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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势头明显放缓 风险整体可控

 外汇局：中国金融风险总体可控 外汇储备充足

 央行发布资管新规执行通知： 大方向不变，明确过渡期细节

 VC/PE 年中成绩单：募资缩水七成 投资趋向头部

 私募基金上半年增 1.5 万亿 公募权益类反而缩水

 IPO 申请审核愈发严格 被按暂停键企业数量激增

 浙江成立百亿级国企改革发展基金

 MAIA ACTIVE 玛娅获 4000 万 A 轮融资，红杉资本领投

 好衣库宣布完成数亿元 B 轮融资，IDG 资本领投

 内窥镜影像辅助诊断 AI 企业 Wision A.I. 获数千万元 A轮投资原

 基带芯片公司 ASR 获 1 亿美元融资，IDG 资本与深创投领投

【宏观】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势头明显放缓 风险整体可控

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去杠杆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必由之路。经过一系列政策的共同发力，当前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势头明显放缓，风险整体可

控。去杠杆，正对中国经济金融产生深远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提升，企业发展理念

悄然生变，金融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助力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全文（新华网)

外汇局：中国金融风险总体可控 外汇储备充足

受汇率折算、资产价格变动等非交易因素影响，外汇局 19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

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 31121亿美元，较 2017年末下降 278亿美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王春英表示，2018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储备余额总体稳定。

当前国内市场潜力巨大，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外汇储备充足，政策调控的空间较大，有条件、

有能力、有信心应对各种挑战。此外，国内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股市、债市开始逐步纳入国

际主要指数，有关效果已经显现。今年上半年，外国来华证券投资跨境资金净流入同比增长 2

倍。当前，国内股市、债市的外国投资者持有份额还不足 3%和 2%，与主要发达国家和一些新

兴市场经济体相比来说比例偏低，未来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全文（中国网财经)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407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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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央行发布资管新规执行通知： 大方向不变，明确过渡期细节

7月 20日晚，央行发布《关于进一步明确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有关事项的

通知》； “资管新规的大方向和主要精神没有改变，要保持政策执行的稳定和定力的决心没

有变，但是政策发布后受中美贸易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市场环境也发生较大改变，执行过程中

也出现过严的现象，因此监管从实际出发对细节做了一些明确。”一位资深业内人士表示，“这

个过程中监管和市场做了诸多沟通，在大环境面前既要保持定力又要把握节奏和力度。事实上，

改革总是在与市场博弈中艰难前行，勇敢的改革者需要灵活应对变化的局面。”

＞全文（21 世纪经济报道)

VC/PE 年中成绩单：募资缩水七成 投资趋向头部

从去年底开始，“募资难”已经成为业内的共识，事实也是如此。根据投中研究院数据统

计，今年上半年，国内 VC/PE完成募集基金数量下降近两成，完成募集基金规模更是大跌超七

成。受到“募资难”的影响，VC/PE机构在投资方面更加谨慎。从投资数据来看，越来越多的

VC/PE机构趋向于把“紧缺”的资金投向头部企业，如何发掘更具价值的被投企业，成为业内

的另一个共识。

今年上半年，国内 VC/PE市场基金募资态势低潮持续。据统计，国内 VC/PE完成募集基

金数量为 425支，同比下降 19.51%；完成募集基金规模 341.2亿美元，同比下降 74.59%。与

此同时，今年上半年国内 VC/PE市场披露出有 500支基金开始募集，其中人民币基金的开始募

集数量为 475支；披露出有 426支基金完成募集，其中人民币基金的完成募集数量为 421支。

二者均呈现出人民币基金占据募资市场的主导地位。＞全文（证券时报）

私募基金上半年增 1.5 万亿 公募权益类反而缩水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最新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数据显示，截至 6月底，私募管

理基金总规模为 12.60万亿元，上半年猛涨了 1.5万亿元。上半年私募基金的增长主要由股权

创投类私募贡献，证券私募规模则持续缩水。而公募基金的权益投资规模，相比 10年前，整

体规模反而缩水了数千亿元。＞全文（沈阳晚报）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409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410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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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IPO 申请审核愈发严格 被按暂停键企业数量激增

