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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录得 50.6 为 14 个月新低

 8 月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降至 51.5 为 10 个月新低

 这个秋天，VC/PE 生存艰难！

 前 8 月私募基金规模增加 1.7 万亿，证券类私募则略微缩水

 私募最严监管年！年内处罚超 1.5 亿，百家私募被点名

 8 月份 11 家中企 IPO VC/PE 渗透率逾七成

 重庆设立 500 亿元半导体产业发展基金

 获 6000 万元 B轮融资，北极光创投持续加码

 华人文化、红杉中国联合设立的中国健腾体育产业基金宣布投资爱奇艺体育，助力打造超

级在线体育媒体平台

 又一小程序服务商获投！轻芒获 IDG 领投的数千万元 A+轮融资

【宏观】8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录得 50.6 为 14 个月新低

8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录得 50.6，低于 7月 0.2个百分点，连续

三个月小幅下降，为 2017年 7月以来新低，但仍处于扩张区间。这一走势与国家统计局制造

业 PMI不同。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8月制造业 PMI录得 51.3，比 7月回升 0.1个百分点。

8月中国制造业产出继续扩张，增速为年初以来最高。但需求疲软，新订单指数创 15个月

新低，这与外需减少有关。新出口订单指数虽略有上升，但已连续五个月处于收缩区间，部分

厂商反映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导致外需较为疲弱。＞全文（财新网)

8 月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降至 51.5 为 10 个月新低

8月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服务业 PMI），录得 51.5，较 7月下降 1.3个百

分点，显示服务业继续保持扩张，但扩张率已经放缓至 2017年 10月以来最低。这一走势与统

计局服务业 PMI不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8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4，比 7月上升 0.4个

百分点。＞全文（财新网)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472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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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这个秋天，VC/PE 生存艰难！

最新的数据显示，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基金募集总规模下降明显。上半年募资总量腰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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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募集数量也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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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投机构募资难，原因包含多个方面，一方面在于市场上资本流动性不足，一方面也在于

机构 LP在投资创投时遇到一系列限制。这些限制有政策上的，也有 LP机构考核奖励制度不合

理造成的。＞全文（七禾网)

前 8 月私募基金规模增加 1.7 万亿，证券类私募则略微缩水

9月 7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布了 8月份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月报。数据显示，

截至 8月底，私募基金总规模达到了 12.8万亿，单月微涨 100亿;同时，私募管理人数量为 2.42

万家，已备案基金为 7.47万只。股权创投私募继续稳步增长，占私募规模的 65%左右，证券类

私募则略微缩水。百亿私募机构为 233家，与上月持平。＞全文（蓝鲸财经）

私募最严监管年！年内处罚超 1.5 亿，百家私募被点名

今年以来有关于私募的行政处罚，仅处罚书就下达了 9份。而行政监管措施更是伴随着

监管部门部署的专项检查和专项执法行动，违规私募数量持续增多，今年以来就有近百家私募

被行政监管，过去的 20天就有 18家机构被点名。

一批失联私募纷纷被拉入黑名单。自 2015年 11月 23日发布第一批失联私募机构名单以

来，中国基金业协会共对外公告 23批失联机构和 7批公示期满三个月且未主动联系协会的失

联机构，失联私募数量已增至 482家，135家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已被注销，有 10家机构已自

行申请注销登记。＞全文（和讯名家）

8 月份 11 家中企 IPO VC/PE 渗透率逾七成

据清科旗下私募通统计，2018年 8月全球共有 11家总部在中国内地的企业上市，数量同

比下降 71.1%,环比下降 63.3%。其中，有 8家企业获得了 VC/PE机构支持，VC/PE机构渗透率

为 72.7%。从上市地看，5家登陆香港证券交易所主板，4家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而登陆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的均为 1家。＞全文（中国金融新闻网）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474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475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476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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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重庆设立 500 亿元半导体产业发展基金

