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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二季度我国 GDP 增长 6.7%

 央行将继续实行稳健中性货币政策

 私募"加班月"：防范特殊风险 私募须上报风险揭示书

 “深度参与”IPO VC/PE 交出上半年成绩单

 新周期下的 VC/PE：优胜劣汰后的产业化转型

 新三板 IPO 新现象：过会率仅 50%

 首期规模 2.05 亿，上市公司优博讯和清科资管共同设立战略型基金

 潜行创新宣布完成数千万 Pre-A 轮融资 深创投投资

 AI+数字病理分析公司「迪英加」获 A轮融资

 建全球跨境支付一体化平台， Airwallex 完成 8000 万美元 B轮融资原创

 信中利与中关村上市公司协会共同发起中关村企业专项基金 总规模 100 亿

【宏观】今年二季度我国 GDP 增长 6.7%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共同

举办的“NAES宏观经济形势季度分析会（2018年 2季度）”于 3日在京举行。分析会上发布

的财经院课题组报告预计，2018年二季度 GDP 增长 6.7%，全年经济增长 6.6%。报告建议，

下半年要把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化解经济潜在风险，增强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报告认为，上半年我国经济供给侧继续保持稳中有进态势，但需求侧如投资等部分宏观指

标下降较多，经济预期分歧加大。预计 2018年二季度及上半年经济增长 6.7%，比一季度略降

0.1个百分点；三季度经济增长 6.6%；四季度经济增长回落至 6.5%。预计全年经济增长 6.6%。

＞全文（中国网财经)

央行将继续实行稳健中性货币政策

就近期外汇市场出现的一些波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 3日表示，我们正在密切关注，

这主要是受美元走强和外部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有些顺周期的行为。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良

好，金融风险总体可控，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际收支稳定，跨境

资本流动大体平衡。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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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多

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制度行之有效，必须坚持。我们将继续实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深化

汇率市场化改革，运用已有经验和充足的政策工具，发挥好宏观审慎政策的调节作用，保持人

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全文（中国政府网)

【国内】私募"加班月"：防范特殊风险 私募须上报风险揭示书

7 月对于私募机构来说注定是“加班月”，第一个工作日，私募机构忙于完成 AMBERS

系统 2018年二季度产品更新，突然发现新增一项上传“风险揭示书”的要求。

根据协会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须上传截至本季度末所有投资者的风险揭示书，如投资者

较多，可将风险揭示书分多个压缩包上传。风险揭示书应加盖募集机构和投资者的签章和签署

日期。若私募基金涉及关联交易、单一投资标的、流动性等特殊风险，应在风险揭示书的“特

殊风险”部分中予以披露。同时，在“投资者声明”部分第一项“运作方式及风险收益特征”

增加对应表述。投资者应当在风险揭示书的“投资者声明”部分的十三项内容后逐一签章。

＞全文（北京商报)

“深度参与”IPO VC/PE 交出上半年成绩单

今年上半年，证监会发审委共审核 IPO上会企业 104家，其中过会企业 58家，过会率为

55.77%。在 IPO 上会企业的背后，不少 VC/PE在一级市场的期中成绩单也浮出水面。

据记者统计，在上半年 IPO过会的 58家企业中，共有 49家企业背后有 VC/PE支持。也

就是说，VC/PE对国内上市企业的渗透率达到 84.48%。而据清科研究数据，去年同期这个数

据仅为 58.3%。＞全文（中国基金报）

新周期下的 VC/PE：优胜劣汰后的产业化转型

VC/PE（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机构正面临着许多生死关头：募资难、投资数量减少、退出

预期下降。国内的 VC/PE机构正在经历大爆发之后的清算周期，即将迎来第二个周期的起点，

在经历了优胜劣汰后，存活下来的很多机构或者会向产业化转型。

产业资本跟传统的 VC/PE从大的趋势来看，一定是竞合的关系，也就是既有竞争也有合作

的关系。从目前来看，以 BAT为代表的产业资本跟传统的 VC/PE合投的项目越来越多，甚至

包括几家主流的互联网公司也会投资同一个项目，即便是在他们竞争激烈的领域内。应该说，

整个行业越来越理性，是一个充分市场竞争的局面。＞全文（证券时报）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391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392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393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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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 IPO 新现象：过会率仅 50%

