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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汇率管理措辞微变

 10 月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降至 50.8 创 13 个月新低

 财政部：对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免征增值税

 私募大消息！又一中字头基金刚备案登记

 科创板将成为 VC/PE 融退新渠道

 文娱投资降温 VC/PE 瞄准二三线城市

 I 资湖南省“一带一路”基金成立 总规模 200 亿元

 红杉资本与真格基金推出高端创业研究班——鸵鸟会，发现新一代创业领袖

 招商致远资本与新工集团、泰鑫资产签订基金合作协议

 普莱信智能宣布完成 8000 万元人民币 A 轮融资 由鼎晖投资领投，云启资本跟投

 智能 3D 打印企业黑格科技获 3.25 亿 A 轮融资，IDG 资本领投

【宏观】央行汇率管理措辞微变

央行关于汇率政策的最新措辞出现微变。央行 11月 9日发布的《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货

币政策执行报告》在谈及下一阶段主要政策思路时指出，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以市场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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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

并在必要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全文（经济参考报)

10 月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降至 50.8 创 13 个月新低

11月 5日公布的 10月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服务业 PMI）录得 50.8，低于

9 月 2.3个百分点，为 13个月以来新低。

尽管此前公布的制造业 PMI小幅回升，但受服务业扩张速度放缓的影响，10月财新中国

综合 PMI录得 50.5，低于 9月 1.6个百分点，为 28个月以来最低。＞全文（财新网)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39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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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财政部：对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免征增值税

11月 5日，财政部官网发布《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 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税收政策的通

知》，规定自 2019年至 2021年对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

空间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在孵对象使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

地使用税；对其向在孵对象提供孵化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全文（新京报)

私募大消息！又一中字头基金刚备案登记

雄安新区又有新动作。中国雄安集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

募管理人的备案登记，这意味着雄安正式成立私募机构，以后将要开展私募股权、创业投资业

务。

记者发现，该私募机构拥有强大的股东背景，未来围绕雄安新区建设发展，该私募的业务

发展空间值得期待。据了解，目前注册资本金达 100亿的中国雄安集团，旗下已经成立了六大

子公司，分别承担了不同使命，包括基础设施、生态发展、数字城市、城市发展、公共服务、

投资管理等建设。＞全文（中国基金报）

科创板将成为 VC/PE 融退新渠道

高科技初创企业上市融资，不仅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对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退出也是利

好，尤其是在国内 IPO放缓、高科技企业出海上市的现状下，科创板的推出将给私募股权投资

机构“松绑”，间接刺激机构投资和募资效益，提高资金的流转效率，更好地服务高新科技企

业的成长与发展。

11月 5日上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

席开幕式发表演讲时表示，将在上海设立科创板以及试点注册制。上交所科创板的设立，是落

实创新驱动、科技强国的重要举措，有望为国内一大批科技公司开辟上市快速通道。

VC/PE在支持高新科技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高科技初创企业上市融资，不仅

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对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退出也是利好，尤其是在国内 IPO放缓、高科技企

业出海上市的现状下，科创板的推出将给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松绑”，间接刺激机构投资和募

资效益，提高资金的流转效率，更好地服务高新科技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全文（金融时报）

文娱投资降温 VC/PE 瞄准二三线城市

从数据上看，2018年第三季度，文娱行业的融资案例数量出现了一定幅度下滑，单笔投

资金额缩小，这反映了投资人谨慎观望的心理。不过，业内人士认为，过去沉淀下来的社交资

产和内容资产，已经到了一个规模化变现的“前夜”，接下来将是一个精细化运营的时代，消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41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42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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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升级和技术创新成为新的核心驱动力。与此同时，二三四线城市潜力巨大，有望成为电影和

众多文化产品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全文（中国证券报）

【募集】湖南省“一带一路”基金成立 总规模 200 亿元

11月 9日，记者从湖南省国资委获悉，湖南省“一带一路”基金成立，基金总规模 200亿

元，将为湖南企业“走出去”提供融资新平台。

据悉，湖南省“一带一路”基金是湖南省国资系统三大基金之一，是“资金融通、信息互

通、产业互联”的国资境内外投融资平台，由湖南省属国企湖南建工集团、湖南交水建集团、

新天地集团等联合发起成立。＞全文（新华网）

【会员动态】红杉资本与真格基金推出高端创业研究班——鸵鸟会，发现新一代创业领袖

为帮助优秀创业者尽快实现他们的创业计划、顺利抵达他们的梦想彼岸、并从中发现和培

养新一代创业领袖，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与真格基金宣布联合推出高端创业研究班，并将该研究

班命名为“鸵鸟会”。＞全文（红杉汇）

【会员动态】招商致远资本与新工集团、泰鑫资产签订基金合作协议

2018年 11月 8日，招商致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致远资本”）与南京新

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工集团”）、南京泰鑫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泰鑫资产”）在南京签署了产业基金合作协议。协议各方本着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

则，将在南京滨江开发区合作设立总规模 10亿元人民币的产业基金，基金旨在孵化高端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新兴企业，支持中小企业运用资本市场发展壮大，推动资本市场更好