9月 10日，重庆市政府近日正式印发了《加快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明确提出建

设重庆市集成电路公共服务平台，设立总规模为 500亿元的重庆市半导体产业发展基金，对集

成电路相关项目给予资金支持。

当前，重庆围绕人工智能、智能硬件、智能传感、汽车电子、物联网等产品方向，加快引

进培育一批集成电路设计龙头企业，形成集成电路设计产业集聚区。按照计划，到 2020年，

重庆集成电路产业将力争实现销售收入 1000亿元。＞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获 6000 万元 B轮融资，北极光创投持续加码

谐波减速器厂商来福谐波已完成数万元 B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上海金浦领投，北极光跟投。

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扩大产能和谐波机电一体化产品的研发。今年 3月，来福谐波曾宣布完成

A轮融资，由北极光创投领投，如山资本跟投。关于此次继续跟投来福谐波，投资方北极光创

投合伙人黄河表示主要是公司发展超首次投资时预期。＞全文（36kr）

【会员动态】华人文化、红杉中国联合设立的中国健腾体育产业基金宣布投资爱奇艺体育，

助力打造超级在线体育媒体平台

9月 4日，由华人文化集团公司和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联合设立的中国健腾体育产业基金宣

布投资爱奇艺体育。爱奇艺体育是爱奇艺(NASDAQ:IQ)与当代明诚(SH: 600136)旗下新英体育

共同打造的超级综合在线体育媒体平台，由双方共同成立的合资公司北京新爱体育传媒科技有

限公司独立运营。投资完成之后，中国健腾体育产业基金将和 IDG资本等投资机构一起成为爱

奇艺体育的创始投资人，也标志着爱奇艺体育顺利完成 A轮融资。＞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又一小程序服务商获投！轻芒获 IDG 领投的数千万元 A+轮融资

8月 31日消息，轻芒于近日完成数千万元 A+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 IDG 资本领投。按照

在轻芒联合创始人王俊煜的说法，“数千万，就是不到 5000万”。

轻芒是国内知名小程序开发平台，其主要产品是轻芒小程序+，这款产品为追求品质的内

容创作者提供了在微信内升级公众号内容体验的机会，通过简单的、无需代码的配置就可以定

制一款属于自己的内容小程序。＞全文（投资界）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478
https://mp.weixin.qq.com/s/AD95SlbWoDkGD863KsDMyw
https://mp.weixin.qq.com/s/M4bxxbQtx1KZOmAgO1zi0w
https://mp.weixin.qq.com/s/cxrNc_hjTmOOB_iYkdXY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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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内蒙古国贫旗县产业合作（北京）洽谈会

 第 31 届 AVCJ 私募股权与创业投资论坛

 中国企业并购论坛

【活动预告】2018 年内蒙古国贫旗县产业合作（北京）洽谈会

为进一步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与北京市《全面深化扶贫协作三年行动框架协议》，深化两地

产业合作，助力内蒙古脱贫攻坚战，推动内蒙古经济高质量发展，由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和内蒙古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共同举的“2018 年内蒙古国贫旗县产业合作（北京）

洽谈会”将于 2018 年 9 月 11 日（星期二）在北京举办，诚邀您参会。

会议名称:2018 年内蒙古国贫旗县产业合作（北京）洽谈会

会议主题:强化京蒙产业合作 助力内蒙古脱贫攻坚战

主办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内蒙古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支持单位:

北京市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北京市投资促进局

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

会议时间：2018 年 9 月 11 日（星期二）下 午 14:30-18:00

会议地点：北京星河湾四季会酒店国际会议中心（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四季星河路６号）

报名方式：

欲参会请编辑（姓名、单位、职务、手机和邮箱）发送至

jjchen@bpea.net.cn (010-88086775) 谌先生报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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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p.weixin.qq.com/s/MV-JzXQPS0NHKXWxjvgo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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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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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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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p.weixin.qq.com/s/L1J7dKOUr9cyrjr3hV-G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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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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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忠民：企业开源才能保证永不失败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