首发申请企业在临门一脚之际，被按下“暂停键”的数量越来越多。据统计，自去年 10

月份新一届发审委履职后，先后已有 26家首发申请企业遭暂缓表决或取消审核。综合来看，IPO

申请企业取消审核的原因不外乎两种：第一种情况是企业尚有相关事项需要进一步核查；第二

种情况是企业申请撤回申报材料。

上述两种情况中，第一种情况一般后续会继续上会接受审核。至于最终是否能获得通过并

顺利登陆 A股市场，还是要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而定。但总体来看，这类企业获得通过的几率

相对较大，比如，7月 17日过会的北京宇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此前就有过“取消审核”

的经历。＞全文（证券时报）

【募集】浙江成立百亿级国企改革发展基金

浙江省国企改革发展基金 18 日正式发布，首期规模 100亿元。该基金将围绕浙江省推动

企业上市和并购重组“凤凰行动”计划，助力提升资产证券化水平，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吸

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浙江国资国企改革。

浙江省国企改革发展基金由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主导，联合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

浙江民营企业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家单位组建。该基金将采取市场化的投资决策和激励约

束机制，重点投向资产证券化项目、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项目和浙江省八

大万亿产业四大方向。＞全文（新华网）

【会员动态】MAIA ACTIVE 玛娅获 4000 万 A 轮融资，红杉资本领投

7月 19日，设计师运动服品牌MAIAACTIVE玛娅宣布已于 2018年 5月底完成 4000万元

A轮融资，由红杉资本和华人文化领投，火山石资本和元钥资本跟投。在此次融资后，MAIA

ACTIVE将会在下半年进一步研发更优质的产品的基础上，同时加大市场推广和品牌建立，与

更多更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合作，来扩大品牌影响力。＞全文（投中网综合）

【会员动态】好衣库宣布完成数亿元 B 轮融资，IDG 资本领投

今年 6月，好衣库完成 IDG资本领投的 1亿元人民币 A轮融资。社群电商平台“好衣库”

宣布完成数亿元人民币 B轮融资，由 IDG 资本，腾讯领投，元璟资本、险峰长青等跟投。今

年 6月，好衣库完成 IDG资本领投的 1亿元人民币 A轮融资。＞全文（IDG 资本）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412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413
https://mp.weixin.qq.com/s/7AvPTJBdMjdrkIKxrNQAKA
https://mp.weixin.qq.com/s/uF0v6JbORpC1S6ruAqEA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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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动态】内窥镜影像辅助诊断 AI 企业 Wision A.I. 获数千万元 A 轮投资原

7 月 18 日消息，专注于内窥镜影像辅助诊断的 AI 企业Wision A.I. 已获得数千万元 A 轮

投资，资方为北极光创投。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人才引进和开展更多临床试验。

Wision A.I.成立于 2016年底，专注于通过 AI为消化内镜医师提供实时辅助诊断，减少肠

道息肉漏诊率。据悉，其在测产品主要用于结直肠早癌筛查。＞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基带芯片公司 ASR 获 1 亿美元融资，IDG 资本与深创投领投

ASR是一家致力于移动通讯终端、物联网以及其他消费电子芯片的基带芯片 IC设计公司。

翱捷科技（ASR）日前宣布已完成由 IDG 资本、深创投万容红土基金领投的 1 亿美元 B

轮融资。

此前，ASR已于 2017年获得深创投、万容红土基金和阿里巴巴超过 1亿美元的投资，公

司总计融资超过 3亿美元。 ＞全文（雷帝触网）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人工智能投资专业委员会 筹备会议圆满召开

 “BPEA 月度培训”第七十六期 PE/VC 机构常见税务问题及税务安排

 “笃 行”趋“势”创新 ——融资中国 2018(第四届)股权投资产业峰会

 中外知名企业投资房山行 暨房山特色金融产业园区推介会邀请函

【协会新闻】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人工智能投资专业委员会 筹备会议圆满召开

为了宣传贯彻国家有关人工智能投资政策法规，加强人工智能投资机构规范和机构自律管

理，保护人工智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2018 年 7 月 17 日，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以下简称

协会）人工智能投资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筹备会议在协会召开,专委会将构建人工

智能投资机构与政府主管部门之间、业界同行之间、人工智能项目之间联系交流合作的桥梁与

纽带，促进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来自各大投资机构共 20 余人参加会议，协会秘