IPO仍然是新三板企业最大的向往。2018年上半年，新三板企业 IPO出现了许多不同以往

的新现象，并给新三板拟 IPO企业和投资者带来重大影响：一方面 IPO过会率大幅降低，大量

拟 IPO企业撤回首发股票申请文件；另一方面，新三板 IPO解决了最大的拦路虎——“三类股

东”问题，并开启了“新三板+H股”的上市新模式。

2018上半年共有 118家待审企业上会，远低于 2017年同期 275家，同比减少 57%。并且

在 2018年第 1季度与第 2季度上会企业分别为 74家和 44家，第 2季度上会企业较第 1季度

减少 4成。而且在 2季度，上会企业也呈逐月减少的趋势，4月、5月及 6月份上会企业数量

分别为 19家、16家和 9家。 ＞全文（21 世纪经济报道）

【募集】首期规模 2.05 亿，上市公司优博讯和清科资管共同设立战略型基金

7 月 3 日，上市公司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清科集团旗下清科资管、深圳市

博通思创咨询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共同设立清科优博讯战略投资基金。

据悉，该基金的首期总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2.05 亿元，基金将主要以直接或间接的权益

性投资方式投资于国内外行业智能移动应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自动识别等领域中

处于早期及成长期的优质企业。＞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潜行创新宣布完成数千万 Pre-A 轮融资 深创投投资

7月 4日，水下机器人研发商「潜行创新」宣布完成数千万 Pre-A轮融资，由深创投独家

投资。本轮融资将用于加强新品研发、工厂生产建设和市场销售的推广工作。

潜行创新科技是一家消费级水下机器人研发商，主打产品为民用便携式水下拍摄和探索机

器人，能够用于大众娱乐、钓鱼、潜水等消费级市场和海底搜救、水产养殖、水下摄影等专业

级市场。＞全文（投中网）

【会员动态】AI+数字病理分析公司「迪英加」获 A轮融资

AI数字病理分析公司迪英加宣布获数千万元 A轮融资，本轮由 IDG资本、君联资本、金

阖基金共同领投，将门创投、布朗什维克基金继续跟投。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完善公司的四条

产品线，建立迪英加杭州、上海、美国研究院，继续开拓海外市场。＞全文（IDG 资本）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395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396
https://mp.weixin.qq.com/s/7nfxnfsJItrFwfOTuAyMvw
https://mp.weixin.qq.com/s/2FnbTJloTi4GkFURyazT7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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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动态】建全球跨境支付一体化平台， Airwallex 完成 8000 万美元 B轮融资原创

7月 3日消息， 今日 Airwallex（空中云汇）宣布成功完成 8000万美元 B轮融资。本轮融

资由腾讯和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领投，高瓴资本、李嘉诚旗下维港投资、印尼最大零售银行 BCA

旗下 Central Capital Ventura等机构跟投。截止目前，Airwallex总融资金额达 1.02亿美元。

＞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信中利与中关村上市公司协会共同发起中关村企业专项基金 总规模 100 亿

6月 29日，《中关村新三板企业成长力报告》发布会暨专项基金启动大会于北京召开。本

次大会由中关村上市公司协会和信中利资本集团联合主办。中关村上市公司协会新三板分会执

行会长陈沛先生作主题报告，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及中关村知识产

权促进局、海淀区等各界领导和专家出席，协会多位理事、中关村多家新三板企业董事长等结

合报告热点和本年度公司成长状况与现场多家媒体进行互动。 ＞全文（信中利）

 “投投适道”专题活动第六十五期——“搭乘时代快车，掘金教育行业” 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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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会新闻】投适道”专题活动第六十五期——“搭乘时代快车，掘金教育行业” 成功举办

7 月 5 日下午，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启沃资本联合主办的“投投适道”专题活动第

六十五期——“搭乘时代快车，掘金教育行业” 在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议室成功举办，

包括协会会员，投融资机构等单位在内的近 40 余人参加了活动。

一、学易时代互联网教育研究院院长吕森林进行演讲。吕森林先生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