2018 世界科技创新论坛”于 8月 10-12 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共享全球智慧 引领未来

科技，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的演讲摘编：

我们本节的主题是数据洪流与云计算，如果回来看整个数字化的时代，可以说今天正在把

一切数字化，一切零一结构，一切可计算机数字化的运算的全面的数字化的过程中，如果初期

我们是在计算机当中实现的话，近十年来我们是把它在移动端、手机端得以实现，才产生了如

此多的场景应用和如此多的投资逻辑，和给无数的投资人带来了回报，也给创业人成为世界首

富找到了一条数字化的路径。

有趣的是当我们今天看物联网的时候，我们才说如果我们过去只链接了人这个东西，我们

今天要把物全部的链接起来，而是基于数字逻辑把它链接起来，而且这种数字可以自表达。我

们过去说是人可以有语言、可以表达，结果物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意识、自传递、自系

统化，这种意识就是说我们今后将更加宽广、更加深厚。有一天物联网加人的互联网，数字可

以像我们在《聊斋》当中说的可以数字穿墙，穿一些的金属和非金属的物理隔绝的时候，那个

世界我们已经是找到了某种可能性，今天在实验室的范围内可以实现了，这是数字化可普及、

可深化、可深厚的历史逻辑。

https://mp.weixin.qq.com/s/RdcPXqP-DnEdVHuhkuAu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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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几个逻辑展现一下数据洪流，曾经说你是 to C 还是 to B 的，今天放眼所有的 to C 端，

如果你是社交、电商、搜索，无非是针对 to C 端的场景，不仅是技术成熟，而且是商业逻辑

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实现的，产生了这些量级的公司，无论是 Google、亚马逊、Facebook，是基

于数字化的普遍的推广成的这样的逻辑。我们说 B端的东西有没有全部数字化，特别是数字化

了以后还找到了商业逻辑，还可以成长，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做的东西。因为所有的 B 端

都是组织体，所有的 C端都是个人，我们过去 C端的数字化的逻辑容易成功，而 B端不仅要克

服过去 B端自身的企业业态和组织业态，而且要把过去管理他的制度体系也要突破的时候相对

难度大，无非是我们今天用数字逻辑如何改变 B端的东西，当然 B端的东西是所有的金融和商

业的资本的东西改变，我们尽力来改变，这是一条路径。

另一条路径，我们用的是英文的字母，“ABCD”，A是人工智能，我们今天在找人工智能，

我们突然所有的公司都去探讨汽车能够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想找一个跟手机一样的场景去

做这样的东西。

B 是区块链，区块链无非是给出数字化洪流当中的两个解析，两种模式。第一是过去如何

我们大数据找算法干什么？是先有数据，后有算法，最后把算法逻辑化逻辑当中，是自上而下。

区块链是把所有的数据此刻形成的任何一个公司或者个人的数据，自下而上的同时，就是说现

有生车成的一切的信息全部是数字化的，而且这些数字化的当中是带结构的，我们过去的是找

结构的，非结构的数据如何有效的找到结构去穿透。我今天是当下发生的所有的数据，还自带

结构化的，这个结构不仅是产业当中的结构，更多是金融当中价值的结构，才产生了记账体系，

才产生了一系列的逻辑，这是 B。

C是 Cloud 云。

D是大数据。

如果我们用“ABCD”四个字来看这个时代，无非是展现数据洪流来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技术、

用什么逻辑，用什么轨迹，用什么方法去掌握这个数字化时代当中，第一是把它数字化，第二

是把它逻辑化，第三是把它商业化，最后表现出我们刚才说的市值公司最大，而所有的消费者

受益最大的逻辑来呈现。

我们还可以用更多的东西来描述数据洪流，比如算法。我们今天看大数据的时候，数据越

全，里面算出来的东西，特别是人工智能可以算出来的，人工智能学习方法可以算出的东西更

多。那我们今天还会说小数据，如果所有的数据都是基于全部数据的一种逻辑去做的话，人类

所有的算力和算法足不足以把我们所有的数据全部算完，这是今天过去没有数字化时代，运用

人工算法的时候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今天突然在基因、在所有的金融，所有过去你算力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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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够的时候，今天数字化了以后由于效率的提高，算力算法的突破解决了好多的问题。但是

