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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我国货币政策将保持中性且松紧适度

 6 月制造业 PMI 继续在扩张区间运行

 PE 新出路：引入银行作为 LP，分食这个 1.6 万亿市场

 引入专业团队强化产融结合 百家上市公司“涉水”私募基金

 IPO 下半年料拓展穿透式审核 券商严把关将成常态

 独角兽搅局市场：CDR 节奏放缓 香港独角兽 IPO 火爆

 红杉资本完成 60 亿美元募资，挑战软银愿景基金

 RELX 悦刻电子烟完成首轮 3800 万人民币融资，IDG 跟投

 海普洛斯获数亿元 B 轮融资，深创投领投

 思必驰获 5亿元 D轮融资，元禾控股、深创投领投

【宏观】央行：我国货币政策将保持中性且松紧适度

日前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2018 年第二季度例会指出，要继续密切关注国

际国内经济金融走势，加强形势预判和前瞻性预调微调。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

度，管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本次例会“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表述备受市场关注，这也与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一

致。6月 2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指出，要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

充裕和金融稳定运行。

在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2017年第四季度例会上，对于流动性的表述是：实施好稳健中性

的货币政策，切实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维护流动性合理稳定。＞全文（经济日报)

【宏观】6 月制造业 PMI 继续在扩张区间运行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数据显示，6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1.5%，比上月

回落 0.4个百分点，继续高于临界点。专家表示，制造业 PMI继续处于扩张区间，非制造业 PMI

连续 4个月稳步上升，经济仍保持韧性。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表示，制造业基本面总体向好，生产和需求

总体稳步增长，进出口景气度有所回落，价格指数继续上行。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6月制造业 PMI下降主要是受到工作日天数减少以及

外需下降的影响，而 7月工作天数增加将带动制造业生产指标回升。此外，建筑业 PMI同比触

底回升或意味着下半年基建投资累计增速有望修复。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806/25/t20180625_295165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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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国盛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熊园强调，从各行业 6月 PMI指数来看，“新”

“旧”经济延续分化态势，先进制造业等新经济 PMI显著好于传统经济。在 21个被调查的行

业中，15个行业 PMI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专用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仪器仪表

制造业等高端制造业 PMI均位于 54%以上，而高耗能行业则回落 0.4个百分点至 50.1%。预计

制造业投资有望延续温和反弹，料成为支撑我国经济韧性的主要力量。＞全文（中国证券报)

【国内】PE 新出路：引入银行作为 LP，分食这个 1.6 万亿市场

6月 29日晚间消息，银保监会正式发布了《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试行）》，明确

表示允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设立附属机构申请成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通过设立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开展债转股业务。

对于 PE而言，这无疑是一波特殊的投资机遇。一位来自深圳知名 PE机构的投资人表示，

以后有实力的 PE基金可以通过与债转股实施机构合作，发起专项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并引

入银行作为 LP出资人，既可弥补 PE机构资金上的不足，又可共同分享债转股这一个“万亿级”

市场。＞全文（投资界）

【国内】引入专业团队强化产融结合 百家上市公司“涉水”私募基金

在资管新规落地后，私募行业发展也迎来了“又一春”。在私募行业蓬勃发展之际，嗅觉

灵敏的上市公司难免也想分一杯羹。

根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有近 38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称参与投资的基金获得私募投

资基金备案。此外，拟参与发起设立私募基金的上市公司也在 40 家左右。除此之外，还有 5

家上市公司公告称旗下公司获得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加之 17家认购私募理财的上市公司，

年内“试水”私募基金的上市公司数量当有百余家之多。

不过，一分收益，一分风险。《证券日报》记者发现，去年个别上市公司也因私募基金相

关问题而被出具“非标”意见。据北京某私募业内人士介绍，上市公司应特别注意判断参与私

募基金对公司经营的影响，而对于个别上市公司意图利用私募基金业务模式和组织架构进行不

正当交易，也切莫心存侥幸。＞全文（证券日报）

【国内】IPO 下半年料拓展穿透式审核 券商严把关将成常态

今年上半年，证监会发审委共审核 108家公司（不包括 10家取消审核公司）的首发申请，

58家获通过，过会率为 53.7%，创近年新低。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564334/index.html
http://funds.hexun.com/smjj/
http://funds.hexun.com/2018-07-01/193317616.html
http://www.cs.com.cn/xwzx/201806/t20180628_5830698.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8/c/8bc176d14f1a/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5/d/53d15ba159d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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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认为，上半年 A股 IPO 呈现规范化、制度化和审慎化特点，最大亮点是“重质不重量”，

