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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份 PMI 回升 制造业向好

 5 月外储规模环比微降 未来人民币汇率或继续双向波动

 募资难凸显 VC/PE 面临生死淘汰赛

 大额投资案例“撑场” VC/PE 投资端“繁荣”暗藏隐忧

 5 月全球 IPO 小幅提振，港股 IPO 申报火爆，下半年或“井喷”

 券商 IPO 上会拷问 41 个问题 违规业务整改情况是重点

 深创投参加高交会海外分会 积极寻求北欧业务拓展机遇

 印象笔记宣布重组，获红杉宽带跨境数字产业基金数亿元融资

 二咖传媒获 4000 万人民币 A 轮融资，红杉资本中国独家投资原创

 徐诺药业获 B 轮融资，北极光创投、中山贝森、汉鼎宇佑领投

【宏观】5 月份 PMI 回升 制造业向好

统计局公布 5月制造业 PMI数据，总指标为 51.9，较上月上涨 0.5个百分点，显示制造业

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有所回升。从细分指标来看，需求回暖是制造业景气情况改善的主要原因。

生产指标、新订单指标和新出口订单指标均有所回升，由此带动价格上涨，出厂价格与原材料

价格指数也同步走高，这进一步确认了近期制造业向好的趋势。但在手订单和产成品库存指标

5月仍在下降，且均低于过去 24个月中位数水平，未来制造业走势仍有待观察。

＞全文（第一财经研究院)

【宏观】5 月外储规模环比微降 未来人民币汇率或继续双向波动

7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1106亿美元，

环比下降 142亿美元，降幅为 0.46%。业内专家表示，预计未来人民币汇率继续双向波动，保

持基本平稳。跨境资金流动料保持基本平衡或小幅净流入，未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有望保持总

体稳定。

“5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保持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国际金融市场

美元指数上涨 2.3%，主要非美元货币相对美元下跌，但资产价格总体上涨。在这些因素综合作

用下，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下降。＞全文（环球外汇)

http://www.sohu.com/a/234459051_463913
http://www.cnforex.com/comment/html/2018/6/10/d365c2169986d7f46f23bb47bb0d10d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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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募资难凸显 VC/PE 面临生死淘汰赛

资管新规落地，VC/PE 投资机构募资难凸显，行业加速洗牌，资源集中度提升。多位 VC/PE

机构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募资难只是 VC/PE 机构当下的 A面，而 B面则是中小 VC/PE

机构上演的生死淘汰赛。未来，缺乏专业性、实力不强的“玩家”将不断被淘汰出局。

2018 年一季度，国内 VC/PE 机构完成募集基金规模 110.3 亿美元，同比下降 74.85%；数

量共 103 只，同比下降 54.82%。随着 4月底资管新规正式落地，资本市场资金面进一步收紧，

VC/PE 机构募资持续低迷。据投中研究院统计，4月份，VC/PE 市场完成募资规模降幅超过 80%，

数量同比下降 69.41%。＞全文（中国证券报）

【国内】大额投资案例“撑场” VC/PE 投资端“繁荣”暗藏隐忧

今年 3月，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投资数量环比呈现出增长趋势，不过，投资金额环比呈现轻

微下降的趋势。清科数据显示，3月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共发生投资案例 713起，其中披露金额

的案例 513起，环比增长 61.7%；3月总投资金额为 601.57亿元，平均投资金额为 1.17亿元。

4月投资端延续 3月的态势，整体表现稳中有升。投中研报显示，4月 VC/PE市场表现出投资

案例数量下降但投资规模看涨的状态，且创投市场投资金额达到年度新高，私募股权市场投资

金额也处于年度较高水平。虽然投资案例数量减少较多，且处于年度较低水平，但是较高的投

资规模导致创投市场的单位投资金额较大，表现出投资方对既投项目的认可和信心。

业内人士认为，VC/PE敢于出手，很大程度上与政策支持有关。但值得注意的是，资管新

规出台后，打破刚性兑付、严禁多层嵌套、消除期限错配等成为私募行业监管的重中之重，关

于募资难、退出难的讨论日益受到行业关注，而这也让过去三年飞速增长的股权投资行业再迎

变局。业内人士称，在“募退双难”的大背景下，缺乏募资“输血”和退出回流，投资端能否

维持“独善其身”的态势，或是下一步行业需要关注的问题。＞全文（中国证券报）

【国内】5 月全球 IPO 小幅提振，港股 IPO 申报火爆，下半年或“井喷”

