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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微升 0.1 个百分点至 51.1

 美元对人民币汇率 美债收益冲击持续

 东南亚及印度投资状况一览：PE/VC 交易额一年翻三番，2017 年达 180 亿美元

 母基金研究中心：新政银根收紧 母基金募资难度加大

 VC/PE 募资一季度同比降七成 找钱难困局如何破？

 重磅！100 万亿！资管新规落地，VC/PE 募资更难了

 PE 募资规模同比翻倍 退出内含报酬率高达 77%

 坤音娱乐完成 pre-A 轮融资，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领投，真格基金跟投

 壹米滴答获厚朴投资、远洋资本领投 5亿元 C轮融资

 社交电商云集获 1.2 亿美元 B 轮融资，鼎晖投资领投

 深创投携手蓝溪控股正式启动蓝溪红土军民融合投资基金

【宏观】4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微升 0.1 个百分点至 51.1

5月 2日公布的 4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录得 51.1，高于上月 0.1个百

分点，延续过去 11个月以来轻微增长趋势。这一走势与国家统计局制造业 PMI不同。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 4月制造业 PMI 录得 51.4，较上月微降 0.1个百分点。＞全文（财新网)

美元对人民币汇率 美债收益冲击持续

因国际油价近期持续上行并创出三年多来的新高、中东局势和贸易摩擦引发的避险情绪的

退散等因素影响，十年期美债收益率自 2014年 1月以来首次突破 3%关键位。同时，美元指数

自 4月 17日以来，得益于美国经济数据向好、中美贸易摩擦和朝鲜地缘紧张局势缓和以及加

息预期提振等因素影响，短期扩大升势，升破 90关口。＞全文（新浪网)

【国际】东南亚及印度投资状况一览：PE/VC 交易额一年翻三番，2017 年达 180 亿美元

一项研究表明，私募股权(PE)和风险投资(VC)投资者在 2018年第一季度完成了 170 项、

总价值 26亿美元的科技交易。这一数据反映了自 2017年以来的增长势头。去年，东南亚和印

度的科技 PE/VC交易额较 2016年几乎翻了三番，从 2016年的 65亿美元增长到了 180亿美元。

＞全文（猎云网)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339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340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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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母基金研究中心：新政银根收紧 母基金募资难度加大

据母基金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母基金全景报告》显示，截至 2017年底，中国母基

金行业全名单共包括 277家，总管理规模达 1.62万亿元，计划总管理规模 4.42万亿元：其中

市场化母基金 64支，总管理规模 3606亿元；政府引导基金 213支，总管理规模 1.25万亿元。

政府引导基金方面，一是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在募集、管理、投资三个维度都获较快发

展；二是产业引导基金、地市级引导基金成立活跃，参与产业升级；三是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模式日趋专业化，地域限制渐渐放宽，并与基金小镇配套运作；四是人才流失问题加剧，高级

管理人才缺口加大。＞全文（中证网）

VC/PE 募资一季度同比降七成 找钱难困局如何破？

自从“双创”浪潮来袭后，加上政府引导基金的大举入场，中国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

(VC/PE）行业在近些年发展迅猛。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3月

底，协会已登记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13905家，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合计 28929

只，基金规模合计 7.35万亿元。

不过，跟所有行业一样，快速发展过后，行业洗牌也在逐步到来，而最先表现出来的，便

是募资端。＞全文（证券时报）

重磅！100 万亿！资管新规落地，VC/PE 募资更难了

4月 27日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印发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

号）正式对外发布，也就是业内俗称的“资管新规”。

此次资管新规对 VC/PE的募资端造成了直接冲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拉高了个人

LP 的门槛；二是限定了多种类型资金的入场，比如银行理财资金等。如此一来，那些以银行

通道为主的市场化母基金募资受限，VC/PE机构便很难从这类母基金获得资金。

＞全文（新浪综合）

PE 募资规模同比翻倍 退出内含报酬率高达 77%

据投中集团统计，近 5 年，IPO 退出的平均回报倍数 3.54倍，已然落后于并购退出平均

5.30倍的回报倍数。2017年并购退出的回报倍数虽然较 2016年 8.61倍的高值有所回落，但是

仍然录得了 7.29倍的高回报水平。

2017年，PE退出的平均内含报酬率达到 77%，较 2016年 59%的水平大幅提升。就报酬率

而言，这从一个角度再次印证了私募股权基金是金融领域“皇冠上的明珠”。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342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343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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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第一财经日报（上海））

【会员动态】坤音娱乐完成 pre-A 轮融资，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领投，真格基金跟投

近日，据媒体报道称，坤音娱乐数千万 pre-A轮融资已经完成，此次融资由红杉资本中国

基金领投，真格基金跟投，目前估值超过 3亿。据悉，pre-A轮融资大概在 3000万元左右，用

于偶像孵化、团队建设及音乐作品打磨。＞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壹米滴答获厚朴投资、远洋资本领投 5 亿元 C轮融资

