，由于政策大力扶持创新企业，积极发展政府引导基金，由政府引导基金作

为 LP的子基金在近几年会纷纷成立并进入投资周期，对未来 VC/PE的募资环境依然持乐观态

度。＞全文（中国金融新闻网)

私募基金规模增 险企投资空间大

截至 2017年 9月末，私募基金管理机构资产规模已超过 10万亿元。私募基金是保险资产

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保险资金期限长、金额大、持续稳定的特性，有较好的契合度，对优

化保险资产配置结构，管理资产负债期限错配，促进投资收益持续稳定，有效分散投资风险发

挥了积极作用。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45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46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52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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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保险系私募基金成为保险资金对接实体经济的重要平台。私募基金通过直接投资

实体企业、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投资、新三板投资、新股发行投资、债券发行与债权投资，以及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等，快速对接实体企业融资需求。＞全文（中国保险报）

新三板挂牌私募遭遇“生死劫”

历时一年多的新三板挂牌私募自查整改已经结束，从已公告的自查报告和记者了解的情况

来看，部分私募不符合收入占比和资产管理规模的要求，面临摘牌风险，他们提出的整改措施

是否能够通过还要等待股转公司给出答案。

与此同时，由于当前新三板市场流动性不佳，此前涉足新三板较多的私募已经收缩业务，

如何激发市场的投资热情是摆在市场参与各方面前的大问题。＞全文（证券时报）

【募集】苏商联合产业投资基金完成首期 30亿元的募集，聚焦中国制造业升级

11月 11日下午，来自江苏省经信委、省金融办、苏商促进会、苏州市政府以及上海国际

集团、沙钢集团等相关领导和嘉宾在吴江区东太湖宾馆共同出席了该基金的成立揭牌仪式。 11

月 13日，苏商联合产业投资基金宣布于 11月 11日，完成了规模为 30亿元的基金募集，并开

始进入投资运营阶段。

据了解，苏商联合产业投资基金是经苏商发展促进会总会长、沙钢集团董事局主席沈文荣

先生倡议，由沙钢集团主要发起，并联合金浦产业基金管理公司及管理团队共同创建的。基金

总规模为 300亿元人民币，首期募集规模为 30亿元人民币。基金将遵循市场化、国际化规则

运营，优先投资于江苏省优势产业和企业，以资本注入和增值服务的模式推动江苏经济的“脱

虚向实”和产业升级。＞全文（投资界）

【募集】蓝象资本发布 3亿元愿景基金，主要投资 A 轮项目

11月 14日，蓝象资本在 GET2017教育科技大会上宣布刚刚募集完成总额为 3亿元人民币

的“愿景基金”，其主要 LP为教育行业的上市公司或 B轮后的独角兽公司，主要投资国际教

育、直播互动、知识付费、智能信息化等方向。＞全文（投中网）

【会员动态】人工智能创业公司 Graphcore 获 5000 万美元融资，红杉资本领投

11月 13 日消息，总部位于欧洲的创业公司 Graphcore 近日对外宣布获得了 5000万 新一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红杉资本领投。

Graphcore 的 CEONigel Toon说：“这笔融资真的能让我们扩大规模，我们已经制定了一

份蓝图，我们可以推动相关产品的发展。”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48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49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50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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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core 的核心产品是该公司所谓的“智能处理器单元（intelligence processor unit）”，

它被设计用来进行机器学习所需的快速计算，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功耗运行成千上万的权

重。＞全文（金融界）

【会员动态】新核云完成 300 万美元 A轮融资，北极光创投出资

11月 15日消息，企业智能工厂“新核云”今日对外宣布已经完成 300万美元 A轮融资，

投资方为北极光创投。北极光创投是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的副会长单位。

据悉，本轮融资的资金将主要用于增强产品研发团队、搭建 PAAS平台、开拓海外市场，

尤其是东南亚市场。＞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苏宁深创投成立 300 亿物流地产基金，加快物流仓储基础设施的布局