我们已然不能回答小数据当中，就像今天我们对全球的统计数据，对中国的统计数据，对自己

所指到的人类有史以来的根据统计结论的东西都质疑了，就是说你这个小数据的样本是不科学

的。最近好多的结论都说原来你后边的数据样本出错了才不科学，才不逻辑。但不是说基于全

数据推翻它的，这是统计学的概念。今天我们还发现在比特币挖矿的领域用的是边缘算法，我

不用核心的算法来解决。这是数据洪流来临之前我们找到最有效率的算法和最有效率的结构性

的问题解决今天我们的时代。

好了，不管用 ABCD 解释，还是场景解释，还是用其他的各种算法，无非是说数据洪流阶

段找到最有效的技术解决手段，找到最好的商业群体，让人类因此而幸福。

云这时候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刚才说的云计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给人类社会带

来的量级的公司，只在半年时间就有千亿美元，甚至两千亿美元估值的上升，是因为云改变了

这个时候社会的生产和组织方式。我们看云带来了几个我们的生产组织方式，首先所有今天市

值前十个公司开源，注意工业化时期农业时期，既使是放在最近的时期，计算机时代，所有的

都是必然的，所有都是尽可能的垄断，所有尽可能把自己垄断的东西发挥到极致的市场回报当

中。

今天前十的公司都是开源的，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生产组织体系发生的根本的转化，谁不开

源就一定会被打败，你开源才会才会形成你今天的社群，你开源才可以形成社会创新的迭代，

你开源才可以保证自己永不失败，从苹果往下数全部的公司都在开源，当然我们享受了开源最

大的转移过程中，我们进入到这个生态体系中去成就。今天看前端的场景全都是因为他们开源

我们做了，特别是社交，我们微信如此好，大家都在用。我们是说我们的初始的逻辑，初始的

源代码，初始的是学他们的，我们只经过了一些改良和改善而成就了。如果全部的初始代码，

到今天我们可能既是重复投资，有可能还不成功。

开源之后就产生了另外一个概念，今天我们把云基础设施，当所有的企业经营，特别是数

字化的产品和场景的经营都来自于后端服务的时候，你自己就可以轻资产了，你没必要，注意

今天所有做到数字化当中新的创业公司，如果能轻资产的话你的风险就小了，你变成沉默资本

的可能性就小。第二，你后端的服务是在一流的源代码当中和一流的基础设施的云端服务当中

的，你要重建的话够不到它。第三，由于它技术性的应用已经成熟了，这个系统当中的边际成

本已经把全部的收益通过自经营的收益当中在其他的场景当中回收了，你进去的时候是边际成

本为零，他就可以让你在这个平台当中免费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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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新的技术应用最害怕缺的是 C端的需求，和 B端的契合。当你在这个云当中的时候，

B端的契合自动的找到了一个 B端的系统，当 C端应用的时候他原来的群体就是你销售的对象，

就是你应用的对象，这个东西就产生出来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这是新的企业，企业群

组织方式，这是新的创业方式，这是新的技术进步，这是新动能、这是新产业，那云这个时候

才可以带来更大的回报，才可以得到充足的发展。就反映在这两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当中，云