依法依规严格审查，谨慎审批。展望下半年，A股 IPO 审核将保持现有良好态势，继续“重质

不重量”，严格保荐人责任，拓展穿透式审核，增强形式上的灵活性，总体“严谨穿透、积极

向上”。同时，“带病”IPO企业撤回数量会进一步增加，券商严把关会成为常态。

＞全文（中国证券报)

【国内】独角兽搅局市场：CDR 节奏放缓 香港独角兽 IPO 火爆

独角兽公司小米集团（1810.HK）奔赴港交所上市，引燃了年中时点香港 IPO市场的一波

热潮。跟随着雷军路演讲述小米故事的脚步，6月 25日，美团和华兴资本的招股书登上了港交

所网站。

2018年行至中途，A股市场和港股市场的独角兽拼抢才拉开序幕。今年上半年，A股 IPO

自去年底出现的一些新的趋势仍在延续——过会率骤降、堰塞湖缓解，A股一系列新政密集出

台，独角兽 A股破门并提速……而就在小米首家 CDR临门一脚之时突然搁浅取消上会安排，

让原本大刀阔斧推进的 CDR蒙上阴影。

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了解到，本来小米 CDR应该是很快推出的，原来预期是在 6月份之

内，现在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不过，从中国证监会的意愿和推出的政策来看，推进 CDR还是

非常明确的，只是节奏上可能会稍微放缓。＞全文（经济观察报）

【会员动态】红杉资本完成 60 亿美元募资，挑战软银愿景基金

英国《金融时报》6月 26日报道称，作为 80亿美元全球基金的一部分，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日前完成了第一轮 60亿美元的募资。

路透社今年 1月底曾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红杉资本正计划募资 80亿美元，并已

将目光瞄向中国投资者。募资 80亿美元也是红杉资本自 1972年创办以来最大规模的募资。

当前，许多科技投资公司都试图成了更大规模的基金，以对抗软银的愿景基金。报道称，

红杉资本此举也是为了寻求更多火来力挑战愿景基金。分析人士称，拥有更多资金能让红杉资

本进一步实施多元化投资战略，把注意力从此前的“初期和成长期”投资转向“IPO前”投资。

关于融资规模，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人沈南鹏（Neil Shen）称：“企业在变化，投资规

模也在变化。如今，要想成为一家企业的领先投资者，投资 1亿美元已经不够了。要想打造一

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企业，你需要投资 4亿美元或 5亿美元。”＞全文（投中网）

http://quotes.money.163.com/
http://money.163.com/baike/initialpublicoffering/
http://money.163.com/baike/ashares/
http://money.163.com/18/0702/07/DLMMR8RF00258152.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7/e/72ec89d2517d/1.html
http://money.163.com/baike/initialpublicoffering/
http://money.163.com/baike/leijun/
http://money.163.com/baike/ashares/
http://money.163.com/18/0701/07/DLK60RJC00258105.html
https://www.chinaventure.com.cn/cmsmodel/news/detail/32821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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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动态】RELX 悦刻电子烟完成首轮 3800 万人民币融资，IDG 跟投

6 月 25 日消息，国内电子烟品牌 RELX 悦刻宣布完成首轮 3800 万人民币融资，本轮融资由

源码资本领投、IDG 资本跟投。RELX 悦刻创始人汪莹表示，此次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持续投入

产品研发和用户服务体验升级。

电子烟其实是一种雾化含香料液体的手持电子设备，也就是普遍意义上的电子烟。其中

“含香料液体”就指的是电子烟油，一般来说由尼古丁，丙二醇，丙三醇和香精混合而成。

相比于电子烟市场其他产品，RELX 悦刻的特点为：轻巧、方便、安全、效果好。0操作成

本，拿到直接吸、不用等、不用清洁、充电快、续航久。＞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海普洛斯获数亿元 B 轮融资，深创投领投

