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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汇管理局：中国上半年经常账户逆差 1801 亿元

 中国 8月 PMI 为 51.3% 连续 25 个月位于荣枯线上方

 私募资产配置基金正式诞生，以后 VC/PE 的资金来源更灵活了

 冰火两重天的 2018 年：VC/PE 行业下半年迎来新拐点？

 IPO“堰塞湖”加速见底 年底排队数量有望跌破 200 家

 新三板公司半年报披露收官 业绩稳中有升

 程一电台完成 A轮融资，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领投

 新趋势地产获 IDG 资本、小米 A轮融资 目标打造海外华人置业第一品牌

 时尚闲置交换平台 Plum 完成数千万美元 B轮融资-IDG 资本投资

 美摄科技获数千万元 Pre-A 轮融资，深创投投资

【宏观】外汇管理局：中国上半年经常账户逆差 1801 亿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 6日公布 2018年二季度及上半年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2018年二季

度，经常账户顺差 58亿美元，其中，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顺差 1042亿美元；上半年我国

经常账户逆差 1801亿元；二季度我国外汇储备增加 229亿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

表示，总体来看，2018年二季度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全文（中新经纬)

中国 8月 PMI 为 51.3% 连续 25 个月位于荣枯线上方

2018年 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1.3%，比上月上升 0.1个百分点。中国非

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2%，比上月上升 0.2个百分点。综合 PMI产出指数为 53.8%，分别

高于上月和上年同期 0.2和 0.1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步伐有所加快。

其中，构成综合 PMI 产出指数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 53.3%和

54.2%，环比均呈现小幅上升。＞全文（中新经纬)

【国内】私募资产配置基金正式诞生，以后 VC/PE 的资金来源更灵活了

8月 29日，中基协发布《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解答（十五）》，私募资产配置基金

管理人正式开放申请，已在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可申请变更登记为私募资产配置基金

管理人，申请机构可通过 ambers系统在线提交申请材料。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465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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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酝酿已久的私募资产配置管理人正式落地。在业内看来，资产配置基金管理人的出

现，对于一些大型销售机构而言是一个重磅的利好。一家北京另类资产管理机构直言，资产配

置 FOF基金有利于平滑单纯 VC/PE基金的投资风险，有利于管理人在 VC/PE方向开展投资业

务，对行业有积极的影响。＞全文（华尔街见闻)

冰火两重天的 2018 年：VC/PE 行业下半年迎来新拐点？

由于双创的影响和政府引导基金的大举入场，中国私募股权行业近些年发展迅速。据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 6月底，协会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 23903

家，已备案私募基金 73854支，管理基金规模 12.6万亿元。其中，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

理人 14309家，较上月增加 150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25883支，基金规模 7.2万亿元，较上

月增长 0.69%；创业投资基金 5693支，基金规模 0.75万亿元，较上月增长 1.38%。

但在行业急剧扩张的背景下，募资难成了当前 VC（风险投资）/PE（私募股权）机构所面

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与之相关联的，诸多 VC/PE机构在投资环节出手也更加谨慎，在业内人

士看来，冲突和不确定性成了整个行业今年至今的主旋律。而到了今年下半年，整个行业的拐

点或将到来。＞全文（新浪财经）

IPO“堰塞湖”加速见底 年底排队数量有望跌破 200 家

截至 8月底，今年以来证监会共审核 136家首发企业申请（不包括取消审核公司），其

中 75家获通过，过会率为 55.15%。在 2016年 11月份以前，由于 IPO 审核速度较慢，每月新

增预先披露企业数保持平稳，导致 IPO 待审企业数不断累积，形成 IPO“堰塞湖”。IPO“堰

塞湖”在规模上于 2016年 6月份达到巅峰，IPO排队待审企业数量一度接近 700家。

进入 2018年以来，待审企业数量仍然保持下滑态势， IPO“堰塞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

疏通。截至 8月 30日，证监会受理首发及发行存托凭证企业 289家，其中已过会 29家，未过

会 260家。未过会企业中正常待审企业 244家，中止审查企业 16家。＞全文（证券日报）

新三板公司半年报披露收官 业绩稳中有升

2018年新三板公司半年报披露工作已收官。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8月 31日，共计 10976

家公司须披露 2018年半年度报告，10685家已完成披露工作，除已提交终止挂牌申请的公司外，

162家公司未能按期披露半年度报告。

2018年上半年，新三板已经公布半年报的 10685家挂牌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 9794.68亿

元，比去年同期上涨12.82%；共计实现净利润458.22亿元，相比2017年上半年的总净利润450.28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467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468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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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稳中略升。从所有披露的半年报数据来看，六成以上挂牌公司实现了较好的发展，6781

家公司营业收入增幅为正，占已披露企业的 63.46%。＞全文（上海证券报）

【会员动态】程一电台完成 A轮融资，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领投

今日，情感网络电台程一电台宣布，已经完成 A轮融资，由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领投，梅花