收入大幅度快速的增长，而一旦增长是一个生态级的流量的增长，它的股价就会上升。今天他

们几家已经不是一千亿级美元的市值的了，有可能更多。

而今天我们所有的中国的创业者有可能就在这个云基础设施当中，而它根本的是改变了我

们的基础设施物理，基础设施是服务，基础设施是跟他的产业和跟他的资本，和跟他的收益一

起的那种服务，这种时候企业的业态改变了，创新的动能，创新的方法改变，社会生产组织方

式和生活的方式也因此而改变。

如果你在数据洪流当中抓到了一个趋势，不管是场景的，不管是 B端还是 C端，不管是技

术的供给端还是某一个技术的有效应用，如果你还能抓住云端化的这样一个历史的组织架构体

系和生态体系的话，我想你一定不会辜负时代。谢谢！（来源：新浪网）

清科数据：8 月并购规模“突飞猛进”，降杠杆措施带领并购重组迎来

新机遇

2018 年 8 月 8 日，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国资委等五部门近日联合

印发《2018 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提出建立健全企业债务风险防控机制、深入推进市

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快推动“僵尸企业”债务处置、协调推动兼并重组等其他降杠杆措施、完

善降杠杆配套政策等六大工作要点。其中要求监管层要积极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深化产融合作，

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并购重组中的主渠道作用，加大对基于产业整合的并购重组的支持力度。

在此背景下，8月并购规模突飞猛进，降杠杆措施带领的并购重组迎来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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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并购市场的整体情况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显示，2018 年 8 月中国并购市场共完成 163 笔并购交易，同比下

降 47.4%，环比下降 8.4%。其中披露金额的有 118 笔，交易总金额约为 1,585.78 亿人民币，

同比上升 63.2%，环比上升 73.7%，平均每起交易资金规模约 13.44 亿人民币。从并购交易类

型来看，本月国内交易共发生 135 笔交易，占并购案例总数的 82.8%，其中披露金额的案例 103

笔，披露金额是 992.63 亿人民币，占总金额的 62.6%；海外交易共发生 20 笔交易，案例数占

比 12.3%，其中披露金额的案例 13 笔，披露金额是 532.29 亿人民币，占总金额的 33.6%；外

资交易共发生 8笔交易，案例数占比 4.9%，其中披露金额的案例 2笔，披露金额是 60.86 亿人

民币。本月交易金额较大的两笔并购案例为：中远海控收购东方海外国际 88.53%股权（交易金

额 379.34 亿人民币），前锋股份收购北汽新能源 100%股权（交易金额 288.50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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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并购事件在地区和行业的分布

具体来看，2018 年 8 月并购市场共完成 163 笔并购交易，按被并购企业所属省份来看，163

笔交易分布在北上广以及江浙等 23 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和海外地区。从案例数量来看，

江苏省位列第一，共完成 28 笔并购交易，占本月并购案例数量的 17.2%；广东（除深圳）位于

第二位，共完成 21 笔并购交易，占本月并购案例数量的 12.9%；上海市位于第三位，共完成

12 笔并购交易，占本月并购案例数量的 7.4%。

并购金额方面，香港在 8 月并购交易中表现突出，涉及交易金额达 508.93 亿人民币，占

本月总交易金额的 32.1%。其中中远海控以及上港集团分别以 379.34 亿人民币、42.42 亿人民

币收购东方海外国际 88.53%、9.9%股权一案拉高了香港地区的交易水平。接下来四川省的交易

金额达到 377.25 亿人民币，占总交易金额的 23.8%，排名第二。本期发生在四川省的交易金额

较大的案例为前锋股份以 288.50 亿人民币收购北汽新能源 100%股权，北汽新能源从而实现借

壳上市。安徽省以 222.60 亿人民币占比 14.0%的成绩排名第三，发生在安徽省的交易金额较大

的案例有雷鸣科化以 209.16 亿人民币收购淮北矿业 100%股权。

http://www.newseed.cn/company/19756
http://zdb.pedaily.cn/people/show8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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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并购交易共涉及 22 个一级行业，从案例数量来看，机械制造行业居第一位，共完成

