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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前 5 月全国财政收入 86650 亿元 同比增长 12.2%

 央行：当前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稳定 将实施好稳健中性货币政策

 证监会：CDR 试点企业审核严于一般 IPO

 中基协：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私募基金产品备案月报

 全国股转公司：正审慎研究挂牌私募机构融资监管

 入股价高于发行价，PE 机构胜算几何？

 金融科技创企 Viva Republica 完成 4000 万美元 D 轮融资，GIC、红杉中国领投

 九州云腾完成 6000 万人民币 A轮融资，达晨创投和启明创投领投

 聚合营销服务商“和悦智付”获 5000 万人民币 A+轮融资，深创投领投

 区块大陆获北极光创投千万级融资，“黄金战队”领逐区块链金融

【宏观】财政部：前 5 月全国财政收入 86650 亿元 同比增长 12.2%

财政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5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6650亿元，同比增长

12.2%。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1880亿元，同比增长 15.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

收入 44770亿元，同比增长 9.5%。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76810亿元，同比增长

15.8%；非税收入 9840亿元，同比下降 9.5%。

1-5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2695亿元，同比增长 8.1%，为年初预算的 39.4%，

比去年同期进度加快 0.2个百分点。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11945亿元，同比增长

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0750亿元，同比增长 8.3%。 ＞全文（中国日报网)

【宏观】央行：当前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稳定 将实施好稳健中性货币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总体看，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取得了较好成效，银行体系

流动性合理稳定，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适度增长，市场利率基本平稳，综合社会融资成本

稳中有所下降，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较为稳固，为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发挥了

重要作用。

今年以来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适度。从M2和信贷增速看，2018年 5月末，M2

同比增长 8.3%，增速比 2017年末上升 0.2个百分点，实体流动性整体趋于稳定。5月人民币贷

款增加 1.15万亿元，同比多增 405亿元，小微、涉农领域贷款投放加快。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

看，1月至 5月增量 7.9万亿元，同比少增 1.44万亿元，主要是强监管、去杠杆政策效应逐步

发挥，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及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等表外融资有所下降，债券市场融资有所减

http://www.chinadaily.com.cn/interface/zaker/1142842/2018-06-18/cd_364079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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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继续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金融走势，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

加强形势预判和预调微调，加强监管政策协调，把握好政策的力度和节奏，加大对小微企业等

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积极有效应对可能的外部

冲击，稳定市场预期，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有序推进金融改革开放，促进经济金融平稳健

康发展。＞全文（中国证券网)

【国内】证监会：CDR 试点企业审核严于一般 IPO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近日就 CDR试点企业从严审核原则和审慎定价要求情况回答

了记者提问。高莉表示，无论是一般 IPO 企业，还是申报试点的企业，证监会一律坚持依法全

面从严监管要求，依据证券法、公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存托凭证发

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严格审核，严把入门关，防止“病从口

入”。

高莉强调，虽然基于试点工作性质，对试点企业单独排队且审核速度较快，但证监会初审

部门和发审委相关审核工作均依法依规开展，坚持条件标准不降低，程序环节不减少，对试点

企业从财务和非财务角度，全方位、多维度依法进行审核，在审核的严格程度方面，较一般 IPO

企业要求更高。

此外，高莉表示，证监会将不断加强对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的监管，对相关工作中出现欺诈

发行、违规信息披露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将依法从严处理。＞全文（中国金融新闻网）

【国内】中基协：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私募基金产品备案月报

截至 2018年 4月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 23559家，较上月

增长 0.68%；已备案私募基金 72500 只，较上月增长 2.06%；管理基金规模 12.48 万亿元，较

上月增长 3.72%。私募基金管理人员工总人数 24.34万人，较上月增加 748人。已登记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8752家，较上月增加 28家；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14037家，较

上月增加 132家；其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770家，较上月减少 1家。

已备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6008只，基金规模 2.56万亿元，较上月减少 196.70亿元，减

少 0.76%；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24621只，基金规模 7.04万亿元，较上月增加 3647.46亿元，增

长 5.46%；创业投资基金 5198只，基金规模 0.72万亿元，较上月增加 550.80亿元，增长 8.28%；

其他私募投资基金 6673只，基金规模 2.16万亿元，较上月增加 474.65亿元，增长 2.25%。

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规模在 100 亿元及以上的有 222 家，管理基金规模在 50

亿-100亿元的 268家，管理基金规模在 20亿-50亿元的 645家，管理基金规模在 10亿-20亿元

http://news.cnstock.com/news,yw-201806-4235471.htm
http://www.financialnews.com.cn/jg/dt/201806/t20180619_1403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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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827家，管理基金规模在 5亿-10亿元的 1057家，管理基金规模在 1亿-5亿元的 4170家，

管理基金规模在 0.5亿-1亿元的 2193家。截至 2018年 4月底，已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有管

理规模的共 20458 家，平均管理基金规模 6.10亿元。＞全文（中国证券报）

【国内】全国股转公司：正审慎研究挂牌私募机构融资监管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昨日公开发布信息，集中回应了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

