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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财政收入同比下降 1.4% 为年内首降

 M2 增速反弹 11月金融数据超预期

 金融防风险任重道远 监管格局料更强更优

 增值税新规将实施 私募需防范税务法律等多方面风险

 VC/PE 市场募资降温投资分化

 港交所改革 内地 VC/PE 骚动：以后在港股 IPO 容易多了

 总规模 15 亿元 凯辉汽车基金正式募集成立

 专注于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春晓资本携北京 IP 成立首支政府引导基金

 携手全球最大天使投资平台 AngelList 中科招商开通硅谷直通车服务中国创新创业

 运动健身品牌“超级猩猩”获数亿元 C 轮融，红杉资本中国和华人文化联合发起基金领投

 蚂蜂窝完成 1.33 亿美元 D轮融资 将打造全球旅游消费指南

 图麟科技获 2.5 亿人民币 A轮融资， 由鸿为尚珹、同创伟业等机构投资

【宏观】11 月财政收入同比下降 1.4% 为年内首降

财政部 12月 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 11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1.4%，

去年 12月以来首次出现同比下滑。其中，中央收入同比增长 1.1%，地方收入则同比下降 3.8%。

根据财政部数据，11月非税收入同比下降 12.9%，延续 5月以来的下降趋势，但降幅较 10

月收窄 5.6个百分点。11月，耕地占用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同比分别下降 52.9%和 24.8%，10

月这两个税种分别下降 60.25%和增长 6.1%。＞全文（财新网)

M2 增速反弹 11 月金融数据超预期

中国人民银行 11日发布的 2017年 11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1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67万亿元，同比增长 9.1%，增速比上月末高 0.3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 2.3 个百分点；11

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1.12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加 1.6万亿元，也超过市场预期。

＞全文（经济参考报)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85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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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金融防风险任重道远 监管格局料更强更优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金融体系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金融创新、金融科技等也加

速渗透到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同时，金融的复杂性、关联性不断增强，对金融监管提出新的

挑战。

近日监管层频频强调，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将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其中，

防范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重中之重。业内人士表示，强监管、去杠杆格局料持续，监管部

门整治金融市场乱象、遏制脱实向虚的决心会更加坚定。另外，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

成立，也意味着未来监管导向是功能监管、行为监管。未来各种交叉套利、伪金融创新的空间

会越来越小，金融机构违法违规成本会越来越高。＞全文（中国证券报)

【国内】增值税新规将实施 私募需防范税务法律等多方面风险

再过十几天，增值税新规将正式实施，对私募基金来说意味着什么？在专业人士看来，

税收新规对契约型私募基金影响较大，涉及产品收益、成本，以及税务、法律等多个方面；私

募基金管理人纷纷采取措施妥善应对。

按照“56号文”，资管产品管理人自 2018年 1月 1日起，在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

增值税应税行为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新规对契约型私募基金

的影响最大，实际应税要根据投资标的进行区分。＞全文（中国基金报）

VC/PE 市场募资降温投资分化

募资方面，今年前 11个月完成募集基金 828只，募集总规模近 1.1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

呈下滑势态，表明今年募资相对困难。资方面，近一年来整体投资态势减弱，并呈现两极分化

趋势。募资环境相对困难、政府引导基金发展趋于饱和、投资呈现两极分化趋势以及 PE机构

Pre-IPO退出项目收获颇丰等，正逐步成为今年 VC/PE市场的新特点。

临近年末，VC/PE市场今年以来的募资、投资、退出三大方面均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募资环境相对困难、政府引导基金发展趋于饱和、投资呈现两极分化趋势以及 PE机构 Pre-IPO

退出项目收获颇丰等，正逐步成为今年 VC/PE市场的新特点。＞全文（金融时报）

港交所改革 内地 VC/PE 骚动：以后在港股 IPO 容易多了

12月 15日，港交所宣布将在主板上市规则中新增两个章节：1、接受同股不同权企业上市；

2、允许尚未盈利或者没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来香港上市。此外还将修改第二上市的相关规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87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88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89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4