书长郭薇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并主持会议。

会议开始各机构代表简要介绍了各自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经验和进展情况。

https://mp.weixin.qq.com/s/TAfwPK298tuDxRJdE96Exw
https://mp.weixin.qq.com/s/lIY32rxGSCdJhmtcQV9J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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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参会人员就《人工智能投资专业委员会章程》、《人工智能投资专业委员会会员管

理条例》、《人工智能投资专业委员会入会会费标准及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审议并达成共识，一致通过了以上文件。

根据《人工智能投资专业委员会章程》，由郭薇秘书长代表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提名 IDG

资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合伙人牛奎光为首届专委会会长，深圳第十区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合

伙人钱雨为首届专委会秘书长，该提名获得了全票通过。

会议最后讨论了专委会日常工作的开展形式与组织形式，并对后续活动的开展补充了建

议，本次筹备会议圆满结束。

【活动预告】“BPEA 月度培训”第七十六期 PE/VC 机构常见税务问题及税务安排

时间：2018 年 7 月 26 日（星期四）14：00—17：00

地点：协会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11 号华一控股大厦 13 层）

语言：中文

参会费：RMB 1000 元/人（BPEA 会员享有部分免费名额）

随着股权投资行业监管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股权投资机构面临的税务环境也在不断发

展。2016 年金税三期系统上线，企业纳税申报细节发生了变化；今年 1月 1日，资管计划增值

税开始征收，对 PE/VC 机构又有怎样的影响？针对当前机构面临的税务环境，机构如何就项目

退出提前进行税收安排和筹划？结合以上问题本期月度培训，协会特邀请大信税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总经理余颖、大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部门经理刘利天为

大家带来全方位分享，本期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培训内容：

一、金税三期上线以来的涉税风险

二、资管计划增值税分析及退出税收安排

联系方式：

联络人：霍女士 左女士

电话：010-88086257， 88086870

传真：010-88086229

Email：rhuo@bpea.net.cn hjzuo@bpea.net.cn

网址：www.bpea.net.cn

报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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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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活动预告】“笃 行”趋“势”创新 ——融资中国 2018(第四届)股权投资产业峰会

在经济下行趋势中，伴随着中央防范金融风险措施的深入，从产业资本的上市公司到一级

股权投资市场，再到创业企业，资本产业链条陡然紧张。股权投资行业募资环境急转直下。投

资、募资案例数和金额较去年同期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出资人资产配置也面临新的挑战。

对于投资机构来说，如何抓住资本与产业结合的新机会，聚焦新兴产业和赛道？对于企业

而言，如何在关键领域，例如芯片、网络强国、互联网技术等自主创新领域获得机会？对于出

资人，如何抓住产业转型的红利，捕捉投资机会，实现高效资产配置。

融资中国 2018股权投资产业峰会定于 2018年 7月 25日—7月 26日召开，来自投资机构、

产业资本、金融机构、上市公司、独角兽企业、政府相关领导，行业专家等汇聚一堂，聚焦行

业发展趋势，产业投资热点话题，项目融资路演、GPLP路演等活动，探讨 2018年以至于未来

几年的产业投资布局与配置，为与会嘉宾提供业内深度交流探讨的务实平台。

主办：融资中国

协办：融资中国网、融中母基金研究院、融中资本

支持单位：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上海国际股权投资协会、深圳市私募基金协会、浙江

省投融资协会、浙江省创业投资协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

时间：2018年 7月 25日—7月 26日

地点：北京四季酒店

规模：800人

参会对象：产业资本、投资人、VC/ PE、上市公司、政府园区、第三方机构、风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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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谌家军

联系电话：010-88086775

电子邮件：jjchen@bpea.net.cn ＞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https://mp.weixin.qq.com/s/gwRslLVYcFiCdkiOHWluwg
mailto:jjchen@bpea.net.cn
https://mp.weixin.qq.com/s/JZ6OwVov-zJOMGu0qyMn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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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中外知名企业投资房山行 暨房山特色金融产业园区推介会邀请函

各投资基金、金融投资和互联网金融企业：

为吸引更多投资基金、金融投资和互联网金融企业落地房山北京基金小镇和北京互联网金

融安全示范产业园，北京市投资促进局与房山区人民政府定于 7 月 26日（周四）以“金融引

领发展”为主题，共同举办中外知名企业投资房山行暨房山特色金融产业园区推介会，北京股

权投资基金协会为支持单位。北京基金小镇是中国唯一的以基金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级特色小镇