创投跟投。创始人程一表示，此轮融资将主要用于搭建技术团队、品牌推广和发力声音社交产

品。预计到今年年底，程一电台的全网用户数将会突破 2000万。

此前，程一电台于 2017年 4月获得情感内容与服务平台“小鹿情感”领投，不惑创投跟

投的数百万元天使投资，2018年 2月获得微影资本千万元 Pre-A轮融资。＞全文（猎元网）

【会员动态】新趋势地产获 IDG 资本、小米 A 轮融资 目标打造海外华人置业第一品牌

8月 29日消息，由前联想高管创立的加拿大房产经纪公司「新趋势地产」宣布，公司已于

2017年四季度完成 A轮融资，投资方为 IDG资本、小米科技。之前，著名投资人丁健也看好

并投资了新趋势。团队表示，A轮融资资金将用于互联网产品开发、金融业务开拓以及日常运

营。＞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时尚闲置交换平台 Plum 完成数千万美元 B轮融资-IDG 资本投资

猎云网今日获悉，时尚闲置交换平台 Plum宣布完成数千万美元 B轮融资，由经纬中国领

投，启明资本、IDG资本、九合创投、险峰长青等原老股东跟投。2017年 9月，Plum宣布完

成新一轮融资，投资方 IDG资本、经纬创投和险峰长青的 A轮融资。

此前，Plum曾获得九合创投和 Infinity Ventures 的 Pre-A 轮投资，以及创新工场的种子轮

投资。＞全文（投中网）

【会员动态】美摄科技获数千万元 Pre-A 轮融资，深创投投资

8月 24日消息，据 36氪报道，移动音视频技术研发及解决方案提供商 “美摄科技”获得

数千万元人民币 Pre-A 轮融资，投资方为深创投。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在 AI 智能音视频处理

领域的扩张。＞全文（投资界）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470
https://mp.weixin.qq.com/s/hEF2-4z0RgS1aRIl6G1mwQ
https://mp.weixin.qq.com/s/eSoPn3lK7t8kaKKstzwIFg
https://mp.weixin.qq.com/s/_96nibBb85LWsWIc3kdq5w
https://mp.weixin.qq.com/s/rkF_PLiz7Zlf-rEiaEdH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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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PEA 月度培训”第七十七期活动成功举办

 第 31 届 AVCJ 私募股权与创业投资论坛

 中国企业并购论坛

 香港创业及私募投资协会将举办私募投资基础课程

【协会新闻】“BPEA 月度培训”第七十七期活动成功举办

2018 年 8 月 29 日，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主办的“BPEA 月度培训”第七十七期“2018

上半年中国 VC 和 PE 行业市场回顾与趋势展望”活动在协会会议室成功举办。

本期月度培训的讲师是投中研究院院长国立波、投中研究院分析师满杉、韦婉三位讲师，

他们从 VC/PE 基金募资情况、VC/PE 投资数据、中企全球 IPO、中国政府引导基金、VC 与 PE

行业趋势展望等几方面为大家进行了精彩分享。

首先投中研究院分析师满杉为大家分享了 2018 上半年股权投资数据，他讲到受《资管新

规》等因素的影响上半年度募资情况低迷，募资周期显著增长。2018 上半年完成募集基金规模

和数量都大幅下降，规模同比降幅达七成，下降 74.59%，数量同比下降 19.51%。

他还讲到 2018 年上半年 VC 市场的投资案例数目有小幅回落，降幅 6.56%，也是近两年来

以来新低，投资活跃度降低。不过投资金额有小幅增长，投资规模达 420 亿美元，呈现着连读

上升的态势，同比来看，整体趋势稳中有升。

接下来投中研究院分析师韦婉为大家带来了政府引导基金的专题分享。她讲到 2002 年，

我国第一家政府引导基金“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成立，2002 年-2007 年是政府引导基金

的探索起步阶段。2008 年 10 月，随着国内首个引导基金规范运作规范《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

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发布，标志着政府引导基金进入规范运作阶段。2016 年，全国

政府引导基金在设立数量和披露的总目标规模上超过2013-2015年全国引导基金的总和说明了

政府引导基金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截至 2018 年 6 月底，国内共成立 1,171 支政府引导

基金，总目标规模达 58,546 亿元（含引导基金规模+子基金规模）。据投中研究院统计，政府

引导基金本身总规模约为 14,636-17,564 亿元。紧接着她为大家进行了政府引导基金地方性政

策重点解读，解释了浙江、山东、深圳等地在政策上的不同点。

最后投中研究院院长国立波从投资、退出等方面对 2018 上半年 VC/PE 行业市场做了总结。

他讲到 2018 上半年股权投资市场投资数量虽少但总体平稳，对下半年 VC/PE 市场持较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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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全球 300 多家独角兽企业中，中国的独角兽企业占 40%，美国占 40%，中美在独角兽企

业领域存在很大的不同，中国的独角兽企业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而美国的独角兽企业一般以

