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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局会议分析明年经济工作 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

 人民币汇率波动呈新特征 预计年底较年初升值 3%

 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进展：6806 个项目进入开发阶段

 PitchBook：近两个季度美国 VC 投资额都超过 200 亿美元

 专项执法剑指私募基金乱象回归价值投资本源

 发审委紧盯 IPO“深层问题” 过会率降低

 私募股权投资复苏将成为 2018 年并购市场的最大亮点

 中国“独角兽”崛起引全球关注

 尚诚同力获得 1亿人民币首轮融资，深创投领投，前海母基金跟投

 AccutarBio 获得 IDG 和依图科技 1500 万美元投资

 医联获 4 亿元 C轮融资 由中电健康基金战略投资，腾讯、红杉参与投资

 跨境支付企业 Payoneer 派安盈完成宽带资本战略投资 去年曾获得 2.2 亿美元 E 轮融资

【宏观】政治局会议分析明年经济工作 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

中共中央政治局 12月 8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 2018年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要长期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

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深刻认识、全面领会、真正落实。

会议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区域协

调发展、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列入明年要着力抓好的重点工作。

＞全文（经济参考报)

人民币汇率波动呈新特征 预计年底较年初升值 3%

2017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现与以往三年完全不同的波动态势，表现出以下四个

方面的新特征： 其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扭转了过去三年逐年渐进加深的贬值趋势，预计年

底较年初可能升值 3%左右。其二，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在双向波动中渐进走升。在 2017年多

数时间段内，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保持窄幅波动，总体呈平稳走势。其三，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波动的分水岭是 2017年 5月份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改革。其

四，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再次呈现双向波动走势，从 11月下旬到 12月初，人民币对美元持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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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数日贬值，其主要原因是近期美国公布的经济和就业数据较为强劲，基本面持续改善支持美

联储继续渐进收紧货币政策，市场对美联储在 12月份再次加息形成共识。

＞全文（中国经济网)

【宏观】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进展：6806 个项目进入开发阶段

截至 2017年 10月底，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已进入开发阶段的项

目达 6806个，计划投资额 10.2万亿元，覆盖全国 31个省区市，涉及市政、交通、环保、教育、

文化、养老等 19个行业领域。其中已落地项目 2438个，计划投资额 4.1万亿元。项目库增信

作用明显，金融机构普遍将项目入库作为提供信贷支持的前提，并为信息公开程度更高的示范

项目开辟了“绿色通道”，有效缓解了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项目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全文（人民日报)

【国际】PitchBook：近两个季度美国 VC 投资额都超过 200 亿美元

截止到第三季度末，今年风险投资总额将达到十年以来的新高，但交易活动持续下滑。2017

年，平均每个季度风险投资额都超过 200亿美元。过去两个季度风险投资数额巨大，部分原因

是独角兽推动大宗交易。例如，第三季度，WeWork获得 44亿美元融资，Airbnb则在第二季度

获得 10亿美元投资。随着交易规模的增加，估值也在增长，尤其是后期阶段投资。

＞全文（199IT）

【国内】专项执法剑指私募基金乱象回归价值投资本源

12月 8日，证监会表示已专门部署 2017年专项执法行动第四批案件，严厉打击私募基金

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笔者认为，监管层的专项治理将对私募乱象起到威慑作用，有利于私募行

业朝着合法有序规范的道路健康发展。

随着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也逐渐增多。备案信息失真、违规募集资金、

挪用基金财产等管理失范问题突出，甚至滋生操纵市场、利益输送、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等违

法行为，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全文（证券日报）

发审委紧盯 IPO“深层问题” 过会率降低

自今年 10月份新一届发审委成立以来，IPO审核呈现出越来越严的趋势。截止到 12月 10

日，新一届发审委已审核 73家企业（包括二次上会企业）的首发申请，其中，44家获得通过，

24家被否，5家暂缓表决，通过率为 60.27%。而今年前 10个月 IPO审核的通过率为 80%严把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74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75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76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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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质量关已成为监管重点，IPO通过率降低有可能成常态，从而夯实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的基础。＞全文（证券日报）

