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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份 PMI 为 51.9% 高于上月 0.5 个百分点

 外汇局：4月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 332 亿元人民币

 财政部负责人介绍降低关税情况 涉及税目 1449 个平均降幅 55.9%

 关于发布《创业投资基金申请适用<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操作

指南》的通知

 机构信心企稳 北京 PE 指数稳步回升

 今年 47 家券商 IPO 业务没开张 新申报 37 家仅为去年一成

 2018 互联网趋势报告：全球 20 大科技公司中国占 9席

 IDG 资本 A 轮投资全球最大以太坊钱包 imToken

 声纹识别公司 Speakln 获近亿元融资，IDG 领投

 易思汇获数千万人民币 A 轮融资，布局留学生消费

 商汤科技获 6.2 亿美元 C+轮融资，融资总额超 16 亿美元，估值超 45 亿美元

【宏观】5 月份 PMI 为 51.9% 高于上月 0.5 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2018年 5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运行情况，2018年 5月份，中国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1.9%，高于上月 0.5个百分点，制造业总体扩张有所加快。中国非制

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9%，比上月上升 0.1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总体延续稳中有升的发展势

头。综合 PMI产出指数为 54.6%，高于上月 0.5个百分点，继续位于临界点以上，表明我国企

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步伐有所加快。＞全文（中国经济网)

【宏观】外汇局：4月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 332 亿元人民币

外汇局 5月 31日消息，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 2018年 4月我国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

2018 年 4 月，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收入 13396 亿元人民币，支出 13064

亿元人民币，顺差 332亿元人民币。其中，货物贸易收入 12186亿元人民币，支出 10335亿元

人民币，顺差 1851亿元人民币；服务贸易收入 1210亿元人民币，支出 2728亿元人民币，逆

差 1519亿元人民币。＞全文（中国证券网)

http://www.xinhuanet.com/money/2018-05/31/c_129884207.htm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805-4228676.htm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3

【宏观】财政部负责人介绍降低关税情况 涉及税目 1449 个平均降幅 55.9%

6月 1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我国进一步降低日用消费品进

口关税相关情况。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降低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开放，

是我们主动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和实际行动。此次降税，除对前期已大幅降税的部分产品再次

进行适当降税外，拟较大幅度扩大其他日用消费品降税范围和降税力度，包括境外消费相对较

少但国外具有特色优势的产品，以及进口税率相对较高的产品，涉及税目 1449个，是前 4次

降税总数的 7倍。平均税率由 15.7%降为 6.9%，平均降幅 55.9%。＞全文（经济日报)

【国内】关于发布《创业投资基金申请适用<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

操作指南》的通知

为促进创业投资基金持续健康发展，优化资本市场制度供给，配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

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有关政策落实，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已在“资产管理业务综

合报送平台”中开发申请适用有关政策的功能模块，并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建立协作机制，为创业投资基金股东享受反向挂钩政策提供便利。

根据《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要求，“资产管理业务综合报送平台”

(https://ambers.amac.org.cn)有关功能模块将于 6月 2日开放。＞全文（中基协)

机构信心企稳 北京 PE 指数稳步回升

北京地区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发展指数（以下简称“北京 PE 指数”）是在北京市金融工作局

指导和支持下，由北京市金融发展促进中心、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以及清科研究中心共同编制，并得到多家业内有影响力的 PE

和 VC 投资机构支持。北京 PE 指数以 2013 年上半年为基期，每半年编制发布一期。

2018 年 5 月 30 日，在北京市金融工作局指导下，北京市金融发展促进中心、北京股权投

资基金协会联合发布 2017 年下半年北京 PE 指数。2017 年下半年北京 PE 指数为 120.25，环比

增长 1.18%，同比下降 3.03%。从指数走势看，2017 年下半年北京 PE 指数较上半年稳步回升，

仍处于高位。＞全文（人民网）

今年 47 家券商 IPO 业务没开张 新申报 37 家仅为去年一成

截至 5月 31 日，证监会受理首发企业 307 家，这一数据与此前五六百家的排队情况相比，

IPO“堰塞湖”已有较大改善。从券商 IPO 保荐承销方面来看，多达 9家券商保荐企业上会被

否率达 100%，其中最惨的当属海通证券，今年以来共 4个项目上会全部被否。另外，今年以来

http://www.sohu.com/a/233806139_118392
https://mp.weixin.qq.com/s/F3y4Ge8Nw44SnA9VwWoOoA
https://www.sohu.com/a/233436281_11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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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42家保荐机构参与了 IPO 的首发保荐，这也就意味着有 38家中小券商没有 IPO项目上会，