教育投资行业进行分析，深度剖析教育投资行业的现状和机遇，说明了无论是启蒙教育、K12

教育、还是高等职业教育，都充满了丰富的投资机会,并且为大家展示了不同种类的教育行业

营收图谱，讲解中国教育产业投资现状和热点综述，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二、药育智能公司的演讲，栾敏文先生对其公司十余年来对于三维交互仿真技术的开拓，

展示仿真产品实例，获得了热烈反响。

三、心智邦公司的毛一鸣先生进行讲述，阐述其产品内容，产品市场现状和行业前景，引

起了热烈的交流。

https://mp.weixin.qq.com/s/dDu_SoTnLGwSQX2DYl7ZQA
https://mp.weixin.qq.com/s/puUWjlb5H59tdivyM1BD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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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码课堂的袁惠良先生对公司产品和项目进行介绍，通过播放一段物理短视频教学，

生动、直接、快速的把公司产品的优点充分体现。全场气氛十分热烈，获得了许多投资人的关

注和咨询。

五、小牛顿公司的郑晶晶女生进行演讲，通过政策分析，课程介绍，发展规划等方式，对

公司项目进行了充分讲解，大家热烈参与讨论，全场气氛又迎来了高潮。

六、清科筑成教育的周巨樟先生进行演讲，通过 PPT展示和生动的演讲，把投资项目进行

充分展示，获得了投资人的热切讨论。

七、现场互动交流环节。在现场互动交流环节，投资方与项目方进行了热切的磋商和讨论，

相互留下了联系方式和合作意向。

最后，本次活动得到了参会嘉宾的一致好评！在此祝愿各位合作愉快！希望下一次活动越

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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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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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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熊焰：新时代的新能源投资

国富资本董事长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

7月 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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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大厅成功举行。国富资本董事

长熊焰先生发表了以《新时代的新能源投资》为题的主题演讲。

以下为国富资本董事长、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熊焰的演讲全文：

我今天向大家汇报的主题叫《新时代的新能源投资》，大家知道，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进

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从投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由过去高速度增长转变成高质量的增长。

因为中国过去 40年改革开放，我们创造了全球的经济奇迹，GDP基本以平均百分之九点几的

速度增长了将近 40年，但是我们的增长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大的代价之一就是环境的代

价。这就是我们过去的一种增长方式：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这必须转型升级。

我们现在所说的新时代，站在投资的角度上，更多的是从经济逻辑上去观察，因此，我们

觉得接下来的新时代，站在投资人的角度上，大概有这么几个核心的逻辑：

第一，就是更加坚定、充分、全面地实施市场对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站在我们能源投

资的角度讲，就是要更多地尊重市场规律，尊重经济规律，这是新时代一个特征。另外，中国

的新时代站在能源角度，特别是大规模能源投资的角度观察，我们会看到，中国的基础设施处

于全球领先的位置，站在能源角度看我们所说的基础设施投资，包括我们的高压电网，也就是

mailto:yyang@bpea.net.cn
https://mp.weixin.qq.com/s/aMMrUE01EWkQWa2TMApx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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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国家电网主导的全球能源互联网，这在全球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同时，中国的高铁、

高速公路的交通网络，以及输送能源的油气网络，目前也处于大规模发展的领先位置。经济规

律告诉我们，当基础设施大规模铺就之后，应用会出现爆炸性增长，这是能源领域另外一个机

会。

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不得不提，就是今天 7月 6日，中美贸易战的第一枪由美方率先打响，

对中国出口 300 多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一个最重要的外部条件也就是中美关系基本友好这件事情发生了根本的扭转，美国政府与

欧盟、日本等盟友在遏制中国这件事情上应该说已经取得了一致。我们对于中美贸易战及中美

贸易战后边美国的遏制战略要有充分的认识。贸易战是个表面现象，美国遏制中国的发展是深

层问题。我们要认识到这场贸易战的长期性、严酷性，要做好过冬的准备。当然，我们希望斗

而不扩，适可而止，但是作为企业，我们要做好过冬的准备。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准金融危机

已经慢慢向我们走来。当然，以我们国家的体制，我们在承受较大压力、统一协调步伐上有相

当的优势。当然，我们也希望变压力为动力，以开放促改革，靠外部的力量来推动我们的进一

步开放和市场化改革。这里面包括国家发改委连续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的开放举措，这种开放不