22 笔并购交易，占本月案例数量的 13.5%；房地产行业位居第二位，共完成 18 笔交易，占本

月案例数量的 11.0%；IT 行业位居第三位，共完成 17 笔交易，占本月案例数量的 10.4%。

金额方面，物流行业涉及金额为 477.84 亿人民币，占本月总交易金额的 28.2%；电子及光

电设备行业涉及金额为 321.75 亿人民币，占 20.3%；能源及矿产行业涉及金额 274.87 亿人民

币，占17.3%。本月发生在物流行业交易规模最大的案例为中远海控以及上港集团分别以379.34

亿人民币、42.42 亿人民币收购东方海外国际 88.53%、9.9%股权一案，该案拉高了物流行业在

本月统计中的整体水平。

本月金额较大的国内并购典例

前锋股份收购北汽新能源，变身新能源汽车概念股

2018 年 8 月 23 日，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受让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工

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汽（广州）汽车有限公司、芜湖信石信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圳井冈山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持有的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作价 288.50 亿人民币。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1958年建立的我国第一个无线电测量仪器厂——“国

营前锋无线电仪器厂”（国营第七六六厂），系“一五”期间我国兴建的国内最大的电子仪器科研

生产厂。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进入民用电器市场，于 1992 年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并于 1996

年在上交所上市。本次交易的标的方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纯电动新能

源乘用车与核心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是国内掌握纯电动汽车三电系统核心技术

及整车集成匹配技术的新能源汽车企业。通过本次交易，北汽新能源全部股权注入前锋股份，

http://www.newseed.cn/company/20101
http://www.newseed.cn/company/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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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锋股份将转变为一家以纯电动新能源乘用车与核心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主业

的公司，完成业务转型。

雷鸣科化打通上下游行业壁垒，完成全产业链布局

2018 年 8 月 18 日，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受让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宝钢资源有限公司、国元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等持有的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作价 209.16 亿人民币。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淮北矿务局九一〇厂，于 1998 年进行股份制改造，并

于 2004 年在上交易所上市，是全国民爆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标的方淮北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为大型国有煤炭生产企业，主要从事煤炭采掘、洗选加工、销售，煤化工产品的生

产、销售等业务，其矿区具有区位及运输便利、煤种齐全、煤质优良、资源储量雄厚的天然禀

赋优势。对于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而言，煤炭行业是其的下游行业，煤化工行业是其上

游行业。通过本次交易，雷鸣科化可以连通行业上下游环节，发展全产业链经营模式，完成多

方位战略布局，同时能够分散行业经营风险，增强业务发展的协同效应。

本月金额较大的跨境并购典例

中远海控联合上港集团，再次掀起集装箱航运业并购重组浪潮

2018 年 8 月 10 日，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成功受让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 98.43%股权，作价 484.56 亿港币。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3 月，是一家以集装箱航运、码头业务为核心

的企业，于 2005 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并于 2007 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上海国际港

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依托上海市和长江三角洲腹地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和优越的区位优势

http://www.newseed.cn/company/19863
http://www.newseed.cn/company/22339
http://www.newseed.cn/company/27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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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展成为我国大陆最大的港口企业。本次交易的标的方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是一家在

香港交易所上市的综合企业公司，由已故船王董浩云创办，其主要业务是国际运输及物流、经

营货柜码头等。本次交易中中远海控联合上港集团要约收购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股权，

意在优化航线网络及运力布局、整合集装箱箱队、提升收益管理能力。本次交易完成后，中远

海控运力将达到约 290 万标准箱（含订单），从规模上跻身全球领先集装箱运输公司。

帝亚吉欧再度牵手水井坊，高溢价以谋求绝对控股

2018 年 8 月 18 日，英国帝亚吉欧集团全资子公司 Grand Metropolit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成功受让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20.29%股权，作价 60.84 亿人民币。

帝亚吉欧来自英国，在伦敦、纽约两地上市，是全球最大的烈性酒集团。本次交易的标的

方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主营酒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是四川省扩张型和重点优势企业、

成都市重点扶持企业。早在 2007 年，水井坊就曾与帝亚吉欧携手，开启了中国白酒与国际洋

酒深度合作的先例。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国市场在帝亚吉欧业务版图中的分量将进一步加大，