加上上会项目全否的 9家券商，意味着 47 家券商今年来投行业务颗粒无收。

前 5月，仅有 36 家新申报企业，较去年同期的 307 家相比，减少了近九成。新申报企业

中不乏一些新经济、新业态等“四新”企业，包括富士康工业、药明康德、宁德时代等。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表示，IPO 审核向国家战略靠拢，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

的作用得到强化。在这种情况下，IPO 审核变得更加灵活，在防风险的基础上更重视企业在创

新驱动方面的作用，不拘泥于之前的审核模式，而是区别对待，为新经济企业开通绿色通道。

＞全文（新浪财经）

【国内】2018 互联网趋势报告：全球 20 大科技公司中国占 9 席

有着“互联网女皇”之称的美国风险投资家、华尔街证券分析师 Mary Meeker 周三在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帕洛斯韦尔德举办的 Code 大会上发布了 2018 年互联网趋势报告 。报告中写

道，2017 年智能手机出货量首次没有实现增长，全球智能手机用户数量越来越多，同时用户

增长也变得越来越困难。2017 年增长率为 7%，低于上一年的 12%。全球网络用户已超过全球

人口的一半以上，尚未接入互联网的人口也在减少。

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在 2017 年达到 7.53 亿，同比增长 8%。2018 年 3 月，中

国网民在移动端花费的时间是 32 亿小时，社交媒体占据 47%。中国的短视频行业日活跃用

户数量超过 1 亿，每天花费时长达 50 分钟。全球 20 多科技公司中，中国公司占据 9 席，

除了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外，还有蚂蚁金服、小米、滴滴、京东、美团、今日头条，在五年

前进入该行列的中国公司只有两家。＞全文（证券时报）

【会员动态】IDG 资本 A 轮投资全球最大以太坊钱包 imToken

5月 31日，全球最大的以太坊钱包 imToken宣布获得 IDG资本 1000万美元的 A轮投资。

IDG资本迄今已投资包括 Circle、Coinbase、比特大陆、Ripple等在内的多家全球知名的区块链

公司。

imToken在 2016年 5月由何斌创办，同年 6月获得天使湾创投等天使轮融资。根据第三

方统计数据，imToken日均转账量已占据以太坊生态的 10%，仅在 2017年，累计使用 imToken

转账通证价值超过 350亿美金，其高净值用户主要来自美国、中国、东南亚、非洲和韩国等国

家和地区。＞全文（IDG 资本）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quanshang/qsyj/2018-06-04/doc-ihcmurvh2873798.shtml
http://www.sohu.com/a/233527682_485557
https://mp.weixin.qq.com/s/JptsozOtUTMmJ45jO-Oa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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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动态】声纹识别公司 Speakln 获近亿元融资，IDG 领投

声纹识别人工智能公司 Speakln及其全资子公司国音科技，宣布已于 5月完成近亿元人民

币融资，是目前声纹识别领域最大金额单轮融资。本轮融资由 IDG资本领投。

此前，SpeakIn 于 2016年 5月完成弘治资本投资的 1000万元天使轮融资；2017年 5月完

成 IDG领投，弘治资本、福鱼资本跟投的数千万元 A轮融资；2017年 11月完成原创资本领投，

IDG、福鱼资本、弘治资本跟投的 2000万元 A2轮融资。

SpeakIn 于 2015年创立于硅谷，目前总部设在深圳。其混合了上百项基础科技、底层技术

的综合应用技术，主要面向全球提供具有国际统一标准、行业领先的先进产品与服务。

＞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易思汇获数千万人民币 A 轮融资，布局留学生消费金融

“易思汇”近日完成了数千万元人民币 A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真格教育基金领投，IDG资

本跟投。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新产品布局、市场拓展和人才引进上。

易思汇成立于 2013年，此前曾获得来自 IDG资本的 Pre-A轮融资，真格基金、泰有基金、

薛蛮子、创业邦的天使轮投资。易思汇以“留学缴费平台”为切口，通过与校方对连，和银行以

及具有跨境支付牌照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合作进行批发性资金处理，从而获得较低的交易成本，