地服务实体经济，助力经济转型升级。＞全文（招商证券）

【会员动态】普莱信智能宣布完成 8000 万元人民币 A 轮融资 由鼎晖投资领投，云启资本跟

投

随着美国宣布对存储器芯片公司福建晋华进行封杀，半导体行业再次成为市场热点。11月

7日，中国半导体设备创新企业普莱信智能宣布完成 8000万元人民币的 A轮融资，由鼎晖投

资领投，云启资本跟投。本轮融资将加速普莱信在人才引入、产品研发、规模化生产等进度，

促进半导体设备的国产化，以期一定程度改变半导体关键设备长期依赖进口的现状。

＞全文（投中网）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44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45
https://mp.weixin.qq.com/s/fnTgZptKjaVs0_ecb46Eig
https://mp.weixin.qq.com/s/WFP2vNCM8oXcTI7713oVLw
https://mp.weixin.qq.com/s/2WMsc1-YKNewShlpmX0m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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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动态】智能 3D 打印企业黑格科技获 3.25 亿 A 轮融资，IDG 资本领投

近日，数字化生产服务商广州黑格智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格科技”）宣布

完成 A轮 3.25亿元人民币融资。本轮融资由 IDG 资本领投，深圳富士投资集团，逸辉耀投资

跟投。

本轮融资后，黑格科技将在 3D 打印技术研发和生产，推进 3D打印产业链布局、企业人

才布局等几个维度加大投入，打通Manufacturer Business Customer（生产-商业-用户和消费者），

建立从“数字化生产”到“去规模化”零售的新型 3D打印应用场景。＞全文（投中网）

 2018 中国 PE/VC 行业评选”候选提名正在进行中！

 BPEA 跨境投融资专委会专题研讨会第七期成功举办

 2018CVCA 年会暨中国 PE/VC 高峰论坛

 2018 中韩创新创业合作大会

【协会动态】“2018 中国 PE/VC 行业评选”候选提名正在进行中！

中国股权投资行业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行

业具有市场化、灵活化的特点，在支持实体经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

用。时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大时代下，中国股权投资行业迎来开放发展新机遇。

为及时总结推广发展经验、推动行业健康发展，协会自 2014 年起联合各地方协会举办“中

国 PE/VC 行业评选”。并在 2016 年起，携手财新传媒联合主办。通过评选，旨在为行业打造

一份权威性的商界榜单，鼓励嘉奖年度 PE/VC 行业内取得卓越成绩的机构和个人。

主办机构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财新传媒

奖项设置

机构类

2018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二十强

2018 中国创业投资机构二十强

https://mp.weixin.qq.com/s/TuQYtVurybQW-YLjI6N2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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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天使投资机构十强

2018 中国母基金十强

2018 中国股权投资行业优秀新锐机构奖

2018 中国股权投资行业卓越社会责任奖

2018 中国（PE/VC 支持）十佳中介服务机构

个人类

2018 中国股权投资行业杰出青年投资人

评选工作组联系方式

查女士 010-88087063，yczha@bpea.net.cn

路先生 010-88086895，pflu@bpea.net.cn ＞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协会动态】BPEA 跨境投融资专委会专题研讨会第七期成功举办

2018 年 11 月 9 日，BPEA 跨境投融资专委会专题研讨会第七期在协会会议室成功举办，本

期研讨会的主题是芬兰清洁技术产业在华投资合作路演，特邀芬兰水务协会领导和芬兰大中型

洁技术和智慧城市技术企业领导对该话题进行了精彩分享。

首先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跨境投融资专委会副秘书长苗乃川进行致辞，并且就芬兰投资

概况进行了阐述, 介绍了芬兰水务投资环境的优势、芬兰清洁产业在北欧的地位。

接下来由芬兰清洁能源企业进行项目路演，其中芬兰测量与信息系统中心行政总监 Mikko

Kerttula 对几家企业进行了介绍，对芬兰清洁企业在清洁技术上的领先性和成功案例进行了分

析。

路演结束后，在交流问答环节，与会人员与演讲嘉宾进行了热烈讨论，本次活动圆满举办。

＞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活动预告】2018CVCA 年会暨中国 PE/VC 高峰论坛

2018 中华股权投资协会(CVCA)年会暨中国私募股权/创业投资高峰论坛将于 2018 年 11 月

28日在北京举行。此次年会旨在为CVCA会员代表和CVCA朋友之间提供年度交流和聚会的平台。

通过研讨和论坛的形式,CVCA 会员和业内人士可将所遇到的议题和所面临的挑战进行讨论和交

流，分享有益的经验和案例，以共同促进行业的发展。

mailto:010-88086895，pflu@bpea.net.cn
https://mp.weixin.qq.com/s/K4D0CslFU9YQYyq44R7dJA
https://mp.weixin.qq.com/s/SAvZZ1S4lSixB9H2nCiN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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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论坛：