【国内】私募股权投资复苏将成为 2018 年并购市场的最大亮点

2017年 11月 30日，安永在上海发布的第 17期《全球资本信心晴雨表》指出，2017年交

易量的增加继续提高全球兼并和收购活动(以下简称并购)。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交易投资者表

现出持续高涨的并购需求，且 2018年，中国仍将是大部分中国企业并购的首选区域。

＞全文（和讯名家）

中国“独角兽”崛起引全球关注

1.2万家投资机构，8.5万亿管理资本量，13万登记从业人员，这三个数字描绘出 2017

年我国股权投资规模现状。清科日前发布的《2017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年报》显示，今年前 11

个月我国股权投资市场新募集基金数量 3418支，募资规模达到 1.61万亿元，其中人民币基金

有 3339支，募资规模 1.5万亿元。有业内人士认为，2017年是我国股权投资市场的全面回归。

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股权投资市场，越来越多的中国“独角兽”企业正引发全球

风投关注。展望 2018年，业内认为，人工智能、互联网＋工业、5G、工业模式的创新、新零

售和消费升级等都有望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市场投资热点，也有望涌现出更多的“独

角兽”企业。＞全文（财经江南时报)

【会员动态】尚诚同力获得 1 亿人民币首轮融资，深创投领投，前海母基金跟投

12 月 5 日消息，新三板挂牌公司尚诚同力近日对外宣布已经获得 1亿人民币首轮融资，

本轮融资由深创投领投，前海母基金跟投。深创投是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的副会长单位。

据悉，本轮融资的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拓展国内业务网络、技术平台的研发与搭建、

支付供应商项目款、收购相关标的公司以提升公司的业务能力等。＞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AccutarBio 获得 IDG 和依图科技 1500 万美元投资

近日，AccutarBio完成由 IDG资本和依图科技的联合投资，加上之前真格天使轮投资，总

共融资 1500万美元。这是迄今为止中国 AI制药领域最大融资之一。IDG资本是北京股权投资

基金协会的副会长单位。＞全文（投中网）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80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77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78
http://mp.weixin.qq.com/s/Yf4fUM8BnHlJkSscBp0pfg
http://mp.weixin.qq.com/s/4GwRJqH1FBxsAw0_J0Lx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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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动态】医联获 4 亿元 C轮融资 由中电健康基金战略投资，腾讯、红杉参与投资

12月 6日，医联已经获得 4亿元 C轮系列融资，本轮融资由中电健康基金战略投资，老

股东腾讯、红杉参与投资。红杉是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单位。

据介绍，中电健康基金是由中电数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中电数据”）为培育健康医疗

大数据产业生态体系而发起设立的。医联与中电数据将在数据业务领域成为重量级战略合作伙

伴，与中电数据共同探索医疗数据的商业化应用。＞全文（投中网）

【会员动态】跨境支付企业 Payoneer 派安盈完成宽带资本战略投资 去年曾获得 2.2 亿美元 E

轮融资

12月 6日消息，跨境支付企业 Payoneer 派安盈宣布获得宽带资本的战略投资。宽带资本

是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的副会长单位。这是 Payoneer 继去年获得 Technology Crossover

Ventures (TCV) 、WCapital等投资机构的逾 2.2亿美元 E轮融资后的最新的一轮融资。

＞全文（投资界）

 2017 外滩金融·上海国际股权投资论坛

【活动预告】2017 外滩金融·上海国际股权投资论坛

由上海市国际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上海市黄浦区金融服务办公室、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

究院共同举办，上海股权投资协会、上海市创业投资行业协会、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上海市中小企业上市促进中心以及阿里巴巴创新中心联合主办，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作为支

持单位的“2017外滩金融·上海国际股权投资论坛”(2017 SIPEF)将于 2017年 12月 13日在上

海举办。

时间：2017年 12月 13日（周三）上午 8:30

地点：上海万达瑞华酒店（中山东二路 538号外滩金融中心）三楼大宴会厅

联系方式：霍女士（010-88086257）

报名方式：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作为本次活动的支持单位，有少量免费参会名额，请发