11月 14日消息，13日晚间，苏宁云商发布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苏宁物流有限公

司(以下 简称“江苏苏宁物流”)与深创投不动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创投”)拟联

合发起设立物流地产基金。深创投是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的副会长单位。

本次设立的物流地产基金,主要用于投资公司拟建、在建及已建成高标准仓储物流设施,并

寻求并购其他市场主体拟建、在建及已建成的高标准仓储物流设施。基金目标总规模(含首期基

金)为人民币 300 亿元,同时通过在具体项目层面匹配相应的融资安排,实现管理仓储规模达到

1200-1500 万平米。＞全文（投资界）

 第九届全球 PE 北京论坛---发展、助力、创新

 【活动预告】“BPEA 月度培训”第七十一期——医院商业、财务尽职调查&医疗和医院行

业税务关注要点分享

 BPEA 投投适道第六十四期——文化投资专场：大时代下的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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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p.weixin.qq.com/s/Igbx1K3S4vNae1bvRKybRw
http://mp.weixin.qq.com/s/3n8f9LUiz77VGqpwgf21aw
http://mp.weixin.qq.com/s/wSoQBkN_liHAgeg-_8Ybyg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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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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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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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开场

09:05-09:40

致辞：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长 邵秉仁

致辞：北京市政府领导/北京市金融工作局领导

致辞：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领导

09:40-10:30 主题演讲：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王忠民

mailto:lzhang@bpea.net.cn
mailto:hliang@bpea.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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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演讲：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 张思平

（题目：国企改革与股权投资机遇）

10:30-10:40 协会第九届轮值主席任命仪式

10:40-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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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母基金实践指引白皮书》发布

11:40-12:00 主题演讲：前海母基金首席执行合伙人 靳海涛

12:00-14:00 午餐

14:00-15:10

平行论坛一：GP专场

主持人：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汪潮涌

嘉宾：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高管

中科招商集团高管

北极光创投高管

鸿为资本高管

华盖资本高管

台湾并购与私募股权协会高管

平行论坛二：LP专场

主持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导 何小锋

嘉宾：

北京市昌平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高管

中关村并购母基金高管

盛世投资高管

宜信财富私募股权母基金高管

北京股权投资发展管理有限公司高管

紫荆资本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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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6:20

平行论坛三：混改基金专场

主持人：国富资本董事长 熊焰

嘉宾：

国务院国资委领导

广州城发基金高管

国创基金高管

弘毅投资高管

北京尚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高管

国投创新高管

平行论坛四：并购基金专场

主持人：北京华软金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浩

嘉宾：

云月投资高管

江铜有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高管

华融渝富高管

尚珹投资高管

中银浙商产业基金高管

16:20-16:35 茶歇

16:35-17:45

平行论坛五：文化专场

主持人：华奥体育文化产业投资基金高管

嘉宾：

IDG资本高管

微影资本高管

北京市文化中心建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管

左驭资本高管

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平行论坛六：军民融合专场

嘉宾：

国防科工委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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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G集团高管

中国航天投资有限公司高管

嘉信金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管

腾飞资本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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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EA 月度培训”第七十一期——医院商业、财务尽职调查&医疗和医院行业税

务关注要点分享

时间：2017 年 11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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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几年无论是战绩辉煌的老牌股权投资机构，还是出身名门的新锐投资机构，都将更多

的目光放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投资中。而投资机构的扎堆，带来了医疗健康领域特别是医药项目

估值高企。近两年经常有投资人抱怨，国内的医药项目可投的不多，估值却很高。结合当前的

行业热点本期月度培训，协会特邀请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医疗行业主管合伙人姚凤娥、税务总

监袁世也、交易咨询副总监周麟就医院商业尽职调查、医院财务尽职调查以及医疗和医院行业

税务关注要点展开深入分享，本期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培训内容：

一、医院商业尽职调查主要关注事项

二、医院财务尽职调查普遍性问题分享

三、医疗和医院行业税务关注要点分享

培训讲师：

姚凤娥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医疗行业主管合伙人

http://forum.bpea.net.cn/2017/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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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也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税务总监