- 2018 年融、投资宏观趋势

- 在独角兽过百，估值猛涨的环境下，VC/PE 如何把握投资机会

- 如何长期获得 LP 的青睐

- 退出渠道与策略的选择

- 从投资角度点评新技术

- 案例分享：顺丰速运和科大讯飞

参会嘉宾：

徳弘資本董事长刘海峰

TPG 中国管理合伙人孙强

中信资本董事长张懿宸

方源资本总裁唐葵

启明创投创始主管合伙人邝子平

德同资本创始主管合伙人邵俊

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陈浩

信中利董事长汪潮涌

高盛亚洲合伙人许明茵

太盟亚洲合伙人邱中伟

创世伙伴创始主管合伙人周炜

远骥资本创始主管合伙人曲家浩

Asia Alternatives 创始人徐红江

古玉资本董事长林哲莹

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朱啸虎

报名联系人：谌先生 电话：010-88086775 邮件：jjchen@bpea.net.cn

请发送“姓名-公司-职务-手机-邮箱”至联系人邮件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后将收到我们的确认

回复和短信提醒，谢绝现场空降！

BPEA 会员享有 8折优惠价。＞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https://mp.weixin.qq.com/s/zWw4uS3kfOgDqQviqRnL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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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2018 中韩创新创业合作大会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工业 4.0 应运而起，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大背景，为了搭建中

韩两国创新行业合作的交流平台，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简称 KOTRA)将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周五)组织 20 家韩国优秀创新创业企业来华，在北京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大宴会厅举办

“2018 中韩创新创业合作大会”。本次活动采取一对一商务洽谈的方式，提供免费翻译。KOTRA

现诚挚邀请中国相关投资家，加速器，VC，或对韩国同类产品感兴趣的企业与韩国企业进行贸

易投资洽谈，提供中韩两国企业近距离接触相互了解，加强交流合作的良好机会。

举办时间：2018 年 11 月 23 日(周五)

举办地点：北京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 3 层 大宴会厅 B（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太阳宫云南

大厦）

活动规模：韩国企业 26 家； 中国投资企业，加速器，VC，采购商等 100 家

主办：大韩民国政府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

协办：韩国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

支持：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活动内容：中韩创新创业论坛,韩国初创企业路演，中韩优秀企业 1:1 合作洽谈会等

产业领域：IT,AI,互联网金融,大数据，生物科技，内容（教育）等新兴产业

洽谈形式：事先约定时间段，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洽谈

参加费用：免费（配有免费中韩翻译）

联 系 人: 宋先生

电话: 010-88087202

邮箱: bsong@bpea.net.cn

报名方式：请发送“姓名-公司-职务-手机-邮箱”至联系人邮件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后将

收到我们的确认回复和短信提醒，谢绝现场空降！＞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https://mp.weixin.qq.com/s/uriMhE4W_5BkhLof-p9a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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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磊：任何外部冲击都是短暂的，不会阻挡改革开放的步伐，也不会改

变行业蓬勃发展的趋势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

2018 年 10 月 13 日，“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 2018 第六届年会暨与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

会战略合作签约”于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格局变化下的风险化解与财富管理转型。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CWM50 理事洪磊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的演讲实录：

尊敬的晓霞司长，各位来宾，非常高兴来参加今天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与大家共同交流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提升：模式与路径”这个话题的讨论。

这段时间基金业遇到一些困难，有人说私募基金生于 2004，卒于 2018 年。我相信这是一

个玩笑，不可能的，经过我们 20 年的发展，我们行业现在法律体系健全，逐步在走上一条规

范发展的道路，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交流一下我对我们基金行业今天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国的基金业已经开始走上一条规范发展之路。无论外部的形势如何变化，我们相

信基金业只会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强大，真正具备作为资本市场压仓是和实体经济助推器的能

力。二十年来，基金业始终不断深化对行业本质的认识，积极对外开放，充分吸收成熟市场的

有效经验，逐步形成了与行业本质相匹配的法制环境和市场体系。双受托制度，投资者适当性

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净值化管理制度，成为了基金行业的特色制度，初步建立了以投资人利

益为优先的行业文化，市场交易机制透明、风险责任清晰、业绩竞争充分，初步形成了市场化

规范化运作的机制。坚持基金本质，恪守义务，在深化改革和扩展开放中提升专业能力是基金

行业对抗外部风险、防范自身道德风险的不二法宝，是基金行业发挥股权投资功能、服务大众

和实体经济的根本保障，我们对此坚信不移。

其次，金融风险形式多样，成因复杂，要从风险源头和本质出发，完善风险识别防范和化

解机制。以私募基金为例，在私募登记备案高峰时期，机构申请登记以每周 400 家，产品备案

申请以每周 800-1000 只的速度增长，被压抑多年的需求短期内释放，私募基金市场空前活跃。

但是种种不规范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包括私募机构滥用登记信息非法征信，为本基金组合投资

要求，为单一机构或项目融资问题，违背收益共享、风险共担，要求变相保本保收益，违背防

范利益冲突要求，为股东方自融甚至挪用资金产品问题，为方便税收筹划或满足地方展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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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虚化管理人受托责任问题，为逃脱实际控制人法律责任滥设管理人代持股权问题，为募