则，方便更多已在主要国际市场上市的公司来港进行第二上市。这是香港市场二十多年来最重

大的一次上市改革。

这个搅动人心的政策“风口”，在国内创投圈引发一波骚动。此次港交所已摆明姿态，就

是要竭力扫清内地科技企业赴港上市障碍，这对创业者涞说，无疑为他们提供一个更方便的融

资平台；而在 VC/PE的角度看，以后在港股 IPO退出更容易了。＞全文（投资界）

【募集】总规模 15 亿元 凯辉汽车基金正式募集成立

12月 11日，凯辉基金在中国的人民币基金管理公司——湖北凯辉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正式宣布凯辉汽车基金首轮募集完成。这是凯辉基金旗下的首支人民币股权投资基金，标志着

凯辉完成从欧元、美元到人民币基金的完整布局。

据了解，凯辉汽车基金总规模为 15亿元人民币，基于凯辉创新基金的全球生态平台，将

专注于中国汽车与出行行业中有发展前景与潜力的企业进行投资，长江产业基金和法雷奥集团

为该基金的基石投资人。＞全文（投资界）

专注于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春晓资本携北京 IP 成立首支政府引导基金

12 月 8日，春晓资本与北京知识产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 IP）共同发

起了北京春晓智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基金（以下简称：春晓智航），该基金为政府引导型基金，

首期基金规模为 1亿元。

据悉，基金将主要专注于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涉及投资领域包括：信息技术、医

疗健康、节能环保、新材料及智能智造等产业领域的创新型科技企业。＞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携手全球最大天使投资平台 AngelList 中科招商开通硅谷直通车服务中国创新

创业

为服务国内创新创业，推动国内外投融资生态的双向循环，2017 年 12 月 7 日，全球最大

天使投资平台 AngelList 与中科招商集团正式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AngelList 联合创始人

兼 CEO Kevin Laws 与中科招商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单祥双、集团联席总裁及国际业务负责人吴

碧瑄、集团联席总裁李黎、集团执行副总裁 Elliot Adler、集团副总裁胡威、总裁助理蔡志勇

等双方代表，一同出席了签约仪式。＞全文（中科招商）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90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91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192
http://mp.weixin.qq.com/s/Lxz-jvymK2akhpU1fFx3DA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5

【会员动态】运动健身品牌“超级猩猩”获数亿元 C 轮融，红杉资本中国和华人文化联合发

起基金领投

12月 11日消息，运动健身品牌超级猩猩完成数亿元 C轮融，由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红杉

中国）和华人文化控股集团联合发起的体育基金领投，上两轮老股东全部跟投。红杉资本中国

基金是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的副会长单位。

今年年初，超级猩猩完成 5000万元人民币 B轮融资，由 Ventech China领投，A轮投资方

复星昆仲、动域资本跟投。＞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蚂蜂窝完成 1.33 亿美元 D轮融资 将打造全球旅游消费指南

中国领先的自由行服务平台蚂蜂窝旅行网今日宣布完成 D轮融资，融资金额为 1.33亿美

元。新一轮融资由鸥翎投资（Ocean Link）、美国泛大西洋资本集团（General Atlantic）、淡马

锡（Temasek）、元钛长青基金、厚朴基金共同投资，参与前几轮投资的今日资本、启明资本、

高瓴资本继续跟投。据悉，蚂蜂窝将利用新获得的资金，继续扩大旅游攻略在旅游消费决策上

的优势，并加强旅游大数据的技术壁垒，帮助旅游行业重塑自由行产业链，为中国旅行者提供

效率更高的全球旅游消费指引和服务。＞全文（投中网）

【会员动态】图麟科技获 2.5 亿人民币 A轮融资， 由鸿为尚珹、同创伟业等机构投资

今日，专注于计算机视觉的人工智能新锐企业图麟科技宣布完成 A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

为 2.5亿元人民币， 由鸿为尚珹、同创伟业等机构投资。鸿为尚珹的母公司新天域资本是北京

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的副会长单位。＞全文（投中网）

 协会近期新入会机构介绍

 2017 中关村并购峰会-新时代 新机遇 并购的中国力量

【协会动态】协会近期新入会机构介绍

近日，经协会常务理事会与理事会审核通过，上海中城联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航

长鹰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中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信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加入协会。