据悉，全国股转公司正在审慎研究挂牌私募机构的融资监管问题，同时将定期排查长期停牌公

司情况，对长期无合理理由停牌的公司将实施强制复牌。另外，全国股转公司将与香港交易所

保持充分沟通，建立密切合作机制，推动挂牌公司境外融资。

全国股转公司称，新三板挂牌私募机构的自查整改工作已经于 2017年年底完成，目前新

三板正在审慎地研究其融资监管问题。对于长期无合理理由停牌的新三板挂牌公司，全国股转

公司将对其股票实施强制复牌。此外，全国股转公司还将定期排查长期停牌公司情况，督促相

关主办券商和挂牌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全文（上海证券报)

【国内】入股价高于发行价，PE 机构胜算几何？

最近一些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书显示，这些公司在 IPO 前最后一轮增资扩股时，PE机构

的入股价格远远高于该公司的发行价，加上对 PE机构锁定期的安排，PE机构有可能在退出时

出现亏损。那么，PE机构此时入股的逻辑是什么？有业内人士告诉证券时报·创业资本汇记

者，敢以高价入股意味着 PE机构对该上市公司的发展有足够的信心，而且未来优质的资产也

不会降价，但随着一二级市场利差的缩小，PE机构无疑会迎来洗牌，中小 PE机构的生存环境

将越发恶劣。2016年以来，Pre-IPO 市场受到不少投资机构的追捧，相比早期项目投资而言，

Pre-IPO 项目投资以短平快的策略“快进快出”，能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投资回报，成为许多投

资机构“长短结合”投资策略中的重要一环。但是，伴随越来越多资金涌入 Pre-IPO市场，项

目估值水涨船高，市场估值泡沫也随之而生。

以 5月 23日上市的欣锐科技为例，其招股说明书显示，2016年 9月，欣锐科技 IPO 前最

后一次增资，8家机构投资者合计以 2.5亿元认购新增股份 588.2352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42.50

元。2016年 12月，欣锐科技还完成了一次股权转让，股东吴壬华将所持 1%的股份（85.8824

万股），以 4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紫金港资本。招股书中说明，转让方和受让方参考公司最

近一次增资的价格，协商确定公司整体估值 40亿元，每股转让价格 46.58元。可是，欣锐科技

的发行价仅为 11.65元。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smjj/smdt/2018-05-11/doc-ihaichra0041735.s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7/c/79c152df673a6784/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5/5/505c724c/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6/b/65b04e09677f/1.html
http://money.163.com/18/0616/11/DKDTNPFH002581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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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面粉贵过面包”的现象在近年的资本市场频频出现，还有越博动力、宏川智慧、文

灿股份等多家新上市企业也都出现了上述情况。不过，这些上市公司在经历过几个涨停板后，

股价多能突破 PE的认购价，如截至 6月 12日，欣锐科技的市场价为 60.63元，略高于 PE机

构平均的入场价。但有市场分析人士指出，这些 PE机构的入场价确实过高，在市场动荡之下

亏损的风险还是很高。＞全文（投中网）

【会员动态】金融科技创企 Viva Republica 完成 4000 万美元 D轮融资，GIC、红杉中国领投

6月 19日，韩国金融科技创企 Viva Republica获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 GIC和红杉中国领投

4000 万美元 D 轮融资，Viva Republica 是金融服务应用 Toss的开发商。这是 GIC 第一次投资

韩国创企。这家公司会利用这笔融资来投资公司的增长，并加大产品开发方面的投入。

“这次搭桥融资是一次战略性融资，它能让我们寻找投资、收购的机遇，成为满足各种消

费金融需求的专业服务，同时提供极其优秀的用户体验。”Viva Republica 的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 SG Lee说道。

2015 年，Toss应用只是一款 P2P转账平台。从那以后，它的服务慢慢涉及到金融的各个

方面。Toss有理财界面、信用积分管理、个人贷款、保险计划以及多个投资服务。

Viva声称 Toss的注册用户已经超过了 800万，每月交易量超过 100亿美元。

“在 Toss，我们目睹了成功公司的所有特征，在我们的投资组合中，不少公司成为了亚洲

的一流独角兽创企。我们坚信 Toss会占领韩国的市场，成为一家金融巨头。”红杉中国的合伙

人 Glen Sun说道。＞全文（投中网）

【会员动态】九州云腾完成 6000 万人民币 A 轮融资，达晨创投和启明创投领投

北京九州云腾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完成 6000万人民币的 A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启明创投和

达晨创投共同投资。此轮融资主要用于下一代身份认证云 IDaaS产品和服务在国内市场的拓展、

商业化落地及企业研发能力的升级。 九州云腾成立于 2014年 10月，是国内领先的下一代基

于云计算与移动应用的身份认证云 IDaaS产品和服务提供商。公司专注为政府、金融和各类企

业等解决员工、合作伙伴、客户等人群在访问私有云、公有云、混合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

及物联网等多种复杂应用场景下的身份认证及业务安全问题。通过九州云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技术，能够实现只认证一次，便可使用多个不同的应用系统，包括移动 APP，无需记录和多

次输入不同的复杂的密码，几乎兼容目前所有主流及新兴的认证技术方案。它能有效加强旧系

统的安全性，切实保障用户安全，提高办公效率。目前九州云腾的技术和产品方案已经在国家

https://www.chinaventure.com.cn/cmsmodel/news/detail/327720.shtml
https://www.chinaventure.com.cn/cmsmodel/news/detail/327849.shtml
http://www.newseed.cn/vc/317
http://www.newseed.cn/vc/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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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等政府机构、BATM等多个著名互联网公司、物流企业、金融机构等对内及对外业务系统

