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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局：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0%

 外汇局：加大外汇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欺骗性、虚假构造交易是重点

 募资难持续发酵：PE/VC 投资放缓 或现“破发式”融资

 逆势突围 多家新锐 VC/PE 实现超募

 解决基金退出流动性难题 PE二级市场迎发展机会

 7 月 IPO 审核提速过会率提升

 贵阳银行与知投集团达成投贷合作，组建 100 亿元私募股权基金

 IDG Family | 物联网洗护服务平台“轻氧”完成海尔、58 领投 5500 万元 A+轮融资

 赋能 B端，AI 物联网“涂鸦智能”完成近 2亿美元 C 轮融资

 塔吉瑞生物完成数千万元 Pre-A 轮融资，研发新一代靶向抗癌

 “药神”现实版：鼎晖携手远大百亿收购澳洲 Sirtex 幕后

【宏观】统计局：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0%

1-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3882.1亿元，同比增长 17.2%，增速比

1-5月份加快 0.7个百分点。

1-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0248.7亿元，同比增长 31.5%；

集体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09.7亿元，增长 4.6%；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4059.9亿元，增长

21%；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8197.6 亿元，增长 8.7%；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 8889.1亿元，增长 10%。＞全文（证券时报)

外汇局：加大外汇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欺骗性、虚假构造交易是重点

国家外汇局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未来将加大打击虚假交易等外汇违法违规行为力度。

外汇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共查处外汇违规案件 1354件，罚没款 3.45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

长 19.7%和 59.5%。其中，查处金融机构违规案件 455件，企业违规案件 340件，个人违规案

件 559件。2017年全年查处外汇违规案件 3160件，罚没款 7.6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 58%

和 76%。

从违规行为类型分析，转口贸易是主要方式。这也成为外汇局重点打击对象。从公布的典

型案例看，华夏银行上海分行违规办理转口贸易案，被处以罚款 200万元人民币，暂停对公售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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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业务两年；交通银行厦门前埔支行违规办理转口贸易案，被处以罚款 600万元人民币，暂停

对公售汇业务三个月，并责令追究负有直接责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责任。

＞全文（中国证券报)

【国内】募资难持续发酵：PE/VC 投资放缓 或现“破发式”融资

投中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 VC/PE市场基金募集态势表现低迷，基金募

集同比降幅达七成，下降 74.59%，环比下降 19.51%。

很多大型基金遇到了兑现问题。银行不给母基金出资了，母基金就没钱投出去了；很多基

金认为自己已经融到资了，但是突然发现 LP不见了，其他人也不愿意出资，那么基金就停顿

了。现在很多基金都是处于这个状态。与 PE/VC行业普遍存在的募资难形成明显对比的，是行

业头部机构和近年投资业绩表现优异的投资机构纷纷提高新基金的募资规模。

＞全文（21 世纪经济报道)

逆势突围 多家新锐 VC/PE 实现超募

尽管年初以来募资市场持续低迷，但是仍有不少投资机构实现突围。近期，多家 VC/PE

顺利完成新基金的募集，部分机构甚至出现超募或者提前结束募集的现象，并且出现多家新锐

投资机构的身影。业内人士认为，新基金管理人获得 LP（有限合伙人）的青睐，与其能够为

创业者提供独特价值和资源不无关系。新管理人团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默契程度与团队稳

定性将成为未来影响业绩的风险因素。＞全文（中国证券报）

解决基金退出流动性难题 PE 二级市场迎发展机会

在 IPO审核趋严、天量基金面临退出压力的背景下，二手份额基金被越来越多投资人所熟

悉，PE二级市场也迎来新的发展机会。

7 月 24 日，投中研究院院长国立波在接受 21 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PE 二级市场是

VC/PE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从国外看也是 VC/PE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了

份额转让的需求。目前，国外 PE二级市场的渗透率在 3%左右。中国 VC\PE行业的规模达到

七万多亿人民币，如果按照 3%的渗透率测算，中国的市场规模理论上可达到 2000亿左右，但

目前中国 PE二级市场的规模不超过 100亿。＞全文（21 世纪经济报道）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423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424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425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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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7 月 IPO 审核提速过会率提升