为留学生提供学费代缴服务，进而切入留学服务后市场。＞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商汤科技获 6.2 亿美元 C+轮融资，融资总额超 16 亿美元，估值超 45 亿美元

人工智能平台公司商汤科技 SenseTime宣布完成 C+轮 6.2亿美元融资，由多家国内外投资

机构和战略伙伴参与，联合领投方包括厚朴投资、银湖投资、老虎基金、富达国际等，深圳市

创新投资集团、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自贸区基金、全明星投资基金等跟投，高通创投、

保利资本、世茂集团等作为战略投资人参与。截至目前，商汤科技总融资额超过 16亿美元，

估值超过 45亿美元，继续保持全球总融资额最大、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独角兽地位。

商汤科技在 2017年已实现全面盈利，并在智慧城市、智能手机、互联网娱乐、汽车、金

融、零售等行业实现快速落地。近期，商汤发布 SenseMedia视频内容审核平台、SenseFoundry

城市级视觉分析平台、SenseDrive驾驶员监控系统等一系列创新产品，SenseAR增强现实平台

更是作为中国唯一的原创 AR平台，打破了由谷歌 AR Core 和苹果 AR Kit在增强现实引擎方

面的垄断。＞全文（投资界）

http://news.pedaily.cn/201805/431743.shtml
http://www.sohu.com/a/233534503_439726
http://www.newseed.cn/company/38846
http://www.newseed.cn/vc/96
http://www.newseed.cn/vc/37472
http://www.newseed.cn/vc/194
http://www.newseed.cn/vc/37216
http://www.newseed.cn/vc/39346
http://zdb.pedaily.cn/people/show14130/
http://www.newseed.cn/company/43953
http://pe.pedaily.cn/201805/43186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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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度培训 74 期“资管新规下的私募股权投资”成功举办

【协会动态】月度培训 74 期“资管新规下的私募股权投资”成功举办

5 月 30日下午，BPEA 月度培训 94 期——“资管新规下的私募股权投资”在协会会议室成

功举办。此次培训邀请的是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法律

顾问陈标冲律师，为协会会员分享资管新规对股权投资的影响。

培训中，陈律师从资管新规的出台背景、新规内容、新规是否适用股权投资、新规对股权

投资行业的影响及新规对私募股权投资暂行条例的可能影响五个方面向与会者分享了他的理

解。

2018年 4月 27日，央行、三会、外汇局联合下发《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

导意见》，共 31条，就所有资管业务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按产品类型而非机构类型进行监

管。资管出台的目的在于统一同类资产管理产品的监管标准，制定统一适用的监管原则和指导

意见。其核心是打破刚兑，实施净值型管理；禁止期限错配和资金池模式，限制非标资产投资；

破除多层嵌套，限制产品分级，统一杠杆要求和风险计提要求；清理理财乱象，统一合格投资

者认购标准。

私募基金作为此次资管新规下最受冲击的机构之一，所受影响主要来自于两方面：其一是

投资门槛的提升，这间接影响到私募基金的募集销售；其二，受到消除通道服务和多层嵌套的

影响，传统的私募基金模式也需要相应调整。

经济学家管清友：2018，产业升级新时代！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民生证券前副总裁管清友在“2018中国股权投资论

坛”上发表了以“2018，产业升级新时代”为主题的内容演讲。管清友从几个方面介绍了当下国

内监管和资本市场变化的一些新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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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拥抱新经济背后制造的“高市值”泡沫

以 360、富士康为例。IPO的速度非常快。360甚至开启了一个先河，它通过资产置换等方

式，实现了回归 A股。当下中国的资本市场开始热情拥抱独角兽，背后透露的是决策层争抢巨

头企业的坚定态度。

在 IPO的过程中，很多领域突破了原来中国大陆在监管机构审核上的一些传统屏障。管清

友认为，这是通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一个信号。不过大陆资本市场相对于香港资本市场的改

革，还是比较缓慢。香港的资本市场改革，特别是交易所层面的改革和大陆形成了一个鲜明的

对比，也形成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竞争格局。

放眼全球，大家都在拥抱新经济，都在抢夺新经济的企业。但是，当新经济企业回归到 A

股市场以后也看到了一些隐忧，比如市值远高于在境外上市的市值，市值上产生了一定的背离。

这样就会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资产荒，好资产越来越少，导致了泡沫越来越大。

放宽政策拥抱新经济，而不应拥抱过高溢价的独角兽，让其“肆意妄为”。

流动环境缩紧：二级市场投白酒，一级市场独角兽

2015年以后，全球流动性也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收缩过程。中国也不例外，进入到一个增长