服务企业为主。他讲到在退出方面，去年整体 IPO 退出实现 600 多笔，创历史新高，但在今年

3月之后 IPO 退出门槛有所提高。

【活动预告】第 31 届 AVCJ 私募股权与创业投资论坛

11 月 13 至 15 日, 香港四季酒店来 AVCJ 论坛一睹全球頂尖私募风投专家之风采。

我们很高兴地宣布第 31 届 AVCJ 私募股权与创业投资论坛的第一批演讲嘉宾名单已经敲

定。 由全球领袖，地区领导以及当今最活跃的私募风投投资专家在我们的节目中探讨时下最

受关注的热门议题。

本年度会议将于 11 月 13 至 15 日于香港举办。届时，1,100 多位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

和其他专业人士将出席这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私募股权和风投领域聚会。会议将汇集亚洲和全球

的顶尖业界人士，不容错过，立即注册抢订席位吧！

确认出席的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演讲嘉宾：

· Jonathan S. Lavine, 贝恩资本联席执行合伙人

· Nikos Stathopoulos, BC Partners 执行合伙人

· Kok Yew Tang, 骏麒投资董事长兼执行合伙人

· Ravi Thakran, L Catterton 亚洲分公司董事长兼执行合伙人

· Ming Lu, 科尔伯格·克拉维斯亚太区负责人

· Jeremy Colle, 科勒资本首席信息官兼董事长

· Gregory Jania, 荷兰汇盈资产管理公司全球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主管

· Katja Salovaara, Ilmarinen 高级私募股权投资组合经理

· Joe Bryant,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投资公司投资总监

· Gabriel Morrow, 纽约市退休系统高级投资官

· Maverick Wong, 中国平安保险海外（控股）有限公司私募股权董事总经理及主管

· Lucas Detor, 嘉沃投资负责人

· Nicholas Bloy, Navis Capital Partners 联席执行合伙人

· Ranjit Shah, Gaja Capital 执行合伙人和联合创始人

· Wei Zhou, 创世伙伴资本创始合伙人和执行合伙人

· Padmanabh (Paddy) Sinha, 塔塔机会基金执行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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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tsuo Kawasaki, Unison Capital 创始合伙人

· Jason Shin, VIG Partners 执行合伙人 等...

立即注册抢订亚洲顶级私募股权会议席位

邮件注册：请将您的详细联系方式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book@avcj.com

感谢关注。期待在 11 月的 AVCJ 论坛上与您相聚。＞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活动预告】中国企业并购论坛

中国企业并购论坛 2018 将助您精准把握下一波机遇。您将有机会现场聆听来自 40 余位行

业专家的真知灼见，并与包括 110 多名企业交易商在内的 300 多位资深人士交流切磋。

中国企业并购论坛由亚洲创业投资期刊和并购市场资讯主办，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支持

主办，将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在上海浦东四季酒店隆重举行。

现协会会员报名参会享 85 折优惠。

协会会员报名请联系：路先生，010-88086895，pflu@bpea.net.cn

非会员可送电子邮件至 book@avcj.com

致电陈秋萍，电话：+852 2158 9655 ＞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活动预告】香港创业及私募投资协会将举办私募投资基础程

时间：9月 3日、10 日、11 日、17 日

10 月 9 日、10 日、23 日

地点：香港

授课语言：英语笔记及讲解

香港创业及私募投资协会将于 9 月至 10 月举办私募投资基础课程。课程由七个模块和一

个案例研究组成，并由领先的行业从业者和专家教授，为参与者提供行业的深入分析。

课程内容：

基础知识

早期投资

投资决策

估值/ESG 策划/“高级”税务问题

https://mp.weixin.qq.com/s/L1J7dKOUr9cyrjr3hV-GuQ
https://mp.weixin.qq.com/s/RdcPXqP-DnEdVHuhkuAu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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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文档

投资后期

税收/资金募集

案例研究

报名费用:

HKVCA 会员 非会员 BPEA/CAPE 会员

模块三/四 HK $ 1,300 HK $ 2,600 HK $ 2,080

其他模块/案例研究 HK $ 1,300 HK $ 2,600 HK $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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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混改要加入更多非国有因素 利用新技术发展改变产权格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8 月 13 日，由寰球汽车主办的主题为“多元、纵深、目标‘思辩’国有车企变革的 N+1

时代”论坛在京召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

以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的发言实录：

非常高兴参加我们的汽车行业改革的研讨会，汽车是我们的支柱产业，中国两大支柱产业

一个汽车一个房地产。我们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国际形势的变化，贸易战上欧美在规则投资上的

严守，我们有的背景是我们加入 WTO 是按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加入的，那就所谓忽视市场经济，

因此有一个 15 年过渡期的问题，15 年过渡按照道理来讲我们已经成长了，我们成长起来了，

我们确实是有需要开放，尽管我们还有很多落后的地方。客观上说，国际组织也在思考，前 WTO

的秘书长总干事拉米他曾经说过，中国矛盾在哪儿，中国究竟是一个有一些富人的穷国，还是

有很多穷人的富国，他说这个规则是不一样的，他那个完整的规则是适合富国的，穷国加入我

https://mp.weixin.qq.com/s/3qprGMHle59CVPJaH2aO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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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有一些特殊的照顾，过去世界上都承认发展中的权利，发展中国家有发展的权利，发达国