进入 7月份，IPO审核明显提速，连续三周每周 5家 IPO审核，已打破此前单周 2-3家

的 IPO审核惯例，同时过会率有所提高。市场人士表示，看到之前审核严格了，很多企业主动

提前充分准备，IPO排队队伍中存量企业质量较高。

数据显示，7月初至今已有 16家拟 IPO企业上会（另有 2家取消审核），其中 11家企业

获得通过，IPO过会率回升至约 69%，也将 2018年以来 IPO上会整体通过率拉升至 55.64%。

＞全文（华商报）

【募集】贵阳银行与知投集团达成投贷合作，组建 100 亿元私募股权基金

7月 27日，贵阳银行与知投集团基与双方合作互信及优势互补的前提下，在投贷联动方

面开展深度合作。组建私募股权基金总规模人民币 100亿元。

据悉合作中，知投集团拟与贵州省内股权基金机构组建私募股权基金总规模人民币 100亿

元，第一批投资方向为绿色科技和制造，包括智能科技、军民融合、文教娱旅等方面，第二批

投资方向为绿色生态，合作方式为由知投集团直接管理及合作的基金给优质企业进行股权投

资、贵阳银行额外提供信贷类资金支持。＞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IDG Family | 物联网洗护服务平台“轻氧”完成海尔、58 领投 5500 万元 A+轮

融资

物联网洗护服务平台轻氧宣布完成 5500万人民币的 A+轮融资，由海尔资本、58产业基金

联合领投。此轮融资主要用于强化数据系统研发力量，引进更多优秀的人才，同时加速业务扩

张的全国市场布局。＞全文（IDG 资本）

【会员动态】赋能 B端，AI 物联网“涂鸦智能”完成近 2亿美元 C 轮融资

7月 25日消息，据 36氪报道，全球化智能平台涂鸦智能（TuyaSmart）完成近 2亿美元 C

轮融资，由宽带资本、澳大利亚主权财富基金未来基金(FutureFund）、NEA、中金硅谷基金、

QuadrilleCapital以及香港查氏家族基金(C.M.Capital)等机构投资。＞全文（投资界）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427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428
https://mp.weixin.qq.com/s/D0zzNQtXq3IaOaavyac9JQ
https://mp.weixin.qq.com/s/rBU7HbTLI1BKEmz6Es35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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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动态】塔吉瑞生物完成数千万元 Pre-A 轮融资，研发新一代靶向抗癌

7月 25日消息，抗癌创新药研发公司塔吉瑞生物近日完成数千万元 Pre-A 轮融资，由深

创投、Spring Seed Group Limited等投资机构共同完成。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支持该公司治

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和非小细胞肺癌，以及其他靶向抗癌新产品的研究开发等。

＞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药神”现实版：鼎晖携手远大百亿收购澳洲 Sirtex 幕后

近期，电影《我不是药神》的热映，引发人们对高价抗癌药的热议，而包括监管层、医药

公司，甚至投资机构都在思考自身的价值。

今年上半年，鼎晖投资联手香港上市公司远大医药（鼎晖投资被投企业），以 19亿澳元

（约 95亿元人民币）报价收购澳洲医疗器械公司 Sirtex，未来公司产品或将以更普惠的价格引

入中国市场。对于中国晚期肝癌患者而言，这是一桩兼具商业价值和社会意义的案例。

＞全文（鼎晖投资）

 “BPEA 月度培训”第七十六期活动成功举办

 BPEA 跨境投融资专委会专题研讨会第六期 -- 澳大利亚最新外商投资新政解析与案例分

享

【协会新闻】“BPEA 月度培训”第七十六期活动成功举办

2018 年 7 月 26 日，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和大信税务师事务所联合主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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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在协会会议室成功举办。

本期月度培训的讲师是大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部门经理刘利天，他从金

税三期上线以来的涉税风险、资管计划增值税分析及退出税收安排等几方面为大家进行了精彩

分享。

在培训中，刘总指出，了解金税三期的建设背景和目的，有利于更好的理解金税三期下的

涉税风险。金税工程的主要目的是要控制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风险。金税三期覆盖了增值税所有

票种和全部增值税纳税人，实现了票面要素全面采集，信息实时监控。同时，金税三期使红色

发票开具程序简化，能更加有效防控虚开增值税发票，汇聚大数据以更好服务宏观经济决策。

https://mp.weixin.qq.com/s/JHG1p2J4MpwKf4naVQvy0Q
https://mp.weixin.qq.com/s/E_3jHF7FtlyDefvv1LPwKQ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6