其中，上海中城联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路林作为代表成为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

http://mp.weixin.qq.com/s/oYZaycA03pHUItGmzYuElw
http://mp.weixin.qq.com/s/tOn17HG8OKFUfi7PHrT6Tw
http://mp.weixin.qq.com/s/ttEZ6x0LaAKF_ixgkS1-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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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北航长鹰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宫琳作为代表成为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

会常务理事，中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耿建明作为代表成为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常务理

事，信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刚作为代表成为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员。

上海中城联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机构介绍：

上海中城联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城投资”）成立于 2002年，是“中国城市房

地产开发商联盟”发起的，国内历史最长、业内领先的私募房地产投资管理机构，是中国房地

产协会金融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单位。公司设于上海。

中城投资注册资本 16.36亿元，累计投资规模超过 900亿人民币，资产管理余额超过 230

亿元人民币。中城投资专注于房地产私募 REITS和 PERE投资，包括大宗资产投资、项目股权

投资、夹层投资、过桥融资及相关产业 PE投资，提供专业化、多样化的资产管理服务，为投

资人持续创造价值。

中城投资连续多年获得“中国房地产基金公司榜单第一名”、“最佳中国房地产基金管理

人”等殊荣。

北航长鹰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机构介绍：

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军民融合”战略，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的号召，深化北航“产学研”协同创新，在地方政府、各金融机构以及多家上市公司的大力支

持下，由北京北航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牵头发起设立北航长鹰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长鹰资本”），注册资本人民币 1亿元。

长鹰资本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申请登记成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后，依法发起设立“长

鹰基金”，拟募集资金规模为人民币 100亿元。基金将服务于国家“军民融合”与“中国制造

2025”战略，主要面向北航科技成果产业化，激发北航科技创新活力，打造“军民融合+先进

制造”产业集群。

中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机构介绍：

中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冀投资”）于 2016年 8月诞生，是在河北省政府支持

下，在河北省工商联倡导下，河北省九家著名民营企业联合创立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注

册资本为 100亿元。中冀投资是以产业投资（大资产）和财富管理（大财富）为两端，以综合

金融服务平台为支撑，基金化运作的大型投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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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冀投资将秉持“整合冀商资源、搭建投资平台、实现产融结合、促进产业升级、服务国

家战略、助力河北发展”的经营宗旨，合规经营，稳健发展，开拓进取，促进持续增值，创造

股东价值，实现稳定回报；服务客户，提供诚信、专业、完美的创新产品和服务体验；创建员

工事业平台，科学规划职业生涯，在实现员工自身价值的同时，实现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切实

承担社会责任，主动投身公益事业，回馈社会大众，助力国家建设。

信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机构介绍：

信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成立于 2012年 4月，总部位于北京。公司是信

达证券根据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同时借鉴同行业和集团内其他市场化机构的经验和通行做法，

建立更加有效的、符合业务发展规律的市场化机制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业务涵盖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资产管理、财务顾问等，投资领域广泛且多样化，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综合性的金

融服务。

经过五年的磨练和探索，公司组织架构、业务流程、规章制度及团队建设日趋成熟，初步

形成了以资产管理为主要业务板块的商业模式，业务体系不断成熟，管理规模逐步扩大。

＞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活动预告】2017 中关村并购峰会-新时代 新机遇 并购的中国力量

2017中关村并购峰会将于 2017年 12月 19日（星期二）上午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会议中心一层多功能厅举办。

此次峰会由中关村并购发展促进会主办，以“新时代 新机遇 并购的中国力量”为主题，

将荟聚政府人士、行业精英、专家学者等各方力量，着眼中关村创新发展、并购重组等角度，

致力于解读政府政策信息，探讨当下并购热点，挖掘并购普遍问题，畅谈未来发展趋势，探索

中关村发展之路。

同时，大咖们将探讨如何通过并购加速区域经济发展，助推中关村科技企业做强做大；运

用并购手段，构建以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为核心的全生命周期的中关村特色生态体系。

活动具体信息如下：

一、峰会主题

新时代 新机遇 并购的中国力量

二、时间地点

时间：2017年 12月 19日（星期二）上午 9:00——12:30

http://mp.weixin.qq.com/s/uXs9VjBkJlNJq99ia3PN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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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会议中心，一层多功能厅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建宫门路 2号