2018 年 5 月， 全球中企 IPO 数量 相比上月小幅提振， 但仍不到去年同期水平的二分之

一。 募资规模出现了 显著回升， 环比增幅超过 1.5 倍。5月份 A股 IPO 数量延续今年的趋势

一路下滑， 已远远低于往年同期；募资规模虽有 微幅上涨， 但仍在低位徘徊。本月 IPO 募

资规模超过 8亿元的中企仅有 5 家。其中募资规模 最 大 的 平 安 好 医 生（01833.HK ）

和 药 明 康 德（603259.SH） 均深耕医疗领域（平安好医生主打线上医疗） 。

2018 年 5 月， 由于 港股市场整体表现回暖， 中国香港 居于地区 IPO 数量的首位； 上

http://www.cs.com.cn/tzjj/201806/t20180607_5819886.html
http://www.zqrb.cn/simu/dongtai/2018-06-05/A15281466218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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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仅凭借平安好医生（01833.HK） 这一起“独角兽” 企业的成功上市， 远远甩开其他省市，

成为全国 IPO 募资规模最高的地区。对港股来说， IPO公司的申报情况代表了其未来市场前

景的风向标。 过去 5个月， 港股市场新增 IPO申报公司数为 176家， 去年同期仅为 97家，

接近翻倍。＞全文（投中网)

【国内】券商 IPO 上会拷问 41 个问题 违规业务整改情况是重点

2016 年 6 月份以来，共有 11 家券商成功过会。尤其是今年，券商 IPO 明显提速，今年前

5个月已有中信建投等 5家券商密集过会。这 11 家券商在上会过程中被发审委共问询 41 个问

题，平均每家上会券商被问询约 4个问题。对此，本报记者将拟 IPO 券商上会问询题目归纳总

结，发现有五大特点，其中拟 IPO 券商过往业务违规行为、经营业绩出现下滑趋势等问题几乎

成为券商必答题。目前，A 股券商股已有 30 家，另外还有 18 家券商排队 IPO，券商上市热潮

已然开启。在从严监管和 IPO 常态化的背景下，优质券商股如何入市，如何为资本市场增加活

力，是拟 IPO 券商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全文（证券日报）

【会员动态】深创投参加高交会海外分会 积极寻求北欧业务拓展机遇

2018年 5月 28日至 6月 4日，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创投”）监

事会主席、纪委书记万筱宁一行作为 2018年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交会”）

海外分会中方企业代表团成员，代表深创投赴冰岛、挪威、瑞典参加了系列中外投融资交流活

动。

本届高交会海外分会聚焦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信息技术、智慧城市、

创新创业等领域，汇聚中外政商及科技界精英，举办了论坛、研讨会、项目对接和商务考察等

系列活动。＞全文（深圳市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会员动态】印象笔记宣布重组，获红杉宽带跨境数字产业基金数亿元融资

多功能笔记类应用印象笔记在中国已完成重组，并获得红杉宽带跨境数字产业基金的首轮

数亿元人民币战略投资，具体融资额未披露。值得注意的是，原“印象笔记中国区总经理”唐毅

同时担任印象笔记 CEO一职。重组后的印象笔记将在中文自然语言处理等相关本土化服务上

开展技术创新。

印象笔记 CEO唐毅表示，“未来印象笔记将在保持原有产品技术的优势和稳定性、安全性

的基础上，拥抱最新技术趋势，针对中国用户的需求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争取成为信息及知

识管理领域内用户的首选。”印象笔记是 Evernote 在中国独立运营近 6年的品牌，自 2012年进

https://www.chinaventure.com.cn/cmsmodel/report/detail/1415.shtml
http://www.p5w.net/stock/news/zonghe/201806/t20180611_2140186.htm
https://mp.weixin.qq.com/s/JptsozOtUTMmJ45jO-Oa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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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国开始，印象笔记就开始为中国用户提供独立的中文版软件服务，包括之后陆续与微博、

微信、知乎、得到等 APP展开 API接入合作。而今宣布宣布重组为独立的中国互联网企业，

重组后将成为中方控股的中美合资独立运营实体。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重组后的印象笔记将建立起美国 Evernote 公司、中方投资者、中方管

理团队三方均等的持股结构。这是硅谷互联网公司首次将互联网/云计算企业的中国业务整体转

移至股权及治理架构独立的合资企业下，并转让及授权全部知识产权。＞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二咖传媒获 4000 万人民币 A轮融资，红杉资本中国独家投资原创

短视频 IP“毒角 SHOW”运营方二咖传媒宣布完成 4000 万人民币 A轮融资，由红杉资本中

国基金独家投资。据悉，新一轮融资将继续用于整体内容赋能，打破 MCN 天花板。

据公开资料显示，“毒角 SHOW”于 2017 年上半年开始正式运营，主打中西文化结合的幽

默、搞笑短视频内容，拥有明确的 IP 形象以及人格化运营路径。凭借街头试吃中华食物、向

外国人介绍中国流行文化等 3-5 分钟的短视频内容，“毒角 SHOW”在一年内取得了微博粉丝

392 万，全网粉丝累计过千万的成绩。2 月农历新年期间，中西文化相关话题热度使得账号微

博总阅读量达 2亿。 “毒角 show”主打中西文化结合的幽默、搞笑短视频内容，拥有明确的

IP 形象以及人格化运营路径。凭借街头试吃中华食物、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流行文化等 3-5 分钟