送“姓名-机构-职务-手机-邮箱”至 rhuo@bpea.net.cn进行报名。

注：名额有限，仅限会员报名，额满为止。＞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http://mp.weixin.qq.com/s/JfvVsX_phXiMXdXiwCeO7w
http://mp.weixin.qq.com/s/yi6fSMnIGjjL6bx-HsxEyA
http://mp.weixin.qq.com/s/EVZs2YRwhlfOqvUqZ3er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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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秉仁：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助力实体经济

中国股权投基金协会会长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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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九届全球 PE北京论坛”于 2017年 12月 2日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顺利

召开。

以下为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长邵秉仁在论坛上的致辞实录：（根据现场速记文稿整理，

经作者审定）

本次论坛主题是 PE 要服务于实体经济。一是贯彻十九大的精神，二是 PE 的特点和现状的

要求。

刚刚结束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

放，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富裕了，但新的社会矛盾也在积累，有些矛盾相当尖锐。因此，十

九大报告说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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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不平衡不充分是绝对的，每个发展阶段都存在不平衡和不充分。永远在路

上。现阶段的不平衡包括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产业之间的不平衡以及

贫富不平衡等等。解决这些不平衡需要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关键是要全面深化改革，用改革破

解深层次矛盾。如果说之前的改革是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那么新时代的改革必须以

解决社会公平、收入均衡为优先原则。为此，十九大报告所提出了多项要求，其中对金融领域

的要求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

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这几点要求均与股权投资行业息息相关。股权投资是一种直接融资手段，

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方式，也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十九大报告为股权投资行业提

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近几年股权投资基金发展迅速。根据中基协截止到 2017 年 9 月的数据，备案登记的私募

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12352 家，管理的基金 26107 只，管理基金规模 6.48 万亿元，较

2016 年底增长了近 1.8 万亿元。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参与者越来越多，市场竞争激

烈，优胜劣汰越来越显著。投资机构向着投资阶段细分、行业细分的专业化方向发展，规模越

做越大，这是很可喜的。但是从投向上看，股权投资基金助力实体经济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很好

体现。数据显示，2016 年全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投资案例中，投资金额排名前二位的行业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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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互联网和金融，真正投入到实体经济中例如制造、电子及光电设备等行业，仅占到总投资金

额的约三分之一。

过去两年，实体经济中的许多传统产业正处于去产能、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如钢铁、煤

炭、水泥等行业，短期依靠行政手段降低供给改善供求关系，长期还是要依靠市场的力量，通

过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过程中的技术升级和创新等蕴藏

了大量的股权投资机遇。但是这两年股权投资行业的资金更多的流向了虚拟经济，这与股权投

资主要应投到中小企业实体经济的初衷是不相符的。

近几年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出现了众多的金融创新产品，如各种虚拟货币、余额宝等互联

网金融产品、P2P、PPP、银行理财等等。金融创新使金融产品多样化，采用新技术使金融资产

更具流动性，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比如银行理财、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产品和民间

借贷等“影子银行”问题。“影子银行”不受监管，资金流向隐蔽，长期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

尤其是银行低息吸入资金，但并没有把这些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当中，而是把大量资金投入到

理财产品等这些“影子银行”中加杠杆，加剧了金融泡沫和金融风险。

互联网+是近两年吸引投资和创业的热门领域。但加什么，要有个正确方向，如果主要加

到服务业，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提升不了经济发展质量。如果过度对互联网热捧和资

金倾斜，必然严重冲击实体经济，剥夺了大量就业机会。电商的迅速兴起就是例证，大量的实

体店是互联网服务的主要对象，也是吸纳劳动力的载体之一。电商的发展是以市场诚信为基础

的，在社会诚信普遍跌失情况下过度发展，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双十一疯狂购物的背后，存在

大量的虚假价格，欺骗消费者。而且，互联网中大量娱乐项目，影响着年轻人的价值观、人生

观和世界观。当下许多年轻人沉迷游戏，三观不正，是道德风气恶化的集中反映。

虚拟经济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我们希望互联网更高服务实体经济。什么时候实体经济实

现了全面数字化，我们国家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也就实现了。

2015 年以来股权投资行业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即国有资本的大举进入，并逐渐占据市场

半壁江山。2016 年底政府引导基金的规模已达到 3万亿。政府投资的引导基金应重在引导，并

不是套利。因为政府财政资金的本质应该是公共服务。财政和税收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大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落实十九大提出的解决发展不平衡的要