三、峰会规模

参会人员：500人

参会对象：中央和地方政府监管部门领导，中关村科技企业、投资和金融机构的董事长、

总经理或投资负责人，国际知名产业、投资机构、服务机构的负责人。

四、峰会议程

五、报名方式

请发送“姓名—机构—职务—电话—邮箱”至 mli@chinacape.org。报名成功后您将收到

确认邮件，如有疑问，请联系李女士（010-88087061）。＞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http://mp.weixin.qq.com/s/ImV3tR7FbwsfViY8olz2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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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彬彬：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

北京市海淀区委副书记、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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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委副书记、区长戴彬彬和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建平分

别在论坛上致辞。

以下为北京市海淀区委副书记、区长戴彬彬在论坛上的致辞实录：（根据现场速记文稿整

理，经作者审定）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参加第九届全球 PE 北京论坛，这也是该论坛连续第六次在海淀区举办。借此机

会，我代表海淀区委、区政府，向出席论坛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和媒体界的朋友表示最诚挚

的欢迎，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海淀创新发展的有关部门、金融机构，特别是股权投资行业的

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海淀是中关村的发源地。一直以来，海淀聚集了大量高品质的教育、科技、文化、人才等

创新创业不可或缺的资源，形成了优良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已经成长为全球著名的创新发展

高地。在这里，1977 年，海淀区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区级层面的科学技术大会；1980 年，陈春

先、纪世赢等人在中关村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民营科技机构，逐步发展形成了“中关村电子一条

街”；1988 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1999

年，经国务院同意，在这里成立了中关村海淀园；2009 年，这里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自主创

新示范区的核心区。目前，我们正在按照中央和北京市委的决策部署，聚焦中关村科学城，加

快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40 年来，海淀努力挺立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潮

头，肩负起国家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和战略性产业发展先行者的责任使命，在建设创新型国

家的过程中发挥着卓有成效的引领示范作用。

各位朋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

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海淀区科技金融特色鲜明，在全国独树一帜。

近年来，海淀区在构建涵盖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和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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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创新，力求充分发挥金融服务人才创新创业、服务企业做大做

强、服务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我们探索推动直接融资、投贷联动等产品和服务创新，着力缓

解中小微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难题；我们大力发展股权投资市场，打造“海淀基金系”，为“独角兽”

企业、领军企业插上腾飞的翅膀；我们积极打造并购资本中心、构建 IPO 企业金融服务体系，

推动形成一批千亿级龙头企业。我们深入建设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聚集了 3000 多家金融

和投资机构，其中，股权投资管理机构近 700 家。海淀作为全国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最集中的

区域，我区股权投资机构数量、管理资本量和被投案例数一直保持在全国前列。这也意味着，

海淀是全国股权投资业者活动最密集、最活跃，投资标的最具价值的区域，是在座各位展示人

生情怀和才干、贡献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人生价值的热土！

各位朋友，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开

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海淀区委、区政府将按照中央和北京市委的工作要求，进一

步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持续改善营商环境，继续巩固和发扬支持行业发

展的政策环境优势、金融资本优势和科技资源优势，尽快形成“创新+创业+创投”的协同发展格

局，扶持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创业投资品牌，推动有实力的股权投资机构跻身国际

国内先进行列。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朋友们，40 年前，中关村开启并引领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

一路走来，已经成长为全北京、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原始创新的策源地和自主创新的主阵地。新

时代创新创业的长久进步在于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各个层面的推动，也在于技术、产业、资本

的跨界融通。在此，我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支持海淀发展，也欢迎更多的企业、投资机构加入

到海淀科技、金融创新发展事业中来，在实现企业价值、追逐梦想的同时，为海淀建设全国科

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和中关村科学城、为北京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贡献更大的力量。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王建平：股权投资助力实体经济，支持经济结构的改善和增长

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

以下为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建平于论坛上的致辞实录：（根据现场速

记文稿整理，经作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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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邵秉仁部长，王忠民主任，各位参会同仁，我的致辞在事先并没有安排，是由方风