的短视频内容，毒角 show 在一年内取得了微博粉丝 392 万，全网粉丝累计过千万的成绩。

＞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徐诺药业获 B 轮融资，北极光创投、中山贝森、汉鼎宇佑领投

近日，徐诺药业（Xynomic Pharmaceuticals）近日宣布完成 B 轮融资，该轮融资由北极

光创投、中山贝森医疗产业投资和中国汉鼎宇佑领投。同时，包括 Prosperico Ventures 和徐

诺药业创始人兼董事长徐英霖在内的现有投资者也参与了此轮融资。

徐诺药业是一家美国公司，专注于在全球授权引进、开发和商业销售抗肿瘤新药。公司创

立团队曾在跨国生物制药公司（先灵、礼来、默克、罗氏、施贵宝）从事研发，临床，商务工

作。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兼总裁徐英霖先生是一位成功的连续创业家，曾联

合创办了两家美中生物制药公司，为公司股东实现了 25 亿元人民币的成功退出。＞全文（投

资界）

http://news.pedaily.cn/201806/432143.shtml
http://pe.pedaily.cn/201806/432139.shtml
http://www.newseed.cn/vc/405
http://www.newseed.cn/vc/405
http://pe.pedaily.cn/201806/4321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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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特殊资产投资专业委员会第十一期”成功举办

【协会动态】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特殊资产投资专业委员会第十一期”成功举办

2018 年 6 月 5 日，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特殊资产投资专业委员会主办，深圳前海东方

瑞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办的“特殊资产投资专业委员会第十一期——不良资产处置投资交流

分享会”在协会会议室成功举办。

本次活动是特殊资产投资专业委员会成立后举办的第十一次主题活动，特邀东方瑞宸总经

理邱海斌先生，以及华东政法大学杨忠孝教授为专委会成员做经验交流分享。参加本次活动的

有华融融德、弘毅投资、中信资本、尚融资本、新沃基金、海峡汇富、泽鹿资本、北京产权交

易所、金石农业等 20 余家机构。

下午两点，活动正式开始，首先由协会副秘书长李剑秋致辞并介绍此次活动的议题，随后

各参会会员机构代表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通过自我介绍环节，不仅活跃了现场交流气氛，还

使得会员加深了解，增进合作。

活动进入正式演讲环节，首先由此次活动承办方东方瑞宸基金管理公司邱海斌总经理分享

特殊机会资产处置及实操经验。东方瑞宸基金管理公司为四大AMC东方资产旗下另类投资平台。

邱海斌总经理分析了当前中国境内“去杠杆+强监管”的宏观背景，并介绍了利用破产重整解

决企业债务危机问题的方式方法。邱总结合东方瑞宸典型特殊机会资产项目投资案例向与会人

员分享了特殊机会资产处置经验、业务模式及投资策略。

接下来，华东政法大学杨忠孝教授以专业法律人的角度，就市场中困境企业的内外部特征、

《破产法》之于困境企业以及不良资产市场的重要作用进行讲解，通过法院实际案例对破产重

整之于困境企业的具体问题做出探讨，对金融市场与破产法之间的紧密联系作了详尽分析，通

俗幽默，深入浅出。会议结束后，各参会人员进一步交换了其对特殊机会资产市场的看法及见

解，为进一步的交流合作建立了良好基础。本次活动受到参会嘉宾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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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明金：完善股权投资市场，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在“第二十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上发表

了以“完善股权投资市场，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内容演讲。以下是演讲内容：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2018（第二十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在深圳隆重举行。我代表民建中央对本次

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出席论坛的各位嘉宾朋友致以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本次论坛意义特殊，是中共十九大胜利召开后的第一次中国风险投资论坛，也是中国风险

投资论坛步入了第二十周年。本届论坛以“新时代、新征程：资本引擎助推全球经济创新升级”

为主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脉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发展，探索新

时代背景下股权投资服务实体经济的新方式。下面，围绕“完善股权投资市场，助推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我谈几点看法。

一、近年来我国股权投资市场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迫切需要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持续健

康发展。当前，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新经济日渐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发

展的新引擎。近年来，我国股权投资市场在助推经济转型、支持新经济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股权投资市场，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截至 2017 年

底，已备案私募基金超过 6.6 万只，管理规模达到 11.10 万亿人民币，与 2014 年相比，私募

基金规模总量增长了 8 倍。其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超过 2.1 万只，管理规模达到 6.29 万亿

人民币。人民币基金远超美元基金，成为股权投资市场的主要力量。截至 2017 年底，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累计股权投资项目企业数量达 77000 余个，累计股权投资

本金 4.11 万亿元，其中半数为代表新经济的中小企业。整体来看，近年来我国股权投资市场

发展呈现以下三大特征：

一是各类股权投资快速发展与科技创新融合紧密。从募资规模来看，2017 年新备案私募基

金 2.8 万只，规模 3.9 万亿元；其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近 9000 只，规模 2.2 万亿元；创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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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基金 2000 余只，规模超 2000 亿元。总体来看，各类股权投资募资规模持续增长，对实体经