针对资管计划的增值税分析，主要要参考财税【2016】140 号、【2017】56 号、【2017】

90 号三个文件中相关资管产品增值税的具体解释。在对这些政策解读中，刘总也提到不同部门

如地方国税、中基协等也会有不同的解释。资管产品的涉税问题主要关注的四个点包括保本收

益、金融商品转让、到期日及纳税义务时间。

以下是此次培训提纲，更多详情请咨询协会秘书处。

金税三期上线以来的涉税风险

- 金税三期简介

- 金税三期对纳税人的影响

- 增值税的场景风险及影响

资管计划增值税分析及退出税收安排

- 资管产品增值税政策解读（财税（2016）140 号，财税（2017）56 号，财税（2017）90

号）

- 资管产品结构概况及涉税分析

- 资管产品合同签订模式及涉税分析

【活动预告】BPEA 跨境投融资专委会专题研讨会第六期 -- 澳大利亚最新外商投资新政解析

与案例分享

2015 年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CCCC）收购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房产服务业务

公司 John Holland。 近期，CCCC 又成功参与了维多利亚州基础设施地铁建设项目。过后不久，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底中标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高容量地铁列车项目的设

计，采购，管理工作，并在 2017 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设立了亚太总部及研发中心。近年来赴

澳投资的中国企业不乏有此类成功的案例。

2017 年上半年，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FIRB) 和 政府公布了 2017-2018 年联邦

预算中对 FIRB 申请费建议的改动。那么 FIRB 申请费用对于澳大利亚企业并购 (M&A) 和外国

直接投资 (FDI) 是否有直接的影响？中国投资者是否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做好对澳投资

的选择和风控？

此次协会携手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北京代表处，邀请到来自于墨尔本的知名律所铭德

律师事务所(Minter Ellison)，和澳大利亚四大银行之一的澳大利亚国民银行（NAB）为中国

投资者解析在对澳投资并购过程中如何甄选项目，如何做好风控，如何获取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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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贸易投资代表处

会议时间： 2018 年 08 月 16 日， 14:00-16:30

会议地址： 北京海淀区彩和坊路 11 号华一控股大厦 13 层

培训主题：澳大利亚外商投资政策新动向

报名方式：

欲参会请编辑（姓名、单位、职务、手机和邮箱）发送至 yczha@bpea.net.cn (010-88086895)

报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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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潮涌：AI 创业落地为王，技术和算法难以成为核心壁垒

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轮值主席

2018 年 7 月 11 日，在寻找中国创客第四季夏季峰会上，中国创客导师、信中利资本集团

创始人、董事长汪潮涌在发表“AI 创业，落地为王”的主题演讲时，表达了他对 AI 行业的观

察。

以下为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轮值主席汪潮涌的演讲实

录：

今天，“寻找中国创客”的 16 位导师中除了戴总外还有两位来到现场，一位是阎焱导师，

另一位是我。我认为主办方这样安排大有深意，我们两人都有着超过 30 年的金融投资经历和

超过 20 年的互联网投资经历。

我想跟大家分享两点：一、在中国做创投，如何能顺利从过去 20 年的互联网投资过渡到

人工智能投资的阶段；二、在人工智能的新阶段存在什么样的创业机会，创业者应该如何把握

这些机会，让自己的公司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

互联网解决“连接”

人工智能解决“效率”

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伟大互联网公司的诞生都是把握了历史变迁的关键节点。中国的互

联网在过去 20 年里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其中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以模式创新为主，把握

https://mp.weixin.qq.com/s/cz5SYxbhuordLqkJOP9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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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了中国将近 10 亿互联网用户的流量红利。同时，针对文化和本土化形成的用户痛点，诞生

了和硅谷互联网巨头不同的商业模式，成就了 BAT 这样一批互联网巨头公司。

它们的核心竞争力是获客能力、地推能力、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这些互联网公司的共同