雷会长强烈要求，并且我又作为监管者的角色也有责任借这个机会、借这个平台向各位同仁汇

报下我们监管的情况，也希望能够与各位增加沟通。

北京是中国大陆 PE、VC 最活跃的地区，目前在基金协会备案的基金管理公司大约 4000 家，

管理 12000 支产品，总管理 2.5 万亿资产。行业大概有 4万多从业人员，大约占中国大陆所有

行业指标的 20%左右。

但当前 PE 行业两极分化特别严重，以北京辖区为例，44 家管理 100 亿以上规模的机构管

理 12000 亿资产，就是 1%的机构管理 48%的资产。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数字就是 2800 家机构

管理的资产规模都在一亿以下，就是 56%的管理人员管理了 2%的资产。

在这个情况下，证监局的监管职责和方式一直也是在探索前行，甚至最初就是在行业争议

中开始的。国际上对 PE 行业的监管也有不同的作法，有的采取“轻触式监管（Light Touch),

或者是采取与持牌机构相同的监管方式。现在北京证监局的监管分为五个层面：

第一是“全行业的排查”。这个排查实际上是解决了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备案的企业在北京

辖区的活跃情况和业务开展情况。我们用一个最土的方式，用 EMS 去给各个公司发放调查表，

如果得到反馈，说明这个公司还存在，还在正常运转；如果没有反馈，要么就是自行关闭了，

或是公司更换了地址，搬走了。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总体的情况。

第二是“风险监管”。北京市金融工作局提供了舆情监控平台，通过“冒烟指数”监控有可

能发生的风险或者是违法违规现象，也利用中国基金业协会的机构和产品备案数据进行非现场

分析。

第三是有针对性的现场检查。我们每年会确立一些现场检查的重点，当然 4000 多家机构

对我们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工作。

第四是风险事件的处置和市金融局建立工作协作机制。虽然这个行业以高度自律著称，但

在行业起步之初仍存在一些风险事件。

第五是投资者权益的维护。

这五点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当然我们的监管职责和监管的方式就我个人认为还是处在探

索的过程中。

在最近三年的监管中我们看到了 PE 行业的一些问题，总体上来说股权投资行业在支持中

国的实体经济，在支持北京辖区的创新转型、整个经济结构的改善和经济的增长都做出了很大

的贡献。但另一方面，这是一个鱼龙混杂的行业，就是有龙也有鱼。一是行业存在自融、自担、

自投现象，就是有一些股权投资机构和他的关联企业通过在体外设置资金池规避监管，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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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关联方的项目投资，也不向投资者披露信息，这样客户资金的投向也无法得到有效监控。

第二个就是明股持债还是大量的存在。第三个就是非法集资现象时有发生。2014 年刚开始监管

时面临的最大压力实际上是处置行业的非法集资。今年仍有 80 宗非法资金案例发生，对社会

稳定形成风险。第四个就是行业风控的差异，有一些小的公司、新创的公司缺乏最基本的风控

的能力。今年我们检查中发现，过去一些比较热门的投资案例中，大量出现企业创始人使用个

人信用作担保的现象，对业界来讲这种做法缺乏最基本的风控要求。第五个是北京辖区特有的

现象，就是我刚才说的数据中没有包括的，北京还有 1400 个管理人管理了 1.2 万亿资产，是

注册在异地，比如说新疆、西藏、上海、深圳等，但是运营在北京。这个方面就是各地方的一

些政策差异造成的，但也确实带来了一些风险的因素。

作为监管者我对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还是有一些期望，无论从监管的力量角度还是从监

管方式，都在探索过程当中。我也跟方会长沟通过，第一我们希望协会能够提高代表性和影响

力。因为我们北京现在备案的机构 4000 家，但协会的会员好像是 200 多家，总而言之跟整个

辖区的行业数目是不太对称的。第二继续加强业界的交流，像一年一度的全球 PE 北京论坛是

一个很好的平台，也对大家有所帮助，另外协会也举办了很多的培训，希望这些方面可以继续

做的更好。第三就是探索投资者权益维护的一些方式。现在要去合格投资者来投资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我们觉得协会作为自律组织，有责任来探讨包括一些仲裁的方式。第四个是我的诉求，

实际上也是霍局长更主要的诉求，就是希望大家发挥业界的影响和联系，推荐引导更多的境外

PE 机构在北京落地展业，霍局长和我会竭尽全力为大家做工作，谢谢大家。

（来源：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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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2017 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再创新高，3418 支新基金募集 1.61