4月 23日消息，壹米滴答正式对外宣布完成 5 亿元 C轮融资，此次融资由厚朴投资和远

洋资本领投，普洛斯和源码资本持续跟投。

壹米滴答于 2015年 10月品牌正式成立。起网之初，全网日均货量约 0.7万吨；截至目前，

全网日均货量达 3.07万吨，增速达 339%。预计今年年底，壹米滴答全网日均货量有望突破 4

万吨。＞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社交电商云集获 1.2 亿美元 B轮融资，鼎晖投资领投

4月 23日消息，社交电商云集宣布完成 1.2亿美元 B轮融资，此轮融资由鼎晖投资领投，

华兴新经济基金等跟投。

云集于 2015年 5 月正式上线，其通过云端分享商品供应链、物流、IT、客服等资源，致

力于让更多人参与电商交易，并将交易成本降至最低。此前公司曾获得由凯欣资本领投、钟鼎

创投跟投 2.28亿人民币 A轮融资。＞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深创投携手蓝溪控股正式启动蓝溪红土军民融合投资基金

2018年 4月 20日，由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创投”）与西安蓝溪

科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溪控股”）共同打造的“蓝溪红土军民融合投资基金”

启动发布会在陕西省西安市清华科技园成功举行。该基金首期规模 2亿元，将依托陕西军工产

业的强大优势，发挥极佳的能动效应，为陕西乃至全国的的军民融合发展贡献力量。

＞全文（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345
https://mp.weixin.qq.com/s/sChRn-kGBhtZA21NOieT6g
https://mp.weixin.qq.com/s/BkP98k-g16yoItt2uLn5tw
https://mp.weixin.qq.com/s/CAP8Ze7wrUzSssjbOBY_Zg
https://mp.weixin.qq.com/s/fe8ypR4tNyWvWdiZVg4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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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PEA 月度培训"第七十三期活动成功举办

 第五届全球投资并购峰会顺利召开

 香港创业及私募投资协会第十七届中国私募投资高峰会

【协会新闻】"BPEA 月度培训"第七十三期活动成功举办

2018年 4月 25日，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主办的“BPEA月度培训”第七十三期“释

放成长新动力——深交所简介”活动在协会会议室成功举办。

本期月度培训协会特邀深交所中关村基地主任朱海鹏先生就市场概况、投资者及基础设

施、市场培育服务体系、IPO审核动态四个方面为大家进行精彩分享。

首先朱总讲解了深交所的发展历程，深交所成立于 1990 年 12月，1992年 2月 B股市场

正式启动，2000年 8月深交所开始承担创业板市场筹建工作。截止到 18年 3月中旬，深交所

市场体系完善，包括创业板、中小板和主板三个体系，其中创业板 720家，中小板 909家，主

板 476家。市场成交活跃，各板块市值占比分别是创业板占比 9%，中小板占比 19%，主板占

比 14%。

其次朱总在深交所投资者及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中提到投资者一般以个人投资者为主，累计

开户数 1.3亿，月活四千万左右。在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中提到深交所拥有完整的知识产权和所

有源代码，IT 基础设施业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连接最广，全面支持资本市场一线监管和创

新发展，连续 16年保持安全运行。

随后朱总讲到 IPO 发行审核制度变革历史：

 审批制（1993-2000）：行政行为推荐发行人，监管机构审批发行

1993-1995 额度制：监管机构确定融资总额度并分配至各地，地方行政部门推选发行企业。

1996-2000 指标制：监管机构确定上市企业数量并向各地下达指标，地方行政部门推选发

行企业。

 核准制-通道制（2001-2003）：主承销商（保荐机构）推荐发行人，由监管机构进行核准

后发行

2001-2003 通道制，每家承销商拥有一定数量通道，每条通道推荐一家企业对上市企业数

量、市场容量控制，并以此规范保荐机构执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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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至今 保荐制，保荐企业数量不受发行通道限制强化和细化保荐机构及保荐人的连带

责任发行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

 注册制（未来发展方向）：以信息披露为中心，中介机构对发行人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

整把关，监管部门对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的申请文件进行合规性审核，不判断企业盈利能力，

在充分信息披露的基础上，由投资者自行判断企业价值和风险，自主投资决策。

最后讲师提到 IPO“堰塞湖”状况已缓解，发行上市提速。IPO 发行基本条件与关注要

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 财务指标 结合公司业务和商业逻辑理解发行人的主要财务指标，如收入确认、成本

和费用的分摊、毛利率的比较、期间费用的构成、资产和费用科目的横向、纵向比较，财务的

真实性和准确性是最重要的内容。

② 主体资格 依法设立：批准程序、设立方式、运行期限，发起人和股东合法合规 。

③ 业务经营 经营合法合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创业板的单一主业要求。

④ 独立性 公司应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⑤ 规范运作 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相关机构、人员能依法履职 ；董、监、高知法、懂