集资金违背非公开募集要求，设计嵌套式产品，突破合格投资人实质性标准问题，为逃避监管

不如实履行信息报送义务问题等等。上述问题在行业监管和自律管理中，在不断规范的过程中

在不断的暴露出来，这就需要我们认清问题本源，回归行业本质，找到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就自律管理工作而言，协会将依托基金法的授权，在自律管理和服务职能范围内，将信义

义务要求转化为更具体的登记备案标准和业务规则。基于行业报送信息构建数据沟际集合机

制，提高风险识别与防范能力，进一步加强投资者教育，努力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我们也呼

吁市场各方主动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形成共治共享健康发展的行业环境。

第三，以行业自律推动市场自我约束，践行信义义务，筑牢信义文化，是私募基金健康发

展的希望方向。信义义务的核心要求就是将投资人的利益置于投资人利益之上，这一要求远高

于平等金融主体之间的诚实守信要求。法律和行政监管对此无法做出充分的明文约束，只能就

其主要方面提出原则要求或做出有限的规定，更多的时候必须依赖当事人内心道德和市场主体

间的相互制衡。行业自律就需要在法律和行政监管要求之上，从市场缺陷和个体道德有限性出

发，将信义义务的完整要求具体化为行业共识和共同行为准则。经实践检验和认可，共同行为

准则就成为度量行业机构和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的标尺，凡是通过共同行为准则标尺检验的行

为，都会被市场打上遵守信用文化的烙印，从而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更大的竞争力，也将因此

而形成机构的自我约束、市场自主博弈、行业规范发展的市场化运作机制。从这一自下而上的

行为规范构建过程，正是行业自律的价值所在，也是行业自律虽具有公共管理属性但有别于行

政监管，更非行政许可的本质所在。

全国人大官网发布的基金法释意第 11 条指出，一是行政监管，二是行业自律，无论是行

业监管还是行业自律，其共同目标都是确保国家证券投资基金法律法规的实施，维护证券市场

的秩序，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促进证券投资基金行业规范发展。同时还指出，行政监管与行

业自律的性质不同，政府监管的性质是行政行为，行业监管的性质是自律行为，政府监管的依

据是法律行政法规，行业监管的依据除了法律行政法规外，还包括自律组织的章程、业务规则、

行业纪律等。

目前，私募基金行业已经在登记备案、募集合同、内控、信息披露、人员管理、中介服务

等方面形成了若干业务准则和行业纪律，为防范利益冲突，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起到了重要

作用。

下一步我们还将根据行业发展的实际，持续推进信义义务落地工作，筑牢行业信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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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完善信用公示、信用管理，建立公允透明的行业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让信用记录良

好、内部治理稳健、历史业绩优秀的私募机构有机会脱颖而出，获得更低的展业成本，更大的

展业空间，积极推动优秀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获得开展公募业务、养老金管理业务的机会，促进

优胜劣汰。刚才任主任提出来那么多的资金的供给，我们希望我们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能够通过

白名单制度为他们服务，而且私募管理人最大的优势就是专业、约束力更强，他们的资金能够

更好的抵达我们的实体经济。

二是进一步完善登记备案的须知，明确登记备案的关注要点，优化登记备案的流程，提高

信息的透明度。在完善信义义务要求的同时，提高信用记录良好、内部治理稳健的私募机构产

品审核时效。

三是切实配合国家有关部门优惠政策和监管的要求，做好创业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和标准认

定工作，为创业投资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

四是强化行业监督和自律检查，对违反自律规则和协会章程的行为，严格自律执纪。

私募基金是直接融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市场化最充分的股权投资活动，要通过适

度监管加有效自律，为创业投资、并购投资活动的迸发创造更有利的空间，让市场在创新发展

的资源配置中发挥出决定性的作用。

基金业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做了什么，任何外部冲击都是短暂的，不会

阻挡我们改革开放的步伐，也不会改变我们基金行业蓬勃发展的趋势。保持定力，认清方向，

积极行动，就会取得更大的发展，并在发展现代金融体系中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谢谢大家！（来源：中国基金报 ）

清科观察：《2018 年中国清洁环保行业投资研究报告》发布

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于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持续上升。“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十三五”规划将节能环保定义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十九大”更是将污染防治

作为我国当前“三大攻坚战”之一而提出。在整体重视程度和行业内部利好政策的鼓励之下，我

国清洁环保行业近五年高速发展。

投融资方面，2013-2017 年我国清洁环保行业发展迅速，共发生 923 起股权投资事件，累

计投资金额达 1,318.05 亿元，股权投资市场投资案例数和金额呈逐年增长态势。退出方面，

2013-2017 年间，清洁环保行业共发生退出事件 397 笔，涉及 270 家公司，股权转让和并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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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退出方式。并购市场方面，2013-2017 年中国清洁环保行业共发生 793 起并购事件，涉及