求。政府财政资金的公共服务性质和股权投资基金本身的逐利性本身就是矛盾的。地方政府利

用透支政府信用的方式成立政府引导基金，在体制上、机制上也难以用市场化的方式去最大效

率配置资源，不仅妨碍了市场公平有效竞争，难以最大化发挥市场作用。而且极易发生投资损

失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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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是一种投资方式和投资的手段，其功能主要是通过企业的融资和产权交易，达到

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资产优化配置的目的。因此，股权投资将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中，

才能最大发挥其作用。为此建议：

第一，把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作为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发展的首要目标。实体经济是国家基本

的财富来源。股权投资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政府的引导基金和国资

背景的基金既然已经设立，就要起表率和引导作用，从而带动社会资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第二，助力创新。创新是发展的不竭动力。经过几代人努力，我们在航天、高铁、大飞机、

深海探测等领域有了国之重器。但整体上在制造业以及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高新领域

的创新能力远远不足，关键领域的关键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很少。经济增长靠投资拉动

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创新首先要解放思想，打破体制上的束缚和利益藩篱；其次要有强大的资

金支持。为此，资本必须助力创新，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股权投资基金也是责无旁贷。

第三，加强金融监管，当务之急是加强对银行业监管，严格规范银行理财产品，防止影子

银行等问题引发的金融风险和脱实向虚等情况继续发展。对证券业监管要严厉打击虚假上市和

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从长远改革方向上看，要创造条件，使证券监管机构与市场分离，即管

办分离，IPO 由市场决定。取消行政审批，虽然目前还不行，但要公开公正审批，杜绝腐败，

再不要做那些所谓“IPO 扶贫”的虚功了，扎扎实实地监管好市场，更多运用市场手段控制 IPO

节奏，促进实体经济和市场健康发展。对私募股权投资行业，要区别于与证券基金的不同属性，

应坚持“行业自律为主、适度监管为辅”的监管原则，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作用。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要解决分业监管和混业经营现实的矛盾。

第四，政府要为股权投资行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为社会资本腾出更多的投资空间。要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按十九大提出的要求，国资部门要由管企业转向管资本，企业应按现

代企业制度要求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打破行政性垄断，开放竞争领域市场，退出房地产市场，

把有限的国企资金更多用于发展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上。已建立的政府引导股权投资基金，应

以母基金形式投到子基金中去，把资金交给有市场信誉、优秀的基金管理团队，避免行政干预，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谢谢大家！（来源：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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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科数据：新三板企业拟 IPO 之路遇阻 过会成功率明显下降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统计，截至 2017年 10月新三板挂牌企业数量达到 11619家。其中，

基础层企业 10247家，创新层企业 1372家。从转让方式来看，采用协议转让方式 10216家，

采用做市转让方式 1403家。本月新增挂牌企业共 69家，环比下降 35.51%，在所有挂牌企业中，

有 VC/PE支持的共有 10家，占比 14.49%，环比下降了 23.08%。

图 1 新三板挂牌企业月度走势

来源：私募通 2017.11 www.pedata.cn

新三板企业拟 IPO之路遇阻过会成功率明显下降

自七月份以来，新三板企业拟 IPO之路遇阻，过会成功率明显下降。在今年七月之前新三

板企业的 IPO过会率一直保持着 100%的成功率。随后至今的时间里，发审委共审核 19家新三

板企业的 IPO申请，其中，成功过会的企业仅有 10家，余下 9家企业中 5家企业被否，4家暂

缓表决，过会率仅为 52.63%，大大低于同期发审会整体过会率，这也是当前 IPO 审核趋严的

结果。

从以往的数据显示，新三板拟 IPO 企业一般是排队周期长，极少卡在证监会。近期导致 IPO

过会率明显下降有诸多原因，一方面是发审委对于新三板拟 IPO企业的审核标准日趋严格，证

监会在未来将不断加强监管对新三板企业财务情况的真实性要求，一些新三板企业会在证监会

披露财务报表之前对新三板披露的材料进行更正；另一方面是新三板拟 IPO企业的财务状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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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制度规范确实存在不足。目前来看，最重要的是企业自身需要经营和信披规范化以及诚