速度的换挡期，即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时期。

以美联储为代表的货币政策开始收缩，以至于引发了包括阿根廷、土耳其在内的新兴市场

国家出现了金融危机。2016年底以来，特别是 2017年这一年整个监管政策收得非常紧，融资

成本开始上升，融资难的情况再次出现。

管清友表示，这时大家开始寻找安全边际比较高的投资标地，无论是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

场，大家都去买盈利稳定、模式清楚、投资安全性高的 IP。二级市场大家去买白酒、买茅台，

一级市场大家去投所谓的独角兽企业。而最后造成了二级市场股票、一级市场投资标地的估值

出现了泡沫化情况。有些独角兽企业从境外回到 A股，市值涨了五六倍。甚至出现了多个案例，

一二级市场出现倒挂，一级市场投进去，可能还需要二级市场五六个涨停板才能回到当时投的

估值水平。

“所以我们看到的一级市场的投资泡沫化程度远远超过二级市场，这也是我们目前的投资

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呢？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未来两三年

至少还会持续。”管清友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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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十年，重商主义转向内需主义

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其实并没有中想象的那么乐观。

当下受到影响的包括从高钢铁制品到铝制品，从一般贸易商品到最近对中国高科技商品增

收 25%的关税……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这对中国出口形成非常大的压制效应。

管清友认为，除了要关注外部环境的恶化和外部的压力之外，中美这次贸易摩擦很可能会

导致中国过去 40年出口导向型这种战略的结束，未来几十年，重商主义将转向内需主义。

过去 40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基本上属于出口导向型战略，但在外部压力或者外

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必须转向内需。启动内需不是过去提到的简单扩大内需，而是需要进行一

系列的政策结构调整，一系列的改革。

比如在教育、医疗、文化等很多领域的管制需要取消；比如说在食品药品监管领域要建立

大监管格局；比如交通物流成本要进一步降低；比如全国统一大市场还要进一步形成……

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越来越小，投资和消费的贡献会越来越大。

2018年是中国的核心技术元年，这一场中美贸易摩擦刺激了中国人，让中国下定决心抛弃

幻想，在很多领域要开展自主研发。正如马化腾所言，我们的支付、移动互联看起来都很好，

但是一推就倒。

这对国内的 VCPE机构以及创都是具有前瞻性意义。

股权投资的新时代特征

股权投资第一个特点：大部分企业选择的是财务投资者。战略投资人更需要资金、技术、

资源的优势，财务投资人一般不会要求太多的控制权，所以会看到，在天使轮初期更像是财务

投资人的天下。

然而到了 A、B、C轮以后公司有必要引进战略投资人。战略投资人主要是致力于长期的

战略投资，不会由于短期的波动而选择退出。财务投资人更多考虑的是投资的收益。

管清友在现场举了邮储银行引进战略投资人的案例，以及中国人寿引进战略投资人的案

例。他们基本上是引进大型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也借机布局中国的金融产业，布局到具

体的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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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特点：IPO仍然是当下中国大陆股权投资最主要的退出通道，它的收益相对比较可