法，忠实、勤勉；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

⑥ 持续盈利能力 发行人不得有影响持续盈利能力的情形。

⑦ 募集资金使用 用途， 匹配性，专户存储安排， 程序合规：固定资产投资履行审批、

核准、备案， 政策合规：产业政策、环保政策。

⑧ 信息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有针对性的内容不充分，格式化，粉饰、美化，选择

性。

【协会新闻】第五届全球投资并购峰会顺利召开

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传统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共识机制不断遭遇挑战。未来的海外

投资该如何走？

政府引导基金作为促进产业升级和发展的工具，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中国私募市

场上最重要的机构投资人。私募机构如何获得政府引导基金的支持，成为了当下投资圈最热的

议题。

如何通过海外并购，推动产业升级？

经济进入新常态，投资市场也进入了新常态。2018年，不论是退出端，还是在融资端，PE

们都感到了“紧缩”的巨大压力。中国 PE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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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对并购市场进行复盘和审视，成为了产业界和并购圈的一件重磅大事。

这些问题在 4月 25日上海举行的“第五届全球投资并购峰会”上得到了充分的碰撞、讨论

和解答。

第五届全球投资并购峰会由晨哨集团主办，中国股权基金投资协会、上海科技金融产业集

聚区联合主办，会上，来自跨境投资并购领域的学术泰斗、政府领导、商业领袖围绕“大买手

新动能：跨境跨界与共建共享”的主题进行了系列演讲和圆桌讨论。

中国/北京股权基金投资协会副会长、云月控股执行合伙人宋斌认为，新的一轮全球产业化

布局和并购热点在于，面对外部政策环境的变化，产融结合并购更需要围绕核心扩能、邻近扩

张、选择性扩张展开。

国内最大的地方政府引导基金长江产业基金董事长王含冰表示“与其他机构相比，政府产

业基金无疑是具有耐心，具有长远安排和打算的产业投资人。长江产业基金愿意和国内、国际

上优秀的企业家合作，一步一步推进中国产业的升级和发展”。

最近两年，赴中东欧投资趋热。中国—中东欧基金首席顾问魏国雄认为，目前中东欧国家

整体与西方国家有差距，是欧盟当中的一块洼地，供电/供气等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政府资金投

入有限，所以这里面给中国投资者提供了一些新的投资机会。

百度长成投资 CEO李昕晢则探讨了当前最热的 AI话题。她认为在移动支付与互联网社交

如此成熟的今天，新一轮的创新机会将会主要存在于人工智能与下一代互联网。

投资并购能否赢得产业升级之战？

吉利集团与木林森股份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21世纪的全球汽车行业面临巨大的创新机会，各个汽车企业单打独斗很难抓住这个机遇，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不仅重塑国内业务，也积极向海外拓展。”吉利控股集团副总裁李轶梵

表示，正是海外收购的成功帮助吉利集团进入全球汽车第一阵营。

木林森执行总经理林纪良在演讲中表示，通过收购朗德万斯，木林森将成为打通上、中、

下游的 LED航母级企业。木林森在收购之后几个月就很快看到了朗德万斯的转型和成果。

李昕晢、林纪良、北京建广资产董事总经理贾鑫、重庆兆盈集团副总裁梁伟超、博锐律师

事务所大中华区执行合伙人孟繁麟还就“中资如何通过投资并购赢得产业升级之战”进行了集

体探讨。

中国 PE的未来之路

投资与产业融合或许是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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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星集团是产业与投资完美结合的典范，集团 60%的利润来自与产业贡献， 40%的利润

来自投资。复星创富执行总裁白涛宾分享了如何在投资的思维和产业的思维中，实现思维切换

和迭代，以及在复星 3.0时代的布局——打造产业闭环和生态。

并购时代每个传统企业都随时要并购别人，也可能随时接受别人的并购。新希望集团副董

事长王航认为，未来传统企业要扩张，要学会股权多元化的节约。此外，企业进行跨国投资需

要吸纳一些新的基因，一些新的自信心结构加入，需要企业有海纳百川的胸怀。这些都是对传

统企业的环境要求。

平安资本首席合伙人刘东表示，在新的环境下，平安资本的投资模式就是要充分利用平安

集团的资源为企业做增值服务，通过增值服务，加速被投企业的成长，加速企业的价值提升。

在“中国式 PE的投资模式走向”圆桌讨论环节，国方母基金董事长邓伟利、渤海华美董事

长李祥生、上海创新投资董事长周其雍、九鼎投资总经理古志鹏、上海临港母基金总经理吴巍

等嘉宾试图为中国 PE的未来走向寻找答案。

第 5届全球跨境投资并购峰由晨哨集团主办，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与上海科技金融产业

集聚区联合主办。吉利控股、万科、均胜电子、复星医药、如意集团、木林森、百度长成投资、

金沙江资本、自贸区基金、光大资本、长江产业基金、国创开元母基金、中国-中东欧基金、工

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一批在 2017年开展和参与重大跨境并购交易的企业和机构逾