家应该给发展国家让出一些空间，包括气候谈判，现在特朗普上台一概不承认，那矛盾就来了，

冲突就来了。现在中国经济改革中有两个具体的改革紧迫性的事情，具体的背景两大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无论汽车行业还是其他产业，我们已经承诺马上要改革，要进一步开放，这

个股权限制就要取消了。这是当前我想汽车界最大的话题，这些合资公司怎么办，合资公司是

混合所有制，以前是 50、50，非常的平均，但是合资公司一个重要的 50、50 他的管理权首先

是由外资来工作的，因此他是真正混改的，但是我要讲的混改方向，是为了在国资之外引进新

的机制，特别是管理的机制，有的合资企业象是东方日产只占 30%的股份，经营权是你的，CEO

是他们担任的。那这个现在要变了，变成了外资控股，投资，特斯拉就已经在中国建厂。

第二个背景是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尽管现在还在萌芽之中，但这是一个新车道。所谓的新

车道，所有过去的合资企业还在老车道上，尽管大的外资汽车厂商在研发电动车，研究新技术，

但这个领域现在主要是私企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这是两个我们具体要改革的背景。

另外，针对今天的话题，我谈几个个人的观点：

第一个关于国企改革，这是最艰难的话题也是最尖端的话题。1991 年、1992 年的时候，

大家都在讨论怎么谈国企改革的时候，我这两天因为我们 40 周年让我们经济学者回顾 40 周年

的自述，我们出版社在组织这个事，我今天上午还在讲整理过去的文献，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想

怎么搞改革，国企怎么改，我当时真是看不出国企改能改到什么样子，我当时就发表了一个观

点，首先积极发展民营企业，通过民营企业的发展为国企创造条件，改善市场竞争结构，改善

就业机会，那时再去谈国企改革。几年后我把他理论化，搞了一个理论模型，讲这个改革动态

过程，只要假定这个新的企业比旧的企业，新的制度比旧的制度增长率高，就是效率高点增长

率高点，只要你假定这一条在无穷长的时间里面你都不用改国企，那个民企自然大到足够大的

程度，国企不去改他他自动就占的比重越来越小，那改革他的条件就更加成熟。

但多年来，理论分析之后会发现他有逆转的可能，这个趋势还会反过来，这么多年遗憾的

就是我们在有些领域国进民退还是有发展了，因此国企改革最尖端的问题是现在又有很多新的

约束条件。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了十九大继续用这个词，提出了混改的改革方案，提出了一个

改革的政策，混改最重要的问题是混改的方向是要在国企当中引入非国有的因素，混改混改是

要把国企给他混一下，引入非国有的因素，不管这个因素是资本还是管理，当你没有资本你就

没有管理。因此我说这个是一个方向，也就是说特别是在竞争性的行业里面你真的要改国企的

话你要增加非国企的因素，这个才叫做混改，但是我们首先要把混改的方向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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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近发现出现了很多叫逆混改的现象，比如一个国企的公司出了他原来有 100 亿的资

产，一个非国有企业 30 亿资产，2个一合并搞了 130 资产的合股公司，混改了，这不是一个混

合所有制公司吗，然后 30 亿的民营企业变成了国资这个集团的下属，一并 100 万股是大股，

这个就并到国企上了，国资做强做大了，民企就被收编了，那这个时候这个民企 30 亿的民企

一切活动的指令就从集团来了，那这个 130 亿就是一个混合所有制的公司集团了。那是加入了

一些民企的因素，但是这个你说他是不是符合混改的方向，混改的方向是为了加入更多的势力，

国有的资产还是这么多，还扩出了一块，形成了董事会那 30 亿的民企也进入了董事会，但是

他一并表，一并表就是你的一切规则你的报销你的出差出国各种活动都要按照国企的规则来

办。所以先不说 N+1，先说混改这个本身我们要搞清楚方向，我觉得像这种改革不符合十八大、

十九大的方向，要增加而不是减少，加强而不是削弱非国有因素所起的作用。

第二个我们要非常明确竞争性行业确实不太适合国有企业的运作，那比较适合过去，我们

过去混合所有制合资企业、民企这样的，但是想强调的一点，因为竞争所以就风险很大，风险

很大会有亏损，你还不是说他怎么创新，管企业经营的问题，企业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在于风

险由谁承担，民营企业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让他自担风险，自生自灭，国家不去管他，你去创

新你去承担风险，风投给你投，投了失败了就失败了，倒闭就倒闭，一搞了国企国家一改革，

就业就不能消失，民企消失那么多破产那么多也没出什么事，国企一出事赔不起，然后老给补

贴“僵尸企业”，那亏一直亏然后国家还给贴，杠杆率搞的那么高。所以说先不说创新，先说

这个风险由谁担的问题，创新竞争性行业因为风险大所以你不要，你让民企自我承担风险，自

己去破产去，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我们不要老关注他是不是创新，首先要关注怎么破