万亿，前 11 个月 400 多家中企 IPO（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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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12 月 9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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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9 日

中航信托

长融资本

圣农发展

天健咨询

唯你网 互联网 中国 3.00 亿人民币

12 月 11 日 晨晖资本 斑马旅游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1 日

元生资本

钟鼎创投

经纬中国

震坤行工业超市 连锁及零售 中国 2.00 亿人民币

12 月 11 日

红杉中国

华人文化

Ventech China

复星锐正资本

景林投资

超级猩猩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2 月 11 日
龙珠资本

璀璨资本
幸福西饼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2 月 11 日 友仑资本 创今元 互联网 中国 N/A

12 月 11 日

杭州沨行溪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

正心谷创新资本

八亿时空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1.20 亿人民币

12 月 11 日 招商万凯 蓝孚高能 机械制造 中国 4865.00 万人民币

12 月 11 日
济南鼎舜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科源制药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45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1 日 凯兴资产 卡宾滑雪 连锁及零售 中国 6200.28 万人民币

12 月 11 日
第一视频

启赋资本
来画视频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1 日 深圳金斧子资本 瑞华康源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1 日 弈胜蓝海 加滋杰 汽车 中国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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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1 日 秒针 冠思 其他 中国 N/A

12 月 11 日 汉能投资集团 熊孩子 食品&饮料 中国 N/A

12 月 12 日 武岳峰资本 晟矽微电 半导体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2 日 中富投资 云创大数据 IT 中国 3999.82 万人民币

12 月 12 日 冠亚投资控股 明阳科技 汽车 中国 102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2 日
架桥富凯

国中创投
精智达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3999.27 万人民币

12 月 12 日

乾和投资

鸿盈资本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掌众智能 IT 中国 45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2 日

鸥翎投资

泛大西洋资本

淡马锡投资

元钛长青基金

厚朴投资

今日资本

启明创投

高瓴资本

蚂蜂窝 互联网 中国 1.33 亿美元

12 月 12 日 创投名堂 推己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2 日
明势资本

发现创投
会听声学 机械制造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2 日 太合音乐 生养之地 娱乐传媒 中国 N/A

12 月 12 日
海纳亚洲

翊翎资本
实习僧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2 日 水木创投 图湃影像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2 日 华谊体育 海帆亲子游泳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2 日

骊悦投资

民生投资

金山软件

金山云 IT 中国 3.0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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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2 日

翼朴资本

同人博达

乾融资本

毅达资本

盛世泰科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2 日 赛马资本 瀛和律师机构 其他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2 日
洪泰基金

联想之星
日更计划 娱乐传媒 中国 4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2 日 泰盈科技 灵伴即时 IT 中国 6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2 日
腾讯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面包小课 互联网 中国 N/A

12 月 12 日
鼎晖投资

钟鼎创投
灵动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12 月 12 日 清控银杏 八零微电子 半导体 中国 N/A

12 月 12 日 达晨创投 开装 建筑/工程 中国 N/A

12 月 12 日 久事体育集团 五星体育 娱乐传媒 中国 N/A

12 月 12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风山渐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2 日 千树资本 圃田冰青 食品&饮料 美国 N/A

12 月 12 日 云鑫创投 校宝在线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2 月 12 日

阿里创投

天使投资人何小鹏

纪源资本

晨兴资本

IDG 资本

经纬中国

顺为资本

光控众恒

新鼎资本

昆仲资本

光速中国创业投资

基金

小鹏汽车 汽车 中国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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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2 日 首金商 库神 IT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12 月 12 日 力鼎基金 恒生云融 IT 中国 24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2 日 丹来资本 棒客 互联网 中国 N/A

12 月 13 日 清科创富 3e 口语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3 日

苏宁润东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逐鹿资本

厦门英特嘉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凡米粒 连锁及零售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3 日