和唯一的国家级基金小镇标准化试点；北京互联网金融安全示范产业园承接首都核心区金融安

全产业外溢，通过产业集聚打造“金融科技小镇”。

本次房山行设定为小型化专业化，邀请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创投基金、投资管理、银行、

保险、投行、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保险、网络安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企业参加。

诚邀上述企业负责人或业务高管参会，实地参观考察两大特色金融产业园区投资环境，参加推

介会，了解投资政策，并对接洽谈。

请有意参会企业发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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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截止日期 7月 25日 12点。

联 系 人： 杨娅

联系电话：010 88087202

电子邮件：yangya@bpea.net.cn ＞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倪正东：中国一万多家 GP 中，真正值得 LP 长期投资的不超过 100 家

清科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2018 年 7 月 11-12 日，清科创业、投资界联合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基金合伙人峰会于上海

外滩茂悦大酒店隆重举行，集结中国顶尖的 LP 与 GP 同赴盛宴，前瞻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发展大

势。清科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倪正东介绍了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募、投、退的情况，

剖析了 2018 上半年创投圈的新变化，最后给 LP 们敲响警钟：中国目前有 1.2 万家 GP，但真正

值得长期投资的不超过 100 家。

以下为清科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倪正东演讲内容：

mailto:yangya@bpea.net.cn
https://mp.weixin.qq.com/s/yUXCoYc3nR4H5FURbuM8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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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投资界的新老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参加第十二届中国基金合伙人峰会。转眼

间，中国基金合伙人峰会迈入了第十二个年头。回想十二年前，我们第一次办这个峰会，当时

还有中国美元基金的“四大天王”。如今，他们很多已经去做 GP 了，有的甚至离开了这个行

业，眼下蓬勃发展的是人民币基金 LP、货币基金 LP。

这次为期两天的峰会，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给大家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帮助 LP 们去投

资，也帮助 GP 们去募资。分享一个故事，去年一个基金管理人来参加 LP 峰会，旁边坐着一个

江苏来的企业家，当时觉得对方其貌不扬，没想到，这位其貌不扬的江苏企业家后来成为这位

基金管理人的 LP，给他的基金投了 2亿人民币。所以说，今天在会场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小觑，

都有可能成为基金的投资人。

借此机会，我也给大家汇报一下清科的发展近况。目前清科团队已经接近五百人了，旗下

的清科创业囊括了所有的基础服务，如搜集、研究、媒体、会展等，特别是清科投资学院这两

年非常活跃。另外一块是清科投资，包括清科创投和清科母基金，目前清科管理的资产规模有

两百亿人民币，投了 200 多家公司，50 多家基金，同时也跟几十家上市公司有合作。第三块是

清科资本，我们为这个行业做交易的服务，既有传统的业务，也有线上的项目工场。 第四块

是清科的空间，目前已在宁波、西安、常德、长沙等很多地方设立了清科的基金空间和基金小

镇，为大家基金落地提供服务。

股权投资是一场长期的战争：

第一季度募资额、投资额、IPO 退出均出现下滑

作为行业的观察者，我想说，股权投资是一场长期的战争。今年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

4月份资管新规出台，对我们的行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中美贸易战的爆发，给资本市场带

来了动荡，这些情况都体现在我们第一季度的数据里面。

清科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的募资是 2400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36%；第一季度投资

额是 2100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45%。第一季度 IPO 的退出是 162 家，跟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了 33%。很显然，我们这个市场不容乐观。

今年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很多早期基金的管理人，或者天使投资人宣布 all

in 区块链。我身边好几个投资界的朋友都宣布放弃股权投资，投身区块链，做数字货币的投资。

目前中国所有的人民币基金中，40%的出资是来自于金融机构，这 40%是重要的一部分，同

时也严重地受到资管新规的影响。最近两个月，LP 出资出问题的现象比较多，一方面是由于资

管新规背景下金融系统对出资策略进行了调整，另一个方面则是因为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实际

负责人个人财富的安排适时调整等等带来的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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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一个我个人的经历，最近一个月，来找我的 GP 增长了 10 倍。以前很少联系的兄弟们，