是对谁压力的推长，是我们本来就想做而且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是由于这种外部的力

量，使得我们做的速度可能加快一点儿而已。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如果没有压力，可能会出

现某种动力不足的情况，因为谁都觉得舒舒服服过日子很好，但是有了外部压力，我们如果能

够善于把这种压力变成动力，应该是中华民族之幸。

讲完新时代，再来看一下我们说的新能源的投资，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站在投资人，国

富资本属于能源领域规模化的投资人，我们的观察大概有这样一些逻辑，我们会认真比对相关

各种能源中的比较效应。我们持续关注各种能源的经济性成本，我们坚持以火电为各种新能源

最终竞争的基准。因为从度电成本来讲，水电成本显然最低，但是由于它的地域性和资源稀缺

性，加上环境保护的综合考量，水电在任何国家都是限在一定的领域内。火电目前在我们国家

一次能源向二次能源使用上，大概占到三分之二，目前我们国家相关方面，包括投资界，企业

界都在以火电成本为基准，推动相关的比如说风电、陆上风电、海上风电，比如说光伏、集中

式光伏、分布式光伏，比如说天然气行业，均以煤电为竞争基准靠拢。最终的成本，当然我们

要考虑各个不同的能源形式的综合成本，不仅仅是考虑一次购置成本、运营成本，还要考虑它

全产业链的综合成本。比如我们现在关注光伏发电前端，冶炼阶段的污染，也开始量化测度风

电对小环境的扰动，对于生物环境的扰动。把所有的这些外部性转变成价格信号，转变成成本

信号。实际上，中国的煤电从一般基准单位耗角度算，两毛到三毛钱左右，现在煤电的成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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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四毛钱，实际上已经把外部性，就是脱硫脱硝除尘这些因素考虑进来了，煤电产业实际上已

经承担了它该承担的外部性市场，因此其他形式的能源不用过多地拿环境作为一种道德解释。

道德解释在经济领域没有持久的价值，你说你的光伏保护了环境，这可以折算成你的外部性收

益，在国家相关政策中体现出来，靠政策、法律，差别电价等方式体现出来。应该改变过去行

政性的政府补贴，出现了很多中国人的小聪明，包括行政性补贴的地方政府难以为继，导致补

贴从政府发出到达企业的时间滞后等问题，都应该在统一的考虑中去解决。

第三，是我们观察的支点。我们说一千道一万，新能源还是要靠技术进步来降低成本，靠

规模化来降低成本。没有规模化，没有技术进步的推动，降低成本只能是个善良的愿望。可喜

的是在信息能源领域，由于中国巨大的市场，由于我们这十几年、几十年的技术进步、技术积

累，包括开放，我们引入了新技术，使得我们中国国内在该领域的技术创新，应该说在全球范

围内已经处于先进行列，这一点应该成为整个行业的信心来源、核心竞争力的来源。这也是成

为我们观察投资项目最重要的一个支点。比如说，我们在看海上风电项目的时候，可以认真分

析该风电项目的技术进步的潜力，而不是简单看今天风电电价多高，因为我们估计或者做一个

粗线条的判断，这种高起的差别电价是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的。而真的把海上风电的成本降下来，

还是要靠技术进步的力量。

最后一点，我们应该充分预料或者遇见到，新能源时代的后补贴时代甚至零补贴时代已经

到来，或者说离得不会太远了。差别电价、靠电价补贴、靠不同的地域的差别电价都不会走的

太远。我们估计应该在十三五末期，完全的零补贴时代有可能来临。因为我们是较大规模投资，

就要看到五年之后可能要发生的政策背景或者说经济环境背景。国富资本有专门的能源条线，

我们目前在观察一些大的机会，其中就包括，高度关注中美贸易战，无论怎么打，中美两个全

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生意肯定会做的，中美三千多亿美金的贸易逆差，我们不希望通过降低中

方的出口解决，那就只能靠进口来解决。而在这样一个千亿量级的岔口中，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的，现在我们看，也就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博鳌会议上讲的需求集中的优势产品，大概美国