戈壁

国宏嘉信

分众传媒

杭州金投

百度视频

36 氪传媒 互联网 中国 3.00 亿人民币

12 月 5 日 清科创富 博沃思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3 日

祥峰投资

IDG 资本

蓝驰创投

弘道资本

沂景投资

德商资本

果小美 连锁及零售 中国 5000.00 万美元

12 月 13 日

百川汇达投资

同创伟业

不公开的投资者

图麟科技 IT 中国 2.50 亿人民币

12 月 12 日

北京市文化中心基

金

金光集团

真如投资

中惠置业

不公开的投资者

道口贷 金融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2 月 12 日

哆啦宝

莘泽创投

钱方好近

舞象云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3 日 中金资本 乐恩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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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3 日
新浪微博

和悦资本
左右视频 互联网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3 日

曦域资本

玖创资本

双良科技

斑马数智 IT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3 日

远毅资本

玖富集团

宜人贷

狮子财经 金融 中国香港 5000.00 万港币

12 月 14 日

晨兴资本

云启资本

九合创投

诸葛小青 IT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4 日
启明创投

洪泰基金
极速云 互联网 中国香港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4 日 实实贷 中超控股 机械制造 中国 19.08 亿人民币

12 月 14 日 关天资本 海斯波迪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台湾 1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4 日
江苏盛世金财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同益物流 物流 中国 3000.06 万人民币

12 月 14 日

金螳螂集团

深圳前海汉盈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东标鼎力投资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汇纳科技

西藏昆吾九鼎

庞森 金融 中国 9999.99 万人民币

12 月 14 日
天使投资人谭永才

嘉禾资产
尚阳股份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96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4 日
天使投资人洪新中

华盖医疗投资
山外山 机械制造 中国 1.03 亿人民币

12 月 14 日

依图科技

云锋基金

红杉中国

高瓴资本

熠知电子科技 IT 中国 4.50 亿人民币

12 月 14 日
腾讯投资

红杉中国
威马汽车 汽车 中国 2.00 亿人民币

12 月 14 日
Square Peg

Capital
Airwallex 金融 澳大利亚 600.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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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4 日 巨人网络 （征途） 比特币 金融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12 月 14 日

Translink 资本

纪源资本

云启资本

易马达科技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4 日
宜峰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货牛牛 互联网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14 日 跨境通 优 1宝贝 互联网 中国 100%

12 月 14 日 光启技术 光启超材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香港 N/A

12 月 15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三叶草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6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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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 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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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6 日

大唐河北发电有限公司;

大唐黑龙江发电有限公

司; 大唐安徽发电有限

公司

中国
大唐国际发电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 能源业 2,737

12 月 8 日

China �ati�nal Chemical
EK�ipment (L�닀em䗚��r䗚)
S劈rl� 桂林橡胶机械有限

公司和益阳橡胶塑料机

械集团有限公司的主要

经营性资产及负债; 福

建省三明双轮化工机械

有限公司和福建华橡自

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

生产相关的土地房产设

备

德国
青岛黄海橡胶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

和服务业
1,003

12 月 8 日

Millenni�m & C�pth�rne
H�tels Plc (34.8% 股权

变动规模)

英国

City
Devel�pments

Limited
新加坡 休闲业 939

12 月 7 日 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北京春光置地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北京华泰兴农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运输业 799

12 月 2 日

国药集团上海血液制品有限

公司; 国药集团武汉血液制

品有限公司; 兰州兰生血液

制品有限公司

中国
成都蓉生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
中国

医疗业：医

药
414

12 月 4 日
包头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5.67%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中

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太平

洋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市招

中国
工业产品

和服务业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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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Mer䗚ermarket（http://www.mer䗚ermarket.c�m/china）

平中铝投资中心;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

有限公司; 工银金

融资产投资有限公

司; 农银金融资产

投资有限公司

12 月 8 日 AWE Limited 澳大利亚
中国国储能源化工

集团股份公司
中国 能源业 392

12 月 4 日
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

(36.9%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中

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太平

洋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市招

平中铝投资中心;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

有限公司; 工银金

融资产投资有限公

司; 农银金融资产

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

和服务业
362

12 月 5 日

北京悦凯影视传媒有限

公司; 宏宇天润（天津）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中国
文投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 传媒业 358

12 月 4 日
上海钧正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未透露股权)
中国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成为

资本; 中航富士达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蚂蚁金融服务

集团; 威马汽车

中国
计算机软

件业
3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