周麟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交易咨询副总监

讲师简历：

姚凤娥：拥有多年的国际医院管理经验，专长于商业、运营尽职调查，市场进入，医院运

营管理，临床质量系统设计及提升，等咨询服务。加入毕马威之前，姚女士在布莱顿苏塞克斯

大学医院集团任运行副院长。负责包括英国东南部重症急救中心在内的 15 个部门的日常运行

管理。在英国帝国理工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之前，姚女士曾在山东参与建成了一家新的神经

外科医院。

袁世也：毕马威中国北方区投资并购业务的税务总监，拥有超过 11 年的中国税务从业经

验。

周麟：于 2006 年加入毕马威中国，至今已经有约 11 年的工作经验。周麟先生于 2015 年 9

月被外派至毕马威伦敦办公室工作，并于 2016 年 9 月重新回到毕马威中国。周麟先生在服务

PE，特别是专注于医疗及医药行业并购的 PE 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他的主要客户包括：弘毅

资本、DCP、Actis、中金、鼎晖、黑石、凯雷以及春华资本等。

联系方式：

联络人：张女士，霍女士

电话：010-88086901，88086257 传真：010-88086229

Email：lzhang@bpea.net.cn rh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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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BPEA 月度培训第七十一期”报名表

注明：报名截止时间为 11 月 27 日下午 17：00，此次培训限 40 席位，请尽早提前报名预

留座位！BPEA 会员每家有一个免费名额，具体详情可与协会联系；其他参会嘉宾报名费用为

RMB 1000 元/人；如选择汇款方式，请将汇款单底联传真至协会；如现场报名付费，将另收取

RMB300 元/人的手续费!谢绝空降！＞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95&aid=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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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BPEA 投投适道第六十四期——文化投资专场：大时代下的大文化

时间：2017 年 11 月 23 日下午 13:30-17:00

地点：西单美爵酒店 B1 宴会厅

主办：北京市金融发展促进中心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报名联系人：梁先生

报名电话：13811679041/66018074

邮件：hliang@bpea.net.cn

报名方式：请发送参会报名表至联系人邮箱，成功后会收到确认邮件。

活动议程：

13:30-14:00 签到及会前交流

14:00-14:10 主持人开场

14:10-14:50 主题演讲

14:50-15:00 会间休息

15:00-17:00 项目路演

项目一托普朗宁

项目二你定旅行网

项目三卓达影视

项目四 Sigma News ＞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熊晓鸽：基金最难是关系管理 未来注重跨界并购

IDG 资本董事长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

11月 3日宜信财富 2017私募股权投资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此次峰会主题“投资母基金，

拥抱新经济”。峰会上宣布宜信财富与 IDG资本全面合作，IDG资本全球董事长熊晓鸽作了主

题演讲，并接受了媒体的专访。

以下为 IDG资本董事长熊晓鸽演讲实录：

今天特别高兴能来参加这次会议。外界看起来我们作为投资人是在管理资金，但其实更多

时候是在管理时间。因为投资人希望把更多的时间花在项目管理、投后服务上。但作为 GP特

mailto:hliang@bpea.net.cn
http://mp.weixin.qq.com/s/44ZRrzdh-xoENOcTNuF0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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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费时的是募资。今年 1月我们和宜信共同发起了一支天使母基金，那是我第一次与唐宁同台