信度的加强。

图 2 新三板成交月度走势

来源：私募通 2017.11www.pedata.cn

10月份新三板共成交 15.94万笔，共成交 25.49亿股，成交金额为 120.36亿元，环比下降

29.39%。其中，采用协议转让方式成交的金额约为 86.01亿元，采用做市方式成交的为 34.33

亿元。截止 10月 31日新三板成指指数报收于 1292.23，新三板做市指数收于 1008.58。

10月份挂牌公司股票成交金额前 10名分别为：联讯证券（证券代码：830899）、高思教

育（证券代码：870155）、百合网（证券代码：834214）、安达科技（证券代码：830809）、

诺斯贝尔（证券代码：835320）、泰欣环境（证券代码：837783）、点米科技（证券代码：831235）、

海翼股份（证券代码：839473）、蓝海之略（证券代码：834818）和芍花堂（证券代码：832265）。

表 1 10月份挂牌企业 VC/PE支持情况

企业名称行业 历史投资机构

金鑫新材化工原料及加工 惠和投资

开心教育教育与培训 广州市玖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泓迅生物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元禾控股协立投资天津雅惠明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闽威实业农/林/牧/渔 成丰源创

基理科技其他 众麟资本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25074
http://newseed.pedaily.cn/vc/38012
http://newseed.pedaily.cn/vc/38012
http://newseed.pedaily.cn/vc/37542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24476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35925
http://zdb.pedaily.cn/people/show12309/
http://newseed.pedaily.cn/vc/82
http://newseed.pedaily.cn/vc/22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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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元环保 IT 华睿信资产管理

金米特 机械制造 虹联创投

轻松到家 IT

祥峰投资雷雨资本投控东海

嘉兴光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光信资本天使投资人 58 同城深圳投控恒泰资本

米宅科技 IT 锐旗资本

荣飞科技 IT 广州金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来源：私募通 2017.11www.pedata.cn

泓迅生物新三板挂牌，获元禾控股、协立投资和雅惠明泽 VC/PE机构支持

苏州泓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71854）于 2017年 10月 9日正式在新三板

挂牌。苏州泓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跨国 DNA技术公司，在美国和中国均有运营实

体，目前公司开发的技术平台为合成生物学完整的 DNA合成组合平台——Syno1.0，Syno2.0

和 Syno3.0。依托 Syno技术平台，服务于人源化抗体库构建、基因工程疫苗开发、工业酶优化、

染色体/基因组的合成、分子辅助育种以及 DNA信息存储的技术开发等客户需求。根据股权转

让说明书中的信息披露，2016年 7月 6日，泓迅生物扩股增资，协立投资、元禾控股和天津雅

惠明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各一支基金联合参与了此轮融资，投资总金额为 4200万人民币，

共获得 22.70%的股权。

轻松到家新三板挂牌，获祥峰投资、深圳投控和光信投资等 VC/PE机构支持

2017年 10月 31日，轻松到家（证券代码：871650）在新三板正式挂牌交易。深圳市轻

松到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包含家庭专业服务(B2C)与品牌售后服务(B2B)。家庭专业

服务产品涵盖家居的保养、安装、维修、鲜花订阅等服务产品，通过自建销售渠道(如 APP、

自营门店)与分销平台(如招商物业、淘宝)为用户提供专业的家庭服务；品牌售后服务产品包含

售后安装与售后维修，为品牌厂家提供专业的售后服务保障，同时轻松到家利用服务场景，成

为品牌厂家的主要入户推广销售渠道。

http://newseed.pedaily.cn/vc/31365
http://newseed.pedaily.cn/vc/490
http://zdb.pedaily.cn/people/show15095/
http://newseed.pedaily.cn/vc/37851
http://newseed.pedaily.cn/vc/35782
http://newseed.pedaily.cn/vc/21322
http://newseed.pedaily.cn/vc/36847
http://newseed.pedaily.cn/vc/31538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12

根据股权转让说明书中的信息披露，2015年 7月 2日，嘉兴光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旗下的一支基金参与了轻松到家的历史融资，投资金额为 2141万，股权占比 11.76%。

2015年 9月 18日，祥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旗下一支基金参与了新一轮融资，投资金额为 3362.26