LNG是最集中的产品，还有一个是农产品。但大规模的美国农产品进口可能会伤害中国农民的

利益，而美国的 LNG的规模化进口不伤害中国公民的利益，可能产生影响的是原来的供给方，

比如说俄罗斯、中东、澳大利亚。因此，这件事情是典型的符合中国人民福祉的事情，也符合

美国企业和政府要求。美国商务部长明确说我们的 LNG是全球最便宜的，你应该大规模进口。

我们目前认为，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我们与全球的平均水平或者先进水平的天然气用量还有

很大的差距，市场空间是非常清晰的，同时美国由于它的页岩气革命，导致了他已经成为能源，

特别是天然气的净出口国，大约到 2025年，应该有 2万吨 LNG出口量的需求。在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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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们现在正和相关的央企设计解决方案，希望大规模进口美国的 LNG，特别是把美国 LNG

用于中国的天然气发电。天然气发电这件事情应该说是中国的新能源。虽然说天然气是化学能

源，但是它的污染排放，热效率和对环境识别性相对好，从国际使用上看，也是把天然气发电

作为一个重要的用途。因此，把中国国内的天然气发电与美国 LNG进口连接起来，这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产业链配合。

另外，我们也在关注和推动一些央企的规模化新能源，包括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重整

和产能转型，希望能够跟在座的各位请教，多合作，谢谢。（来源：国际融资）

清科观察：《2017 年中国并购基金发展研究报告》发布

中国并购基金市场兴起于 2000年之后，由外资并购基金收购国有企业股权开始。2003年，

弘毅投资的成立标志着本土并购基金的崛起，随后几年，以弘毅投资、中信并购基金为代表的

本土机构募得多支并购基金，深入参与到国企改革、产业整合浪潮中。此后，以硅谷天堂为代

表的 PE机构发展出了具备中国特色的“PE+上市公司”运作模式。而当前中国并购基金市场正面

临着不少挑战，包括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国内政策环境日益趋严，以及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基金管理机构专业能力缺乏等。但是，在政策的鼓励、国企改革和产业整合需求依旧旺盛、互

联网巨头横向兼并步伐不断加快的客观因素的推动下，中国并购基金市场正在快速发展。

报告首先介绍了全球并购基金的发展历程和投募资现状，接着展现了我国并购基金的发展

历程和投募资趋势，且分别从行业分布、地域分布两个方面展现了并购基金的投资偏好。此外，

报告选取了两个并购基金运作标杆机构的投资案例和两种典型并购基金运作模式，分别对基金

设立背景、投资方向、交易结构以及实现效果等进行了深度详解。最后结合我国经济态势、政

策环境和并购市场现状，解析了我国并购基金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http://www.newseed.cn/vc/523
http://www.newseed.cn/vc/37684
http://www.newseed.cn/vc/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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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7 年中国并购基金发展研究报告》目录

全球并购基金募集规模稳步增长，信息技术和医疗健康为重点投资领域

全球并购基金历年的募资变化趋势与全球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募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并

且在全球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自 2015年以来，并购基金募集规模在私募

股权基金整体募资规模中的占比上升迅速，2017年并购基金在全球私募股权基金募资总规模中

的占比已超六成。

全球并购投资市场活跃度在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呈现逐年稳步增长趋势。2012年至 2017

年，全球并购投资市场共发生 23,962 起投资案例，投资总金额为 2.07万亿美元。从并购投资

地域分布来看，北美地区依然为最主要的并购投资市场。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地区的并购投资

案例平均规模为 3.21亿美元，远高于其他地区。从并购投资行业分布来看，工业、信息技术以

及非必须消费品行业的受关注度最高，资金集中度最高行业为信息技术和医疗健康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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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包括：并购基金、创投基金、成长基金、重振资本、私募二级

市场基金、私募 FOF基金和其他私募基金等。

中国并购基金市场在经历高速增长后回归理性

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0年至 2017年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共募集完成 986支并购基

金，其中披露募资金额的基金有 813支，募资规模达到 7,040.61亿元。在股权投资市场发展迅

速的背景下，并购基金以其延伸出的创新投资模式和其在产业整合、国企改革方面发挥的重要

作用，越来越受到广大投资者的关注。

2010年至 2017年并购基金在中国市场共完成 1,222起并购投资，其中披露投资金额的案

例有 797起，投资金额达到 689.34亿元。从所投资行业来看，活跃度最高的是生物技术/医疗

健康、IT和互联网行业，分别发生 292起、191起和 108起；投资规模排名前三的行业是金融、

清洁技术以及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北京弘毅贰零壹零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 48.78