观，也比较稳定。

据相关数据统计，IPO退出在 2015年、2016年平均收益是超过 2倍的；2017年、2018年，

平均收益在 1.5倍。相对来说并购、股权转让还是不如 IPO稳定，也就是说对投资人来说，未

来的投资方式恐怕还是 IPO。

第三个特点：对赌协议要注意。对赌协议中出现了一些失败的案例，甚至出现纠纷。典型

的案例是俏江南。证监会对对赌协议的评价是比较负面的。在 IPO的时候对赌是被否决的一个

重要方面。因为对赌协议容易导致股权的不稳定。第二个方面，监管层对对赌协议早就命令禁

止，而且上市之前必须清理，比如伊戈尔案例，之前签订了多个对赌协议，后面清理掉，也会

顺利过会。而一些企业出现对赌失败，面临着赔偿， IPO就很难。

企业 IPO的隐形条件

管清友建议，企业若想 IPO，首先要耐得住寂寞，中国的上市就像马拉松，有耐力才能最

后赢。从数据上来看，2017年上会企业的平均排队市场为 1.49年，即一年半，如果算上上市

辅导时间，基本上要 2年时间。证监会现在也鼓励新经济企业更多的去上市，对于新经济里头

的企业上市可能速度更快一些。

管清友直言，于体量比较小的企业，更适合到香港上市，虽然联交所和上市规则的修改，

确实给大陆企业提供非常好的融资场所，但是香港市场相对比较规范，给出的议价不会那么高。

企业 IPO 要得经得住失败。去年过会率屡创新低，拟 IPO 公司面临更大的考验，甚至很

多企业开始撤材料。现在 IPO 的审核，新机制发布后要求终身责任，所以现在过会率非常低，

有时甚至一家都不过。

第三个是要付得起费用，既包括显性成本，也包括隐性成本。显性的成本包括会计师事务

所、律师事务所等，同时很多政府对 IPO企业和挂牌企业有一定的补贴。但是也有一些隐性的

成本，比如补税。有些企业需要补交的税款金额非常大，甚至牵扯出一些灰色地带。同时社保

成本也是很多企业面临的财务问题，比如说一些核心人员，他的社保缴纳，还有很多企业没有

给基层员工缴纳社保，这些都是隐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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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的 IPO 的审核， 3千万是个硬杠杆，当然绿色通道的除外。企业在选择合作券商

的时候，要选择真正在这个投行领域过会率比较高的团队。这样在 IPO之时，才能证明自己确

实是个“三好学生”。

未来三大投资机会

中国会经历了一轮诗史级的消费升级，这个表现在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的各个方面都有体

现。在消费升级上，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商业模式。未来技术和消费的结合将会更大范围实

现。而且消费升级也出现了共享化、碎块化、情感化，特别是情感化。今天的消费更多是带有

三观的消费。更高层次的消费升级将是接下来的投资机会。

第二个投资机会将是更多层次的创新。在过去几十年，中国从 0到 1的创新并不多，而基

于中国巨大的人口红利，其实更适合做从 1到 100。

5G技术会给新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包括智能汽车等未来的许多技术，在两三年里

都能迅速实现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比如无人驾驶技术，如果很快地实现商业化应用，对于现

在整个车前市场、车后市场都会形成致命性打击。

第三为是更高层次的结构性改革。淘汰落后的供给，进行产业整合。管清友认为：“我们

看到过去几年钢铁、煤炭行业出现了大规模并购重组，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集中，出现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都出现了强者恒强、产业集中度提高的一种现象。茅台为什么去年连创新高，是因为

在整个产业变动的情况下，它成为当之无愧的龙头，独一无二的龙头。”

（来源：投资界）

清科数据：行业监管加强，VC/PE 募资市场迎来新挑战

2018 年 3 月召开的全国两会强调，以防范金融风险为重点，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侧重点，

并将创业投资企业、天使投资人税收优惠政策扩大到全国。随后，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财税

【2018】55 号文件，为创业投资、天使投资税收政策扩大至全国提供政策依据。而与此同时，

随着“资管新规”的正式颁布以及私募基金行业监管的不断加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资金来

源将受到限制，今年的募资难度将会有所加大。

http://news.pedaily.cn/201805/431924.shtml
http://www.newseed.cn/vc/2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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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VC/PE 新募集基金数量下滑，但新设立基金数量有所增长

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2018 年 3 月中外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新募集 132

支基金，其中披露募资金额的基金 120 支，共募集金额 346.46 亿元人民币；新设立 63 支基金，

其中披露目标规模的基金 33 支，计划募资 1533.36 亿元人民币。与上月相比，本月的新募集

基金数量减少 31.6%，募集金额减少 13.8%；新设立基金数量增长 23.5%。可见本月新募集基金

数量及募集金额有一定程度减少，但新设立基金数量有所增加。

注：2018 年 1 月数据已根据清科研究中心一季度调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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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8 年 1 月数据已根据清科研究中心一季度调研调整

3月新募集人民币基金核心地位凸显，红点创投成立首支人民币基金

从基金币种看，3 月新募集基金中，人民币基金共募集 131 支，占比为 99.2%；其中披露

募资金额的基金有 119 支，共募集 340.83 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人民币基金相对优势明显。