6 月 28 日消息，深圳市海普洛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轮融资，深创

投领投。海普洛斯成立于 2014 年，是精准医疗和基因大数据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致力于整合

液体活检、基因测序、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新兴科技，聚焦肿瘤患者的全程诊疗管理，用

科技提升生命品质。

基因测序是基因检测技术的一种，是通过血液、其他液体或细胞对 DNA 进行检测的技术。

目前，基因测序历经了四代的创新发展，在成本、通量水平和精确性上已经达到了临床普及应

用的水平。现代医学证明，除外伤外，人类几乎所有的疾病都与基因有关。发展基因测序技术，

能提前预测身体患病风险，及时治疗。＞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思必驰获 5亿元 D轮融资，元禾控股、深创投领投

6 月 26 日消息，智能语音技术公司思必驰完成 5亿元人民币 D轮融资，由元禾控股、中民

投领投，深创投、富士康、联发科跟投。思必驰创始人兼 CEO 高始兴透露，目前思必驰已有比

较明确的上市计划，会优先考虑在国内上市。

本轮融资完成后，思必驰将会围绕技术创新、产业落地、人才等方面来布局，当前思必驰

也正在推进 AI 语音芯片的研发，预计下半年能流片上市。

在国内智能语音行业创业公司中，目前思必驰与出门问问、云知声等位列第一梯队。思必

驰透露，公司已于 2017 年基本实现了收支平衡，2018 年有望实现盈利；目前已与某芯片巨头

在 AI 芯片方面达成合作，双方将成立合资公司，适用于智能语音交互的 AI 芯片已在研发过程

中，这很可能会成为思必驰营收的重要新来源之一。＞全文（投资界）

http://www.newseed.cn/vc/24573
http://zdb.pedaily.cn/people/show413/
http://pe.pedaily.cn/201806/432825.shtml
http://www.newseed.cn/vc/36904
http://www.newseed.cn/vc/36904
http://www.newseed.cn/company/41577
http://pe.pedaily.cn/201806/432960.shtml
http://www.newseed.cn/company/25967
http://www.newseed.cn/vc/82
http://www.newseed.cn/vc/38054
http://www.newseed.cn/vc/38054
http://www.newseed.cn/vc/36904
http://www.newseed.cn/vc/39177
http://www.newseed.cn/company/41383
http://www.newseed.cn/company/38762
http://pe.pedaily.cn/201806/43266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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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预告】并购专业委员会”第二期活动 资本市场形势和并购基金运行情况

 【活动预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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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会新闻】“BPEA 月度培训”第七十五期活动成功举办

 【活动预告】并购专业委员会”第二期活动 资本市场形势和并购基金运行情况

为增强会员单位对当前资本市场的了解，特别是当前以上市公司为主体的并购状况，定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周二）下午 14：30，在华一控股大厦 13 层（海淀区彩和坊路 11 号）举办

一场针对资本市场最新动向和上市公司并购基金运行状况的分享会。

一、讲座题目

资本市场最新动向及并购基金设立运作情况分析

二、主讲人

华泰联合董事总经理劳志明

三、讲座内容

1、当前资本市场运行形势分析；

2、近期上市公司并购状况分析；

3、并购交易达成的关键因素;

4、并购案例分享和交流。

会议时间：2018 年 7 月 10 日（星期二）下午

会议地点：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11 号华一控股大厦 13 层）

参会人员：协会会员

主讲人简介

劳志明，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专注 A 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15 年，现任华泰联合董事总

经理，并购业务负责人，主持过首旅酒店（600258）收购并私有化如家酒店，申银万国换股吸

并宏源证券（000562）、中纺投资（600061）发股购买安信证券、利亚德光电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广日股份借壳广钢股份（600894）、鲁能煤电借壳金马集团（000602）、东凌粮油要约收

购并借壳广州冷机、平煤集团借壳重组草原兴发（000780）等数十余起上市公司收购及重大重

组等操作，数次参与证监会关于并购重组的课题讨论及相关法规修改，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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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具有丰富实务操作经验，著有《劳阿毛说并购》。