路演。当天飞机落地之后，同事就告知基金已经超募。我惊讶之余心想，如果能早一点与宜信

这样的机构合作，我们投资的公司早就不止 600多家，上市和并购推出的项目也早就超过 150

家这么简单了，可能翻很多倍，因为这样的合作能够节省我们很多时间。刚刚有很多媒体朋友

说我和唐宁是“CP”，这说明我们合作得非常好。

实际上，管理基金最难的一点是对关系的管理。IDG资本与宜信合作的关系就管理得非常

好。有记者问，我是湖南湘潭人，唐宁是天津人，一南一北怎么会合作这么好？湖南人骨子里

“敢为人先”。我是记者出身半路出家做投资，当时去到硅谷采访，了解到了“风投”这件事。

硅谷创业、风投对美国科技产业起到巨大促进作用。苹果、微软这些公司无一不是在风投的支

持下成长起来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当年做了中国第一支风险投资基金，但如今中国已经成了

全世界基金最多的国家，我本人在中国基金协会担任副监事长了解到目前中国注册的基金已经

有 6万多支，注册的 GP管理团队超过 2万家，算下来平均一个基金管理团队就管理 3支基金。

现在 A股上市公司近 4000家，数量快与纳斯达克齐平。要知道，优质项目尤其科技含量比较

领先的公司数量并不多，但市场上的钱特别多，所以其实好的项目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对项

目来说，选择哪家投资机构的钱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样，对我们 GP来说，募资时面对这么多

资金，我们拿谁的钱呢？我们希望能有像宜信这样专业的合作伙伴，来帮助我们筛选出优质的

投资人介绍给我们。

大家都问我们未来是否还能投到 BAT这样伟大的公司？我说有可能投得到，也有可能投

不到。不管能不能投到，我们的团队确实始终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去创新。我们未来能不能

投一些技术层面了不起的公司呢？这是我们未来要做的。

另外再跟大家分享一点，前不久我在广东做的一次演讲中谈到粤港澳湾区的发展。大家看

到纳斯达克好的技术公司都是美国从硅谷投出来的，排名第一，但硅谷人口还不到 8万；接下

来是从以色列投出的，排第二，而以色列也仅有 800万人。中国目前实际上在移动互联网终端

硬件应用方面，比美国还要先进，问题是怎样把这种沟通的工具、技术与现在要解决的实际问

题结合起来。

人工智能大家都在谈。不久前，AlphaGo居然能把中国最聪明的围棋选手打哭，把大家吓

坏了。但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AlphaGo打赢了以后再也不做这个事了，为什么？因为研发

它只是为了证明了技术上能够做到这一点，甚至能够做很多事情。但是怎么应用到场景中，还

有很长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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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想说一下我们的团队。首先，我们公司非常注重技术背景。我不是搞技术的，但是

我从小喜欢技术，物理学得特别好，而且我当年考大学是理工科考上的。我们的团队大部分也

都是搞技术出身，尤其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周全，当年是中科院的研究生，后来去美国读了博士，

做光纤通讯的传感器。

第二，我们特别重视把国外的成功经验及失败的教训消化后，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说明 IDG

资本力求创新。IDG资本如今不仅有早期创投基金，还有成长基金、并购基金。随着今年年初

我们把美国国际数据集团的全球投资业务进行了收购，我们进一步拓展了我们全球化的布局。

我们对中国和海外都很熟悉，可以把海外背景和中国结合起来，希望能给投资者很好的回报。

未来 IDG资本可以做更多跨界并购的事情。

很高兴能够跟唐宁、宜信合作，共同挖掘、培育出优秀的国内高科技公司，在国内资本市

场实现上市。谢谢你们！（来源：新浪科技）

国务院关于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7〕4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

2017 年 11 月 9 日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我国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

以来，以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为中心，参保范围不断扩大，基金征缴

力度不断加强，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

局、保障企业离退休人员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

完善过程中，受多种因素影响，形成了一定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加剧，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不断加大，为充分体现代际公平和国有企

业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现决定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具体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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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关要求，在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同时，通过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

保基金，使全体人民共享国有企业发展成果，增进民生福祉，促进改革和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实现代际公平，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

二、基本原则

坚持目标引领，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目标紧密结合。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系统工