并购总金额达 1,679.48 亿元，行业并购整合速度较快。IPO 方面，2013-2017 年中国清洁环保

行业 IPO 企业总共有 61 家，上市的清洁环保企业不多，但不乏盈利能力较强的“实力派”选手。

图 1 2013-2017 年中国清洁环保行业 VC/PE 投资情况

在此背景下，清科研究中心发布《2018 年中国清洁环保行业投资研究报告》，阐述清洁环

保行业发展现状，并从环保、高效节能、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四大领域分析相关细分行业的具

体趋势、VC/PE 投资现状、产业结构、核心技术和未来发展情况，最后为市场提供一些值得关

注的方向和投资策略建议。

内污染治理需求持续增加，环保子行业水处理、固废行业蓄势待发

环保指代环境保护，是指人类为解决现实的或潜在的环境问题，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保障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总称。本篇报告中，环保是清洁环保下属的二级

行业，特指利用工程技术手段，识别并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一系列密切互相替代企业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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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环保行业产业图谱

固废处理利用和水污染治理是环保行业市场规模最大、受到关注最多的两大领域，是环保

领域未来的主要增长方向。据 LCEGS（Low Carbon Environment Goods and Services）的统计

调研，2016 年全球环保产业市场中，固废处理利用和水污染治理分别占总规模的 49.1%和

35.6%。相对于固废和水处理占环保行业近 85%的国际水平，我国目前市场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水污染治理是利用技术、工程和管理手段改善环境水体或工业生活用水水质的过程。根据

清科旗下私募通统计显示，2013-2017 年期间，水污染治理领域共发生 153 起投资事件，累积

金额 85.26 亿元。其中发生在 2015 年及之后的投资事件占比 73.2%，金额占比 64%，这主要得

益于政策的引导。2015 年国务院颁布《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业内简称“水十条”），在污水

处理、工业废水、全面控制污染物排放等多方面进行强力监管并启动严格问责制，标志着中国

在水污染领域的铁腕治污进入“新常态”。“水十条”与同时期发布的“十三五”规划中对于污

染物排放减量目标以及同年开始执行的新《环境保护法》相互促进，推动水污染治理领域的投

融资迈上新台阶。

表 1 “十三五”规划对污染物总量减排的目标设定

污染物 “十二五”成果 “十三五”期间目标

化学需氧量 -12.9% -10%

氨氮 -13% -10%

二氧化硫 -18% -10%

氮氧化物 -18.6% -10%

来源：国务院《“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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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全称固体废物，是指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

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品、物质。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统计，2013-2017 年期间，

固废处理领域增长迅速，共发生 144 起投资事件，累积金额 196.44 亿元。其中 2017 年增长尤

为迅速，不仅投资案例数创下新高，投资金额更是凭借中联重科环保的大额案例，超过了前四

年的总和，增长率达 622.7%。与其它几个环保版块不同，我国在固废领域起步较晚，近期政策

法规较为密集，因而激活了庞大的潜在市场。在可预见的将来，固废处理利用将逐步超越水污

染治理，成为环保大行业下的支柱产业。

表 2. 固废处理利用领域近年重点政策法规

时间 政策法规名称 涉及领域

2016-1-25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管理计划制定指南》 危险废物

2016-5-28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十条”） 土壤修复

2016-11-7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2016修正版） 全部固废

2016-11-24《“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全部固废

2017-4-27 《“十三五”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工作方案》危险废物

2017-8-29 《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 危险废物

2018-7-11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全部固废

2018-8-31 《土壤污染防治法》 土壤修复

来源：公开信息整理 2018.09

尽管政策为环保市场打开了持续增长的大门，但环保行业并非顺风顺水。目前环保行业主

要问题在于集中程度较低，缺少标杆引领，技术和研发投入不足等。随着市场完全开拓带来的

行业竞争加剧，真正拥有有效盈利模式的企业才有望突出重围。对于一级市场的投资机构，目

前环保的主战场已经从攻城略地的增量市场厮杀转移到了存量市场规模和技术的比拼，故投资

关注点应当适度后移，以公司实际营业成绩为重，同时兼顾发展潜力，例如信贷评级，技术和

人才储备等。

高效节能：“十三五”规划寄以厚望，高效节能市场规模持续扩张

高效节能行业此前在官方口径中一直以“节能减排”或“节能环保”形式存在，即使提及“高效

节能”，也基本用于描述产品而非产业。但“十三五”规划特别将“高效节能”从环保大分类中独立

https://www.newseed.cn/company/2736
https://www.newseed.cn/company/4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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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提出了“到 2020 年，全国高效节能产业规模力争达到 3 万亿元”的阶段目标。作为独立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效节能未来前景可观。

图 3高效节能产业图谱

高效节能的两个主要方向分别为工业节能和社会节能。工业节能是指在工业生产的各种程

序中使用新设备或技术，实现相同产出条件下更低能量消耗的服务过程。耗能较高的行业是工

业节能主要服务的对象，如钢铁/有色金属冶炼、电力、石油、化工等。不难发现，目前工业节

能主要面向化石燃料燃烧的过程，以热能利用率的提高为主要改进方向。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

2013-2017年期间工业节能领域共发生 69起投资事件，累计金额 20.34亿元。近三年来投资额

高达 18.60亿元，代表着工业节能服务潜力的释放。

《“十三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指出，目前工业节能领域仍然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