亿元收购新华人寿保险 2.34亿股这一大额并购投资案例拉高了金融行业的整体投资金额。从地

域分布来看，并购基金投资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浙江、江苏等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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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制专家”深度参与中联重科国企改革，国内最大并购母基金助力区域企业加快产

业整合步伐

弘毅投资成立于 2003年，是联想控股成员企业中专门从事股权投资及管理业务的公司。

弘毅投资被誉为“国企改制专家”，成立至今 15年共参与了 33 家国企的 38个改制项目，投资

总金额超过 190亿元，其中不乏可供后界参考的经典案例。报告选取了弘毅投资与中联重科的

合作案例进行详解，以展现并购基金是如何深度参与到国企改革过程中。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由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发起设立，于 2000年在深交所上市。

2005-2006年，中联重科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弘毅投资出资 2.74亿元，通过协议转让入股中联

重科，成为其第二大股东。自此后 12年，在中联重科开拓全球市场进行海外收购、定向增发

再融资以用于重大项目建设、港股上市、发行美元债、以及战略布局落地收购奇瑞重工等重大

发展举措中，弘毅投资均参与其中。弘毅投资一方面作为一个专业投资者，充分发挥其募资能

力，上述合作累计投入资金超过 24.26亿元人民币，为中联重科的多次重大投资提供了充足的

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作为公司管理层的一致行动人，充分发挥其在战略制定、并购整合、资本

运作、优化管理等方面的经验，深入参与到企业决策之中。中联重科逐渐淘汰掉过剩产能、引

http://www.newseed.cn/company/2736
http://www.newseed.cn/vc/3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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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先进技术，不仅稳定其国内市场地位，更是逐渐在海外市场争得一席之地，并购基金从中也

获得了可观的收益。

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成立于 2016年，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并购母基金。该基金定位于支

持海淀区重点行业领军企业的境内外并购，主要服务于中关村区域的优质上市公司，产业方向

重点集中在 TMT、消费升级、大健康及高端制造等领域。中关村并购母基金已参与投资一只并

购基金、一只产业基金和一个直投项目。报告中对三个项目投资标的所属行业、基金结构搭建

以及收益分配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析。总体来说，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成立至今 2年，根据其成

立宗旨与投资方向，已投资行业如信息安全、清洁能源、物联网芯片等均属于新兴产业领域，

参与的两只子基金均服务于上市公司长期战略发展。中关村并购母基金通过与实体企业的深度

绑定，结合国资、企业、金融机构等各方资源，实现资金投向鼓励行业的同时，有效分散了投

资风险，以满足各方的利益需求。

http://zdb.pedaily.cn/people/show8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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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眼科借力“PE+上市公司”模式快速实现业务扩张，MBO 模式助力传统零售商迎来全

面改革

“PE+上市公司”模式是我国并购基金常见运作模式，即上市公司与 PE机构共同成立产业

并购基金，主要投资于上市公司上下游企业，待项目运营成熟后，再由上市公司进行收购，并

购基金从而实现退出。作为一家专业眼科连锁医疗机构，爱尔眼科（300015）于 2014年分别

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钰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规模为 2亿和 10亿的

并购投资基金，主要用于新建或并购优质医院项目。2年后，爱尔眼科以 5.8亿元收购了这两

只并购投资基金持有的共 9家眼科医院的股权，资金则全部来源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并购基金