点是解决了连接的问题。

具体来说，阿里解决的是人和商品的连接，腾讯解决的是人和人的连接，百度解决的是人

和信息的连接，滴滴解决的是人和车的连接，美团解决的是人和吃喝、餐厅的连接，今日头条

解决的是人和资讯、兴趣话题的连接。

BAT 出现在 1998-2000 年，也就是我和阎焱等最早一批投资人在国内找项目的时期。我们

这批人很幸运地投到百度、搜狐等一批互联网公司。

TMD 以及小米的成立时间集中在 2010-2012 年。小米刚刚在香港上市，它是互联网和智能

手机、LoT 的综合体，是一个新物种。

互联网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信息不对称和连接，但是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效率和成本的问题。

比如，滴滴解决人和车的连接，使得打车更容易，但是并没有把打车的成本降下来，因为滴滴

的快车、专车还是需要有人驾驶，需要成本。

而人工智能本质上是提高社会生产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延伸了人、赋能了人，它解

决的是供需关系不平衡，能够提高各行各业的效率，降低成本。

AI 应用层面的创业机会和落地之痛并存

在 AI 的产业链上，我们把投资机会、参与者、技术提供方分为三类：

一是基础层，主要包括芯片、大数据和云计算，其中的巨头包括：英特尔、英伟达、高通、

亚马逊以及国内的 BAT。

人工智能时代，在硅谷最先冒出来的价值成长之星是英伟达。2015 年至今英伟达的股票增

值超过 10 倍。英特尔在算力上也不断增长，布局了很多能在算力上提升价值的公司。

国内的三巨头中，百度率先提出“All in AI”。百度拥有超过 1500 名工程师的 AI 研究

院，阿里、腾讯同样在 AI 方面布局深厚，例如腾讯在“AI+健康”方面，比其他巨头走得更远。

二是中间层，包括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语义理解和机器学习，还包括生物识别中的虹膜、

指纹等。

这些技术在国内存在的时间并不短，但到近几年才有真正的应用场景和落地的机会。国内

的公司除了百度外，科大讯飞、商汤、旷视、云天励飞等是一批重要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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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层是应用层，这是金字塔最底部、最宽最厚的一层，也是大部分创业者的机遇。但

是，在应用层，AI 如何与金融、安防、教育、工业、医疗、机器人、无人驾驶等应用场景对接，

这里面有商业化落地之痛，包括如何变现、如何寻找自己的客户、如何推出 C端产品。

AI 芯片市场不理性

大部分创业公司将消失

目前，基础层市场非常热，融资最多、规模最大。已经拿到 VC 和 PE 投资的独角兽公司超

过 13 家，商汤科技 C+轮融资 6.2 亿美金，公司估值超过 45 亿美金，成为现在市场上估值最高

的一家 AI 公司。

2017 年，中国在芯片领域的投资超过 1500 亿人民币，还不包括一些大型的国家集成电路

产业投资基金。这比互联网在中国前 10 年拿到创投金额的总额还高。

中美贸易战和中兴事件，再次敲响了应该重视芯片行业发展的警钟。中国每年花 3000 多

亿美金进口各类芯片，消耗全球三分之一的芯片，但自给率不到 10%。所以对芯片的投资是重

中之重，AI 芯片的投资更是引领未来的方向。

但是，对于创业者来说，在高端 AI 芯片尤其是云端 AI 芯片领域几乎没有机会，这是英伟

达、英特尔、高通、ARM 等市场巨头的天下。国内的机会在终端 AI 芯片，例如华为麒麟 970

是最早将 AI 处理单元引入到终端产品的芯片。

2018 年是芯片落地最密集的一年，其中最大的落地场景是安防芯片，但是只有规模化的出

货量才能抵扣高昂的流片和研发费用。自动驾驶的芯片尚未量产，这类芯片要求的技术和成本

很高。其他特定领域的 AI 芯片，总体下游需求不足，供大于求。因此，目前 AI 芯片市场不理

性，大部分创业公司将会消失。

技术和算法不是 AI 产业的核心壁垒

需要强调的是 ，技术层是基础，但不能成为公司的核心商业模式。做图像识别、语音识

别、语义理解等单点通用技术，只能提供技术服务、卖模型、卖算法等，难以持续且商业化程

度不足，无法做成很大的公司。

有些早期的技术服务商在技术红利期获得融资后，快速扎根行业，形成算法——硬件——

芯片三点一线的整体解决方案。但这个红利期很短，目前，单纯靠技术和算法的红利期已经过

去。

在 AI 的应用层，存在着一个矛盾：应用、商业化程度越高，对技术的要求越容易，而技

术越难的，应用、商业化程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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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新成立的 AI 公司如何落地？