从基金类型来看，2018 年 3 月新募集的 132 支基金中，成长基金及创业基金占主导地位，

共募集 123 支，占比达 93.2%，募资金额共 294.02 亿元人民币，占比达 84.9%；并购基金、早

期基金、房地产基金以及基础设施基金数量较少，仅占比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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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月份新募集基金中，募资规模排名第一的基金为合肥协盈信长产业投资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由安徽华安鑫源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负责管理，本月募集 50.00 亿元人民币。

排名第二的基金为天津天创海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基金目

标规模 40.00 亿元人民币，存续期 6+2 年，由天津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天创海河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天津盛创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市海河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天津长

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天津天创海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基金投资

领域为高端装备制造及其他符合《天津市海河产业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要求的产业，本月募集

39.50 亿元人民币。

排名第三的基金为西藏松轩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基金目标规模 45.00 亿元

人民币，存续期 10 年，由中保盈科（深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中洲资

本有限公司及西藏中平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西藏中平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负责管理。该基金投资策略为与城市更新相关的股权投资、并购投资等，本月募集 25.00

亿元人民币。

红点创投成立首支人民币基金，专注于早期项目。

3月份新募集完成的基金中，红点中国的首支人民币基金于 3月 19 日完成募资，该基金目

标规模 7.00 亿元人民币，将持续深度布局消费互联网、企业 IT 服务及前沿科技相关细分领域

的早期项目。红点创投成立于 1999 年，是一家源自硅谷的风险投资基金，2005 年在中国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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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由红点中国团队独立运营。红点人民币基金成立后，红点创投在全球范围内管理的基

金数量上升为 11 支，管理总资产超过 48.00 亿美元。

3月新设立基金数量有所增长，成长基金仍占据主要地位

清科旗下私募通统计显示，3 月新设立基金平均目标规模为 46.47 亿元人民币，其中人民

币基金平均目标规模为 49.33 亿元人民币，外币基金平均目标规模为 17.85 亿元人民币。

从基金类型来看，2018 年 3 月新设立的 63 支基金中，有 39 支是成长基金，占比最多，占

新设立基金的 61.9%，披露目标规模的有 21 支，基金计划募资 850.16 亿元人民币；11 支是创

业基金，披露目标规模的有5支，计划募资 62.00亿元人民币；8支是并购基金，计划募资 521.20

亿元人民币；基础设施基金 5 支，计划募资 100.00 亿元人民币。可见成长基金仍占据主导地

位。

3月新设立的基金中，目标规模最大的是光大沃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基金及特斯联科技停车

基金。

坚瑞沃能设 300 亿产业基金，助推战略布局。光大沃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基金目标规模

300.00 亿元人民币，由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与光大金控财金资本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

立，光大金控财金资本有限公司负责管理，基金拟投资用于提升产能的行业，并为新能源汽车

行业的投资并购提供助力。2018 年 2 月，国家财政厅、工信部、科技厅以及发展改革委四个部

门公布了《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此次政策调整一方面是

对低续航里程的汽车补贴力度减少，另一方面是对高续航里程的补贴力度的提高，这将加速新

能源汽车行业优胜劣汰，同时也将促进动力电池技术的进步。

http://zdb.pedaily.cn/people/show8409/
http://zdb.pedaily.cn/people/show11443/
http://www.newseed.cn/company/42445
http://www.newseed.cn/vc/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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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联联手中民投系成立 300 亿基金，布局智慧出行市场。特斯联科技停车基金目标规模

为 300.00 亿元人民币，由特斯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中民未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南京

启信人才服务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横琴善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横琴善泊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由特斯联科技携手国际知名私募基金管理团队共同设立，截至目前，特斯联旗下的

善泊投资通过发行创新型基金等模式已完成投资位于广州、成都、重庆、南昌等全国众多核心

城市的住宅车位将近 3.50 万个，资产管理规模高达 48.00 亿。该基金用于打造智慧停车等出

行领域创新服务及相关行业资产投资，解决用户“停车难”等出行痛点，着力布局万亿智慧出

行市场，并逐步拓展打造更多维度的城市智慧交通解决方案。

（来源：投资界）

http://www.newseed.cn/vc/38054
http://zdb.pedaily.cn/people/show14130/
http://research.pedaily.cn/201805/43182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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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5 月 26 日-6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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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5-31

厚朴投资

商汤科技 IT 中国 6.20 亿美元

银湖投资

老虎基金

斯道资本

深创投

中银投资

自贸区基金

全明星投资

高通风险投资

保利资本

世茂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5-26 宁波挚信投资 海澜之家 纺织及服装 中国 25.00 亿人民币