报名方式

请发送“姓名-机构-职务-手机-邮箱”至联系人邮箱，报名成功后您将收到确认邮件，报

名从速，谢绝空降！

联 系 人：杨洋

联系电话：010-88087035

手 机：13601277055

电子邮件：yyang@bpea.net.cn

【活动预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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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yyang@bpea.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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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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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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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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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填写发送“姓名-机构-职务-手机-邮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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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会新闻】“BPEA 月度培训”第七十五期活动成功举办

2018 年 6月 28日，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主办的 “BPEA 月度培训” 第七十五期 “PE

基金：中国法律和监管的视角”活动在协会会议室成功举办。

本期月度培训协会邀请到的讲师是方达律师事务所的李蕾婉秋律师和夏莹律师。两位律师

从 PE 基金监管的历史沿革、私募基金监管的主要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私募基金的主要法

律形式、PE 基金募集设立的主要步骤和主要文件等方面为大家进行了精彩分享。

首先，李蕾婉秋律师介绍了 PE 基金监管的历史沿革，她讲到早期的 PE 基金监管采取的是

地方发改委自愿备案的形式，2008 年—2011 年底 PE 基金监管在地方发改委自愿备案的基础上

推行先行先试地区发改委强制备案制定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试点地区股

权投资企业发展和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也就是常见的 253 号文，后来监管逐步推进全国范围

发改委强制备案【国家发改委全国范围推行股权投资企业强制备案管理】。2013 年以来随着《证

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文件的相继出台说明了 PE 基金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接着她讲到私募基金监管的主要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大家熟知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行政

法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管局

——联合部门规章《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的部门规章：《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以及基金业协会的自

律规则：《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

理办法》、《基金募集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

最后夏律师和李律师为大家分享了PE基金募集设立的主要步骤以及PE基金设立的主要文

件和主要条款。

本期培训历时三小时，两位律师为到场学员排异解惑，获得了学员的一致好评。如需了解

更多活动请关注协会微信公众号 bpea-bpea 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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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从国家以及宏观经济层面看待金融风险防控

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 5 月 27 日在“首届防范金融

风险高峰论坛”主题论坛上，以“如何从国家以及宏观经济层面看待金融风险防控”为题，从

宏观层面解析了金融风险防控的意义和影响。

以下是演讲全文：

中国金融风险是个大事，中国的债务风险等等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反过来也不要夸大，

不至于就面临着金融危机。外面很多人在说，中国的债务有多少，中国的债务率现在是 265%。

265%不是很高，西班牙 300%多，日本是 465%。我们不是很高。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经济具体

结构，这和其他国家还不太一样，我们有点像日本，日本的债务率中 260%是政府债务。它的企

业债务比我们低一点，我们的企业债务 165%，日本大概 140%，日本的政府债务比我们高很多。

待会我要讲一个政府债务问题，这么高为什么不出事？不闹金融危机？美国、欧洲都比日本低

很多。日本的理由是：债务都是我们日本自己买的，是自己欠自己的，是政府欠我们日本人的。

我们中国也是这样，不欠外面的。对外面有很大的债权，有 3万亿的官方外汇储备。日本

人说我们的储蓄率比较高，因此也是不出事的原因。日本的储蓄率现在不到 30%，我们 2016

年是 44%，我们曾经最高的时候 52%，日本在高增长阶段有一两年时间超过 40%，所以我们的储

蓄率比他们还高，中国人自己储蓄的钱，借给了企业、政府。

我们和日本有点不一样，我们要严肃地对待中国经济的问题，但是也不要夸大。这些风险

还是可控的，整个经济还是相对不会因为这样闹成金融危机。在谈金融风险之前，还是先重新

定义一下，建立我们的信心吧，认真地面对、处理这些事情，我们的经济还可以持续稳定地增

长。

要讲到各种风险了，讲各种风险之前，我先说第一种风险：政府监管风险，或者说政府不

监管风险。过去七八年时间，很多风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有点金融知识的人都可以看到：比

如 P2P 的事情，P2P 各国都有经验、都有做法，但得认证自己是金融机构，提供一些资质，这

样才可以做 P2P 的业务。

“庞氏骗局”，超市门口挂着给 15%的回报率，骗大爷大妈的事情，是明显的“庞氏骗局”。

为什么那么多金融危机，迟迟不监管。金融市场监管有些基本问题是可以控制的。为什么迟迟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21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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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监管，非得到中央开会，提出要控制金融风险，然后突击监管。这种被动导致市场的风险更