万人民币，获得 15.00%的股权，增资价为 16.81元/股。之后，2016年 12月 28日，深圳市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一支基金对轻松到家进行了投资，以每股 18.07元的认购价格进行投资，

投资总金额为 4000万人民币，获得股权占比 13%。

图 3 新三板定向增发情况

来源：私募通 2017.11www.pedata.cn

148家企业实施定增，定增市场环比略有回落

10月份共有 148家新三板企业完成定向增发，共募集 117.89亿元人民币，环比下降 16.37%。

从企业数量上和规模上来看，本月较上月都有所下降：企业从 228家下降到 148家；规模从

140.97亿上升到 117.89亿。目前来看，本月定增市场环比略有回落。

合全药业（证券代码：832159）在本月完成单笔最大定增，以每股 117.28元的价格发行

1296.04万股，获配金额约 15.20亿元人民币。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计划继续用于常州二期

项目建设。华强方特（证券代码：834793）本月以每股 16.85元的价格发行 8679.38万股完成

募资约 14.62亿元，位居本月第二，募集资金将用于项目建设投资、品牌宣传及推广、项目研

发及偿还银行贷款。贝特瑞（证券代码：835185）本月募集金额约 7.50亿元，位居第三，所募

集资金将用于 3万吨锂离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产业化项目（第一期）、补充流动资金。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35705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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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月份定向增发 TOP 10

排名企业名称 行业
获配金额 获配数量 发行价格

(万元) (万股) (元)

1 合全药业生物技术/医疗健康151999.99 1296.04 117.28

2 华强方特 娱乐传媒 146247.60 8679.38 16.85

3 贝特瑞 电子及光电设备 74999.50 2250.21 33.33

4 紫光华宇 IT 49000.00 3109.14 15.76

5 合纵科技 机械制造 46764.91 1870.60 25.00

6 世纪瑞尔 电子及光电设备 40866.08 4510.61 9.06

7 中天引控 IT 38991.80 3899.18 10.00

8 亿华通 电子及光电设备 32143.01 412.09 78.00

9 中溶科技 化工原料及加工 24570.00 1890.00 13.00

10 晶科电子 机械制造 21141.00 7830.00 2.70

来源：私募通 2017.11 www.pedata.cn

图 4 10月挂牌企业行业分布情况

来源：私募通 2017.11 www.pedata.cn

本月新三板挂牌企业共涉及 23个一级行业。从总数来看，IT、建筑/工程、机械制造分列

前三位，各完成挂牌 10、8和 7家企业；占比分别为 14.49%、11.59%和 10.14%；其中有 VC/PE

支持的企业共 10家，IT、教育与培训、生物技术/医疗健康分列前三位，分别挂牌 3家、1家

和 1家，占比依次为 30.00%、10.00%和 10.00%。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2256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2807
http://newseed.pedaily.cn/company/28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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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0月挂牌企业地域分布情况

来源：私募通 2017.11www.pedata.cn

本月新三板挂牌企业共涉及 21个省，从总数来看，广东省、浙江省、北京市分列前三位，

各完成挂牌 11、7和 7家企业；占比依次为 15.94%、10.14%和 10.14%。 其中有 VC/PE支持

的企业共 10家，广东省、江苏省、天津市分列前三位，各挂牌 2家，占比均为 20.00%。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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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12 月 2 日-12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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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市值风云 金融 中国 1.20 亿人民币

12 月 2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1454’s cafe 连锁及零售 中国 3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 日 罗格博投资 货车宝货车导航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12 月 3 日
红杉中国

九合创投
迅蚁网络 物流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4 日 天图资本 威记餐饮管理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4 日

云锋基金

天善资本

经纬中国

果派联合 娱乐传媒 中国 8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 日 汇川技术 慧科技 建筑/工程 中国 27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4 日
华创资本

梅花天使创投
掌柜攻略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4 日

蚂蚁金服

威马汽车

成为资本

中航富士达科技

不公开的投资者

哈罗单车 其他 中国 3.50 亿人民币

12 月 4 日

达晨财智

邵君良

达晨财智

国联资本

红光股份 半导体 中国 3993.60 万人民币

12 月 4 日 源铄投资 山谷网安 IT 中国 3020.00 万人民币

12 月 4 日

复容资本

中汇金玖投资

中汇金玖投资

准信自动 互联网 中国 3998.40 万人民币

12 月 4 日 无锡国联创投 统力电工 机械制造 中国 484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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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4 日 雨杉投资 恩鹏健康 机械制造 中国 1500.30 万人民币