首先，行业壁垒是人工智能创业最大的护城河。要抓住行业里最大的客户，通过强大的行

业壁垒，不断磨合、提升自己的产品。例如人脸识别在安防领域应用最大的获益者是海康威视，

只因其强大的行业壁垒。

其次，要打全栈组合拳，而不止是做技术服务商。随着技术门槛降低，离用户需求最近的

产品经理和行业专家将成为团队的主导，两者的结合可以形成产品经理和技术专家为主导的产

品级公司。

第三，是要遵循发展规律，想清楚是 To B 还是 To C。

B 端客户对价格承受能力高，关注“人”的成本降低。因此，人工智能领域的创业，建议

从 To B 起步，做好供应链、产品及市场推广三件事。

在大部分行业，人工智能的 To C 模式尚不成熟。C端客户对价格敏感、期待高，现阶段需

求较难满足。目前 C端出货量大的智能机器人产品仅有 4类：扫地机器人、无人机、STEAM 教

育类、智能音箱。

最后，我认为新成立的 AI 创业公司应该致力于成为一家伟大的 AI 产品公司。

AI 产业一般按照“点线面体”四个阶段发展，“点”是基础技术，通过团队和人才驱动技

术发展；“线”是整体解决方案，通过数据和场景驱动；“面”指 AI 产品化，通过产品运营

和数据运营驱动；“体”是最成熟的发展阶段，即通过产业化和效率形成像亚马逊那样的协同

网络生态。

技术和算法都难以成为 AI 产业的核心壁垒，AI 创业公司唯一的道路是成为伟大的 AI 产品

公司。AI 创业，要以技术为基础，用户需求为导向，落地场景为核心。AI 创业，落地为王。

（来源：寻找中国创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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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中统计：2018 年上半年定增市场 政策收紧监管趋严 融资规模下降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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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投中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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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7 月 21 日-7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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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日 上海汇勤投资 新再灵科技 IT 中国 3000.00 万美元

7月 21 日 浙商产融 中业兴融 金融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2 日 极米传媒 go 好玩 娱乐传媒 中国 NA

7 月 22 日

BeeLabs

科银资本

沙丘资本

天使投资人刘哲

天使投资人鲁君

布洛克财经 其他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3 日 睿和投资 埃维股份 汽车 中国 1449.00 万人民币

7月 23 日
真格基金

清流资本
至家优选 IT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7月 23 日

博将资本

第一东方

富坤创投

比财 金融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7月 23 日 原链资本 千氪财经 金融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7月 23 日

红杉中国

Arch Venture

Partners

北极光

树兰医疗

西雅图新兴风投公

司

不公开的投资者

启函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780.00 万美元

7月 23 日 变革家 蓝蘑菇 教育与培训 中国 NA

7 月 23 日 JRR Crypto 哈勃财经 金融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23

7 月 23 日

分众传媒

同程旅游

玖富集团

不公开的投资者

Aibuy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50 亿人民币

7月 23 日

祥峰投资

魔量资本

天使湾创投

图鸭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3 日

好买财富

VCG

不公开的投资者

职业梦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7月 23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大象点映 互联网 中国 NA

7 月 23 日
澎湃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璞灏科技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3 日
清新资本

山行资本
鲸鱼小班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7月 23 日 阳光财富 十六福 互联网 中国香港 1.50 亿美元

7月 23 日 天使投资人王平 财斗士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3 日

中金资本

中电数沣投资

上海金浦健服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全域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7.00 亿人民币

7月 23 日

Longlink Fund

节点资本

涅槃资本

八维资本

起源资本

歌者

盈创世纪股权投资

共识实验室

容铭投资

比升资本

Dynamic Fintech

Group

想象力基金

M capital

猎人资本

Kingfund

Bfund

谷腾 IT 中国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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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3 日

创砥投资

西藏达孜真格天祥投

资

峰瑞资本

钟薛高 食品&饮料 中国 NA

7 月 24 日
北京盛世泰诺投资

德锐股投
力石科技 IT 中国 4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4 日 淳明投资 朗绿科技 建筑/工程 中国 600.00 万人民币