并利用已有优势与渠道将水井坊推向海外市场。

http://www.newseed.cn/company/2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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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PE 渗透案例数与交易金额均过半，电子及光电设备行业交易规模拔头筹

8月 VC/PE 支持并购案例共有 83 起，渗透率达 50.9%，环比上升 17.7%；涉及并购金额为

999.08 亿人民币，渗透率达 63.0%，环比上升 5%。

VC/PE 支持的并购交易中，标的地区分布在北上广以及江浙等 17 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

和海外地区。从案例数量来看，江苏省位列第一，共完成 21 笔 VC/PE 支持的并购交易；排在

第二位的是广东（除深圳），共完成 10 笔 VC/PE 支持的并购交易；上海市位于第三位，共完

成 7 笔 VC/PE 支持的并购交易。上述地域累计完成 38 笔 VC/PE 支持的并购交易，占 VC/PE 支

持并购案例数量的 45.8%，占本月并购案例总数的 23.3%。从交易金额来看，四川省位列第一，

涉及交易金额为 314.25 亿人民币，占 VC/PE 渗透案例交易金额的 31.5%；其次是安徽省，涉及

并购金额为 222.60 亿人民币；再次是江苏省，涉及并购金额为 148.40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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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PE 渗透的标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机械制造、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各完成

11 笔并购交易并列排名第一，累计占 VC/PE 渗透案例数量的 39.8%，占本月并购案例总数的

20.2%。从交易金额来看，VC/PE 渗透的标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电子及光电设备、能源及矿产、化

工原料及加工行业，分别涉及交易金额 309.00 亿人民币、271.20 亿人民币、127.33 亿人民币，

累计占 VC/PE 渗透交易金额的 70.8%，占本月并购交易金额的 44.6%。

综上所述，8月并购市场依然处于理性发展的状态，虽案例数量环比下降 8.4%，但交易金

额环比上升 73.7%。本期统计内有 4笔大额并购交易（超过 100 亿人民币）发生，拉高了本期

整体交易水平。地域方面，江苏省在案例数量方面摘得桂冠，香港地区在交易金额方面拔得头

筹。行业方面，机械制造在案例数量方面领先，物流行业交易规模本期表现亮眼。VC/PE 渗透

案例数与交易金额均过半，电子及光电设备行业交易规模创佳绩。（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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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9 月 1 日-9 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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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日 銘丰资本 揽微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9月 1日

Oppenheimer

腾讯

Landsdowne

Dasarna

中国诚通

美团 互联网 中国 15.00 亿美元

9月 3日 道格资本 格如灵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9月 3日 红点创投 课观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9月 3日

春华资本

晨兴资本

阿里巴巴

昊翔资本

领沨资本

深圳帕拉丁投资

锴明投资

中投公司

阳光保险

宜信财富

大搜车 互联网 中国 5.78 亿美元

9月 3日
复星锐正资本

嘉兴部道投资
ICY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9月 3日
嘉实投资

明势资本
千乘探索 IT 中国 NA

9 月 3 日

同创伟业

喜马拉雅网络

艾瑞资本

叶檀财经 金融 中国 4000.00 万人民币

9月 3日
银河系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考拉精选 互联网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9月 3日

云启资本

南京度量衡互联网产

投

中天安驰 汽车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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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 日 华富嘉业 文胜生物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9月 3日 JRR Crypto 北京链安 金融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9月 3日 国富绿景创投 爱优特 机械制造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9月 3日
同程众创

不公开的投资者
社区天天乐 互联网 中国 600.00 万人民币

9月 3日 安徽德众置业投资 乐智机器人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500.00 万人民币

9月 3日 海之康医疗健康投资 药兜网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9月 3日 天河星供应链 立创商城 互联网 中国 1.05 亿人民币