12 月 4 日

汇付创投

泰礼创业

胡守荣

储融检测 其他 中国 3052.50 万人民币

12 月 4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童之趣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4 日
红杉中国

不公开的投资者
零跑科技 汽车 中国 NA

12 月 4 日 君紫资本 灰盒子咖啡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2 月 4 日
元璟资本

晨兴资本
云呼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4 日

华映资本

千杉投资

美味不用等

信天创投

汉理资本

微粟信用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4 日 HTC Vive X 蓝鳍鱼 IT 中国 NA

12 月 4 日

国投创业

太盟投资集团

龙磐投资

国投创合

深创投

华泰紫金

吉富创投

国中创投

鲁信创投

中泰汇银

荣昌制药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 亿人民币

12 月 4 日 弈胜蓝海 加滋杰 汽车 中国 NA

12 月 4 日 国投金融控股 高信股份 IT 中国 640.00 万人民币

12 月 4 日 景林投资 IN 次元 娱乐传媒 中国 NA

12 月 5 日
启明创投

纪源资本
考拉阅读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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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5 日 麦奇教育 日本村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5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宜心健康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5 日

杭州麦雨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宏运投资控股

酷买网 互联网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5 日 武汉智慧产业投资 天际航 IT 中国 999.00 万人民币

12 月 5 日
深创投

前海方舟资产
尚诚同力 娱乐传媒 中国 9999.90 万人民币

12 月 5 日
陕西供销知守基金

管理
格润牧业 食品&饮料 中国 4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5 日

金沙江创投

天使投资人王刚

天使投资人朱啸虎

不公开的投资者

魔急便 互联网 中国 1250.00 万人民币

12 月 5 日 东湖众合天使投资 寻寻医生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5 日
光华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环金科技 互联网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5 日
IDG 资本

依图科技
冰洲石生物科技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12 月 5 日

蓝图创投

纪源资本

经纬中国

库柏特 IT 中国 1.02 亿人民币

12 月 5 日 禾胜金服 霸气煮 连锁及零售 中国 NA

12 月 5 日 当贝网络 环球互娱 电信及增值业务 美国 NA

12 月 5 日

当代节能

商汤科技

Star VC

光速中国创业投资

基金

绿民投

松禾资本

浦发硅谷银行

不公开的投资者

无忧我房 金融 中国 2.10 亿人民币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18

12 月 5 日

元生资本

经纬中国

阿特列斯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牛投邦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2 月 5 日

百度投资部

海纳亚洲

阿米巴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威马汽车 汽车 中国 NA

12 月 5 日 盈峰资本 知微传感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5 日

追梦者基金

赛马资本

蓝湾基金

随便说英语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5 日 天士力 健亚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5000.00 万美元

12 月 5 日
中鼎基金

孙贤忠
智坤科技 建筑/工程 中国 110.00 万人民币

12 月 5 日

宁波市鄞州中钰惟

精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雕龙数据 IT 中国 240.00 万人民币

12 月 5 日

西藏聚实

大得宏强

险峰长青

明曜投资

华新蓝创

西藏险峰

齐玉杰

蓝标电商 其他 中国 1.28 亿人民币

12 月 6 日

中电数融投资管理

（杭州）有限公司

华兴私募股权基金

腾讯投资

红杉中国

医联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4.00 亿人民币

12 月 6 日 柏堡龙 眨眼网 互联网 中国 6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6 日

陶石资本

比特大陆科技

圭泽资产

塔链网络 金融 中国 6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6 日
原创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高徒教育 互联网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6 日
华盖资本

新浪阅读
不空文化 娱乐传媒 中国 7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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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6 日

穗证直投

广证创投

汉富资本

众巢医学 互联网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6 日 中原联创投资基金 万达重工 能源及矿产 中国 4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6 日

深圳中创信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朗润智能 机械制造 中国 720.00 万人民币