最近都来找我约个饭，说准备开始干自己的“摊”了。也是说，今年跟前两年相比，又有一批

GP 自立门户了。

回过头来看，中国和美国的股权投资行业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按目前的情况来说，中

国发展得最成熟的是创投，中国的 VC 跟美国已经差不多了，甚至有些方面超过美国。在座应

该有很多基金在中美两边都做投资，而中国的投资回报超过了美国的回报。我个人分析，红杉

中国的回报已经超过美国的回报，GGV 在中国的回报，也远远超过美国的回报。不过，在天使

投资上，中国跟美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目前中国的天使投资可能还不及美国的 10%，这是

很大的差距。

2018 创投圈现状：

缺少风口，部分早期基金倒闭

值得关注的是行业的变化。一个方面，有很多早期投资机构、天使投资机构，今年因为募

不到资而放弃了，不做了，或者转向了区块链；另一方面，一些机构在品种上增量，涉足更多

的业务，比如说红杉中国，有 VC 基金、PE 基金，也有人民币基金、美元基金，现在还有母基

金和天使投资基金。

从地域来说，除了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五个创投最发达的地区之外，湖南、四

川等中西部的城市创投也发展得非常快，值得我们关注。在行业上面，今年明显缺少风口，大

家也不谈风口了。最近这一个半月，朱啸虎同学的声音少了很多。大家更关心长期的赛道，比

如医疗行业的投资比重在增加，教育类的投资比重也在增加。在退出方面，今年是赴港上市的

高潮，现在动不动就去香港上市，但不知道他们真正上市融资怎么样，值得期待。

正如之前所说的，股权投资是一场长期的战争。中国的 GP 和 LP，要长期看好中国的市场，

中国式创新，中国式创投，中国式退出，因为中国确实还是有自己的特色。前几年创新层出来

的时候，一些公司拆掉 VIE 和私有化，从美国跑回中国来退出，如今中国上市不了，就跑到香

港，可见中国的选择性

1.2 万家 GP 背后：

真正值得长期投资的不超过 100 家

在座的 GP 和 LP，都应该有一个清晰的定位。这个定位包括两方面，一个是你的市场定位，

另一个是自己的投资策略。对于 LP 来说，你要想清楚你是谁，你作为 LP 第一需求是什么。如

果你追求回报高，建议不要投大的 PE 机构，因为大型的 PE 是给养老基金管钱的，你要选择一

些优质的 VC 或者早期基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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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 LP，你要名还是利？投资大的 PE，虽然名声很大，但是要赚钱不容易，回报一

般维持在 12%到 15%。反而一些名气没有那么大、但是很专注在某一个领域的早期基金或者 VC

基金，IRR 有时候能达到 50%以上。如果你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控股股东，我建议你配

置早期基金或者 VC 基金，如果你觉得钱太多了，小基金管不过来，那可以配置大一点的 VC，

或者大一点的 PE，因为他们很稳健，回报也比较安全，当然没那么高。

现在 LP 钱多了，什么都“吃”，只要基金回报好就都投一点。我觉得，今天的 LP，在中

国的市场上“吃”得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怎样才能“吃”得好？

目前中国的 GP 有 1.2 万家，可以负责任地说，真正值得长期投资的不超过一百家。而且，

有一批行业的 GP 正在老去，他们管理人已经开始半退休了，逐渐从清科的榜单中淡出。所以，

给 LP 们一个建议，重点关注 100 家 GP，从中选择适合自己的 5到 10 家进行投资。当然，母基

金是另外一个说法。

最后我想说，股权投资这个行业还是会有很好的回报，正如我们今天在市场看到，有的公

司三个月估值长了 10 倍甚至 20 倍。未来，希望清科与在座的 GP/LP 携手，一起长期看好中国

的投资市场，一起用创新、创业、创投的方式，为中国的发展，为世界的发展做贡献。

（来源：投资界）

投中统计：2018H1VCPE 市场投资数据报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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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投中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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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7 月 14 日-7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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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4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天天学农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14 日

国能金汇资产

珠海汇垠德擎投资

明泰资本

国泰道合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万惠投资 金融 中国 6.00 亿人民币

7月 14 日 支点资本 比特汇 金融 中国 NA

7 月 14 日

建银国际

莲花投资

Insping Moment

同道資本

天使投资人胡星

复星锐正资本

Blocksteam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14 日
八维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Pilot 交易所 金融 中国 NA