程，应统筹兼顾，考虑长远，力求在公共财政适度支持的情况下实现精算平衡。划转部分国有

资本，基本目标是弥补因实施视同缴费年限政策形成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促进

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

坚持系统规划，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目标紧密结合。统筹考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的目标、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成因、国有资本现状和企业发展需要，科学界定划转范围，合

理确定划转比例。

坚持立足长远，与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目标相结合。通过划转实现国有

资本多元化持有，但不改变国有资本属性。划转承接主体作为财务投资者，管理运营所划入的

国有资本，建立国有资本划转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逐步弥补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坚持独立运营，与社保基金多渠道筹集的政策目标相结合。划转的国有资本具有充实社保

基金的特定用途和政策目标，运营收益根据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需要上缴，专项用于弥补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划转的国有资本应集中持有，独立运行，单独核算，接受考

核和监督。

三、划转范围、对象、比例和承接主体

（一）划转范围。将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纳入划转范围。公

益类企业、文化企业、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及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划转对象。中央和地方企业集团已完成公司制改革的，直接划转企业集团股权；中

央和地方企业集团未完成公司制改革的，抓紧推进改革，改制后按要求划转企业集团股权；同

时，探索划转未完成公司制改革的企业集团所属一级子公司股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因国有股

权划转、投资等各种原因形成的上市企业和非上市企业股权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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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划转比例。首先以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转轨时期因企业职工享受视同缴

费年限政策形成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为基本目标，划转比例统一为企业国有股权

的 10%。今后，结合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及可持续发展要求，若需进一步划转，再作研究。

（四）承接主体。划转的国有股权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划转的中央企业

国有股权，由国务院委托社保基金会负责集中持有，单独核算，接受考核和监督。条件成熟时，

经批准，社保基金会可组建养老金管理公司，独立运营划转的中央企业国有股权。

划转的地方企业国有股权，由各省级人民政府设立国有独资公司集中持有、管理和运营。

也可将划转的国有股权委托本省（区、市）具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功能的公司专户管理。

四、划转程序

（一）按照中央企业国有股权划转的部署和步骤安排，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提出本

机构所监管企业拟划转股权的建议方案，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审核确认。其中，国务院国资

委监管的中央企业，由财政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审核确认；中央金融机

构等由财政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审核确认。

本方案所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是指代表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部

门（机构）、负责监督管理行政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国有资产和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的财政部门。

（二）根据经审核确认的划转方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具体办理企业国有股权的划出

手续，社保基金会相应办理股权划入手续，并对划入的国有股权设立专门账户管理。地方企业

国有股权划转工作比照中央企业办理。

（三）划转对象涉及多个国有股东的，由第一大股东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对国有

股东身份和应划转股权进行初审，提交同级财政部门确认。国有股东分别属于中央和地方管理

的，按第一大股东的产权归属关系，将应划转的国有股权统一划转至社保基金会或各省（区、

市）国有独资公司等承接主体。

（四）划转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同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下达国有股转持通知，并抄送社保基金会或各省（区、市）国有独资公司等承接主体。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在收到国有股转持通知后 15个工作日内，将应转持的国有股

权，变更登记到社保基金会或各省（区、市）国有独资公司等承接主体。

（五）国有股权划转至社保基金会或各省（区、市）国有独资公司等承接主体后，相关企

业应及时进行账务调整，并按规定做好国有资产产权变动登记工作。国有股权划出方应当就划

转事项通知本企业债权人。涉及上市公司股份权益变动的，相关企业需按照证券监管有关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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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向同级财政部门提供年度划转任务执行情况，财政部门

逐级汇总后，由财政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社保基金会上报国

务院。

五、承接主体对国有资本的管理

（一）资本管理。社保基金会及各省（区、市）国有独资公司等承接主体作为财务投资者，

享有所划入国有股权的收益权和处置权，不干预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管理，一般不向企业派出董