高。

首先要说的第一点是，监管风险的部门风险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积累很多问

题，很多事情是可以解决、防范的。

第二，政府的金融风险。中央政府的金融风险确实很低。金融危机之前，中央政府的债务

率只有 16%，2009 年搞了刺激政策之后，当时刺激政策 4万亿，4万亿还是两年的支出，真正

的大头一年增加了 6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一下子放了。以前为什么不放？1993 年就是限制地

方政府的欠债问题。后来都是政府债务，加上国企债务。后来从 1993 年到 2008 年，15 年间地

方融资平台也有，但是一共 1万亿的累积存量，1万亿贷款。2009 年一年从 1万亿涨到 7 万亿。

一下子放开了。这几年说要管，力度都不够，还继续在恶化。新一轮的平台是私人企业担保借

钱。实际上我们说企业债务比较高，企业债务占 GDP 比重 160%多，这里面企业贷款大部分是地

方融资平台，给地方政府贷款，由地方政府担保。也属于地方政府风险。

我们现在说政府融资风险和企业融资风险的时候，很大一块是这一块的金融行为，这一块

要认真防范。中央地区借的钱从来没有想还过，这些是长期项目，用金融债务的办法去做这种

长期的项目本身就有问题。5 年的债，5 年的项目还没建完。我们的短期贷款没办法再支撑。

这意味着你要去化解风险其实有很多办法。首先要控制，对政府的行为怎么控制，有时候还没

法去控制，看地方能不能发债。享受中央政府最好的还债信誉，不想中央政府管的事情，通货

膨胀、金融危机等等。

第三方面，国企的风险。国企的债务率确实比较高，僵尸企业很多是国企，国企清理起来

特别难，包括就业问题，债务率又比较高，国企的债务率 68%，民企 55%。所以要高度重视国

企的问题。

第四方面，民企也有风险。我想大家也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下，我们需要大力发展民企，需

要给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渠道，降低他们的金融成本。

但是过去这些年经济过热，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各行各业产生了太多的企业。仍然

是好产业，但是要想几千家企业都能够活得很好，永远活下去，这不现实。市场经济优胜劣汰，

就需要不断地重组，不断地兼并重组过程，包括淘汰的过程。

我们在过去经济过热时候，不仅仅是国企在扩张、民企也在扩张。产能过剩之后就是企业

了。产能过剩后面是债务，企业的债务。因此确实有各行各业清理过剩产能，任由各行各业怎

么兼并重组，使产业的集中度、数目减少，规模扩大，效益提高的过程。大家都在撑着，都不

动。金融风险就要提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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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行业、企业你得努力去被兼并，可能就解决了你的问题。你要好的，去兼并别人，处

于弱势地位的话，就需要被兼并。产业重组的过程当中，让各行各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中国确实有很多金融风险，也值得我们去认真对待。需要我们在每一个环节上，对待不同

的产业，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行业，要认真地去处理、化解不同的金融风险。这样可以使得我

们整个经济的质量能够更高，效率也更高。

华鑫证券今天要通过金融科技来处理风险，这样的举措非常重要。做金融业，还是各行各

业，首先不是怎么盈利，首先是防范风险，防范金融风险以后才可以盈利、发展。一切都好，

一个风险可能就把你搞垮，不仅是对于企业来讲，对于国家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所以在

这儿我也祝愿金融机构、各行各业的企业都能够高度重视这一块，同时有更好的发展。

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来源：和讯网)

清科数据：5 月 VC/PE 募资市场回暖，基金数量及金额均呈上涨趋

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2018 年 5 月中外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新募集共计

139 支基金，其中披露募资金额的基金 105 支，共募集金额 400.84 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基金共

计 80 支，其中披露目标规模的基金 69 支，计划募资 7,327.04 亿元人民币。本月的新募集基

金数量环比增长 49.5%，募集金额环比增加 14.1%；新设立基金数量环比增长 2.6%。综合来看，

5月募资市场回暖，新募集、新设立基金数量及金额均呈上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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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成长型基金募集数量占比超七成，纪源资本完成首支人民币基金募资