中被广泛使用。＞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聚合营销服务商“和悦智付”获 5000 万人民币 A+轮融资，深创投领投

企业服务商和悦智付已完成 5000 万元 A+轮融资，由深创投领，估值为 1亿美金，本轮融

资主要用于系统研发、团队扩张、市场拓展。

据悉，和悦智付以产业互联、异业合作、资源分发的营销模式服务于通信、能源、商超、

金融、智慧出行等行业，为企业提供综合性的数字营销云计算企业 SAAS 服务，以 S2B2C 模式

标准化的封装各种流量平台和营销渠道，整体有效的精准输出至更多 B端用户，帮助企业实现

线下场景、线上渠道的多方异业营销。

和悦智付深度挖掘头部机构资源优势，将众多流量平台封装到 He！Plus 企业 SAAS 服务平

台，解决营销资源少、营销通道多、技术对接难等多种问题，便于企业快速触达营销资源渠道。

目前，和悦智付已在华南、华东、西南、华中和华北等地区开展业务，覆盖近二十个省市，服

务数万级企业用户。＞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区块大陆获北极光创投千万级融资，“黄金战队”领逐区块链金融

区块大陆宣布刚接受了北极光创投的千万级融资，已签署融资协议。区块链、大数据及人

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正时刻挑动着商界的神经，推动整个世界进入科技大爆炸时代。在大数据和

AI 被巨头垄断布局的背景下，区块链产业迎来蜂拥的入局者，成为最具紧迫感的自由战场。

“三链”共进，剑指区块链金融

区块链作为 21 世纪最让人兴奋和值得期待的技术创新之一，在几经风潮以后后，已经开

始从概念走向实际应用，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向区块链，这其中区块链金融首当其冲。深圳区块

大陆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区块大陆）是一家专注于区块链技术研发和创新的新兴科技公司，

提供系统级别咨询服务、区块链技术解决方案、区块链创业孵化服务，并为区块链技术教育、

储备人才。

不同于其他竞手的“单线作战”，区块大陆全面布局公链，联盟链和跨链三个重要方向。

目前联盟链、私链和公链这三种业态在整个生态中并行，其结合作为一项关键技术，也是一大

潮流。区块大陆拥有一个创新的公链共识：时分多重证明共识，从经济学原理角度创新性的改

进了现有的其他共识算法，能做到在维持市场竞争性的条件下并兼顾效率。＞全文（投资界）

http://pe.pedaily.cn/201806/432270.shtml
http://news.pedaily.cn/201806/432457.shtml
http://www.sohu.com/a/235882470_439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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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第九届）清洁发展国际融资论坛 暨 2018（第八届“十大绿色创新企业”颁奖典礼

【协会动态】2018（第九届）清洁发展国际融资论坛 暨 2018（第八届“十大绿色创新企业”

颁奖典礼

由北京产权交易所、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与国际融资杂志联合主办，北

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支持举办的“2018（第九届）清洁发展国际融资论坛暨 2018(第八届)‘十

大绿色创新企业’颁奖典礼”将于 7 月 6 日（周五）.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大厅（北京西城区金

融街甲 17 号）举行。

论坛主题：

AI+绿色金融助力产业新动能

论坛宗旨：

中国数字经济正处在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节点, 如何推进面向制造业的数字经济？如何

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向智能化发展？如何让平台经济成为助力企业高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如何推动 AI+绿色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壮大绿色

创新产业等，将是本次论坛探讨分享的重点。

参会嘉宾：

绿色创新企业、50 评委专家团、独立评审团专家、央企、民企、外企、合资企业中的节能

造能、治污减排、可再生能源、清洁技术、生态农业企业，以及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新动能企业；中外投融资机构；政府职能部门；服务于绿色发展企业的会计

事务所、律师、管理咨询、项目咨询、交易所、NGO 组织等机构；相关的财经媒体等。

活动议程：

◇第一单元：2018（第九届）清洁发展国际融资论坛（09:00-11:20）

▷ 主持人：北京产权交易所常务副总裁、北京要素市场协会会长高佳卿

▷ 演讲贵宾：

○ 北京产权交易所总裁、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朱戈致辞并演讲

○ 国富资本董事长熊焰

○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董事长王乃祥

○ 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北京交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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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学 会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于剑