50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活动预告】香港创业及私募投资协会第十七届中国私募投资高峰会

2017年无疑是中国创业及私募投资行业新投资和退出最为活跃的年份之一。我们看到许多

创业或私募基金支持的独角兽公司进入私募和公开市场，募集数十亿美元或人民币基金，这一

势头有望持续。同时，并购和控股交易量亦创下历史新高。

可以说在宏观层面上，我们正目睹中国新时代的到来。为实现 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本世纪中叶将中国变为伟大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等特定发展目标，具体的时间表已出台。经

济正由“高速发展阶段”过渡至“高质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将由科技与创新推动，并更具包容性

与可持续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时代的创业及私募投资行业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可以期待见到怎样

的结构性改革？这些改革会如何影响投资者的进入与退出决策？投资者应将资本部署在哪些

行业？以及，在规范境外投资的新政下，从事跨境交易的业者会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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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时间：

2018年 6月 5日（星期二）

9:00 am - 5:30 pm（其后为招待酒会）

会议地点：

香港湾仔博览道 1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N101厅

报名方式：

早鸟价(2018年 5月 4日或之前付款):

每位港币 5,200元

协会会员可享 8折优惠每位港币 4,160元

原价

每位港币 6,300元

协会会员可享 8折优惠每位港币 5,040元

报名请联系：

霍女士，010-88086257，rhuo@bpea.net.cn＞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宋斌：产融跨境双向联通的股权投资并购战略创新

中国/北京股权基金投资协会执行副会长

云月控股执行合伙人

2018 年 4 月 25 日，由晨哨集团主办，中国股权基金投资协会、上海科技金融产业集聚区

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全球投资并购峰会在上海举行。来自跨境投资并购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政

府领导、商业领袖围绕“大买手新动能：跨境跨界与共建共享”的主题进行了系列演讲和圆桌

讨论。

以下为中国/北京股权基金投资协会执行副会长、云月控股执行合伙人宋斌的演讲实录：

尊敬的各位领导，来自企业界、投资界、金融界、并购界的各路专家精英，大家早上好！

首先感谢峰会组委会的盛情邀请，很高兴与大家一起交流产业跨境，产融结合，股权投资

并购战略创新问题。

https://mp.weixin.qq.com/s/EOOzSfK6qHA0gL42UYCt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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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风云际会，因缘相聚，这次峰会也是如此。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但是这次峰会

举办的时空非同寻常，大有不同。中美贸易战，全球经济格局激烈振荡，夺尽世人眼球，激荡

世人魂魄。阳春三月，太平洋吹来的却是一阵阵的冷风，甚至可能带来暴风骤雨，所以今天我

们的讨论也绕不开这个重要影响因素。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将要发生的变化本身，以及对于

全球的经济发展，产业并购，股权投资，乃至人们如何看待这个真实的世界，都会产生重大而

深远的影响，可以讲今天改变了，就不会再变回来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峰会，不仅要讲现实、

战术、方法和传承问题，同时还需要研讨战略、未来、目标和创新问题。今天出席会议的都是

成功的企业家、投资家、金融家，各行各业的专家，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期待后面听到您们的

真知灼见。我先抛砖引玉，讲三个问题和观点。

第一个问题，我们讲并购。以并购为特征的金融投资和产业整合，如同一个透明的窗口，

反映产业、企业乃至经济的状态和趋势，观察和研究并购活动，有利于企业家和投资家对经济、

对经营，做出从战略上整体判断，战术上分类创新安排。并购是跨地域、跨行业、跨文化的整

合，也是现代规模化企业发展的必选动作、必由之路，数量会越来越多，规模会越做越大，这

是大趋势。这些年中国本土以及跨境并购发展非常迅速，到了今天出现一些新的形势和特征。

从国内看，产业需求的扩张，金融规范的引导，经济政策的鼓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

求，并购的作用不仅仅是促进科技进步，同时也是持续扩大内需的必备手段。

从国际上看，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国际资本流动已成大势。虽然今日不同国家

政策有所变化，市场出现波动，但相信都是一时的。调整完善后将形成新的格局，到时候将有

更多并购和发展的良机。

从并购分类看，金融并购，产业并购，技术并购，资源并购，以及管理并购、品牌并购，

还有重要的人才并购等等，并购对象类型越来越广泛。

从并购分隔看，区域不同、市场不同、行业不同，标的和交易也有所不同。比如说欧洲美

国是我们并购的传统区域，更多在先进制造业以及高科技领域。而“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

更多是产业并购、资源并购和资产并购。而且我们注意到，并购的趋势和范围，在由制造业跨

越到消费领域，并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

我们还注意到，海外的企业目前对于中国企业并购兴趣也在增加，主要聚焦在产业的关联

度和市场的互补性上。例如由于全球商品及资金流动，欧美企业更多关注是中国市场的相关联

性，不仅欢迎我们并购，也想并购中国渠道的企业。而第三世界的企业，由于全球产业链的重

新布局，也非常想收购中国的适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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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新一轮的全球化产业化布局，中国的产融结合并购，更需要围绕着核心扩能、邻