的部分投资就这样成功实现退出。目前，这两只并购基金仍持有多家医院股权，且对各投资标

的均有控制权。预计在达到约定条件后，爱尔眼科将有后续的收购安排。

爱尔眼科与 PE机构成立的并购基金反应了“PE+上市公司”模式的典型特点：1）专门服

务于上市公司产业整合，投资定位即配合公司长期发展策略，因此主要投资于眼科医疗机构或

行业上下游相关企业，以待时机成熟装入上市公司体内；2）同时，退出渠道较为明确，投资

风险相对较小；3）上市公司丰富的行业经验对于投资项目的筛选，被投企业的日常经营和管

理，均可提供有效协助；4）GP多元的融资渠道得到充分利用，上市公司在并购基金中的出资

额度较低，杠杆通常可放大到 10倍；5）GP具有丰富的并购投资经验，在收购医疗机构的操

作过程中，可有效化解税务/合规/政策等多方面风险。

http://www.newseed.cn/company/2587
http://www.newseed.cn/vc/31081
http://zdb.pedaily.cn/people/show413/
http://zdb.pedaily.cn/people/show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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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丽国际作为中国最大女鞋零售商，在电商冲击、消费升级等大环境下，鞋类业务营收不

断下滑。2017年 7月 27日，高瓴资本、鼎晖投资以及百丽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于武

和盛放参与组成的财团共同完成了对百丽国际的私有化。私有化之后，高瓴资本等收购方会从

电商、大数据方面入手，在前端销售和后端供应端发力，帮助百丽更快速地了解市场及消费者

需求，使订货、库存等问题的处理变得更加灵活。

此类通过并购基金私有化上市公司，不是由 PE机构独立发动的，也不是传统的完全由内

部管理者融资进行的管理层MBO，反而更接近于 Investor-LedBuy-out (IBO)模式，即由外部投

资者和管理层来进行联合收购。MBO 的收购方式目前是国际主流并购方式，中国目前此类并

购形式较少，主要也是因为中国并购市场还不够成熟。高瓴资本通过并购形式私有化百丽国际

的方式如果能成功对企业进行管理升值，未来中国并购基金的操作方式可能更加的成熟和多样

性。

http://www.newseed.cn/vc/22266
http://www.newseed.cn/vc/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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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基金在我国起步较晚，基于国企改革、产业整合等巨大市场需求，近十几年来快速发

展。但同时，由于并购基金运作模式复杂，对基金管理机构的综合能力要求较高，且退出渠道

受到政策影响较大等因素，我国目前市场上主流并购基金更多仅仅充当融资角色，较国际常见

的“Buyout”模式仍有一定差距。长期来看，国家对基于产业整合的并购重组持续鼓励，并购退

出渠道的畅通性也在不断改善。各地政府相继成立的以促进国企改革和产业整合为核心目标的

政府引导基金为并购基金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时，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传统行业升级转

型需求依旧旺盛，都给并购基金提供了发展机遇。（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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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6 月 30 日-7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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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30 日
经纬中国

不公开的投资者
星际荣耀 机械制造 中国 NA

6 月 30 日

君联资本

金垣坤通

IDG 资本

将门创投

合全投资

迪英加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6月 30 日
安元投资

六安中安天使基金
天地精华 食品&饮料 中国 NA

7 月 1 日
汉瑞创投

中健停车
泊宝机器人 IT 中国 4320.00 万人民币

7月 1日 御势资本 每日优选 互联网 中国 NA

7 月 1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安智因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7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日 海邦沣华 势银 娱乐传媒 中国 NA

7 月 2 日
高瓴资本

真格基金
魔力耳朵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20 亿人民币

7月 2日

君联资本

钟鼎创投

建发集团

爱库存 互联网 中国 5.80 亿人民币

7月 2日
春晓资本

致行创投
三蛋生鲜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日

阿里巴巴

远毅资本

昌平科技产业母基

金

多维度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7月 2日
达晨创投

基石资本
云思创智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日 唐竹资本 鲸致互动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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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 日
德同福方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够范钱包 金融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日

愿景资本

孤帆领

青云

不公开的投资者

采驿 汽车 中国 500.00 万人民币

7月 2日
新华保险

汇金投资
农业银行 金融 中国 1000.00 亿人民币

7月 2日

东方弘道资本

汇智大河投资

英诺天使基金

依链科技 互联网 中国 NA

7 月 2 日
浙商创投

天岳资本
金洪股份 汽车 中国 6287.80 万人民币

7月 2日 投控东海 百欧森 机械制造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日 丰厚资本 啊哈星球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3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东京新青年 娱乐传媒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7月 3日 柒壹资本 丁牛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3日

荣正投资

动因体育

娱乐工场

界内体育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3日
联创文投资

坚果创业投资
筷来财 金融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3日

万科企业

阿里巴巴

腾讯投资

招银国际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华人文化集团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 亿人民币