强、缺乏开拓性技术创新等问题。因此，未来工业节能的重点技术方向在于自主开发的创新型

技术，例如钢铁行业的热态炉渣余热高效回收和资源化利用技术，有色行业的开发铝电解槽大

型化及智能化技术和石油化工行业的油品及大宗化工原料绿色制备技术、石化装置换热系统智

能控制技术等。

社会节能是指在社会活动中能源利用的环节通过各类技术和管理手段减少能源消耗的过

程。社会节能主要包括建筑节能、社会节约用电、交通运输节能等方面。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

2013-2017年间，社会节能领域共发生投资事件 33起，累计投资金额 16.91亿元。

https://zdb.pedaily.cn/people/show2079/
https://zdb.pedaily.cn/people/show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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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方面，社会节能领域方兴未艾，未来仍有较大的发展前景。其中，节能建材生产

领域目前已经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国产企业，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行业先进外企的垄断；未来，鉴

于庞大的中国市场体量，外资企业将携带其先进技术纷至沓来，因此也会是国内同行接受挑战

和拜师学艺的时机。

新能源：风电&光伏发电增速较高，补贴退坡激励技术升级

新能源是指除传统能源之外的各种能源形式。清科研究中心定义的新能源是广义的新能

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核能等。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统

计，新能源行业 2013-2017年共发生 154起股权投资案例，总投资金额为 289.82亿元。其中风

能、太阳能近年增长速度较快，受关注程度更高，是目前较为活跃的两大新能源方向。

https://zdb.pedaily.cn/people/show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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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风能行业概况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清科研究中心（数据范围是 2017年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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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太阳能行业概况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清科研究中心（数据范围是 2017年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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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行业的成长壮大，风力发电、光伏发电补贴持续退坡。在 2017年北京国际风能大会

（CWP2017）上，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表示，风电补贴将分步退出，在

2020年至 2022 年实现不提供风力发电补贴；2018年 5月 31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

能源局联合下发《关于 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能源【2018】823号），规定

自发文日起，新投运的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统一降低 0.05元，I类、II 类、III 类资

源区标杆上网电价分别调整为每千瓦时 0.5元、0.6元、0.7元（含税），新投运的、采用“自发

自用、余电上网”模式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全电量度电补贴标准降低 0.05元，即补贴标准

调整为每千瓦时 0.32元（含税）。退补压力短期内会造成新能源行业增速减缓，利润被压缩，

若成本下降不能抵消降补影响，企业将难以维系，但另一方面该政策也激励企业不断更新技术，

维持行业利润。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发电成本呈快速下降趋势，平价上网可期，即无需国家补贴也能

维持正常收益率。以风力发电成本和太阳能发电成本为例，根据《“十二五”期间投产电力工程

项目造价分析》，2015年风电工程投资成本下降至 7761元/KW。2017年全国风电平均利用小

时数为 1,948小时，以 7,500元/KW投资成本测算，目前国内风电电度成本为 0.33元/KWh,已

经低于中东部地区煤电上网电价。太阳能行业虽然目前发电成本较高，但开发速度较快，到 2025

年将实现发电侧平价上网。光伏发电的成本主要包括组件成本、周边系统成本以及土地成本等，

其中组件成本占比较大。根据太阳能光伏网数据，目前我国光伏组件成本下降至 0.32美元/瓦，

两年降幅 23.8%。同时彭博新能财经（BNEF）数据显示，我国光伏发电价与煤电价差距一直

在减少，2016年 6月份光伏比煤电贵 5.6美分/千瓦时，2018年 6月光伏仅比煤电贵 2.1美分/

千瓦时。实现平价上网后，新能源发电将占有较大主动权，有望替代煤电，市场规模实现迅速

增长。

新能源汽车：能源与制造业碰撞出的火花已渐成燎原之势

新能源汽车产业承载着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制造业崛起的重任，受国家政策倾斜与资金支

持新能源汽车行业迅速发展。根据清科研究中心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2013-2017年我国新能

源汽车行业共发生 196起股权投资事件，总投资金额为 635.87亿元人民币。从时间维度上分析，

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投资案例数和投资金额一路“飙升”，投资案例数和投资金额从 2013年的 8

起、2.19亿元人民币增加到 2017年的 79起、300.97亿元人民币。

https://www.newseed.cn/company/2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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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的三大热点分别为整车制造、电池生产和充电桩开发运营。新能源整车市场方

面，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2017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为 79.4万辆，销量为 77.7万辆，

分别同比增长 53.8%和 53.3%，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比 2.7%，比 2016年提高 0.9个百分点；新能

源车动力电池市场方面，根据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GGII）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动力电池产

量为 44.5GWh，同比增长 44%；充电桩方面，依据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数据，

2017年我国充电桩数量达到 21.4万个，同比增长 51.4%。

近几年来我国新能源整车制造行业规模高速增长。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2017年中

国新能源汽车产量为 79.4万辆，销量为 77.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3.8%和 53.3%，新能源汽车