近扩张、选择性扩张、学习型交易等不同目标，做好行业细分和区域细分，争取有利的并购时

机和位置。

在这个过程中，产业将直接动手，也会与股权投资基金联手并购，重点发力在 TMT、生物

技术、金融科技、新特材料等新产业领域，以及与产业转型、消费升级密切相关的产业扩展领

域，还有上下游跨国流动的系统化安排方面，实现有差别化的政策，差异化的战略，差异化的

追赶。

因此我们展望未来，在前几年总量大、规模多、趋势好、交易需求旺盛的基础上，并购低

谷的到来并不可怕，相信业务还会恢复更高峰，发展将更加迅猛。其原因在于传统金融脱媒，

信息技术进步，还有资本杠杆推手，科研技术化，技术产业化，产业规模化，市场全球化，速

度在加快，转化周期越来越短，涉及产业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扩大，更重要的因素是市场力量的

大趋势。

第二个问题，股权投资作为并购活动重要引导与支撑力量，也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必须加

强。

并购过程和成果需要体现在权益共享的层面上，特别是股权投资的落地上，根据并购需求

的变化，做好股权投资战略和策略的创新。根据我们协会统计和调研的情况，可以对股权投资

做个行业扫描。

中国的股权投资行业，在过去十年迅速发展，GP 数量和资金总量不断增加，专业人才队伍

不断扩大，投资功能、绩效和收益日益显著。但是具体分析，行业依然还有很多挖掘潜力和发

展空间。

我们先看资金端，目前国内资金端虚胖，整个基金体量水分较大，LP 市场专业化程度参差

不齐，市场化的母基金依然方兴未艾，政府引导基金受到严格监管，整个基金总体量水分较大，

有些政府出资、银行出资的不确定性在增大，市场化专业化的基金还不够壮大。因此如何适应

日益成熟的投资者对资产配置的需求，是摆在专业 LP 和资产管理人面前最大的问题。

尤其是储蓄基金对接产业，还有较大的差距，直接融资大有不足。前几天央行有官员有篇

文章，特别讲到了直接融资与股权投资，业内反应比较热烈。这个问题需要讲完整，特别要避

免将直接融资简单地等同于资本市场，甚至于只是证券市场，也不能将股权投资混同于一般的

金融投资交易。因此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形成正向机制，以阶梯性的资金传导形式，以母基金、

家族办公室等专业机构为主体代表，将储蓄资金有序导引，通过股权投资支持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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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一轮扩大对外金融开放，也将有利于股权投资助力实体经济。我们加大开放金融服

务的行业准入，反逼业界提升经营能力，但也多了分蛋糕的人。而加大外资投资进入金融市场，

可能带来市场波动，但也反逼提高金融监管水平，这些或许是我们需付出的代价。但是我们引

进外资股权投资，总体上有利于长期稳定资金进入我们实体经济，同时也应放开束缚，乃至鼓

励民营资本在股权投资方面大有作为，这些都是对中国产业发展的重大激励和利好。

我们再看资产端，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已经成为主基调。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资金的头部

效应日益凸显，支持科技创新，推进经济转型，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如何以股权投资基金的

权益资本为杠杆，有效带动对企业更多投入，正是当前问题症结关键之所在。

我们再看投资机构，竞争加剧，开始分化。最近 S基金就是二手份额转让基金非常热，也

从侧面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以往基金投资存量的窘迫状态。人民币基金已经占据市场主导地

位，但外币并购基金似乎很有潜力。产业资本投资力度在显著加大，产融结合需求更为明显迫

切。交易性质的基金，特别是投机型基金，为创业发展和企业成长，未能带来大家所预期的所

需资金背后的智慧思想和智能力量。优秀项目缺少，优秀资产不足，背后的原因是优秀的产业

管理人少，创业家少，企业家少，产业金融家少，优秀的金融产业家更少。因此能够做到行业

专注，运营深入，价值创造，资源整合的优秀资产管理人十分稀缺，对具有聚焦行业专业管理

能力经验，特别是善于产融结合的金融产业家的需求，非常清晰和迫切。因此对产融结合的并

购基金，要求团队组合，不仅要有投资家的专业能力，还要有行业专家、管理专家、市场品牌

及营销专家的复合资源和能力，在价值发现的基础上，更需要强大的价值创造能力。

我们再来看投资策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并购投资带来历史性发展机遇，但是目前还是