○ 山东圣通环保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全修

○ 2018“十大绿色创新企业”代表

……

◇第二单元：2018（第八届）“十大绿色创新企业”颁奖典礼（11:20-12:00）

▷ 主持人：北京环境交易所总裁梅德文

○ 宣布 2018（第八届）“十大绿色创新企业”评选背景及结果

○ 评委代表宣读“2018（第八届）十大绿色创新企业”推荐词

○ 独立评审团专家、50 评委专家团评委代表为获奖企业颁奖

○ 独立评审团专家、50 评委专家团评委及演讲贵宾与获奖企业合影

◇答谢贵宾午宴（12:00-13:50）

◇第三单元：投资人、专家与绿色创新企业专题对话（14:00—16:00）

▷对话贵宾

○ 投资人、专家（来自 50 评委专家团及行业专家）

○ 绿色创新企业（来自获奖的“十大绿色创新企业”）

▷对话专题

○ 专题对话第一场——当清洁能源生产与管理插上人工智能的翅膀

○ 专题对话第二场——节能减排大数据如何助推创新产品市场化速度

○ 专题对话第三场——产业升级怎么走？如何应对存量与增量的矛盾

◇第四单元：绿色创新企业投融资项目签约仪式（16:00—17:00）

○ 见签人：独立评审团专家与 50 评委专家团专家代表

○ 签约人：绿色创新企业与项目方，投资机构

1.填写报名表,报名表点击【阅读原文】下载，发送至：gjrzlt10@sina.com，报名审核通

过者，我们将邮件回复您，并通知具体参会事宜。谢绝空降。

2. 参会报名联系人： 张女士 010-68001738

http://www.bpea.net.cn/filespath/files/20180612145218.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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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 更好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党委委员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党委委员李超在“第二十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上发表

了以“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更好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为主题的内容演讲。以下是演讲内容：

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参加本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我谨代表中国证监会，对本届论坛的成功召开表示热

烈祝贺，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资本市场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和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借此

机会，我就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谈几点认识，供大家参考。

一、近年来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取得积极成效

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每一次技术革新和产业革

命都直接推动了人类生产力和社会文明的巨大进步。特别是，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

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之本、兴盛之源。科技创新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离不开长

期资本的引领和催化作用。资本市场对于促进科技和资本的融合、健全创新资本快速形成和有

效循环的体制机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证监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部署要求，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

根本发展方向，不断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着力完善资本市场支持创新的制度机制，主要

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保持新股发行常态化，积极支持创新型企业发行上市融资。不断完善 IPO 监管标准和

上市公司再融资制度，加大支持科技创新企业力度。去年以来，共有 246 家战略新兴产业企业

实现 IPO，占新上市企业家数的 50%，融资金额 1157 亿元、占比 41%，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

二是发挥资本市场并购重组主渠道作用，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创新型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去年以来，战略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共发生并购交易金额 6370 亿元，占全市场并购总额的 24%。

境内上市公司完成跨境并购 188 单，涉及交易金额 2536 亿元。

三是支持科技创新企业多渠道股权融资。截至 2018 年 5 月底，新三板挂牌的高新技术企

业共 7214 家，占挂牌公司数量的 64%。鼓励证券基金经营机构通过投资银行、资产管理等业务

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全方位投融资支持，目前以科技创新等领域为主要投资方向的公募基金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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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已发行约 700 亿元。

四是积极支持创新创业企业拓宽债券融资渠道。去年以来，高新技术企业发行公司债券募

资 763 亿元。推出创新创业公司债，支持设置转股条款，目前已有 29 家企业发行“双创”债，

有效激发社会资本投向科技创新领域。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去年以来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 610

亿元。

二、充分发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支持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作用

近些年来，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不断丰富完善，特别是创业板、新三板的推出，我国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快速发展。截至目前，全国登记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管理

人约 1.4 万家，管理基金规模 7.8 万亿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已经发展成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

一支重要力量，特别是对于促进长期资本形成、支持创新创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一，创业投资基金是发现潜在优质企业的“探矿者”，是促进科技创新的先导力量。在

现代创业型经济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领域的创新创业活动十分活跃，

但由于初期技术投入成本很大，成长的不确定性也大，传统的间接融资支持方式难以适应，创

业投资基金凭借创业投资家独到的慧眼，市场化的资本筹集和项目筛选机制，以及能够与创业

企业建立起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风险收益对称机制，成为了支持创新创业的有效方式。截至

目前，我国私募创业投资基金投资未上市未挂牌企业股权项目数量约 5.7 万个，形成资本金约

3.6 万亿元，已初步显露出创业投资基金在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促进动能转换和产业升级方面

的重要价值。

第二，创业投资基金是创新创业企业成长壮大的“加速器”，为企业提供长期融资支持和

战略资源。创业投资基金不仅专注于发现价值，而且更多关注企业内在价值的提升，在对企业

投资后，往往会利用其积累的行业经验和市场资源，助力企业加速成长，并通过企业上市实现

其退出，这也为资本市场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新鲜血液，提升了市场活力。2017 年，受创业投资

基金支持的上市企业占全部上市企业比重分别为主板 61%、中小板 46%、创业板 70%、新三板

60%。

第三，并购投资基金是企业资源整合的“助推手”，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并购

投资基金是另一类重要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主要是凭借其强有力的资本实力对陷入困境的上

市公司进行多种方式的重组重建，促进开展存量资本的优化调整，助力上市公司焕发生机。而

且，并购投资基金还能以其强有力的产权约束机制，促进被并购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还有

利于推动实体经济“三去一降一补”。

自2013年 6月中央编办明确证监会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的监管职责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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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坚持适度监管、促规范发展的理念，强调寓监管于服务之中，大力促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行业规范发展，努力提升行业服务创新创业和支撑产业升级的能力。一是明确首发企业中创业

投资基金股东的锁定期安排及适用该政策的创业投资基金认定标准，引导创业投资基金投早投

小，更多支持创新创业。二是出台《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特别规定》，建立创

业投资基金所持股票解禁期与投资期限反向挂钩机制，便利创投基金退出和形成再投资良性循

环。三是积极推动财税部门出台创业投资基金和天使投资人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创业投资和