整车制造业近五年来一直保持高增速，汽车工业协会预计到 2025年新能源车的市场占比将会

达到 15%。

清科研究中心通过分析新能源汽车头部企业的盈利情况以及战略布局发现，新能源汽车行

业目前属于增量市场，但一定程度上受到硬件供应商的掣肘。但当头部企业开放供应商体系后，

硬件（例如电池等）将不再构成整车制造行业壁垒，汽控系统将逐渐成为竞争焦点。与此同时，

外购核心硬件需求的增加，拥有核心硬件技术的企业将获得长足的发展。

https://www.newseed.cn/company/29782
https://www.newseed.cn/company/26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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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整车制造行业概况

数据来源：中国企业工业协会、IBISWorld、清科研究中心（数据范围是 2017年全年）

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行业规模快速增长。根据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GGII）数据显示，

2017年中国动力电池产量为 44.5GWh，同比增长 44%，市场从客车转由乘用车主导。经过近

几年的扩产，国内动力电池的产能已经超过当前需求。根据电池中国网数据，2017年我国动力

电池装机量约为 36.4GWh，同比增长 29.3%，动力电池产量已经超过装机量。

对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清科研究中心认为：重视技术研发，动力电池的成本和质量是

核心竞争力，而成本的降低和质量的提升都需要技术积淀。只有深耕技术，才能在行业中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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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其二，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国际市场需求较大，而目前中国动力电池出口量较小，

随着我国动力电池技术不断成熟，国际业务或将成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市场新增长点。

图 7 新能源汽车电池行业概况

数据来源：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清科研究中心（数据范围是 2017年全年）

随新能源汽车规模呈爆发式增长，汽车充电桩领域发展速度较快。根据中国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促进联盟数据，2017年我国充电桩数量达到 21.4万个，同比增长 51.4%，近 5年平均

增速达到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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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行业供应商议价以及购买者能力较低，定价权主要由充电桩

运营商决定，其中运营商制定的服务费和电价由国家管控。由于该行业技术要求不高，进入壁

垒较低，但需要满足一定的软性条件才可进入投标体系。此外，行业暂时没有替代品，同业竞

争程度为中等。综上，我国新能源车充电桩行业竞争程度为中等，“国家队”优势较大。

图 8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行业概况

数据来源：清科研究中心依据公开信息整理（数据范围是 2017年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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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环保未来将要走向何方？

综合而言，2018年中国清洁环保行业发展平稳。环保和高效节能行业受到去杠杆和政府债

务的影响，进入调整期，企业开始并购整合；新能源行业走过了政府补贴“保驾护航”下的快速

增长期，也逐渐开始通过技术和资源并购增强盈利能力，谋求独立增长。新能源汽车是近期清

洁环保行业的首要增长点，国内较为完善的产业链条和科技概念的加持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想象

空间，支撑起了一批创业公司的兴起和壮大，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现阶段的概念能否实现产业

化应用。

清洁环保行业在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还面临市场集中程度不高、技术和研发投资不足等

问题。清科研究中心认为，未来十年内，清洁环保行业将会与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相互结

合、相互促进，迎来发展的黄金十年。若能在增长中积累工程经验，重视人才培养，综合前沿

科学技术开发新型材料、设备、工艺与产品，在变革的市场中迎接挑战，则我国的清洁环保行

业将有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与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https://zdb.pedaily.cn/people/show1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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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11 月 3 日-11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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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5 日

千骥创投

联合基金

上海启迪金双创投资

孚视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5 日 中科金财 金方达信息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NA

11 月 5 日 微医贝联 贝贝壳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11 月 5 日

IDG 资本

富士投资

逸辉耀投资

黑格科技 IT 中国 3.25 亿人民币

11 月 5 日

红杉海外

NFX Guild

不公开的投资者

Setter 建筑/工程 加拿大 1000.00 万美元

11 月 5 日
分享投资

泰州融健达
茵络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11 月 5 日
百度风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aiCTX IT 瑞士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5 日 了得资本
Contents

Protocol
互联网 韩国 NA

11 月 5 日 南京正善资产 Dimension5 互联网 中国 NA

11 月 5 日
拉萨鸿新资管

鸿臻轩杰创投
铸金股份 能源及矿产 中国 4995.00 万人民币

11 月 5 日

华控基金

霍尔果斯华控创投

西高投

华如科技 IT 中国 1.35 亿人民币

11 月 5 日 鲁信祺晟 华辰泰尔 机械制造 中国 2001.00 万人民币

11 月 5 日 高能投资 虹蚁科技 建筑/工程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5 日 隆平高科 联创种业 农/林/牧/渔 美国 13.87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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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6 日 时代伯乐 伊普诺康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3022.73 万人民币

11 月 6 日 江苏应天投资 通锦精密 机械制造 中国 12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6 日

永欣资产

国发股权基金

清研资本

苏州龙驹东方投资

翔楼新材 汽车 中国 4560.00 万人民币

11 月 6 日 麦达数字 实益达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18 亿人民币

11 月 6 日 北斗产业基金 盈力科技 IT 中国 11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6 日
愉悦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优加健康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 万美元