2018-5-31

阿里巴巴

小红书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3.00 亿美元

金沙江创投

腾讯投资

纪源资本

元生投资

天图资本

真格基金

天使投资人郑志刚

2018-5-29
盈峰控股

华录百纳 娱乐传媒 中国 18.00 亿人民币

普罗非投资

2018-5-31 和壹资本 口袋科技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67 亿人民币

2018-5-31 国投上海创投 振华新材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5.72 亿人民币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17

中信建投资本

鑫天瑜资本

粤科基金

2018-6-1
泛大西洋资本

武汉东翼 连锁及零售 中国 3.00 亿人民币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5-28
鼎晖投资

先导药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2.50 亿人民币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1

银河正邦

白山云科技 互联网 中国 2.40 亿人民币

银河鼎发创投

深圳德威资本

金晟资产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1 云鑫创投 顺易通信 IT 中国 2.00 亿人民币

2018-6-1
源星资本

富驰高 机械制造 中国 2.00 亿人民币
元禾资本

2018-5-28
北极光

优点科技 IT 中国 1.40 亿人民币
富士康

2018-5-31
维港投资

耐能 IT 中国 1800.00 万美元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5-30 河南省国控基金 酒便利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5 亿人民币

2018-5-28
IDG 资本

势必可赢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5-29 华耀资本 优美墅 建筑/工程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8-5-29

和玉另类投资

我在家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人民币今日资本

雲九资本

2018-5-30

晨山资本

富数科技 金融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达泰资本

伯藜创投

麦达数字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5-31
凯辉基金

小店宝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连捷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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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31 中建投北京基金 懒财信息 金融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8-5-31 阳光保险 美餐网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8-6-1

国科嘉和

深醒科技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国投安信

凯旋创投

经纬中国

昆仲资本

2018-6-1

险峰长青

汤氏供应链 物流 中国 1.00 亿人民币普洛斯

合力投资

2018-5-31
广东君诚

仕净环保 清洁技术 中国 9733.50 万人民币
江诣创投

2018-6-1

创新工场

VipCode 教育与培训 中国 8500.00 万人民币
软银中国资本

蓝湖资本

真格基金

2018-5-28

北京新创百树投资

和创科技 互联网 中国 8382.83 万人民币昆仲资本

北京新创百树投资

2018-5-31
中科沃土

广晟金控
力好科技 机械制造 中国 6720.00 万人民币

2018-5-29

伯乐纵横

国环莱茵 清洁技术 中国 6600.00 万人民币泛泰创投

双合金达

2018-5-31 IDG 资本 融识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2018-5-31
腾讯投资

互道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光速中国

2018-5-30
鼎晖投资

灵动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钟鼎创投

2018-5-30

聚源资本

探境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洪泰基金

险峰长青

启迪汇上海创投

京道基金

熊猫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5-28
兰馨亚洲

雅乐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海纳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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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31

辰德资本

23 魔方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6200.00 万人民币

软银中国资本

本草资本

经纬中国

雅惠明泽

2018-5-28 久久益基金 众禄金融 金融 中国 5818.80 万人民币

2018-5-29

华映资本

chic 原醉 娱乐传媒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深圳前海方舟投资

微影资本

2018-5-31
阿里巴巴

奥哲网络 互联网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1
天图资本

婷婷姐姐 教育与培训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北极光

2018-5-28

黄河天能

建龙微纳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4080.00 万人民币中证开元

中证开元

2018-5-29
众晖投资

佰邦达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4000.00 万人民币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5-29 华鼎资本北京 天翔昌运科技 机械制造 中国 3999.60 万人民币

2018-5-31
绍兴万林投资管理

巴鲁特 纺织及服装 中国 3355.60 万人民币

汉理前景投资

2018-5-31 鲁信创投
TCR²

Therapeutics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500.00 万美元

2018-5-28 新湃资本 抓饭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500.00 万美元

2018-5-28
技转创投

欣捷高新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2300.00 万人民币
成都鲁信菁蓉投资

2018-5-30 时代伯乐 恒康药房 连锁及零售 中国 2200.00 万人民币

2018-5-31 中关村创投 滨会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2018-6-1 踊跃资本 峰华卓立 机械制造 中国 1946.95 万人民币