产，那企业就是一堆竞争过程当中就是有一堆要破产的，那不能够活了，优胜劣汰。

然后说到竞争，在创新这个意义上也是巨大的，最近中兴事件出了以后有人说了我们可以

搞高新科技，我们两弹一星我们能攻下来，两弹一星跟我们现在的车企面临的问题完全不一样

的，两弹一星不说他是一次性的技术模仿，关键是他军工这些国家不计成本，搞出来就是好。

而民企这些东西你不能不计成本，你得竞争，你提供的东西还得好，要不断的创新，而且现在

的创新不是一次性攻关，摩尔定律是 18 个月一代，天天都在变，你跟得上跟不上他必须企业

有持续的动力，这个动力在哪儿这个动力就是知识产权的动力，能够支持企业换资本的动力。

这一次中兴事件给我们的启示，以前可以不听这些事，可以不管这些事，这一次非得想这个问

题吧，我们不是一次性攻关，我们要持续有新技术产生，产生像摩尔定律这样的东西，你得有

活力。因此我们改革要朝个方向想，第一个怎么承担风险第二个怎么有活力，我把承担风险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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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第一位的事情，先想这个事，然后想活力的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确实要增加民营因素

的作用，各种因素怎么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个说到 N+1，待会儿我们各个专家也会提各种方式，刚才讲到股权怎么上市等等，N+1

大家想想还有什么 1，还要怎么再加出来，还有什么新的，我就提出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什

么呢，就是现在叫做 AB 股，我持股但是不一定有决策权，那还有一种过去叫做优先股，优先

股也是这样，你分红的时候我先拿，但是我可以不要决策权，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挺值得

思考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国有资本现在很大，国有资本你再大的民企国有资本，阿里巴巴

大，还有哪个大，国企几个企业联合起来把你全收编了都有可能，这个是符合十八大十九大方

向吗？但是国资这么大他没有发挥作用，我们说国资国企要在国计民生重大的领域里面，基础

设施什么资源在民企搞不起的地方，民企投资时间长，这种是战略性的投资。另外就是国资可

以支持一些新兴产业发展，但是你要说都支持他发展结果都变成你控股都变成了国有企业这个

不符合国家的发展方向，那因此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形式，国企跟民企合资，或者是国有的投资

基金对民企进行投资，但是投资我不控股，甚至我可以持大股，但是我持大股我并不参与决策，

我当优先股或者是 A股，那这样形成了一个混合所有制企业，但是让民营资本去发挥主要承担

风险的职能，经营感觉的职能，就是我们去帮助他发展。

所以我说我们值得好好研究 AB 股的形式或者是优先股的形式，我们中国的企业到美国去

上市到香港去上市，包括最近的小米，都是因为他们那有一个 AB 股机制，否则你的决策权就

不知道哪儿去了，特别是现在我们很多都是技术人员，新产业都是技术人员，包括了刚才说的

电动车等等这些，很多都是技术人员管理的情况下，他们又很年轻，这个时候你怎么发挥他们

的作用，是不是也是一个我们 N+1 里面也是一种形式，我别的就不面面俱到说了，但是我想说

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形式来解决我们刚才说的混改，国资太大，到处都可以控股的形式。那有很

多企业还是做到了第一点，我们私下说的时候，万科当年滑润持股的时候就是这个协议，就是

我是第一大股东，但是我不参与管理，他分红但是不感觉，现在据说也是这样，我觉得否则一

并表万科就变成国有企业了，这个就失去意义了，我说这是不是一种形式值得思考。

最后是怎么利用新技术发展的机遇来改变我们一个产业格局和企业产业的格局，这就是最

近电动车的发展给我们的启示。在原有的产业里去追赶很难，新的机会出现之后开辟新车道，

就是我们所说的弯道超车。我个人现在在北大教书，教发展经济学的时候说中国怎么解决了“幼

稚工业”的问题，我们汽车工业可不是“幼稚工业”，早 30 年前 60 年前，丰田到中国，当年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丰田车，第一个想引进的也是丰田，有山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中国人是

知道的，丰田车在中国调研的是三年中国突破 50 年造不出车来，中国的能力和条件 50 年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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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车来，然后我们靠引进靠吸收靠各种政策，合资的政策，国有化率的政策等等一系列的政策

我们发展到今天，现在特朗普攻击的事情都是我们成长宝贵的经历，我们通过开放获取知识获

取技能这个都是我们可圈可点宝贵的经验，发展的经验，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走出来了，我们走

到今天了，我们通过过去这几十年培养了一批人，培养了一个产业。借助这种新机遇产生一些

新的企业，新的企业有风险投资的办法把有些人给挖出来流动起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发展