从基金币种来看，2018 年 5 月新募集基金中，人民币基金共募集 137 支，占比为 98.6%，

其中披露募资金额的基金有 103 支，共募集 385.74 亿元人民币，人民币基金仍旧占据主导地

位；外币基金方面，本月共募集两支美元基金，其中一支是海纳华（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由海纳百川（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本月募集 8,000.00

万元人民币；另一支是沸点资本一期人民币美元双币基金，由沸点资产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负责管理，双币基金目标规模共计 20.00 亿元人民币，目前已完成募集，基金专注于酷消费、

教育、新科技、产业+互联网领域方面的投资。

从基金类型来看，2018 年 5 月新募集的 139 支基金中，成长基金及创业基金占主导地位，

共募集 137 支，占比达 98.6%，募资金额共 397.48 亿元人民币，占比达 99.2%；本月共有 2支

并购基金发生募资，共募集 3.36 亿元人民币。成长基金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盈富泰克（深圳）

环球技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基金目标规模 16.16 亿元人民币，存续期 7

年，由中芯晶圆股权投资（上海）有限公司、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联力

基金及上海尧芯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上海尧芯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责管

理，基金将集中投资于半导体及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公司。

http://www.newseed.cn/vc/357
http://www.newseed.cn/vc/25277
http://www.newseed.cn/vc/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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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募资规模来看，在 5月份新募集基金中，黑龙江省工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 50.00

亿元的募资规模排在第一，该支基金由中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主要投向绿色食品、

生物制药、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装备、新型农机装备、交通运输装备、矿产经济、林产

品加工、精密仪器、军民融合尖端技术等领域，以及上述领域上下游相关产业的成长期企业。

排名第二的基金是天津中铁招银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该基金管理机构是中铁资本

有限公司，本月共完成 42.21 亿元人民币的募集。

深圳市铭晟控股有限公司本月完成了三支基金的募集，分别是深圳市致远港湾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招银港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天怡湾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募集金额均为 30.00 亿元人民币，募资规模并列第三名。

纪源资本完成首支人民币基金募资。

5月新募集基金中，仍值得关注的基金是纪源资本人民币一期基金，该基金为纪源资本募

集的首支人民币基金，规模逾 15 亿元人民币，将专注于互联网服务、消费升级、前沿科技与

智能硬件、企业服务、数字服务等初创期和成长期企业的投资。基金的投资人包括中金资本旗

下中金启元、兴业、平安、上海科创中心、清科、张江科技创业投资、浙商创新、熠美投资、

宜信财富私募股权母基金等众多专业机构投资人。

5月新设立基金数量稳步增长，政府发起设立千亿级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清科旗下私募通统计显示，5月新设立基金共计 80 支，其中披露目标规模的基金 69 支，

计划募资 7,327.04 亿元人民币。

http://www.newseed.cn/vc/20644
http://www.newseed.cn/vc/37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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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金币种来看，2018 年 5 月新设立基金平均目标规模为 106.19 亿元人民币，其中人民

币基金平均目标规模为 108.12 亿元人民币，外币基金平均目标规模为 74.78 亿元人民币。

从基金类型来看，2018 年 5 月新设立的 80 支基金中，有 55 支是成长基金，占比最多，为

新设立基金总数的 68.8%，其中披露目标规模的基金有 46 支，计划募资 1,978.45 亿元人民币；

9支是创业基金，计划募资 3,179.31 亿元人民币，占比达 43.4%，这主要得益于中国集成电路

产业投资基金本月完成新设立，目标规模高达 3,000.00 亿元人民币；8支是并购基金，披露目

标规模的有 7支，计划募资 434.29 亿元人民币；基础设施基金 7支，计划募资 1,725.00 亿元

人民币；房地产基金 1支，计划募资 10.00 亿元人民币。

从目标规模来看，5月新设立的基金中，目标规模最大的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为 3,000.00 亿元人民币，由中央人民政府发起设立，基金将用于改善中国设计和制造先进微

处理器和图形处理器的能力，资助半导体研究和芯片创业公司的发展。近年来，半导体产业发

展已经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就政策层面来看，从 2011 年 12 月发布的《集成电路产业「十二

五」发展规划》、2014 年 6 月发布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到十三五期间相关