天使投资优先发展。四是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创业投资机构发行创新创业债。截至 2018 年 5

月底，创业投资机构共发行创新创业债券 5 单，募集资金 40 亿元。五是建立私募基金行业监

测监控体系，通过必要的事后处罚，形成威慑，提升私募基金行业依法合规水平，廓清行业发

展环境。六是加快修订《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积极推动出台《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暂行条例》，夯实行业发展的法治基础。

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在我国发展时间还比较短，发展还不成

熟，行业总体呈现为“基金数量多而不专、行业规模大而不强”的特点，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价值发现能力不足，普遍存在“赚快钱”心理，众多资金追逐少量已

经相对成熟的项目，“跟风”现象比较突出，进而推高了估值水平，甚至出现了局部的投资泡

沫。二是对行业运作规律缺乏深刻认识，部分机构偏离股权投资基金本源，热衷开展“明股实

债”业务，人为放大了运作风险。三是一些机构合规风控意识较弱，部分地区违规行为和风险

事件时有发生，非法集资问题在个别地区较为多发。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健全创业投资基金

差异化监管和差异化自律机制，推进完善创业投资基金政策法律体系，优化创业投资基金发展

环境，不断提升创业投资基金支持创新创业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能力。

三、加快制度创新，助力创新驱动发展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要求，3 月 30

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

试点的若干意见》。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我们已于本周三正式发布了《存

托凭证发行和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试点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并上市监管

工作实施办法》等相应的配套规章、规范性文件，试点工作已于近日正式启动。

这次创新试点是在现行证券法的框架下，依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依法推进的，以期增强资

本市场包容性和竞争力，并为今后的制度化做探索、打基础。为满足实体经济发展和创新驱动

需要，借鉴国际成熟市场经验，这次试点中我们也做了一些重要制度安排，主要是增加发行上

市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一是明确了符合条件的境外注册红筹企业可以在境内发行股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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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推出存托凭证这一新的证券品种，并对发行存托凭证的基础性制度作出安排；三是进一步优

化证券发行条件，解决部分创新企业存在尚未盈利和未弥补亏损的发行障碍；四是充分考虑部

分企业存在的 VIE 结构、投票权差异等特殊的公司治理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安排；五是切实

做好投资者保护的制度安排。

下一步，证监会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工作，严把审

核质量关，从源头上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同时将持续强化依法全面从严监管，督促市场各方恪

尽职守、归位尽责，加强投资者教育，保障试点依法合规顺利进行。作为监管部门，我们的主

要任务是为资本市场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搭建制度框架，我们充分尊重市场主体的意愿，支持企

业充分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实现自身发展。最后，希望有关各方和我们一起努力，积极研究试

点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总结评估，不断完善制度安排，为资本市场更好服务创新驱

动发展积累经验，为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来源：证监会发布）

清科数据：5 月并购市场理性发展 产业并购掀起新浪潮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较 4月而言，5 月并购市场案例数量有所上升，交易金额

略微下降。

目前来看，并购重组市场呈现出结构性变化，监管层对于高估值、高溢价、高杠杆的并购

重组依然保持严监管态势，但对于基于产业整合、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帮助企业实现做强做优

做大的并购重组持鼓励支持态度。因此，以横向整合与多元化战略为主的同行业、上下游产业

并购趋势更加强烈。在整个并购重组市场理性发展的大环境下，同类型企业之间的资源整合与

优化正在加速。

本月并购重组市场以北上广及江浙沿海地带为核心，单笔金额最大的并购交易为贵阳金世

旗收购城投集团 100%股权，涉及金额为 246.00 亿人民币，此笔交易直接拉高了房地产行业在

本月并购交易中的整体规模。

http://business.sohu.com/20180609/n5402431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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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并购市场的整体情况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显示，2018 年 5 月中国并购市场共完成 210 笔并购交易，其中披

露金额的有 164 笔，交易总金额约为 919.69 亿人民币，平均每起交易资金规模约 5.61 亿人民

币。本月国内并购共发生 200 笔交易，占并购案例总数的 95.2%，其中披露金额的案例 156 笔，

披露金额是 730.27 亿人民币，占总金额的 79.4%；海外并购共发生 9笔交易，个数占比 4.3%，

其中披露金额的案例 7笔，披露金额是 185.52 亿人民币，占总金额的 20.2%；外资并购共发生

1笔交易，个数占比 0.5%，披露金额 3.90 亿人民币，占总金额的 0.4%。本月交易金额较大的

两笔并购案例为：贵阳金世旗收购城投集团 100%股权（交易金额 246.00 亿人民币），九鼎集

团收购富通亚洲 100%股权（交易金额 93.09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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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并购事件在地区和行业的分布

具体来看，2018 年 5 月共完成 210 笔并购交易，分布在北上广以及江浙等 31 个省市、自

治区以及香港和海外地区。从案例数量来看，上海市位列第一，共完成 23 笔并购交易，占本

月并购案例数量的 11.0%；北京市位于第二位，共完成 22 笔并购交易，占本月并购案例数量的

10.5%；江苏省位于第三位，共完成 20 笔并购交易，占本月并购案例数量的 9.5%。并购金额方

面，贵州省在 4 月并购交易中表现突出，涉及交易金额高达 246.30 亿人民币，占本月总交易

金额的 26.8%。本月金额最大的单笔并购交易为贵阳金世旗收购城投集团 100%股权，其中标的

方中天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坐落于贵州省贵阳市，因此该笔交易拉高了贵州省整体的交易金额。