事。必要时，经批准可向企业派出董事。

对划入的国有股权，社保基金会及各省（区、市）国有独资公司等承接主体原则上应履行

3年以上的禁售期义务，并应承继原持股主体的其他限售义务。在禁售期内，如划转涉及的相

关企业上市，应承继原持股主体的禁售期义务。

（二）收益管理。对划入的国有股权，社保基金会及各省（区、市）国有独资公司等承接

主体的收益主要来源于股权分红。除国家规定须保持国有特殊持股比例或要求的企业外，社保

基金会及各省（区、市）国有独资公司等承接主体经批准也可以通过国有资本运作获取收益。

六、划转步骤

按照试点先行、分级组织、稳步推进的原则完成划转工作。

第一步，2017年选择部分中央企业和部分省份开展试点。中央企业包括国务院国资委监管

的中央管理企业 3至 5家、中央金融机构 2家。试点省份的划转工作由有关省（区、市）人民

政府具体组织实施。

第二步，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2018年及以后，分批划转其他符合条件的中央管理企

业、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所办企业以及中央金融机构的国有股权，尽快完成划转工作。各省（区、

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本地区地方国有企业的国有股权划转工作。

七、配套措施

（一）自本方案印发之日起，划转范围内企业实施重大重组，改制上市，或改组组建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涉及国有股权变动的改革事项，企业改革方案应与国有资本划转方案统

筹考虑。

（二）探索建立对划转国有股权的合理分红机制。社保基金会及各省（区、市）国有独资

公司等承接主体持有的股权分红和运作收益，专项用于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

不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每年 6月底前，社保基金会及各省（区、市）国有独资公司等

承接主体应将上年度国有资本收益和分红情况报送同级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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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保基金会及各省（区、市）国有独资公司等承接主体持有的国有资本收益，由同

级财政部门统筹考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需要和国有资本收益状况，适时实施收缴，专项

用于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国有资本运作管理办法和中央财政对收缴资金的具

体使用办法等另行制定。

（四）自本方案印发之日起，《国务院关于印发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国发〔2001〕22号）和《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社保基金会关于印发〈境内证券市

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的通知》（财企〔2009〕94号）等现行国

有股转（减）持政策停止执行。

八、组织实施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要加强统筹协调、督促落实。

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社保基金会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

配合，出台配套制度办法，加强对本方案执行的支持和指导，做好方案实施的监督评估工作。

各有关部门和机构要高度重视划转工作，统筹规划，周密安排，落实责任，有序实施。各省（区、

市）人民政府对本地区划转工作负总责，要结合实际抓紧制订具体落实方案，确保按要求完成

划转目标任务。（来源：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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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11 月 11 日-11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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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1 日
英诺天使基金

火橙资本
火星人俱乐部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1 日
源码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药帮忙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1 月 12 日
雅惠精准医疗基金

不公开的投资者
菲沙基因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3 日 朗玛峰创投 睿玺定制 IT 中国 NA

11 月 13 日

华映资本

德同资本

赛富动势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淘梦网 金融 中国 9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3 日 Ventech China 概率论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 万美元

11 月 13 日
微医集团

不公开的投资者
九爱科技 互联网 中国 2.10 亿人民币

11 月 13 日

华登国际

百度风投

德同资本

甘来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1 月 13 日
钜派投资

松禾资本
好车伯乐 互联网 中国 7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3 日
鼎信长城基金

不公开的投资者
京品高科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3 日

丹华资本

道彤投资

同渡资本

弘道资本

深睿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15 亿人民币

11 月 13 日
浙江瀛风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深睿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15 亿人民币

11 月 13 日

浚泉信投资

苏州顺融创业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前海大宇

利和兴 IT 中国 1.10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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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大宇

广东商弈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双石资本

中通汇银

11 月 13 日 远致投资 志凌伟业 机械制造 中国 15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3 日