7月 3日 天使投资人 爱钱帮 金融 中国 3.00 亿人民币

7月 3日

华盖资本

晨兴资本

远毅资本

数坤科技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7月 3日 洪泰智造工场 尝尝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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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心愿先生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3日
国灏创投基金

不公开的投资者
花加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3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传播鱼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3日

泉州君洋投资

重庆宝亨通投资

德商资本

千章资本

圃田冰青 食品&饮料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3日
国科嘉和

光谷人才投资
珈和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3日 盈科资本 宝港国际 物流 中国 2.00 亿人民币

7月 3日

腾讯投资

红杉中国

高瓴资本

维港投资

Central Capital

Ventura

不公开的投资者

Airwallex 金融 澳大利亚 8000.00 万美元

7月 3日 龙德文创 龙腾艺都 娱乐传媒 中国 NA

7 月 3 日 锦辉泰投资 佰聆数据 IT 中国 2250.00 万人民币

7月 4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零氪科技 IT 中国 10.00 亿人民币

7月 4日
中美创投

水木资本
YouSayIDo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4日

好未来

源码资本

涌铧投资

零一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海风教育 互联网 中国 9000.00 万美元

7月 4日 湖北微资投资 女神指北 娱乐传媒 中国 NA

7 月 4 日

伯藜创投

南京正善资产

不公开的投资者

心竺公考 互联网 中国 6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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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4 日 羽蘴资本 享选 互联网 中国 500.00 万美元

7月 4日
晨晖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数腾软件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4日 联想之星 唱唱启蒙英语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4日 软银中国资本 Wonder News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7 月 4 日 韩投伙伴（中国） 顺天道文化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4日 沃驰科技 青橙玩家 互联网 中国 NA

7 月 5 日 微影资本 时间知道 互联网 中国 600.00 万人民币

7月 5日

梅花创投

东湖众合天使投资

疾风资本

头文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5日 汇尊资产管理 宸瑞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7月 5日 中科软 付融宝 金融 中国 NA

7 月 5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麦淘亲子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7月 5日

斯道资本

红点创投

思科

宽带资本

顺为资本

跬智信息 IT 中国 1500.00 万美元

7月 5日
腾讯

源码资本
会分期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7 月 5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物灵科技 IT 中国 1.50 亿人民币

7月 5日

利欧数字

什马金融

静远资本

深圳旌阁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一块超级电话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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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5 日
鲁信祺晟

鲁信创投
同智伟业 IT 中国 1800.80 万人民币

7月 5日
文化资产

德同资本
维纳股份 互联网 中国 9999.99 万人民币

7月 5日 芜湖远大创投 蜂联科技 食品&饮料 中国 1080.00 万人民币

7月 5日 东方海峡资管 上海永超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2548.00 万人民币

7月 6日 深圳投控 英飞拓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6.00 亿人民币

7月 6日
IDG 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银承库 金融 中国 2.65 亿人民币

7月 6日 Airbnb 城宿 互联网 中国 500.00 万美元

7月 6日 鹭燕医药 禾创药业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

7 月 6 日 鼎信通讯 鼎焌电气 机械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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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 日-7 月 5日）

【并购/投资事件】

数据来源：Mergermarket公众号：AcurisGlobal 网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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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5日

Praxair Inc (Industrial
gases & related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businesses)

德国

Taiyo Nippon
Sanso

Corporation
日本

化学和材

料产业
5,902

7 月 3 日
Wind Tre SpA (50% 股权

变动规模)
意大利

长江和记实业有

限公司
中国香港

电信业：运

营商
2,854

7 月 3 日

Global Switch Holdings
Limited (24.99% 股权变

动规模)
英国

Strategic IDC
Limited

中国
计算机服

务业
2,765

7 月 2 日
国浩集团有限公司

(28.12%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香港

Hong Leong
Company
(Malaysia)
Berhad

马来西亚 房地产业 1,593

7 月 3 日
华人文化控股集团 (未

披露的多数股权)
中国

万科企业股份有

限公司; 阿里巴

巴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 腾讯控

股有限公司; 招

银国际资本管理

（深圳）有限公

司

中国 传媒业 1,5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