做少数股权的多，做控股投资的少。单纯的金融类股权投资，类似做个位数加法，而简单的产

业类股权投资，更类似做十位数加法，而产融结合的并购基金做的是乘法。我们现在常规常见

的股权投资，重在创业企业的引导与发掘，而并购基金重在成熟企业的产业转化与效益提升，

所以在投资理念、投资策略和投资能力上，更需具备差异化的优势特长。

新时期的股权投资并购战略需要创新，主要表现在不再是简单的点对点投资，而是更多进

行跳跃性的投资，拼图式投资，渐进式投资，链条式的投资，以及平台式投资和矩阵式投资，

如此才能有利于企业与基金联盟、产业链、平台式的发展。

从国际股权投资的发展历史和云月控股（LUNAR）成功经验看，创新成就的并购基金，应

该更加类似产业控股平台，但又是本着金融产业家的思维，运用金融杠杆和经营管理手段，坚

持所专注行业和投资模式，通过深入运营，资源整合，更加灵活、更加进取、更加高效，也更

加注重系统化持续提升所投企业价值。而且在跨境股权投资并购的策略上，也注重从用市场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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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变为资本粘技术，各方从利益互换，转变为利益互享，从资金一体化转变为资本一家

人。

我们对跨境并购，特别是股权投资，应该充满信心。我们知道当前全世界面临是确定性的

不确定性，同时也是不确定性的确定性。不确定性体现的是由于贸易战和国别间经济过度激烈

竞争，造成全球金融市场以及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包括并购活动的不确定性。但是全球市场

的凝聚力，产业的向心力，都决定了市场自由竞争是全球经济的支撑力量，并购的功能是离不

开的，股权投资基金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中国经济必定要向更高层次的质量经济发

展，经济结构将不断趋于合理，全球经济也必须更加融合，所以大的方向不会改变，这是最大

的确定性。

我们前面讲了产业并购，产融结合，跨境整合，股权投资等专业问题，但面对当前复杂多

变的国际环境与挑战，还需重视研究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文化人才的加速融合是未来竞争的

焦点所在。

企业之争，离不开国家之争、制度之争、文化之争的大环境。世界的差异是必然的，但融

合也是必然的。读历史，知大势，人类社会，文化信息互通，商品物力流通，战争不能隔绝，

竞争就更不可能。开放经济，日益优化，封闭经济，必然退化，已经被中西历史所证明。即使

我们看到一时冰封，春来依然绿波荡漾。我们作为中国企业界金融界的专业人士，更要苦练内

功，巧借外力，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产业与投资。

从更高层次发展的角度看，并购并非完全为了竞争，并购各方不是零和游戏，相互之间的

真诚互利交流与合作，可持续增长的共同发展，才能为人类为世界作出正能量的贡献。这是全

球股权投资并购，以及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金标准、最高标准，也是最终标准。

相信我们中国人，有智慧、有胆略、有定力，能够站在更高层次，以更广阔的视野，关注

更长周期，在人才、文化、思想，以及人心向背等方面，看待面向全球的大开放、大并购、大

融合的战略问题，共同坚持发扬艰苦创业、开拓创新、价值创造的精神，这是每位科学家、企

业家、产业家、产融结合专家，以及各行各业专业精英，都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国家责任和人

类责任。

按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广义并购的定义，应是实现人才、人文、人心的并购。其最高境

界应是竞合、结合、融合、和合，世界大同。

最后祝愿峰会圆满成功，祝各位朋友吉祥安康。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来源：优维金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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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中统计：2018Q1VCPE 市场投资活跃度降低 完成基金规模同比回落七

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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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投资研究院）

http://pic2.pedaily.cn/17/201712/zt/424155/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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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4 月 21 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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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1 日 T Capital CandyStar IT 美国 1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2 日

涌铧投资

春晓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美世留学 教育与培训 中国 6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2 日
思得投资

庆芮投资
AKTE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3 日

兴和财富

盘锦鑫诚投资管理

盘锦创投

一村资本

大唐融合 IT 中国 1.13 亿人民币

4月 23 日

力合融通

深圳智鑫投资

深圳力合智汇创新

深港环保 清洁技术 中国 9352.80 万人民币

4月 23 日
深圳安瑞诚投资

平安财智
艾迪普文化 IT 中国 4400.00 万人民币

4月 23 日 扬子江投资 派森诺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3 日

方元资本

西安浐灞

西商产融

良品观 娱乐传媒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3 日

华医资本

南京高科新浚投资

济峰资本

上海亚商

萍乡济峰投资

晶云药物

乐威医药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4月 23 日 海尔投资 小乙物联 IT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3 日

东兴证券

信达证券

申万宏源

思源股份 IT 中国 1050.00 万人民币

4月 23 日
敦钧资产

杭州瀚臻投资
宏鼎股份 汽车 中国 3400.60 万人民币

http://pic2.pedaily.cn/17/201712/zt/424155/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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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甲子启航投资