光荣资产

启赋资本

北京国同清源创业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征和惠通

康美特 清洁技术 中国 6667.50 万人民币

11 月 13 日
吴江创迅创投

中鲈科技
格朗富 机械制造 中国 998.40 万人民币

11 月 13 日 宇松科技 E 休智电 机械制造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3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艾葵斯 IT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3 日 万宝盛华（中国） 才赋人力 其他 中国 NA

11 月 13 日

东方翌睿（上海）

健康产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启航投资管理

龙磐投资

京工弘元

杭州比邻星创新投

资

通用创投

赛纳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30 亿人民币

11 月 13 日 磐谷创投 神北克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3 日 上海亚创 国农基业科技 农/林/牧/渔 中国 NA

11 月 13 日 复星医药 深圳恒生医院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9.09 亿人民币

11 月 14 日

前海方舟资产

暴龙资本

博将资本

易合君诚

乐播科技 IT 中国 6500.00 万人民币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20

11 月 14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无冕财经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4 日

南京毅达股权投资

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

国发股权基金

骏创科技 汽车 中国 3095.60 万人民币

11 月 14 日

浙江升华广沣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复琢投资

华普永明 机械制造 中国 3000.55 万人民币

11 月 14 日 盛世景投资 传神语联 互联网 中国 4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4 日
深创投

毅达资本
创凯智能 IT 中国 3000.08 万人民币

11 月 14 日

领势投资

励石创投

青云创投

索道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翼石科技 IT 中国 NA

11 月 14 日 星河互联 无限向溯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4 日 嘉道谷投资 生纳科技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4 日 国中创投 医鸣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1 月 14 日

琢石投资

天创资本

创业邦投资

创感科技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4 日

招商致远资本

赛富投资基金

赛领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洋码头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美元

11 月 14 日
毅达资本

运业源资本
安晟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4 日

中骏资本

招商局资本

中关村发展集团

不公开的投资者

清智科技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1 月 14 日
连力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蚊子动漫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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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4 日

软银中国资本

Dragoneer

Investment Group

Uber 汽车 美国 10.00 亿美元

11 月 14 日 信文资本 珠海美年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6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4 日 信文资本 深圳益尔康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63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4 日 信文资本 厦门慈铭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11 月 14 日 信文资本 马鞍山美年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99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4 日 天亿资管 深圳美兆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92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4 日 天亿资管 广州美兆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11 月 14 日 天亿资管 成都美兆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11 月 14 日 天亿资管 郑州美兆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11 月 14 日 天亿资管 江苏美兆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11 月 14 日 天亿资管 南京美兆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11 月 14 日 天亿资管 浙江美兆 金融 中国 NA

11 月 14 日 信文资本 天津美佳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11 月 14 日 天亿资管 绍兴沃康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5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云选商城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5 日
海尔资本

光量资本
飞驰镁物 互联网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5 日

契阔资本

福建盈安投资

宁波镇海房翊网络

岁友空间 互联网 中国 13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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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
IDG 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鸡王食品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5 日

DCM 资本

IDG 资本

晨兴资本

智联招聘

脉脉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7500.00 万美元

11 月 15 日

云锋基金

IDG 资本

复星锐正资本

众盟 IT 中国 1.80 亿人民币

11 月 15 日 安龙基金 哮喘管家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5 日

阿里巴巴台湾创业

投资

中经合

心元资本

美味生活 互联网 中国台湾 400.00 万美元

11 月 15 日

盈科资本

华商鼎信投资

盈科汇金投资

万联证券

中浩紫云 其他 中国 9075.00 万人民币

11 月 15 日

杭州瀚臻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珠海瑞智炜格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维旺明科技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638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5 日

尚融资本

溧阳市产业投资引

导基金

贵州省金融控股

开磷瑞阳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2.03 亿人民币

11 月 15 日

和亚化医

苏州乔景

深圳凯盈天成

爱科凯能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4017.00 万人民币

11 月 15 日 慧全投资 欧维客 IT 中国 5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5 日 北极光 新核云 其他 中国 300.00 万美元