7 月 14 日 真格基金 Nineseals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15 日 复星国际 三立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7月 15 日

灵鹿资本

元时资本

九天创合

Mexos Fund

壹号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以太宇宙 金融 中国 NA

7 月 15 日 GBIC Taxa IT 中国 200.00 万美元

7月 16 日
广东莞商清大投资

深圳健和投资
启天股份 机械制造 中国 2600.00 万人民币

7月 16 日
三重一创产业发展基

金
华塑股份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9.20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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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6 日 蚂蚁金服 雪球 金融 中国 1.20 亿美元

7月 16 日

清新资本

道彤投资

IDG 资本

极橙齿科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7 月 16 日

引力波资本

法大创投

相对论资本

倍链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节点财经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16 日 金证引擎 扫 IC 网 互联网 中国 NA

7 月 16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OPX 钱包 IT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7月 16 日 分布式资本 Jarvis+ IT 中国 NA

7 月 16 日
科大讯飞

不公开的投资者

Cyrcadia

Asia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香港 380.00 万美元

7月 16 日

启明创投

愉悦资本

真格基金

微光创投

险峰长青

嘉程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我爱小城 互联网 中国 5000.00 万美元

7月 16 日

红杉中国

火山石资本

真格基金

图匠数据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16 日 兴业国信 依图科技 IT 中国 1.00 亿美元

7月 16 日
汉景雨汇（深圳）投

资管理
之间文化 娱乐传媒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7月 16 日 横琴建银 唯童 教育与培训 中国 NA

7 月 16 日

崇凯创业

Winfair Global

无锡灏瓴

晨兴资本

礼进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3000.00 万美元

7月 16 日 日本三井住友财团 肽木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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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6 日

起源资

犇睿资本

鳄鱼资本

盈创世纪股权投资

华源创世

星合资本

哈鲁资本

币为资本

天链资本

天行资本

云链资本

映像资本

伽马资本

杭麟资本

九区科技

Crypto Laboratory

Obsidian Capital

Ok Crypto

不公开的投资者

Intervalue IT 中国 NA

7 月 16 日
聚融创投

江苏句容新农控股
金合能源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NA

7 月 16 日 上海汇玉恒 金品智造 机械制造 中国 NA

7 月 17 日 达晨财智 隐瑜伽 娱乐传媒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7月 17 日 Booking Holdings. 滴滴出行 互联网 中国 5.00 亿美元

7月 17 日

深圳前海小白互动资

本

天使投资人刘燕飞

风笛艺术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7月 17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脉点科技 IT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7月 17 日 光谷烽火科投 科迪智能 建筑/工程 中国 2024.00 万人民币

7月 17 日

华新致远

菜鸟网络

中俄投资基金

前海方舟资产

快狗速运 物流 中国 2.50 亿美元

7月 17 日
三立教育

不公开的投资者
星马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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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7 日 香港 GES 格乐思 加速度维修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17 日

华平

东英金融

启明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挖财 金融 中国 1.40 亿美元

7月 17 日

腾讯

IDG 资本

险峰长青

元璟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好衣库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7月 17 日

比莱资本

字节资本

GLAB

喆颢资产

太德财创

重庆区块链俱乐部

SMW

不公开的投资者

i 量化 互联网 中国 NA

7 月 18 日

Coatue

高盛

春华资本

红杉中国

纪源资本

襄禾资本

天图资本

恩颐投资

泰合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作业帮 互联网 中国 3.50 亿美元

7月 1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舞蹈圈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18 日
国投招商

国投创新
天智航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4.00 亿人民币

7月 18 日 上海英硕投资 复洁环保 清洁技术 中国 3309.98 万人民币

7月 18 日

顺为资本

北极光

复星国际

清锋时代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18 日 金沙江创投 我是谜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7月 18 日 七星数字基金 猎创投资 金融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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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8 日