4月 23 日

嘉恳资产

上海顽岩资产

京福资产

长江期货 金融 中国 2546.00 万人民币

4月 23 日
东兴证券

国泰君安证券
华光源海 物流 中国 2854.50 万人民币

4月 23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土流信息 互联网 中国 NA

4 月 23 日
君联资本

险峰长青
立刻出行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4月 23 日

广发信德

盈峰资本

昌平科技产业母基

金

智行者科技 汽车 中国 NA

4 月 23 日 哈鲁资本 西部超算科技 IT 中国 800.00 万人民币

4月 23 日 睿鼎资本 标天下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4月 23 日

红杉中国

上海建信资本

毓承资本

格微基因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100.00 万美元

4月 23 日 天使投资人薛蛮子 CompassX 互联网 中国 NA

4 月 23 日 鼎晖投资 云集微店 互联网 中国 1.20 亿美元

4月 23 日 华兴基金 云集微店 互联网 中国 1.20 亿美元

4月 23 日

远洋资本

厚朴投资

普洛斯

源码资本

壹米滴答 物流 中国 5.00 亿人民币

4月 23 日

中汇金玖投资

中盛京华资产

子茹投资

耀世星辉 娱乐传媒 中国 2.10 亿人民币

4月 23 日
七海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工程师爸爸 互联网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3 日

元一九鼎投资

蓝链科技

焰高投资

链平方 金融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26

高达资本

4月 23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爱品宣 娱乐传媒 中国 500.00 万人民币

4月 23 日 日本亚洲投资 小贝尔实验室 互联网 中国 400.00 万人民币

4月 23 日 财通基金 兴民智通 汽车 中国 10.37 亿人民币

4月 23 日 丝路中控 上海宜黎 连锁及零售 中国 NA

4 月 23 日
青枫投资管理

瑞源创业投资
常奥体育 娱乐传媒 中国 NA

4 月 23 日
建信基金

国寿安保
龙元建设 建筑/工程 中国 28.67 亿人民币

4月 23 日 浙江名恒 阿拉科技 IT 中国 NA

4 月 23 日

盛世景资产集团股

份基金

深圳宏泰源资产

国电康能 清洁技术 中国 4115.25 万人民币

4月 24 日 海西创投 英诺尔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490.00 万人民币

4月 24 日 远致创投 贝特莱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500.00 万人民币

4月 24 日 世欣荣和 泰美好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4 日 海控资本 星捷安 IT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4 日 温州鼎源投资 宇清科技 机械制造 中国 2100.00 万人民币

4月 24 日 昆石投资 华和建设 建筑/工程 中国 3430.45 万人民币

4月 24 日 春晓资本 131 便利店 其他 中国 4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4 日
成为资本

金沙江资本
心知天气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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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4 日

国新基金

软银集团

CapitalG

法拉龙资本

Baillie Gifford &

Co

Ward Ferry

融汇资本

金沙江朝华创投

K11 Investment

农银国际投资

红杉中国

光速中国

全明星投资

钟鼎创投

高瓴资本

元生投资

襄禾资本

纪源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满帮集团 物流 中国 19.00 亿美元

4月 24 日
峰瑞资本

连力创投

卡尤迪医学检

验实验室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4 日
岩木草白檀投资

星萌投资
心景科技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4 日
重庆中以农业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重庆美村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4月 24 日

康桥资本

汉富资本

华泰紫金

千麦医学检验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4月 24 日
华医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福寿康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4 月 24 日

纪源资本

宜信财富

普华资本

盛景网联

星河互联

创业邦 互联网 中国 NA

4 月 24 日
安持资本

华映资本
幻维数码 娱乐传媒 中国 6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4 日
开曼绿洲区块链基

金
区块直聘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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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4 日

火山石资本

高特佳投资

软银中国资本

敦厚投资

智诚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斯丹赛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80 亿人民币

4月 24 日 武汉互娱文化产投 北脱传媒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4月 24 日
上海中孵创投

上海源时
掌中医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4月 24 日 宠物链 BitFun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美元

4月 24 日

腾讯投资

Lemnos Labs

CrunchFund

Maven Capital

Partners

Marble IT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4月 25 日 中国明石投资 启奥科技 IT 中国 2025.00 万人民币

4月 25 日

华盖创投

微众银行

招商创投

现在(北京） 互联网 中国 5164.66 万人民币

4月 25 日 南京毅达投资 诺德新材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4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5 日

汉韬投资

汉理前景投资

北京越玺资本经营

龙华启富（深圳）

汉理资本

神洁环保 建筑/工程 中国 4565.25 万人民币

4月 25 日 霍尔果斯华控创投 肯立科技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4999.73 万人民币

4月 25 日 金智集团 维旺明科技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2500.00 万人民币

4月 25 日 Genesis Financial Ventureum 金融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4月 25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慧投互动 互联网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5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夸客金融 金融 中国 3.00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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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万兔思睿 IT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4月 25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芳汀思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4月 25 日

火山石资本

晨晖创投

元璟资本

擎创信息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5 日

凯泰资本

幂方资本

国药资本

凌科药业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4月 25 日 浙江和运投资 唐牛分期 金融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5 日 龙珠资本 喜茶 食品&饮料 中国 4.00 亿人民币