排在第二位的地域是香港，本月的交易金额为 93.09 亿人民币，占总交易金额的 10.1%。本月

金额第二大的并购案例为九鼎集团收购富通亚洲 100%股权，其中标的方富通亚洲控股有限公司

是香港一家从事寿险业务的公司，因此该笔交易拉高了香港地区在本月的交易规模。排在第三

位的地域为青海省，涉及交易金额为 80.91 亿人民币，占总交易金额的 8.8%。本月发生在青海

省的金额最大的案例为中化集团收购盐湖股份 20.52%股权，涉及金额 80.63 亿人民币。

http://www.newseed.cn/company/20063
http://www.newseed.cn/company/25855
http://www.newseed.cn/company/19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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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并购交易共涉及 21 个一级行业，从案例数量来看，IT 行业居第一位，共完成 25 笔并

购交易，占本月案例数量的 11.9%；机械制造行业位居第二位，共完成 19 笔交易，占本月案例

数量的 9.0%；电子及光电设备位居第三位，共完成 18 笔交易，占本月案例数量的 8.6%。

金额方面，房地产行业涉及金额为 296.36 亿人民币，占本月总交易金额的 32.2%；金融行

业涉及金额为 118.81 亿人民币，占 12.9%；化工原料及加工行业涉及金额 89.30 亿人民币，占

9.7%。

回看 5月并购市场，本月房地产行业共发生 10 笔并购交易，累计金额为 296.36 亿人民币。

其中并购金额最大的交易为贵阳金世旗收购城投集团 100%股权，标的方中天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是一家具有一级房地产开发资质的综合性企业，主要经营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等。发生在房

地产行业金额较大的案例还有亿达中国收购富岸集团61.54%股权，山东高速收购盛邦置业100%

股权、汇博置业 100%股权、滨州置业 100%股权等。

本月金额较大的国内并购典例：

贵阳金世旗收购城投集团 100%股权

2018 年 5 月 8 日，贵阳金世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成功受让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的中天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作价 246.00 亿人民币。

中天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业运营平台，成立于 1978 年，

于 1994 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是贵州省第一家上市公司。中天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主

要从事以一级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城市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开发为主营的房地产开发及经

营服务，以及商业、教育、文化传媒、旅游产业、会议展览、酒店的投资及经营管理等。本次

交易为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对价方式，向贵阳金世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出售中天

城投集团 100%股权，交易完成后，中天金融不再持有中天城投股权。中天金融此次剥离地产资

http://www.newseed.cn/company/24194
http://www.newseed.cn/company/2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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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动作，是为了让中天金融可以更好地推进金融战略布局，完成从地产到金融的转型。

中化集团收购盐湖股份 20.52%股权

2018 年 5 月 24 日，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受让中化化肥有限公司持有的青海盐湖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 20.52%股权，作价 80.63 亿人民币。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50 年 3 月，前身为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历史上曾为

中国最大的外贸企业，现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总部设

在北京，其主业分布在能源、农业、化工、地产、金融五大领域。本次交易转让方中化化肥有

限公司系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的核心企业，是集产供销于一体的综合型化肥企业。

本次交易的标的方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是青海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

省属大型上市国有企业，主要从事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据资料显示，中化化肥正在调整

自身发展战略，继续持有青海盐湖股份成为中化化肥推进新战略的一项资源限制，而出售所持

青海盐湖股权能带来巨额现金。该笔资金将有利于改善中化化肥现金流和财务状况，其余部分

将用作满足未来战略发展与日常经营支出的需求。

本月金额较大的跨境并购典例：

九鼎集团收购富通亚洲 100%股权

2018 年 5 月 14 日，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受让富通亚洲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作价 93.09 亿人民币。

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是一家私募股权投资管理机构，主

营业务是私募股权投资管理。本次交易的标的方富通亚洲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控股公司，无实

际经营业务，旗下全资间接控股子公司富通保险有限公司持有香港保险业监管局所发的经营牌

http://www.newseed.cn/company/33517
http://www.newseed.cn/company/28194
http://www.newseed.cn/vc/503
http://www.newseed.cn/company/2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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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并于香港经营人寿保险业务。九鼎集团表示，在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的同时，也将自有资

金逐步增资于所投资的合适的保险公司，并借与保险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对应的投资规模扩大从

而实现投资资金的适度增加，进而推动公司盈利长期持续增长。此次收购完成后，富通亚洲控

股有限公司成为九鼎集团正在构建的保险产业链中的关键一环。

蓝帆医疗收购柏盛国际 93.37%股权

2018 年 5 月 16 日，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 CBCH II

62.61%股份和 CBCH V 100%股份，从而实现间接持有 Biosensors International Group, Ltd.