9月 3日 诺德基金 永创智能 机械制造 中国 3.16 亿人民币

9月 3日
光速中国

不公开的投资者
乐趣音乐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9月 4日

兰馨亚洲

中银国际控股

中投公司

经纬中国

新氧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7000.00 万美元

9月 4日
中国健腾体育基金

曜为投资
新爱体育 娱乐传媒 中国 3.50 亿人民币

9月 4日 中融信托 达州绵石 房地产 中国 7.70 亿人民币

9月 4日

高瓴资本

腾讯

经纬中国

考虫 教育与培训 中国 5500.00 万美元

9月 5日

高特佳投资

HBM

凯欣

健客网 互联网 中国 1.30 亿美元

9月 5日 启赋资本 拼便宜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9月 5日

兴旺投资

华创资本

梅花创投

斑码编程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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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5 日
安徽国厚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德和生物 农/林/牧/渔 中国 5200.00 万人民币

9月 5日
海德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享 7 科技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9月 5日 德岳投资 穿金戴银 机械制造 中国 2944.00 万人民币

9月 5日 河南农投产投 康达股份 食品&饮料 中国 2332.40 万人民币

9月 5日 天使投资人郑志刚 第一秒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9月 6日
广东三泽投资

中国风投
山水环境 建筑/工程 中国 1.80 亿人民币

9月 6日
杭州千鹰展翼投资

杭州九幽雀投资
杭科光电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837.14 万人民币

9月 6日 江苏沿海资本 复旦上科 建筑/工程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9月 6日 阿里巴巴 回收宝 互联网 中国 NA

9 月 6 日
顺为资本

初心资本
千跃网络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9月 6日

达泰资本

猎鹰创投

开物相泰

海螺家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9月 6日

高盛

腾讯投资

时代资本

Davis Selected

Advisers

保利资本

Glade Brook Capital

华兴基金

老虎基金

Sofina SA

每日优鲜 互联网 中国 4.50 亿美元

9月 6日 复杂美科技 GBLS 其他 中国 NA

9 月 6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机大师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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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6 日

火币网

B-Seed Partners

黑水资本

DSL Capital

Future Money

Continue Capital

Plus Capital

哈鲁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Bytex 金融 中国 NA

9 月 6 日

中银国际投资

香港创业者基金会

不公开的投资者

弘量研究 IT 中国香港 NA

9 月 6 日 招商证券 建工三建 建筑/工程 中国 8.00 亿人民币

9月 7日

斯道资本

源码资本

祥峰投资

58 同城

不公开的投资者

居理新房 房地产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9月 7日
阿里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衣二三 互联网 中国 NA

9 月 7 日 金财投资 欣绿茶花 农/林/牧/渔 中国 1500.00 万人民币

9月 7日
百度

新译科技
译马网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9月 7日
创世伙伴

三七互娱
妙小程编程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9月 7日

启创资本

海鹏合道

不公开的投资者

书链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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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 日-9 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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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5日
Orange Life Insurance Ltd
(59.15% 股权变动规模)

韩国

Shinhan
Financial Group

Co Ltd
韩国

金融服务

业
2,059

9 月 5 日
Nevsun Resources Ltd

(98.94% 股权变动规模)
加拿大

紫金矿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 矿业 1,239

9 月 6 日
Sandoz Inc (dermatology
and oral solids business)

美国
Aurobindo

Pharma USA Inc
印度

医疗业：

医药
900

9 月 3 日
北京搜车网科技有限公

司
中国

阿里巴巴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 ;
阳光保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春

华资本集团;
Russia-China

Investment Fund;
锴明投资; 晨兴

资本; 宜信惠民

投资管理（北京）

有限公司; 领沨

资本; 北京昊翔

资本管理;
Paladin Equity
Investment

中国
互联网/电

子商务业
578

9 月 4 日
Suncorp Life &

Superannuation Limited
澳大利亚

TAL Dai-ichi
Life Australia
Pty Limited

澳大利亚
金融服务

业
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