济服务能力不断强化。从区域分布来看，我国科技创新发展最快的地区，包括广东、北京、上

海、浙江，是股权投资的高度聚集区。充分说明，近年来我国股权投资与科技创新融合更为紧

密，股权投资在推动科技发展、新兴产业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政府持续规范引导股权投资行业健康发展。自 2016 年年底以来国务院、证监会、证

券业协会及沪深交易所等机构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明确证券公司不能再变相采取“保荐+

直投”的投资方式；创业投资基金所投资企业上市解禁期与投资期限实行反向挂钩机制；颁布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明确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准入门槛和职责，

规范引导股权投资行业健康发展。与此同时，国务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给予公司

制和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法人及个人合伙人、天使投资个人的税收优惠政策；解决了国

有 PE 机构国有股转持问题；将创业投资及天使投资投向初创科技型企业，可按投资额 70%抵扣

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推广至全国。这些政策在引导行业规范发展的同时，也为行业创造了良好的

政策环境，实现了防风险与促改革的均衡发展。

三是国有资本逐步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发挥引导作用。 2016 年 9 月“创投国十条”发布，

推动创投主体多元化、拓宽创投市场资金来源，由此国有资本的逐步进入，壮大了创业投资的

资本力量。同时，监管层不断推出政策利好，鼓励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传统金融机构、大学

基金会等各类机构投资者投资创业基金和母基金。据有关统计，目前国资委监管的 90 余家央

企当中，已经设立相关资产管理机构并拥有 PE 业务的企业，数量已达 40 家左右。由政策导向

看，国有资本的介入使得股权投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国家

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势必引导助推科技创新股权投资的成长，带动社会资本支持实体经济的发

展。

二、中国风险投资论坛见证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发展历史

1998 年在时任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先生的倡导下，“风险投资”概念被引入中国。在全国

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民建中央《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被列为大会“一号

提案”，呼吁建立中国的风险投资机制。由此，风险投资在中国开始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

注重视。此后，自 1999 年以来，民建中央持续举办中国风险投资论坛已达二十载。二十年里，

中国风险投资论坛陪伴、见证了中国股权投资市场的起步与快速发展，在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

发展、加速股权市场发展壮大、完善政策环境以及推动股权投资机构快速成长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过去二十年股权投资市场从小到大，在提升直接融资比重，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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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风险投资论坛举办伊始，股权投资在中国还是一个新鲜而陌生的事物。经

过二十年的发展，我国股权投资市场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

分，尤其是近十年来股权投资市场资本募集规模不断增长，从 2008 年到 2018 年，我国股权投

资市场资本管理总量增长 4.63 倍，资金募集规模增长 3.83 倍。2017 年当年，私募基金股权投

资项目企业数量超 2 万个，股权投资本金达 1.49 万亿元。其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

项目企业数量近 1.3 万个，股权投资本金达 1.4 万亿元，平均单个项目股权投资本金超 1 亿元；

创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项目企业数量 6000 余个，股权投资本金超 1300 万亿元，平均单个项目

股权投资本金近 2000 万元。私募基金股权投资规模占 GDP 的比重从 0.3%增加到 1.8%，股权投

资对于提升直接融资比重、优化社会融资结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风险投资论坛为股权投资市场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沟通交流和信息共享机制。中国风险

投资论坛从无到有，为股权投资机构、监管部门以及创新企业搭建了有效的沟通交流平台，市

场影响力日益扩大。当前论坛已经发展成为汇集股权投资界精英、创业领袖、监管机构、政府

部门、经济学家和主流财经媒体的综合性、专业性论坛，为股权投资市场内各参与主体提供了

平等、有效的共享平台，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

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中国的股权投资市场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新机遇，中国风险

投资论坛必将继续发挥积极的重要作用。

中国风险投资论坛坚持为股权投资市场健康发展持续发声，推动股权投资市场政策环境持

续改善。二十年里，中国风险投资论坛先后提出了尽快推出创业板、推进创业投资税制改革、

加大监管力度、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等意见建议，相关建议相继被决策层采纳。我们欣喜地

看到，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市场对创业投资的需求不断增长，扶

持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的政策措施不断推出，监管制度逐步完善，股权投资的募资渠道更加丰

富、投资主体更加多元、退出方式更加灵活，总体来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的发展环境正在持

续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下，中国风险投资论坛将继续为创投行业和股权投

资市场的健康发展建言献策，搭建股权投资市场与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有效桥梁。

三、进一步推动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建议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高直接融资

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这些要求都与股权投资市场发展息息相关。股权投

资是一种直接融资的手段，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重要方式，股权投资市场更是多层次资本市场

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中共十九大精神要求，未来，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持续推进股权投资

市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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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持续发挥股权投资市场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经济新动能方面的积极作用。与传统行

业相比，科技创新行业的投资周期相对较长、规模大、风险较高，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

体系难以满足其融资需求。股权投资具备天然的融资方与投资者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

是提升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产业服务能力的有效方式，美国以硅谷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产业群的