（以下简称：柏盛国际）93.37%股权，作价 58.95 亿人民币。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为中港合资企业，是蓝帆集团的下属医疗产业板

块，是国内健康防护手套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为医疗手

套和健康防护手套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为 CB Cardio Holdings II Limited

和 CB Cardio Holdings V Limited，其业务运营实体为柏盛国际及其下属子公司。柏盛国际是

一家心脏支架制造商，专注于心脏支架及介入性心脏手术相关器械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本次交易完成后，柏盛国际将成为蓝帆医疗的控股子公司，双方可以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实现互相助力、取长补短，以提升两者在全球的影响力及盈利能力。

VC/PE 渗透率过半，金融行业交易金额居首位

5月 VC/PE 支持并购案例共有 116 起，渗透率达 55.2%。涉及并购金额为 498.65 亿人民币，

占本月总并购交易金额的 54.2%。

并购标的地区分布在北上广以及江浙等 26 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和海外地区。从案例

数量来看，北京市位列第一，共完成 16 笔 VC/PE 支持的并购交易；排在第二位的是上海市，

http://www.newseed.cn/company/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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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完成 13 笔 VC/PE 支持的并购交易；排在第三位的是江苏省，共完成 10 笔 VC/PE 支持的并购

交易。北京市、上海市与江苏省累计完成 39 笔 VC/PE 支持的并购交易，占 VC/PE 支持并购案

例数量的 33.6%，占本月并购案例总数的 18.6%。从交易金额来看，香港居榜首，涉及并购金

额为 93.09 亿人民币，占 VC/PE 渗透案例交易金额的 18.7%，占本月总交易金额的 10.1%。其

次是青海省，涉及并购金额为 80.63 亿人民币；再次是北京市，涉及并购金额为 75.36 亿人民

币。

VC/PE 渗透的标的行业主要集中在 IT、食品&饮料、电子及光电设备行业，分别完成 16、

12、9 笔交易，累计占 VC/PE 渗透案例数量的 31.9%，占本月并购案例总数的 17.6%。从交易金

额来看，VC/PE 渗透的标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金融、化工原料及加工以及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

分别涉及交易金额 99.09 亿人民币、84.98 亿人民币、82.65 亿人民币，累计占 VC/PE 渗透交

易金额的 53.5%，占本月并购交易金额的 29.0%。

整体来看，5 月并购市场从案例数量和交易金额方面来看都处于一个较为理性的状态，

VC/PE 的渗透率无论是在案例数量还是在交易金额方面均过半。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

背景下，同类型、同行业的国有企业之间的资源整合与优化正在显著加快，以横向整合与多元

化战略为主的同行业、上下游产业间的并购趋势将更加强烈。未来，产业并购将掀起新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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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6 月 9 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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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6-9
华映资本

纷果互动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众麟资本

2018-6-9
复星平耀

德尚韵兴 IT 中国 NA
华盖资本

2018-6-10
深创投

美尔贝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10 不公开的投资者 大象健康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5.00 亿人民币

2018-6-10 亚粮资本 万加链 IT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2018-6-10 不公开的投资者 比特大陆科技 互联网 中国 4.00 亿美元

2018-6-11
复聚投资

东创科技 IT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银江资本

2018-6-11 海南控股 天汇能源 能源及矿产 中国 9760.76 万人民币

2018-6-11

南山大成

海泰新能 机械制造 中国 1.62 亿人民币

瑞信投资

上海德岳投资

众石财富

光大控股创投

2018-6-11

蚂蚁金服

猩便利 连锁及零售 中国 NA

红杉中国

华兴资本

元璟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11 不公开的投资者 L-SPACE 娱乐传媒 中国 200.00 万人民币

2018-6-11 涌铧投资 鲸打卡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6-11 中旌寰宇 淘米科技 IT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2018-6-11

链空间

AVATAR Network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万币资本

道生投资

果仁宝

聚秀资本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20

2018-6-11

公信宝

Lendchain 金融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PreAngel Fund

裂变资本

边界资本

比特派

公信资本

2018-6-11 不公开的投资者 乐学习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6-11
大通资本

贝乐虎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11 JRR Crypto 币快报 娱乐传媒 中国 2000.00 万美元

2018-6-11
了得资本

币牛牛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回向基金

2018-6-11 了得资本 妙品荟科技 金融 新加坡市 NA

2018-6-11

梅花创投

Token360 金融 中国 NA元一九鼎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11
紫竹创投

联鲸科技 IT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上海小苗朗程投资

2018-6-11

湖畔山南

果小美 连锁及零售 中国 NA艾瑞资本

英诺天使基金

2018-6-11

上海高能投资

塞力斯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6.26 亿人民币

华润医药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汕头）有限

公司

财通基金

2018-6-12 南京高特佳医疗投资 华韩整形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10000.00 万人民币

2018-6-12
同安产业招商投资基

金
跃飞新型 汽车 中国 5572.84 万人民币

2018-6-12 华睿投资 火山口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8-6-12
浩方创投

搜房车 汽车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投控东海

2018-6-12 韩投伙伴（中国） 有表 互联网 中国 NA

2018-6-12
杭州盛水渊

青橄榄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12 多维资本 安维尔 IT 中国 3600.00 万人民币

2018-6-12 君联资本 睿赛德 IT 中国 100.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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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12 不公开的投资者 睿刻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200.00 万人民币