2018-5-28 宜昌高新众微资管 合建卡特 建筑/工程 中国 15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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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31
世纪明德

游道篮球 娱乐传媒 中国 1500.00 万人民币
动因体育

2018-5-30
B.glen

美丽策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1292.65 万人民币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5-29

真格基金

递名片 IT 中国 1250.00 万人民币IDG 资本

脉脉

2018-5-30 瑞东资本 北迈科技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199.26 万人民币

2018-6-1
深圳点亮投资

弘景光电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156.50 万人民币

昆石投资

2018-6-1 和信股权投资 科伦股份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1028.06 万人民币

2018-5-27 浙商创投 情咖 FM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5-28

英诺天使基金

一本财经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中关村并购母基金

新疆神州数字投资

歌者

2018-5-28 优酷 单立人传媒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5-28 攻壳物联 优导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5-28 高思教育 飞博教育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5-29 华耀资本 智诠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5-29

酷芯微电子

睿魔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思特威电子

水木资本

清水湾香港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5-29
道生投资

吃托邦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青创投

2018-5-29

启迪之星

链博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方信资本

了得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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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翼丰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5-29 不公开的投资者 卤豆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5-29 华泰紫金 创腾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5-29 五岳资本 一起智能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5-29 不公开的投资者 搭搭云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5-30

元禾控股

西格数据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金禾创业天使公益基

金会

苏大天宫

2018-5-30

君联资本

植观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经纬中国

峰瑞资本

2018-5-30 英诺天使基金 OSTAY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5-30
德乾投资

汉鲲智能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德乾投资

2018-5-31
九合创投

饕餐餐饮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老鹰基金

2018-5-31

国中创投

赛福基因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凯盈投资

创见资本

2018-5-31
真格基金

易思汇 金融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IDG 资本

2018-5-31 高榕资本 派盾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6-1 百度风投 智线云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5-29
海纳亚洲

找罐车 物流 中国 100.00 万美元
创业邦

2018-5-29 不公开的投资者 原创宝 互联网 中国 500.00 万人民币

2018-5-30 横店控股 纸元科技 互联网 中国 500.00 万人民币

2018-5-31 蓝帽互动 匠客科技 IT 中国 500.00 万人民币

2018-5-30 中科创星 宇钛科技 IT 中国 2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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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29 不公开的投资者 团建队长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018-5-31 上海瑞鼎钜融投资 柑趣网络 金融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018-6-1 上海瑞鼎钜融投资 耳朵财经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018-5-26 欢乐长河 博理科技 互联网 中国 NA

2018-5-26 中东控股 涌泉金融 金融 中国 NA

2018-5-27 丹华资本 力码科技 金融 中国 NA

2018-5-29
IDG 资本

小打卡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晨兴资本

2018-5-29 分布式资本 ValPromise 金融 中国 NA

2018-5-29 深科技 数竞科技 互联网 中国 NA

2018-5-29 上海弘甲资产 普蕊斯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NA

2018-5-30
泰颢投资

约肯机器人 IT 中国 NA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5-30 顶商投资 充电加 IT 中国 NA

2018-5-30 上海长富投资 莞银股份 IT 中国 NA

2018-5-31
真格基金

YOGO IT 中国 NA
IDG 资本

2018-5-31 哈希资本 Cocos 引擎 互联网 中国 NA

2018-6-1 和而泰 铖昌科技 IT 中国 80%

2018-6-1
中宠股份

威海粉橙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0%
北京万峰

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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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亚洲 TOP5 并购事件

（5 月 26 日-6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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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9 日

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未透

露股权)
中国

The Carlyle Group;
Warburg Pincus LLC;
Temasek Holdings Pte.

Ltd.; Khazanah
Nasional Berhad; GIC

Private Limited;
Sequoia Capital

新加坡
金融服务

业
10000

5 月 29 日
中通速递 (10% 股权变

动规模)
中国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 ; 菜鳥網絡科

技有限公司

中国 运输业 1380

5 月 29 日
Ali JK Medical Products

Limited
中国

阿里健康信息技術有

限公司 中国

互联网/

电子商务

业

1352

5 月 29 日 Grammer AG 德国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汽车业 1061

5 月 31 日
GM Cruise LLC (10.9%

股权变动规模)
美国 SoftBank Group Corp. 日本

计算机软

件业
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