规划当中，半导体已明确列为中国重点发展产业。众多 VC/PE 投资机构也在半导体领域有着长

期的布局。

http://zdb.pedaily.cn/people/show1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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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域来看，本月新设立基金中，河南省表现突出。5月 9日，河南省发改委网站发布 2018

年度河南省创业投资和产业投资基金设立引导目录，涉及基金共计 20 支，总规模 1,042.00 亿

元，涵盖大数据、智能制造、养老、农业、交通运输、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LP 包括紫光集

团、光大集团及中原粮食集团等大型集团，并鼓励省现代服务业基金、省战略新兴产业基金和

各级政府引导基金出资支持。

此外，本月新设立基金中，关注度比较高的还有区块链基金。火币 5月发起设立两支区块

链基金，分别是火币全球区块链产业基金及火币联创中韩投资基金。火币全球区块链产业基金

目标规模 10.00 亿美元，由火币集团旗下 Huobi Labs 与天涯集团旗下天涯金服在海南发起设

立；火币联创中韩投资基金目标规模 1000 亿韩元，由火币韩国、北京联创永宣投资管理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韩国 Kiwoom 证券共同发起设立，北京联创永宣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

责管理，基金将致力于扶持中韩两国初创企业。本月新设立基金中，四支投向于区块链领域，

可见区块链行业较受投资机构青睐。

（来源：投资界）

http://www.newseed.cn/company/38732
http://www.newseed.cn/company/38732
http://www.newseed.cn/vc/37432
http://research.pedaily.cn/201806/4329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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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6 月 23 日-6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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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6-23
伯藜创投

熊猫科技 金融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24 国开金泰资本 保信亚太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NA

2018-6-24 上海毅凯投资 千足文化 娱乐传媒 中国 NA

2018-6-25
华泰瑞联

博腾股份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14.87 亿人民币
华泰紫金

2018-6-25

天奇阿米巴创投

形趣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远洋资本

七熹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25

时代出版

懒人听书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2.00 亿人民币
天和文化基金

天津孚惠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25

纪源资本

一米农险 金融 中国 100.00 万美元经纬中国

九合创投

2018-6-25 慕华教育 一码学程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018-6-25 中信产业基金 德尔玛电器 机械制造 中国 5.00 亿人民币

2018-6-25
立思辰

一起竞赛网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丁香汇创投

2018-6-25 南京正善资产 摩通网络 房地产 中国 NA

2018-6-25 国投创业 长虹智能 汽车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8-6-25

中电科

中安威士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源星图创投

北京祯祥投资

2018-6-25
源码资本

RELX 悦刻 互联网 中国 3800.00 万人民币
IDG 资本

2018-6-25

前海元明资产

阿诺医药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5000.00 万美元
经纬中国

德同资本

雅惠精准医疗基金

2018-6-25
上海志昕

童乐影视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25 iBit Capital Faxport IT 塞舌尔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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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奇资本

斯波实验室

Grit group holding

Abeam

DAZN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25
华岭资本

花沐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NA
动平衡投资

2018-6-25
即联即用创业投资

筋斗云 物流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平阳复辉投资

2018-6-25 同创伟业 紫光照明 机械制造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2018-6-25 合和元辰投资 生物柴油 清洁技术 中国 1457.50 万人民币

2018-6-26

北极光

博铭维智能 IT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正轩投资

MDVC

2018-6-26
兴旺投资

闪电配音 娱乐传媒 中国 1500.00 万人民币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26 高思教育 火星人俱乐部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6-26

AC 加速器

橙工场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翰潭投资

道生投资

2018-6-26 凯泰资本 卡威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8-6-26

携程旅行网

有家民宿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美元途家网

58同城

2018-6-26

厦门建发新兴产业股

权投资
纵目科技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君联资本

厦门德屹投资

2018-6-26 经纬中国 怡禾健康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6-26

分享投资

妈咪知道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1.50 亿人民币

软银中国资本

淳石资产

凤新资本

杭州一起创资管

2018-6-26 不公开的投资者 氪空间 房地产 中国 3.00 亿美元

2018-6-26
招商局资本

五色科技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26

中国风投

新声资本 金融 中国 NA清研智能

宏商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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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东方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26