新的模式，创造新车道创造新的赛道，那又从原来的体制当中叫做分化，我说我们需要拥抱这

样新的形式。所有的产业都会裂变的，我们会有一个裂变的新机遇，这件事做的好的话，那如

果我们新的车企会做好也许是下一轮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来源：V讯网）

清科半年报：2018 年上半年 PE 市场募资大幅收缩，独角兽大额融资频

现

伴随 2018 两会圆满闭幕，防范金融风险、积极扩大对外开放、为企业减负鼓励市场创新

等思想为经济发展稳中向好发展奠定了良好开端。但金融市场监管力度不断加强与国际政治局

势的小幅动荡对私募股权投资市场造成一定影响。清科研究中心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18 年上

半年中国 PE 市场共有 1,021 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完成募集，同比下降 8.8%，其中披露募集金

额的 978 支基金共募集到位 2,967.34 亿元人民币，募集到位的资金规模较 2017 年上半年下降

较为明显；投资方面，2018 年上半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共发生投资案例 1,881 起，相较

2017 年上半年投资案例数量上升 17.5%，共涉及投资金额 4,545.54 亿元人民币，投资规模有

所下降；退出市场上，2018 年上半年 PE 机构共实现 593 笔退出，其中 IPO 退出 222 笔，并购

退出 187 笔，二者是上半年 PE 机构主要的两种退出方式。

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股权投资面临新问题、新挑战

2018 年 3 月两会召开，国家为企业减税以充分释放市场发展动力、为股权投资提供优惠政

策来促进其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作用、开放外商投资以促进形成市场开放新格局。2018 年 4 月资

管新规发布，旨在去杠杆、破刚兑、杜绝资金池，金融监管日趋严格，银行作为 LP 出资受限，

股权投资资金端日趋紧张。同时伴随着“中美贸易战”之间的多轮谈判，国际局势较以往拥有更

大变数。在此背景下，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 2018 年上半年可投资本量为 1.69 万亿，较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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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年小幅下降 8.6%，截至目前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小幅减少，但整体存量仍具备一定规模，

可为优质企业成长和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动力。

图 1 2008-2018H1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可投资本量分布

募资总规模大幅收缩，市场不断进步下基金类型日趋多元

2018 年上半年， 国家金融监管力度不断加强与国际政治局势的小幅动荡对私募股权投资

市场募资端业务开展造成一定压力。一方面，各 PE 机构的基金募集工作整体速度放缓，2018

年上半年新募集基金数量 1,021 支，同比下降 8.8%，尤其二季度募集基金数同比下降 42.4%，

募资受到一定阻力；另一方面，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基金募集总规模下降明显，市场资金面较为

紧张。2018 年上半年总募资规模为 2,967.34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58.2%。百亿级以上基金

主要于第一季度募集完成，第二季度单支基金规模均在 50 亿以内。

清科研究中心预计 2018 下半年各机构将面临一定“生存压力”，只有拥有相对充足的资金，

才能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脱颖而出。而拥有优秀历史业绩、实力强劲的机构更容易吸引到 LP

的关注，这对于新机构频频设立的私募股权投资市场而言，GP 鱼龙混杂、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

将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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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8-2018H1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新募集基金分布

从基金类型来看，2018 年上半年成长基金募集数量达到 668 支，占比 65.4%，总募资规模

2,114.90 亿元人民币，占市场比重 71.3%。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打好扶贫攻坚战

的国家思想指导下，基础设施基金上半年共募集 16 支，总规模位居第二，达 397.25 亿元人民

币，金额占比达 13.4%。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15

图 3 2018H1 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新募集基金类型分布（按基金数量，支）

图 4 2018H1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新募集基金类型分布（按募集金额，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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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上半年人民币基金依旧是 PE 市场主力军，但伴随着市场资金端的紧张，人民币基

金整体募资规模下降，而外币基金也一样遇冷， 2018 年上半年仅 1支外币基金完成募集。

2018 年上半年市场分别新募集 1,020 支人民币基金和 1支外币基金，人民币基金新募资总

规模达 2,904.44 亿元，平均单支基金募资额为 2.97 亿元，相比 2017 年全年单支基金平均 7.03

亿元的募资规模下降明显，其中 2018 年第二季度平均募资规模更是低至 2.35 亿元。“中国-东

盟投资合作基金二期（有限合伙）”作为上半年唯一一支外币基金于一季度募集完成，规模达

62.90 亿元，该基金将投资的目标行业包括但不限于基础设施、能源、公用事业、制造业等多

个领域。

图 5 2013-2018H1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募集基金币种分布

政策、国际局势叠加共振下，PE 机构应充分发挥资本有效性

不同于资金端收紧的局面，PE 市场对于投资仍葆有热情。一方面，2018 年上半年 PE 市场

延续以往的积极态势， PE 机构投资案例数 1,881 起，同比增长 17.5%。另一方面大额案例频

出，蚂蚁金服融资近 140 亿美金，京东物流、居然之家、拼多多均获得 10 亿美金规模以上的

融资，从投资总规模来看， PE 机构共投出 4,545.54 亿元人民币。预计 2018 年下半年 PE 机构

“子弹”相对减少，那么“开枪”质量显得尤为重要，充分发挥资本利用的有效性是保证投资收益

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也对机构筛选项目和投后管理提出更高要求。从获投企业角度来看，2018

http://zdb.pedaily.cn/people/show11443/
http://www.newseed.cn/company/2558
http://www.newseed.cn/vc/36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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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市场整体比较平淡，无论是创新商业模式还是爆款产品都鲜有出现，整个市场进入调整