11 月 15 日

阿里巴巴台湾创业

投资

奇景光电

中华开发资本

高通风险投资

中科创达

红杉中国

创业邦投资

耐能 IT 美国 1000.00 万美元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23

11 月 15 日 高通风险投资 商汤科技 IT 中国 NA

11 月 15 日
青山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星洞瑧品 互联网 中国 15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5 日

东方富海

红秀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小骑手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5 日

中国信达资产

天使投资人江南春

天使林奇

天使投资人徐宇

不公开的投资者

玖富集团 金融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1 月 15 日
真格基金

不惑创投
夜听

广播电视及数字电

视
中国 NA

11 月 15 日 大搜车 太和巽捷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11 月 15 日 高通风险投资 摩拜单车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11 月 15 日 高通风险投资 创通电子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11 月 15 日 高通风险投资 零号元素 连锁及零售 中国 NA

11 月 15 日 高通风险投资 说宝堂（爱乐奇） 互联网 中国 NA

11 月 15 日 天使投资人龚虹嘉 颜店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5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知因盒子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5 日

祥峰投资

真格基金

启赋资本

真成投资

NEIWAI 互联网 中国 7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5 日

银川开发区育成凤

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育成投资

天通银厦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2.00 亿人民币

11 月 15 日 确成硅化 三明阿福 能源及矿产 中国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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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 麦维斯 恒兴长基 金融 中国 100%

11 月 16 日

启明融信

启明融创

本草资本

先通医药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50 亿人民币

11 月 16 日
博泽汇金

博泽汇金
金汇通航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60 亿人民币

11 月 16 日
天神互动

上海盛万
吾立方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6 日
卓越教育

东方富海
爱论答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6 日
翰潭投资

起源资本
人人讲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6 日 紫辉创投 星韵文化 娱乐传媒 中国 NA

11 月 16 日 广日电梯 e电梯 建筑/工程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6 日 腾讯投资 优必选 IT 中国 4000.00 万美元

11 月 16 日
上海米椒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金利科技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12.49 亿人民币

11 月 16 日 中骏资本 金联创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1 月 16 日 百度风投 梯影传媒 娱乐传媒 中国 25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6 日

光速中国创业投资

基金

启赋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弘驰智能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6 日

东方华盖投资

儒艺资本

共享际

星烁体育 娱乐传媒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7 日 光谷人才投资
捌捌玖玖智能科

技
IT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7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心有灵犀 互联网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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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7 日
分享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榉树智能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7 日 易华录投资 金盾软件 IT 中国 5054.00 万人民币

11 月 17 日
苏豪一带一路

安徽同创锦成
威腾股份 机械制造 中国 8475.00 万人民币

11 月 17 日 开来资本 中科华联 机械制造 中国 8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7 日 考拉基金 深瞐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7 日

高瓴资本

清流资本

清晗基金

编程猫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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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6日-1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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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6 日

San Miguel Pure Foods
Company Inc (71.79%

股权变动规模)

菲律宾
San Miguel
Corporation

菲律宾
消费品业：

食品
6,477

11 月 6 日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4.7%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苏宁控股集团 中国 房地产业 3,014

11 月 6 日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

山东省公路建设

（集团）有限公

司

中国 房地产业 3,014

11 月 10 日 Musical.ly Inc 美国
指北京字节跳动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互联网/电

子商务业
1,000

11 月 8 日 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 中国
腾讯控股有限公

司
中国 汽车业 1,000

11 月 6 日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18%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四川鼎祥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公司
中国 房地产业 754

11 月 6 日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18%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广州逸合投资有

限公司
中国 房地产业 754

11 月 6 日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
嘉寓汽车配件宁

夏(有限合伙)
中国 房地产业 754

11 月 6 日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18%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正威集团 中国 房地产业 754

11 月 6 日
国泰航空有限公司

(9.61%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香港

Qatar Airways
Company QCSC

卡塔尔 运输业 6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