道一泉青岛资管

领信信息 IT 中国 7234.00 万人民币

盈科资本

浙江九纬资产

浙江九纬资产

广东小众投资

2018-6-26

天创资本

济群医药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4927.04 万人民币

动平衡投资

科泉投资

汇德致信投资

国中创投

2018-6-26 北京锐闻投资 新宇生态 建筑/工程 中国 999.60 万人民币

2018-6-27

春晓资本

泰坦云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人民币珠海科技创投

博将资本

2018-6-27
紫牛常青

思多科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天津紫牛资管

2018-6-27 不公开的投资者 蜂鸟屋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6-27

新东方

航天创客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天仪研究院

创客总部

2018-6-27 君联资本 瑞云科技 互联网 中国 6000.00 万人民币

2018-6-27

高榕资本

灵兽传媒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致行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27
动域资本

UPRO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北京九宜城

2018-6-27 纽信创投 诚品质造 其他 中国 1200.00 万人民币

2018-6-27 不公开的投资者 猜猜科技 互联网 中国 NA

2018-6-27 浙江齐乾 健海科技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2018-6-27
上海瑞鼎钜融投资

大师钱包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顺为资本

2018-6-27 节点资本 哈希世界 互联网 中国 NA

2018-6-27 绿盟科技 杰思安全 IT 中国 NA

2018-6-27 上海永宣 视天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6-27

盛世景资产集团股份

基金

微传播 互联网 中国 7239.65 万人民币盛世景资产集团股份

基金

盛世景资产集团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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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深圳市盛世景基金

浙旅盛景

2018-6-27
深圳前海经纬融和资

产
新凌嘉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2479.97 万人民币

2018-6-27 桐乡麒辰投资 元年科技 IT 中国 5299.92 万人民币

2018-6-27 青岛葳尔 凌天控股 机械制造 中国 1336.00 万人民币

2018-6-27 浙商创投 阳光眼科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2018-6-27 不公开的投资者 鹿角戏 食品&饮料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6-28
深创投

海普洛斯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28 银河系创投 三头六臂 汽车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2018-6-28

BAI

The Look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美元硅谷风创

真格基金

2018-6-28 远望资本 Curverobot IT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018-6-28 弘晖资本 弈柯莱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NA

2018-6-28 德迅投资 意思生活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8-6-28
分众传媒

映客 APP 互联网 中国 4000.00 万美元
哔哩哔哩

2018-6-28 千树资本 优瞳 互联网 中国 NA

2018-6-28 西藏金缘 延利饰件 清洁技术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2018-6-28 国开科创 万德股份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2500.00 万人民币

2018-6-28 山东润沃 美罗福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3120.00 万人民币

2018-6-28 康桥资本 优锐医药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2000.00 万美元

2018-6-28
海纳亚洲

观脉科技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北极光

2018-6-28 不公开的投资者 大心电子 IT 中国 NA

2018-6-29
国科金源

时代亿信 IT 中国 2400.00 万人民币
天津蜂巢

2018-6-29 远致创投 轻松到家 互联网 中国 1140.00 万人民币

2018-6-29

中一资本

图灵机器人 IT 中国 3.50 亿人民币前海梧桐并购基金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8-6-27 广宇发展 东信实业 金融 中国 100%

2018-6-27 博创科技 迪谱光电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0%

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21

本周亚洲 TOP5 并购事件

（6 月 23 日-6 月 29 日）

【并购/投资事件】

数据来源：Mergermarket 公众号：AcurisGlob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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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
Faraday & Future Inc.
(45% 股权变动规模)

美国
恒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中国 汽车业 2000

6 月 26 日
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96.83%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传媒业 1685

6 月 23 日

香港國際建設投資管理

集團有限公司 (74.66%
股权变动规模); 香港汇

海晟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
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建筑业 1599

6 月 27 日

Global Brands Group
Holding Limited (North
American kids and

accessories businesses);
Global Brands Group

Holding Limited (Majority
of West Coast and
Canadian fashion

businesses) (未披露的多

数股权)

美国
Differential Brands Group

Inc
美国

消 费 品

业，零售
1380

6 月 26 日
APN Outdoor Group

Limited
澳大利亚 JCDecaux SA 法国 传媒业 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