期。

图 6 2008-2018H1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投资总量分布

从投资策略来看，成长资本以 1,120 起投资和 3,051.49 亿元规模依旧为上半年 PE 机构主

要投资策略。创业投资以 677 起案例占据市场总案例数量的 36.0%，规模达 786.69 亿元人民币，

占投资市场总规模的 17.3%。房地产投资规模缩减明显，符合国家当前去杠杆、稳房价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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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8H1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投资策略分布（按投资案例数，起）

图 8 2018H1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投资策略分布（按投资金额，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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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行业大幅吸金，四川、湖北地区呈崛起态势

2018 年伊始，大量行业政策频繁出台，国家管控范围拓宽、治理程度细化成为目前市场对

政策颁布的基本共识。法规的不断完善在短期内会对某些细分领域造成一定影响，如对文化娱

乐中短视频行业传播内容的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对金融产品设计规范性提出更高要求等，但长

期来看行业发展环境正在不断净化。

从上半年投资整体情况来看，蚂蚁金服共 140 亿美金的大额融资抬高了整个金融业融资规

模；京东物流在 Pre-IPO 轮获得 25 亿美元的投资，此外易商红木、满帮、中通快递、丰巢科

技均获得 10 亿元以上的投资，物流行业在 2018 年上半年总融资规模仅次于金融和互联网两个

传统热门行业，以 543.66 亿元总融资规模位居第三。此外，连锁及零售行业的居然之家获得

阿里资本、云锋基金、加华伟业、昆吾九鼎等机构青睐，共融资 130.00 亿元。

图 9 2018H1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一级行业投资分布（按投资案例数，起）

http://www.newseed.cn/company/37833
http://www.newseed.cn/company/41849
http://www.newseed.cn/vc/648
http://www.newseed.cn/vc/20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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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18H1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一级行业投资分布（按投资金额，人民币亿元）

地域方面，2018 年上半年北京、广东（含深圳）、上海、浙江、江苏等地投资活跃度较

高，投资案例数均超过 100 起。从投资总金额来看北京、浙江、上海三地总规模位居全国前三，

代表性案例如京东物流、居然之家、度小满、拼多多、寒武纪、曹操专车等。位于中部地区的

四川省、湖北省投资活跃度也较高，两地 IT、互联网、生物技术/医疗健康三大行业的企业受

到更多关注，投资活跃度与其他行业相比明显较高。此外，由于总部位于新疆（新疆、北京双

总部）的申万宏源集团于第一季度完成了一笔定增，参与的 PE 机构共投资超 100 亿元人民币，

新疆地区投资总额被明显拉高。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21

图 11 2018H1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投资地域分布（按投资案例数，起）

图 12 2018H1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投资地域分布（按投资金额，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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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 发行监管趋严，上半年 PE 机构退出案例数量下滑

退出方面 2018 年上半年共 593 笔退出，同比下降 35.8%，其中 IPO 退出 222 笔，占总退出

数量 37.4%，同比下降 20.7%。2018 年起 IPO 发行监管趋严，对企业盈利能力要求变高，月度

上会审核企业过会数量显著下降。未来上市公司的质量将明显提升，股权投资退出市场将高质

量发展。与此同时，IPO 发审提速，意识到自身盈利能力不足的企业退出排队，IPO“堰塞湖”

问题明显改善。第二大退出方式是并购退出，上半年共 187 起，占比 30.7%。上半年虽退出案

例数量有所下降，但 2018 年 3 月底，中国存托凭证正式落地，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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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 CDR 发行，再加上独角兽企

业“IPO 绿色通道”的开放，未来股权投资退出路径将有所拓宽。

图 13 2011-2018H1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退出分布（按退出案例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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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2018H1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退出方式分布（按退出案例数，笔）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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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8 月 25 日-8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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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5 日
常春藤资本

彬复资本
每步科技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8 月 25 日
优蓝网

天坤国际
鱼泡网 互联网 中国 N/A

8 月 26 日
禾益汇投资

米益资本
格物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8月 27 日

新加坡政府投资

国寿投资

祥峰投资

尚珹资本

君联资本

和铂医药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8500.00 万美元

8 月 27 日 沣扬资本 云享智慧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8 月 27 日

经纬中国

启明创投

IDG 资本

九合创投

险峰长青

不公开的投资者

Plum 致美

生活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8 月 27 日 平安海外控股 惠下单 互联网 中国 N/A

8 月 27 日
天奇阿米巴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花生便利店 IT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8 月 27 日
龙品锡传媒