4月 25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智车优行 汽车 中国 30.00 亿人民币

4月 25 日 允山资本 粉丝互动 互联网 中国 1500.00 万人民币

4月 25 日 翊翎资本 智享工作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5 日

云锋基金

好未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作业盒子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美元

4月 25 日 电魂创投 摩巴网络 IT 中国 1765.00 万人民币

4月 25 日
红杉中国

真格基金
坤音娱乐经纪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6 日 红星美凯龙 璞勒仕 建筑/工程 中国 1998.97 万人民币

4月 26 日
米度资产

信文资本
好看传媒 娱乐传媒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6 日 东方富海 思泉新材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2492.20 万人民币

4月 26 日 申银万国投资 天诚通信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973.70 万人民币

4月 26 日
鹏瑞投资

中科创星
量点科技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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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时鼎诚

不公开的投资者

4月 26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华博风控 IT 中国 NA

4 月 26 日 上海永洲创业投资 洪朴信息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6 日

高盛

General Catalyst

Partners

纪源资本

特纳亚（原雷曼兄

弟）

BigCommerce IT 中国 6400.00 万美元

4月 26 日

高盛

腾讯投资

滴滴出行

不公开的投资者

人人车 互联网 中国 3.00 亿美元

4月 26 日 深创投 迈景基因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6 日
东方尽美

博将资本
百变空间 互联网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6 日

高盛

Princeville Global

Venrock

夏斯塔创投

特纳亚（原雷曼兄

弟）

Doctor on

Demand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7300.00 万美元

4月 26 日 澎湃资本 嗨翻屋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6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嗨翻屋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6 日 富坤创投 攸度传媒 互联网 中国 NA

4 月 26 日 竞逐者科技 旅搜网 互联网 中国 200.00 万人民币

4月 26 日
冠达睿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凯歌健康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4月 26 日 芜湖九九 爱奥乐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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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7 日 海通证券 航天检测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7 日
华泰证券

首创证券
小田冷链 物流 中国 1600.00 万人民币

4月 27 日
北京榆钱财富咨询

服务
康威通信 IT 中国 1800.00 万人民币

4月 27 日 财富共赢

深圳金创供应

链股份有限公

司

金融 中国 2.00 亿人民币

4月 27 日 广东高维投资 振业优控 IT 中国 1560.15 万人民币

4月 27 日
思科瑞新资产

思科瑞新资本
昂科信息 IT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7 日 嘉乐资本 和和股份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1500.40 万人民币

4月 27 日 金海创投 神鹰碳车 机械制造 中国 480.00 万人民币

4月 27 日

海纳亚洲

IDG 资本

启明创投

金沙江资本

真格基金

Castbox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350.00 万美元

4月 27 日 北京华平投资 V 领地 房地产 中国 2.00 亿美元

4月 27 日 多彩投 屋托邦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4月 27 日 大麦网 七幕人生 娱乐传媒 中国 NA

4 月 27 日
Byte Capital

天使投资人周沙
TokenPocket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4月 27 日

CGPM

淡马锡投资

高瓴资本

君联资本

Lilly Asia Venture

泰康保险

Cormorant Asset

Management

Rock Springs

信达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5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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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汇桥资本

4月 27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机呼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4月 27 日

恩颐投资

北极光

红点创投

启明创投

星辰天合

（XSKY）
IT 中国 2.40 亿人民币

4月 27 日 神州优车 车通云 IT 中国 5.00 亿人民币

4月 27 日 优客工场 喵印 IT 中国 NA

4 月 27 日
道生投资

智能佳
大然科技 IT 中国 500.00 万人民币

4月 27 日 广州聚毅卓投资 蒸浏记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7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未来通证 金融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4月 27 日 金沙江联合 驰展控股 金融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7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鸢安智能 IT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4月 27 日
崇凯创业

不公开的投资者
1 药网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5000.00 万美元

4月 27 日

元禾润新

君联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优地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4月 27 日

工布江达县九盛投

资

冠城资产

容汇锂业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4.50 亿人民币

4月 27 日 创新医疗 明珠医院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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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5 并购事件

（4 月 23 日-4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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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5 日 中粮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
中原特钢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

金融服务

业
3,358

4 月 24 日
Manbang Group (未透露

股权)
中国

Consortium of
investors led by
China Reform
Fund and
Softbank

日本
互联网/电

子商务业
1,900

4 月 26 日 ZKW Group GmbH 奥地利

LG Electronics
Inc; and LG

Corp
韩国 汽车业 1,336

4 月 24 日

COFCO Biofuel Holdings
Limited; COFCO

Biochemical Holdings
Limited; 桦力投资有限

公司

中国

中粮生物化学

（安徽）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
消费品业：

食品
1,316

4 月 23 日
Quess Corp Ltd (49% 股

权变动规模)
印度

Fairbridge
Capital

(Mauritius) Ltd;
and Thomas

Cook (India) Ltd
(Shareholders)

毛里求斯
服务业（其

他）
1,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