快速发展就离不开股权投资的大力支持。未来我们一方面要持续加大政府在基础科学和关键技

术上的战略投入；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股权投资基金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新经济形势下，

关注“新世界、新秩序、新方向”，在新医药、新能源、人工智能和高端智能制造等行业领域，

充分发挥创业投资在科技创新上的引领作用。

二是持续完善股权投资的政策环境，为股权投资市场健康规范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税收政策上，鉴于当前我国按创投机构的投资项目分别核定税收，使得创投机构在盈利项目

退出时面临较高的税赋，而亏损项目又无法进行相应税前抵扣，建议有关部门可以考虑将创投

机构作为商业经营主体进行征税，允许创投机构按照综合经营收益纳税或设立一定比例的风险

补偿金，确保创业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得到落实。在退出机制上，建议切实落实好创投基金所投

企业上市解禁期与投资期限反向挂钩的制度安排，进一步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在管理运营上，

建议尽快推进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降低股权投资机构的管理成本。总之，要进一步

优化股权投资的商务环境和政策环境，让股权投资机构能够甩开膀子，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

投资。

三是有效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表率作用，最大效率的实现资产优化配置。政府引导基金应

遵循股权投资的市场规律。政府财政资金的公共性质决定了，政府引导基金应重在引导而绝不

是套利。实体经济是国家财富的基本来源，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和推动创新的生力军。股权投资

作为一种投资手段，主要功能是通过企业融资和产权交易达到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实现资

产优化配置的目的，股权投资基金只有主要投入到实体经济当中才能够真正发挥最大作用。由

此，政府引导基金应尊重市场，避免行政干预，让市场真正在创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杠杆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加大对重大技术研发创新的投资，引导

资金、资本助力创新，并提高对创新创业项目的容错率。

四是继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丰富股权投资机构的退出渠道。股权投资市场是多层

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能够为股权投资基金提供多元、高效的退

出机制。在我国系统性推进发行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建议进一步强化 A 股市场 IPO 发行、CDR

试点以及 H股发行制度改革之间的协同性，借助内地和香港两个市场为股权投资的退出创造更

多样化的选择。要持续推进市场化并购重组的发展。经历近两年的规范整顿，我国并购市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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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日渐成熟，相应的配套机制也更为完善，并购重组应成为股权投资退出的重要方式之一。要

继续深化新三板市场改革，在现有基础层、创新层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分层改革，优化分类服务

管理，探索转板制度，完善集合竞价等交易方式，不断提高新三板市场流动性。

五是不断推进股权投资机构自身健康发展，培育提升投资机构优秀品质。优秀的投资机构

不仅能为投资人创造长期、稳定和跨周期的优异回报，更重要的是可以为所投企业带来资本的

附加值，真正将企业做大做强，达到利益共赢，并对行业有推动作用。投资机构的优秀品质还

体现在，一是必须具有非常理性的投资心态和决策过程，不盲目追求市场热点和跟风口，而是

能够预见未来；二是对行业深耕细作，通过深入的调研和理性的估值，以实业家的心态了解企

业的本质并进行投资；三是注重投后管理和运营提升，强化专业化能力，不急功近利，不急于

求成，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创业，陪伴优秀企业共同成长。

“积土为山，积水为海”，过去二十载，在各级政府及各位来宾的大力支持下，中国风险

投资论坛已经发展成为股权投资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交流共享平台。同志们，朋友们，我们正处

于一个伟大变革的新时代，新时代要有新担当，新使命要有新作为。希望未来在此平台上，大

家可以更好的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贡献智慧，共同为中国股权投资市场的繁荣、健康发展贡

献力量！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来源：中国基金业协会）

清科数据：3 月 VC/PE 市场投资金额超 600 亿元，大额融资案例频发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3月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投资数量环比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而投资金额环比呈现出轻微下降的趋势。本月 VC/PE 市场总投资案例数高达 713 起，投资金额

超过 600 亿人民币（注：本月投资案例数增幅较大，主要是由于将清科 2018 年第一季度调研

数据计入统计）。值得关注的行业有电信及增值业务和汽车行业，本月均出现多起大额投资事

件，如腾讯独家投资了两家直播平台——“斗鱼 TV”和“虎牙直播”，共计投资金额近 70 亿

人民币；游侠汽车获得由前海梧桐等 12 家机构共同投资的 50 亿人民币融资，车和家获 VC/PE

https://mp.weixin.qq.com/s/QJQ8yvqkHL_srizOS2HUKA
http://www.newseed.cn/company/42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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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融资近 30 亿元人民币。退出方面，IPO 退出数量表现亮眼，主要是由于爱奇艺、哔哩哔哩

等企业成功上市，小米、红杉等多家机构获得退出。

3月 VC/PE 市场投资总金额超 600 亿元，投资数量环比增幅大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显示【见图 1】，3月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共发生投资案例 713 起，