2018-6-12 顺为资本 哈希世界 互联网 中国 200.00 万美元

2018-6-12

创新工场

唯捷城配 物流 中国 1.16 亿人民币

赛富资本

德屹资本

金圆集团

猎鹰创投

广道创投

2018-6-12 创新工场 飞步 IT 中国 NA

2018-6-12
乔景资本

赛纳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清控银杏

2018-6-12
杭州沨华投资

办伴科技 房地产 中国 1.50 亿人民币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13 富凯海创投 唐人科技 IT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2018-6-13
小黑鱼科技

银多资本 金融 中国 8000.00 万人民币
买单侠

2018-6-13

元璟资本

法大大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汇付创投

和盟创投

博将资本

2018-6-13 源码资本 新升力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018-6-13 梅花创投 茵曼内衣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6-13
北京大河融科创业基

金
大鱼 U服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6-13 金舵投资 鸿利智汇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5.98 亿人民币

2018-6-13 双湖资本 波塔斯 互联网 中国 NA

2018-6-13
万豪资本

平流上层 金融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东大保险经纪

2018-6-13

曦域资本

天云大数据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华映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13 不公开的投资者 迈迈车 汽车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8-6-13
深创投

和悦智付 IT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13

华创资本

车多多 互联网 中国 1770.00 万美元
易鑫集团

源码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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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13 前海东方盛鼎创投 金盛网聚 IT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018-6-13

英诺天使基金

氪星球 互联网 中国 700.00 万人民币丹华资本

AC 加速器

2018-6-13
Famous Group

玖富集团 金融 中国 6500.00 万美元Plentiful

International

2018-6-14 广州证券 云宏信息 IT 中国 2242.24 万人民币

2018-6-14

东莞赢聚投资

天元集团 其他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中广投资

睿祺资本

中科招商

珠海瑞智炜格投资

2018-6-14 国中创投 西施生态 建筑/工程 中国 6720.00 万人民币

2018-6-14 上海竞远 浮冬数据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6-14
吉大校友基金

泛化智能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高达资本

2018-6-14
飞利浦（中国）

橙意家人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北京重山投资管理中

心

2018-6-14
道生投资

快帮行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美元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14
天使投资人 George

Wang 大思码 IT 中国 500.00 万人民币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14 远望资本 随身听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018-6-14
好未来

画啦啦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真格基金

2018-6-14 不公开的投资者 MISSOSE 童装 纺织及服装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018-6-14

顺为资本

药师帮 互联网 中国 4.20 亿人民币

DCM 资本

海纳亚洲

松禾资本

高捷资本

2018-6-14

公信宝

预言家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了得资本

公信资本

天使投资人沈波

不公开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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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14 普西资本 壹鸽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6-14

红杉中国

智慧芽 IT 中国 3800.00 万美元顺为资本

Qualgro Asean Fund

2018-6-14 中植集团 小黄狗 清洁技术 中国 10.50 亿人民币

2018-6-14

弘晖资本

菌落生物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6000.00 万人民币越秀产业基金

苏州智朗

2018-6-15

星创投

停开心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盈信国富

青锐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15
本利投资

圣博润 IT 中国 6003.80 万人民币
航天科工投资基金

2018-6-15 上海兴业投资 复娱文化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6-15

杭州紫金港投资

波长光电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4900.00 万人民币

紫金港资本

金茂资本

时代伯乐

2018-6-15
红杉坤德

投中信息 金融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投控东海

2018-6-15 上海圣高 丁义兴 食品&饮料 中国 588.00 万人民币

2018-6-15
北京昀慧投资

联合友为 互联网 中国 2214.00 万人民币
济南风投

2018-6-15

琨玉前程

宜搜科技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4387.69 万人民币深圳利用

东莞宏商创业投资

2018-6-15 广州常彰明资产 竞远安全 IT 中国 1469.99 万人民币

2018-6-15 张家港锦泰金泓投资 澳洋科技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3.84 亿人民币

2018-6-15
和玉另类投资

链得得财经 娱乐传媒 中国 NA
浙江泛城资管

2018-6-15
君盛投资

星舆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湖南高新创投集团

2018-6-15
招商局资本

冠勇信息 互联网 中国 8000 万人民币
海通创意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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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15
科大讯飞

影联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000 万人民币
北京重山资本

2018-6-15
经纬中国

小胖熊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 万美元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15 裕同科技 上海嘉艺 其他 中国 90%

2018-6-15 松芝股份 Lumikko 机械制造 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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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6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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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

中铁二局工程有限公司

(25.32% 股权变动规模);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29.38% 股权变动规模);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26.96% 股权变动规模);
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23.85%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农银国际（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国新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金融

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工银

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 建筑业 1181

6 月 9 日

SR Technics Switzerland
AG (47.94% 股权变动规

模); 海南天羽飞行训练

有限公司; 海航航空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60.78%
股权变动规模); 西部航

空有限责任公司

(51.51%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运输业 1636

6 月 14 日

湖北武荆高速公路发展

有限公司 (60% 股权变

动规模)
中国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建筑业 1309

6 月 14 日
Intelenet Global Services

Private Ltd
印度 Teleperformance SE 法国

服务业

（其他）
1000

6 月 13 日 Grab(未透露股权) 新加坡 Toyota Motor Corporation 日本

互联网/

电子商务

业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