不公开的投资者
天鲜配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8 月 27 日 中源协和 傲源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2.00 亿人民币

8 月 28 日

五岳资本

海松资本

源星资本

海纳亚洲

顺为资本

北京华联长山兴投资

顺亮投资

闪送 物流 中国 6000.00 万美元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25

赫斯特资本

光源资本

8 月 28 日
阿里巴巴

启明创投
探迹 IT 中国 4000.00 万人民币

8 月 28 日

老虎基金

君联资本

壳牌中国

元禾控股

钟鼎创投

元生投资

经纬中国

震坤行工业

超市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29 亿美元

8 月 28 日
热点资本

伯恩资本
OEC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8 月 2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领鲜网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8 月 28 日
高特佳投资

源星资本
联新科技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2.00 亿人民币

8 月 28 日
源渡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易鸿智能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8 月 28 日 乐东资本 币会 App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8 月 2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子弹短信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50 亿人民币

8 月 28 日
朗科投资

KGC Capital
行政联盟 互联网 中国 500.00 万人民币

8 月 28 日
新东方

德骏资产
顶思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8 月 2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熊猫快收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8 月 28 日

云鑫创投

北汽产业投资

北交所

环交所 清洁技术 中国 N/A

8 月 28 日 原链资本 B91.com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8 月 2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1用车 汽车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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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8 日
助力资本

辽宁瀚华资管

辽宁希思腾

科
建筑/工程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8 月 28 日 动平衡投资 能联电气 IT 中国 N/A

8 月 28 日 深圳中投德勤投资 容之自动化 机械制造 中国 N/A

8 月 29 日 丝绸之路公航旅 人为峰 连锁及零售 中国 3002.00 万人民币

8 月 29 日 创富投资 梓如电商 其他 中国 4000.00 万人民币

8 月 29 日

融新源创投

业达创投

源创投资

隽秀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499.92 万人民币

8 月 29 日

天津仁爱集团

聚秀资本

募聚网络

小红圈 互联网 中国 800.00 万人民币

8 月 29 日 五岳资本 松鼠山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8 月 29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华度传媒 互联网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8 月 29 日 童星同梦 探奇星球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8 月 29 日

中金资本

拉萨源驰投资

中金甲子

经纬中国

长春易航 汽车 中国 2.20 亿人民币

8 月 29 日
真格基金

立元创业投资
博享科技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8 月 29 日

NEO Global Capital

天使投资人徐可

Plug & Play

大石资本

Bizantine Capital

元禾控股

博将资产

4931 道具交易平台

不公开的投资者

Magic Cube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8 月 29 日
硕赛生物

容鑫投资
幂方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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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9 日 聚图天使一号 鲜之源冷链 物流 中国 N/A

8 月 30 日 广州联兴投资 国云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8 月 30 日

深圳泓锦文资产

德韬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毫米科技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8 月 30 日

启明创投

高瓴资本

方圆基金

加科思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5500.00 万美元

8 月 30 日

起源资本

Acapital

币为资本

链空间

快感飞车 IT 中国 N/A

8 月 30 日

中金甲子

越秀产业基金

光信资本

朗玛峰创投

Makeblock IT 中国 3.00 亿人民币

8 月 30 日 阅文集团 KAKA 动画 IT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8 月 30 日
凯辉基金

国科嘉和
上线了 IT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8 月 30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爱科农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8 月 30 日
银河系创投

七牛云
秒钛坊 金融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8 月 30 日 CTO100 TutorDuck 互联网 中国香港 100.00 万人民币

8 月 30 日 FBG Capital
Lambda

Project
IT 中国 N/A

8 月 30 日 江山永泰 中能鼎立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8 月 30 日 东方市场 国望高纤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127.33 亿人民币

8 月 31 日 红杉中国 邻邻壹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8 月 31 日
扬航基石投资

红线资管深圳
昀丰科技 机械制造 中国 2.12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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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1 日
红土创业

深创投
美信科技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8 月 31 日 天宸银泰 迈光科技 机械制造 中国 324.00 万人民币

8 月 31 日
盛大资本

殷顺资本
数才网络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8 月 31 日

老虎基金

经纬中国

DCM 资本

晨兴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上上签 互联网 中国 3.58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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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7 日-8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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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31 日

Sydney Motorway
Corporation (51% 股权变

动规模)
澳大利亚

Sydney
Transport
Partners

澳大利亚 运输业 6,770

8 月 30 日 TPG Telecom Limited 澳大利亚
VHA Pty
Limited

澳大利亚
电信业：运

营商
6,378

8 月 29 日 桐成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

Huobi Global
Limited ; and
Trinity Gate
Limited

中国香港
工业：电子

业
1,042

8 月 27 日
Uber Technologies Inc (未

透露股权)
美国

Toyota Motor
Corporation

日本
互联网/电

子商务业
500

8 月 27 日
One97 Communications

Limited
印度

Berkshire
Hathaway Inc

美国
计算机软

件业
3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