其中披露金额的案例 513 起，环比增长 61.7%（注：将清科 2018 年第一季度调研数据计入统计）。

从投资金额的角度看，3月总投资金额为 601.57 亿人民币，平均投资金额为 1.17 亿元。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显示【见图 2】，本月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投资规模小于等于

1,000.00 万人民币的小额投资共发生 222 起，占披露金额案例数的 43.3%，涉及 14.96 亿人民

币，金额占比仅为 2.5%；投资额在 1,000.00 万人民币到 5,000.00 万人民币之间的案例数共计

134 起，数量占比为 26.1%，共计 32.74 亿人民币，金额占比是 5.4%；规模大于等于 5,000 万

人民币小于等于 1亿人民币的案例数共计 88 起，数量占比 17.2%，共计 67.26 亿人民币，金额

占比 11.2%；单笔投资金额在 1亿人民币以上的投资案例数共计 69 起，占比 13.5%，累计投资

金额达 486.62 亿人民币，占比高达 80.9%。

http://www.newseed.cn/vc/39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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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轮现多起大额投资事件，累计融资金额超 200 亿元

根据私募通数据显示【见表 1】，本月中国股权投资市场的投资轮次主要集中分布在 B轮

及 B轮之前以及新三板定增。从投资案例数看，A轮最多，共计投资案例 228 起，占比 32.0%；

排在第二位的是天使轮，共计投资案例 157 起，占比 22.0%；新三板定增位居第三，共计投资

案例 117 起，占比 16.4%。在金额方面，B轮融资金额位居首位，累计融资金额达 218.53 亿人

民币，占比 36.3%；A 轮排在第二位，累计融资金额达 143.03 亿人民币，占比 23.8%；排在第

三位的是 E 轮，累计融资金额达 93.56 亿人民币，占比 15.6%。从平均投资金额来看，E 轮平

均投资金额最大，其次是 D轮和 B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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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 B轮在投资金额方面表现突出，得益于 B轮现多起过亿元投资事件，共计 33 起，其

中超过 10 亿人民币的投资事件共计 5起。本月 B轮融资金额最大的企业是上海修源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简称“游侠汽车”）。2018 年 3 月 31 日，游侠汽车获得由前海梧桐、中国环保产

业有限公司、中创海洋、南太湖建投、湖州东弘等 12 家机构共同投资的 50 亿人民币 B轮融资，

游侠汽车是一家集新能源整车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智能电动汽车综合制造

企业，截至目前共累计融资 62.20 亿元，投后估值 122 亿元。此次融资过后，游侠汽车在融资、

团队建设、研发制造以及品牌营销发展等全面开始发力，为 2019 年“游侠 X”实现量产上市交

付提供坚实的生产保障体系。

电信及增值业务、汽车行业受青睐，“斗鱼 TV”获腾讯独家投资

根据私募通数据显示【见表 2】，3月 VC/PE 市场投资共涉及 23 个一级行业，从案例数量

上来看，IT、互联网、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稳居前三位，案例数分别是：143、139 和 81，

占比分别为 20.1%、19.5%和 11.4%。从投资金额来看，本月互联网行业依然位居第一，融资金

额达 118.39 亿人民币，占比 19.7%；电信及增值业务排在第二位，融资金额达 91.61 亿人民币，

占比 15.2%；汽车行业位居第三，累计融资额达 88.99 亿人民币，占比达 14.8%。

本月汽车行业表现出较强的吸金能力，融资金额与上月相比增长逾 70 亿元人民币，增幅

较大。汽车行业获得最大融资金额的企业是 “游侠汽车”，融资金额高达 50 亿元人民币；同

时，还有多家汽车行业的企业获得超过 1亿元人民币的融资，如车和家获 VC/PE 机构融资近 30

亿元人民币、行圆汽车获 5亿元人民币融资等。此外，本月电信及增值业务行业也颇受 VC/PE

http://zdb.pedaily.cn/people/show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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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青睐，该行业融资额最大的案例为：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斗鱼 TV”）获得

由腾讯独家投资的 40 亿人民币融资。此轮融资前，斗鱼 TV 已获得约 30 亿元的融资总额，此

次融资后，斗鱼 TV 和腾讯将深度战略绑定。

北京、上海企业吸金能力依旧，湖北省企业平均投资金额超过 10 亿元

从投资地域上看【见表 3】，3月发生的 713 起投资事件，案例数分布前三的地区分别是：

北京、上海、深圳，案例数分别为：219、115、74，三地案例数累计占比超过本月全部案例数

的一半；在投资金额方面，排在前三的地区分别是：上海、北京、广东（除深圳）地区，金额

分别是：188.08 亿人民币、167.41 亿人民币和 46.78 亿人民币，累计金额超过 400 亿人民币。

广东（除深圳）地区今年首次跃居全国前三，主要是由于广东（除深圳）地区发生了大额融资

事件拉高了本地的融资金额，如虎牙直播获腾讯 4.6 亿美元独家投资。虎牙直播在成为腾讯的

战略伙伴之后，将更加注重游戏直播和电竞赛事等服务。从平均投资金额来看，湖北省平均投

http://www.newseed.cn/company/4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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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规模为 10.73 亿元人民币，虽然湖北发生的投资案例数量仅为 6起，但披露投资金额的 4起