7月 24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电咖汽车 汽车 中国 20.00 亿人民币

7月 24 日
熊猫资本

真格基金
是大腿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4 日 天使投资人李竹 美途环球 其他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4 日

海尔资本

58 房地产基金

不公开的投资者

轻氧智能洗衣 互联网 中国 5500.00 万人民币

7月 24 日
赛富投资基金

长润资产
数位 IT 中国 NA

7 月 24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未来图灵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7月 24 日

蓝驰创投

光速中国

不公开的投资者

Wayz.ai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8000.00 万美元

7月 24 日 和谐牧业 好肉网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4 日 建银国际财富管理 蓬阳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4 日

澳大利亚未来基金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中金硅谷基金

宽带资本

Quadrille Capital

香港查氏家族基金

不公开的投资者

涂鸦智能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2.00 亿美元

7月 24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未来图灵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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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4 日 榕基投资 易选股 金融 中国 300.00 万人民币

7月 24 日

天津尚悦

厦门如川投资

天使投资人林凡

斑马星空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300.00 万人民币

7月 24 日 芜湖科讯投资 编玩边学 教育与培训 中国 NA

7 月 24 日

极豆资本

哈希方略

诺亚财富

加速资本

万币资本

瑞源资本

矿石资本

上海循理资产

不公开的投资者

人才链 互联网 中国 2100.00 万人民币

7月 25 日 华金资本 凯越电子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5 日 天堂硅谷恒裕 智慧环思 IT 中国 3286.80 万人民币

7月 25 日 轻漫文化 艾鲁猫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7月 25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约跑社 娱乐传媒 中国 150.00 万人民币

7月 25 日 云鑫创投 卫宁互联网 互联网 中国 1.93 亿人民币

7月 25 日
天使投资人龚虹嘉

不公开的投资者
钒钛智能 金融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5 日
国中创投

明势资本
知行汽车科技 汽车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5 日

香港创业者基金会

CLP Innovation

Ventures Limited

En-trak IT 中国香港 NA

7 月 26 日 中电数沣投资 倍肯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7 月 26 日
天创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中屹铭 机械制造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26

7 月 26 日

成为资本

清流资本

昆仲资本

蛋壳宠物用品 连锁及零售 中国 6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6 日

东方富海

前海方舟资产

红石资本

找靓机 互联网 中国 7033.00 万人民币

7月 26 日

节点资本

盈创世纪股权投资

光大中兴基金

火星财经

了得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BIUP 金融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7月 26 日
嘉兴部道投资

戈壁
阅邻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6 日 百度风投 环宇智行 IT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6 日

纪源资本

云启资本

Translink 资本

易马达科技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7月 26 日 国瓷材料 辽宁爱尔创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

7 月 27 日 泰恒投资 圣石激光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500.00 万人民币

7月 27 日 正奇股投 中晨 互联网 中国 3500.00 万人民币

7月 27 日

英诺天使基金

红杉中国

天使成长营

老路识堂 教育与培训 中国 2160.00 万人民币

7月 27 日
天图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唯修汇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7月 27 日 普丰基金 维欧艺术联盟 教育与培训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7 日
隆领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快商科技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7月 27 日
同程众创

不公开的投资者
小强停车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7 日
沃衍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帝奥微 半导体 中国台湾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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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7 日 宁海新金沙江投资 双林股份 汽车 中国 16.22 亿人民币

7月 27 日 深圳中天防务 智慧视通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7月 27 日 上海新发展 申茂仓储 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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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日-7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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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日
Petrohawk Energy

Corporation
美国 BP Plc 英国 能源业 10,500

7 月 26 日 Aleris Corporation 美国 Novelis Inc. 印度
工业产品

和服务业
2,580

7 月 26 日 Fairfax Media Limited 澳大利亚

Nine
Entertainment

Co
澳大利亚 传媒业 1,712

7 月 22 日

李长荣化学工业 股份有

限公司 (74.6% 股权变

动规模)

中国台湾
Consortium led

by KKR
美国

化学和材

料产业
909

7 月 23 日
Arab Potash Company Ltd
(27.96% 股权变动规模)

约旦
国投资本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

化学和材

料产业
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