11 月 6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蜂蜜阅读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6 日
腾讯产业共赢基金

不公开的投资者
十字星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6 日
汉能投资集团

不公开的投资者
医准智能 IT 中国 45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6 日 中创协母基金 小牛在线 金融 中国 4.00 亿人民币

11 月 6 日
远致富海

不公开的投资者
广景科技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50 亿人民币

11 月 6 日
天和文化基金

不公开的投资者
千鸟互联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6 日 SOGEPA 基金 昶洧汽车 汽车 中国 1.75 亿欧元

11 月 6 日 巴斯夫风投 普利生 IT 中国 NA

11 月 6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众享车驿站 汽车 中国 8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6 日

顺为资本

红杉资本（印度）

赛富投资基金

数字天空技术

YC

Meesho 互联网 印尼 5000.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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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ure Highway

RPS Ventures

11 月 7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果加智能 IT 中国 1.50 亿人民币

11 月 7 日 云鑫创投 人人租机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7 日
翼城投资

招商启航
小微蜂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7 日
HAX 加速器

不公开的投资者

新工厂创客教

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 万美元

11 月 7 日
英特尔投资

北京芯动能投资
汇医慧影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11 月 7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盈途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7 日

真格基金

源码资本

不惑创投

掌上辅材 互联网 中国 800.00 万美元

11 月 7 日
东方富海

佳地投资
潮流女孩盛典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7 日
阿米巴资本

海纳亚洲
运链 物流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11 月 7 日
界石投资

盘古创富
链安科技 IT 中国 100.00 万美元

11 月 7 日 美图 PressLogic 互联网 中国香港 1000.00 万美元

11 月 7 日
鼎晖投资

云启资本
普莱信智能 IT 中国 8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7 日
大通文旅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幻享家 房地产 中国 5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7 日
天纪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拓深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7 日 优客工场 省广众烁 互联网 中国 1.50 亿人民币

11 月 7 日 中信文化资本 数字王国空间 娱乐传媒 中国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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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7 日 泰国 IRPC 赛聚新材料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11 月 7 日 中原联创投资基金 全宇制药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66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7 日

紫雨投资

南通平衡资本

深圳创天长投资

四新科技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2992.26 万人民币

11 月 7 日
黄埔文化（广州）股

权投资
广州欧科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7 日 永安信亿丰 欣欣传媒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7 日
宁波梅山保税港正旭

投资
天箭惯性 机械制造 中国 15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7 日
红土智为厦门投资

深创投
中科动漫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7 日

汇丰资本

沃德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语言链 互联网 新加坡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7 日 联美控股 兆讯传媒 娱乐传媒 中国 23.00 亿人民币

11 月 8 日 联通创投 信析宝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8 日 霍尔果斯浑璞投资 华卓精科 机械制造 中国 7587.50 万人民币

11 月 8 日
无锡国联创投

深圳文创达资产
海钰生物 食品&饮料 中国 6588.00 万人民币

11 月 8 日 东科创投 雷小锋 IT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慧美丰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8 日 海泉基金 临奇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沈阳乐加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8 日 了得资本 51Token 金融 中国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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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

恩颐投资

DCM 资本

Frazier Healthcare

Partners

Pappas Capital

RiverVest Venture

Partners

Rock Springs

Capital

Novo Holdings A / S

Mirum

Pharmaceutic

als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美国 1.20 亿美元

11 月 8 日

LINE Ventures

阿里巴巴台湾创投

Monk’s Hill

Ventures

中华开发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KKday 互联网 中国台湾 NA

11 月 9 日 蚂蚁金服 数位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1 月 9 日 北塔资本 微动体育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9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云庭数据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1 月 9 日 光谷烽火科投 地大信息 IT 中国 2004.80 万人民币

11 月 9 日 阿里资本 喜士多 连锁及零售 中国 5.00 亿人民币

11 月 9 日 启明创投 唔哩星球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9 日 真格基金 运个货 物流 中国 100.00 万美元

11 月 9 日

华登国际

经纬中国

三星创投

清华 AI 产业基金

远弗科技 IT 中国 1100.00 万美元

11 月 9 日

华登国际

经纬中国

三星创投

清华 AI 产业基金

Trifo IT 美国 1100.00 万美元

11 月 9 日

景辉投资

西藏一粟创投

厦门赛富金湾投资

Cocos 引擎 互联网 中国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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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乐乐茶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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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5 日-11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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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5 日

南京国睿安泰信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59% 股权

变动规模); 南京国睿信

维软件有限公司 (95%
股权变动规模); 南京国

睿防务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
国睿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 国防业 994

11 月 6 日

协鑫智慧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90% 股权变动规

模)
中国

江苏霞客环保色

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能源业 680

11 月 5 日 Greencross Ltd 澳大利亚 TPG Capital LP 美国 医疗业 674

11 月 7 日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34.9% 股权变动规

模)
中国

珠海华发集团有

限公司
中国

工业：电子

业
596

11 月 7 日 U-Shin Ltd 日本
MinebeaMitsumi

Inc
日本 汽车业 4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