涉及投资金额高达 42.91 亿元人民币，其中，“斗鱼 TV”融资金额高达 40 亿元人民币，直接

拉高了湖北省平均投资额。

IPO 退出数量大幅回升，爱奇艺赴美上市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显示【见表 4】，3 月共发生退出事件 154 笔，平均回报倍数约

2.67 倍。其中 IPO 退出共计 69 笔，占比 44.8%；并购退出共计 37 笔，占比 24.0%；新三板挂

牌退出共计 26 笔，占比 16.9%；股权转让退出共计 22 笔，占比 14.3%。本月 IPO 退出数量大

幅回升，环比上升 187.5%，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IPO 退出事件为：3 月 29 日，爱奇艺正式登陆

纳斯达克，成功赴美上市，小米、红杉、IDG 等多家机构获得退出。此外，本月并购退出事件

中，海通开元退出晨之科获得较高回报倍数。晨之科是一家专注在移动互联网娱乐产品及新技

http://www.newseed.cn/company/38140
http://www.newseed.cn/vc/347
http://www.newseed.cn/company/2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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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开发与运营的科技企业，并且是国内较早从事二次元游戏及游戏社区业务的公司。中文在线

在为充分整合和发挥公司内外部资源，购买海通开元等多家机构持有的晨之科的股份，此次重

大资产重组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公司“文化+”战略布局，打造二次元文化生态，在行业内建立

较强的竞争优势。

（来源：投资界）

http://www.newseed.cn/vc/37249
http://www.newseed.cn/vc/37249
http://research.pedaily.cn/201805/431827.shtml?open_source=weibo_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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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6 月 2 日-6 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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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6-2
雄岸基金管理公

司
极信区块链 IT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2018-6-2 不公开的投资者 财链社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018-6-2

晨兴资本

三迭纪医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1.00 亿人民币火山石资本

华新致远

2018-6-2

上古资本

布洛克 金融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BeeChat

链空间

Goopal Group

哈希资本

天使投资人王楚

云

Ledger Capital

2018-6-2

新南方

1号生活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 亿人民币东方弘道资本

乾丰资本

2018-6-2 不公开的投资者 趣公装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018-6-3

君联资本

欢乐口腔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4.50 亿人民币
中信证券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4

星通创投

安洁士 清洁技术 中国 7499.16 万人民币
汇石资本

金浦产业投资

茂汇投资

2018-6-4 安达资本 诺安股份 机械制造 中国 2520.00 万人民币

2018-6-4 陆家嘴资产管理 本松新材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1800.00 万人民币

2018-6-4
北方融投

卡特马克 机械制造 中国 2648.47 万人民币
圣商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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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4

昆仲资本

园钉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金沙江朝华创投

险峰长青

2018-6-4

愉悦资本

镁伽机器人 IT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明势资本

臻云创投

英诺天使基金

逐鹿资本

2018-6-4

奥博资本

来凯医药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1850.00 万美元
安龙基金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4 好未来 知识圈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6-4

高和翰同

乐乎 房地产 中国 1.00 亿人民币鸥翎投资

顺为资本

2018-6-4 零一创投 卖家成长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6-4 上海劲融 氢源动力 IT 中国 440.00 万人民币

2018-6-4
华强投资担保

塔米智能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4

水木数字

壹号餐桌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霖梓网络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4 天津尚悦 悉之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6-4 阿里巴巴 宝宝树 互联网 中国 NA

2018-6-4
前海睿泽

球无忧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3500.00 万人民币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4 理成资产 GE快健身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2018-6-4 昆仲资本 味觉方舟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6-4
创赛基金投资管

理 思勤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NA

松禾资本

2018-6-4 睿泽天航 博润通 娱乐传媒 中国 NA

2018-6-4 铜陵正达 天海流体 机械制造 中国 NA

2018-6-5
厦门鑫九投资

富仕德 娱乐传媒 中国 1011.84 万人民币
芜湖远大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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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5

华盖资本

咔啦酷 娱乐传媒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北京市文化中心

基金

清科资产

2018-6-5
原苍资本

亿氪体育 互联网 中国 NA
君得资本

2018-6-5

新创建集团

虎博科技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高榕资本

新鸿基

2018-6-5

新浪网

品钛 金融 中国 1.03 亿美元

曼图资本

STI Financial

Group

顺为资本

熙金资本

2018-6-5

君联资本

Goopal Group IT 中国 1200.00 万美元海纳亚洲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5
中国汇融

钻盈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汇毅资本

2018-6-5

建银国际

GLXSS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蓝驰创投

经纬中国

2018-6-5 IMO Venture ContentBox 金融 中国 NA

2018-6-5
广州同创资本

途中美食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前海霍恩

2018-6-5

北极光

徐诺药业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NA

中通融金北京

汉鼎宇佑

Prosperico

Ventures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5 不公开的投资者 企迈云商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6-5 远洋资本 纳什空间 房地产 中国 NA