12 月 6 日
中青旅红奇投资企

业
九皇山 其他 中国 1.40 亿人民币

12 月 6 日

世茂房地产

瑞安房地产

南丰集团

BOXFUL 宝易存 物流 中国香港 1800.00 万美元

12 月 7 日
德联资本

百奥财富
盟科医药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2 月 7 日

阿里巴巴

银杏谷资本

元璟资本

企加云 IT 中国台湾 1.00 亿人民币

12 月 7 日 鼎嘉创投 复旦上科 建筑/工程 中国 2508.00 万人民币

12 月 7 日
复星锐正资本

前海方舟资产
云途腾科技 IT 中国 1.08 亿人民币

12 月 7 日 霍尼韦尔 富勒 IT 中国 NA

12 月 7 日 逍遥资本 青芒果 互联网 中国 NA

12 月 7 日
广发信德

国创投资
唐人医药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2 月 7 日 春晓资本 克里艺术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7 日 沃尔格林 国大药房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美国 4.18 亿美元

12 月 7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开造 App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12 月 7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德国帛珑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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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7 日

盈峰控股

君和同信

弘毅投资

粤民投

重科环境 清洁技术 中国 116.00 亿人民币

12 月 7 日 凯信投资 环球优学 教育与培训 中国 NA

12 月 7 日

汉能投资集团

基石基金

达晨创投

天蝎网络 IT 中国香港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7 日
曜为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盛开国际体育 娱乐传媒 中国 3.00 亿人民币

12 月 7 日 龙品锡传媒 冷恋冰淇淋 食品&饮料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7 日
东山精密

华鑫宽众
暴风 TV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8.00 亿人民币

12 月 7 日 三星创投 普思英察 IT 中国 1100.00 万美元

12 月 7 日
德英浩资本

天九共享控股集团
大棠记旅游 其他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7 日 中鼎基金 伏特能源 机械制造 中国 107.00 万人民币

12 月 7 日 合聚能投资 东微智能 IT 中国 NA

12 月 7 日
中国国新

中国诚通
际华集团 纺织及服装 中国 NA

12 月 8 日
真格基金

中以智教
玩疯了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8 日

弘德投资

凯石投资

君度投资

西恩科技 清洁技术 中国 1.32 亿人民币

12 月 8 日 人保远望 新赛点 互联网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8 日

尚颀投资

安鹏股权投资

郭晓娟

深圳市磐石投资咨

询

天风天睿

宝优际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6636.78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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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8 日

青云创投

香港水木投资

三星创业投资集团

ABB 集团

文安智能 IT 中国 2000.00 万美元

12 月 8 日 复星医药 领健信息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2 月 8 日

青松基金

王刚

东方富海

原子创

傲梦编程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8 日 腾讯投资 永辉云创 物流 中国 NA

12 月 8 日 如川投资基金 光和木星影业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8 日 深圳巴士 深新汽车 汽车 中国 100%

12 月 8 日 深圳巴士 国贸汽车 汽车 中国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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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日-1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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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 CPFL Energia SA 巴西 国家电网公司 中国 能源业 3,971

11 月 28 日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安徽雷鸣科化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 能源业 3,082

11 月 27 日
贵阳货车帮科技有限公

司
中国

江苏满运软件科

技有限公司（运

满满）

中国
互联网/电

子商务业
1,000

11 月 29 日 Big Fish Games Inc 美国
Aristocrat

Leisure Limited
澳大利亚

计算机软

件业
990

11 月 30 日
Dendreon Pharmaceuticals

LLC
美国

南京新街口百货

商店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
生物技术

业
904

11 月 28 日
Shiny Profit Enterprises

Limited
中国 中国恒大集团 中国 房地产业 419

11 月 29 日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18.57%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佳兆业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中国

医疗业：医

药
331

11 月 28 日 Rawson Group Pty Ltd 澳大利亚
Daiwa House
Industry Co Ltd

日本 建筑业 315

11 月 29 日
Integral Diagnostics

Limited
澳大利亚

Capitol Health
Limited

澳大利亚 医疗业 309

11 月 30 日

Toshiba Corporation
(Toshiba Hospital

business)
日本

Iryo Hojin
Shadan

Midorino-kai
日本 医疗业 2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