红杉中国

万向区块链

经纬中国

九合创投

策源创投

峰瑞资本

融识科技

星火矿池

币信资本

现在支付

Amber AI

Polychain Capital

Dekrypt Capital

FBG Capital

Multicoin Capital

1confirmation

Bryer Capital

1kx

Alternity Capital

Distributed Global

Divergence Digital

Currency Fund

Blockchain Capital

Passport Capital

Vy Capital

zk Capital

Nervos 互联网 中国 2800.00 万美元

7月 18 日

元明方圆医药产业基

金

元禾原点

腾跃基金

ArrowMark Partners

HDY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浙江清松投资

建银国际

不公开的投资者

亚盛医药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 亿人民币

7月 18 日
京东物流

爱回收
极客修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7 月 18 日

了得资本

麒麟资本

回向基金

想象力基金

Hayek Capital

信链 互联网 中国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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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开的投资者

7月 18 日
经纬中国

夏鼎资本
斯澳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7月 18 日

宁波市前方高能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星瀚资本

和财基金

银都股份

集餐厨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18 日

纪源资本

信中利资本

经纬中国

祥峰投资

明势资本

橙子自动化 IT 中国 9375.00 万人民币

7月 18 日

时尚资本

微影资本

天使投资人郭威

不公开的投资者

柏扬中联医疗投资

K-ems Studio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18 日

上海循理资产

科银资本

霍曼资本

哈鲁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BOW 美食链 连锁及零售 中国 NA

7 月 18 日
中顺易金融

炼金术投资
车主邦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18 日

兴邦资本

东方海洋

不公开的投资者

广信贷 金融 中国 5.75 亿人民币

7月 18 日 上海舜喜投资 海宁美年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7 月 19 日

高盛

中国恒大

云锋基金

商汤科技

阿里资本

建银国际

江苏沿海资本

民银国际

深圳农银

不公开的投资者

苏宁体育 娱乐传媒 中国 6.00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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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 昆泰医药 诺信创联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19 日

中国互联网投资

中金佳成

中建投资本

云知声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6.00 亿人民币

7月 19 日

博将资本

墨白资本

东方弘道资本

德晖资本

微牛 金融 中国 2.00 亿人民币

7月 19 日

双湖资本

高瓴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新经济 100 人 娱乐传媒 中国 4000.00 万人民币

7月 19 日
银翎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Deepblu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台湾 390.00 万美元

7月 19 日 同创伟业 龙舞 其他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19 日

新疆昆仑中天投资

华泽股投

湖南高新创投集团

盈融股投

保利资本

维泰开发 房地产 中国 2.76 亿人民币

7月 19 日

苏州明善

东湖华科

华工科技

清控银杏

路德环境 清洁技术 中国 9198.00 万人民币

7月 19 日 河南鼎石基金 羲和网络 互联网 中国 1350.00 万人民币

7月 19 日

方正和生基金

深圳前海众微资本

和骞投资

宁波梅山保税港丰盛

六合投资

嘉兴铭朗投资

金源新材 清洁技术 中国 1.15 亿人民币

7月 19 日

君联同道投资

险峰长青

经纬中国

成都电科投资

名川资本

北京泰有系创投

霍尔果斯联瑞前沿创

业投资

安超投资

险峰长晴

天仪研究院 机械制造 中国 1.50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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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
青鸟体育

乐刻体育
型博士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19 日 石英股份 润辉玻璃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100.00%

7 月 20 日 嘉兴部道投资 一普体育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0 日 天使投资人陈淑宁 云雀智享 IT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7月 20 日 毅达资本 金山环材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6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0 日

杭州凯泰润汇投资

科鑫基金

前海东方银石

航天恒丰 农/林/牧/渔 中国 3275.02 万人民币

7月 20 日

M31 资本

华盖资本

华创盛景投资

宋小菜 互联网 中国 1.80 亿人民币

7月 20 日

中以智教

泽厚资本

中以智教

泽厚资本

斯达营地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0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考拉悠然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0 日 比特大陆科技 CertiK IT 美国 NA

7 月 20 日 振江股份 尚和海工 机械制造 中国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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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7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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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

有限公司
中国

盈峰环境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

和服务业
2,102

7 月 19 日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5.28% 股权

变动规模)

中国
阿里巴巴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
中国 传媒业 1,135

7 月 17 日
鞍钢集团朝阳钢铁有限

公司)
中国

鞍钢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

工业产品

和服务业
882

7 月 14 日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88%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中航资本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

金融服务

业
794

7 月 19 日
Sage Automotive Interiors

Inc
美国

Asahi Kasei
Corporation

日本
制造业（其

他）
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