2018-6-5 OKcoin 币行 Merculet 互联网 中国 NA

2018-6-5 国投汇成创投 中润资源 能源及矿产 中国 3.97 亿人民币

2018-6-5

广东清合

普林芯驰 IT 中国 NA
珠海高新天使

不公开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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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5 盛山资本 银基富力 IT 中国 NA

2018-6-5 益通资产 三和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64.00 万人民币

2018-6-6
上海瑞鼎钜融投

资
TokenGazer 金融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6-6

老虎基金

蛋壳公寓 房地产 中国 7000.00 万美元

华人文化产业投

资基金

高榕资本

愉悦资本

酉金资本

元璟资本

BAI

2018-6-6 红杉中国 毒角 SHOW 互联网 中国 4000.00 万人民币

2018-6-6
华旦天使投资

博享科技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500.00 万人民币
立元创业投资

2018-6-6 百果园 慧云信息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6-6

尚珹资本

莱诺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1000.00 万美元远毅资本

苏州美众创投

2018-6-6 春晓资本 十六进制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6-6

盈港资本

车置宝 互联网 中国 8.00 亿人民币

太盟投资

毅达资本

戈壁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6

九鼎区块链实验

室

鱼欧文化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深圳前海珂玺资

管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6

贝越实业

人马互动 IT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力合载物

博雅互动

有米科技

中同投资

天使投资人戴志

康

天使投资人许单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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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6 不公开的投资者 贝壳亲子英语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018-6-6 硬币资本 EON IT 中国 NA

2018-6-6

高瓴资本

奕安济世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3500.00 万美元

淡马锡投资

礼来亚洲基金

Arch Venture

Partners

泰康资产管理

中银投资浙商产

业基金

2018-6-6 隽熙投资 印象笔记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8-6-6
金沙江朝华创投

联帮在线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万融时代资产徐

州

2018-6-6 杭州明见 小阔科技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6-6 启赋资本 彼伏 纺织及服装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6-6

善乐国际

虾皇 连锁及零售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珞珈创谷

永祥基金

共创业集团

2018-6-6 同方创投 芳香庄园 食品&饮料 中国 4.68 亿人民币

2018-6-6 汽车之家 天天拍车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美元

2018-6-6 中鸿嘉资本 越界影业 娱乐传媒 中国 1.25 亿人民币

2018-6-6
雄岸基金管理公

司
优士币 互联网 中国 NA

2018-6-6
捷通华声

发飚智能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6 不公开的投资者 职业先生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018-6-6 天溏资本 医吖 互联网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2018-6-6 中骏资本 北京安鹏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2018-6-7
甘肃省中小企业

基金
菁茂农业 农/林/牧/渔 中国 2961.00 万人民币

2018-6-7 广发信德 宝利祥 食品&饮料 中国 4400.00 万人民币

2018-6-7
安赐创业股权投

资
鸿翼股份 IT 中国 2540.00 万人民币

2018-6-7
武汉高投宏昇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斯曼股份 其他制造业 中国 1499.44 万人民币

2018-6-7 昊翔资本 并行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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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7 融闽投资 博纳斯威 机械制造 中国 2838.00 万人民币

2018-6-7

清流资本

乐徽科技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清流资本

真格基金

以太资本

弘励创投

2018-6-7

华创资本

慧联无限 互联网 中国 2.30 亿人民币

前海兴旺

中洲金融

IDG 资本

汉能投资集团

不惑创投

2018-6-7 不公开的投资者 雅观科技 IT 中国 NA

2018-6-7
峰瑞资本

网红城堡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美元
百度风投

2018-6-8

香榧资产

闪闪课堂 教育与培训 中国 2800.00 万人民币
天使投资人王涌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8 前海安星资产 索信达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6-8 钛和资本 巴伦技术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2699.08 万人民币

2018-6-8 保利投资 龙发制药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7200.00 万人民币

2018-6-8
山东国惠基金管

理
优客工场 金融 中国 NA

2018-6-8 丝路华创 优客工场 金融 中国 NA

2018-6-8 不公开的投资者 小盒淘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018-6-8 深创投 华锐金融 IT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2018-6-7 大连控股 力昊金属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

2018-6-7 大连控股 丰禧供应链 互联网 中国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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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 日-6 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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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4 日
Orange Renewable Power

Pvt Ltd
印度

Greenko Energy
Holdings

印度 能源业 1020

6 月 5 日
安谋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51%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Undisclosed bidder 中国

计算机和

半导体
775

6 月 5 日
NH Hotel Group SA

(26.47% 股权变动规模)
西班牙

Minor International
Public Company

Limited
泰国 休闲业 740

6 月 2 日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河

曲旧县露天煤业有限公

司 (51%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 矿业 457

6 月 5 日

江门市碧海银湖房地产

有限公司 (60% 股权变

动规模)
中国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 房地产业 3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