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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前 10 月财政收入同比增 7.4% 10 月份个税收入增速明显放缓

 央行：用好用足正向激励措施支持民营小微企业

 私募整体规模近 13 万亿元 10 月 PE 和 VC 规模激增 1500 亿

 中基协洪磊：年底发布 PE 管理人信用信息报告标准

 政府引导基金规模 3.7 万亿 需建立评价体系

 严审助力 IPO“新常态”：全年新增申报 103 家完成上市 96 家

 小帮规划获红杉中国种子基金、美国再保险集团数百万美元 A 轮融资

 智加科技宣布完成 A+轮融资，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领投

 线下大数据服务商惟客数据完成 3000 万元 pre-A 轮融资，IDG 资本领投

 首钢基金与新加坡星桥腾飞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

【宏观】财政部：前 10 月财政收入同比增 7.4% 10 月份个税收入增速明显放缓

11月 13日，财政部发布了 2018年 10月财政收支情况。据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10月份

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 7%，增幅比上月回落 13.8个百分点，个税减税效果明显。

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10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727亿元，同比下降 3.1%。其

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684亿元，同比下降 7.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8043亿元，

同比增长 1%。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13464亿元，同比下降 5.1%；非税收入 2263

亿元，同比增长 10.8%。

财政部数据还显示，1-10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1558亿元，同比增长 7.4%。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7266亿元，同比增长 7.9%；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84292

亿元，同比增长 7.1%。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140950亿元，同比增长 10.7%；

非税收入 20608亿元，同比下降 10.7%。＞全文（人民网)

央行：用好用足正向激励措施支持民营小微企业

11月 15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金融机构货币信贷形势分析座谈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易纲表示，金融机构要深入领会政策意图，用好、用足

正向激励措施，进一步加大对民营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并保持其商业可持续性。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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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当前货币信贷总体保持平稳增长，今年前 10个月人民币新增贷款同比多增 2.02

万亿元，多增额是 2017年全年的 2.3倍，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总体上进一步加大。

＞全文（中国政府网)

【国内】私募整体规模近 13 万亿元 10 月 PE 和 VC 规模激增 1500 亿

进入四季度，私募市场三大板块规模似乎有所调整。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最

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10月底，已备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6115只，基金规模 2.28万亿元，

较上月减少 1094.12亿元，减少 4.58%；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26796只，基金规模 7.64万亿元，

较上月增加 1130.86亿元，增长 1.50%；创业投资基金 6284只，基金规模 0.86万亿元，较上月

增加 406.81亿元，增长 4.94%；其他私募投资基金 5784只，基金规模 1.99万亿元，较上月减

少 756.50亿元，减少 3.66%。＞全文（证券日报)

中基协洪磊：年底发布 PE 管理人信用信息报告标准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洪磊 13日在《财经》年会上表示，造成当前私

募基金“募资难”有多方面原因。如大量机构重复登记、不合理扩张，造成“僧多粥少”；部

分机构和产品内部结构复杂、增加资金运转层次和融资成本，造成劣币驱逐良币。此外，私募

基金税收预期不稳定、部分地区出现税负追溯现象，也不利于私募基金募投积极性。

＞全文（金融时报）

政府引导基金规模 3.7 万亿 需建立评价体系

由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和展恒理财联合发布的《政府引导基金报告》显示，从 2000

年起，政府引导基金呈爆炸式、指数型增长。尤其在 2015年至 2018年之间增长较快，骤增 1520

家，占总体量的 77.51％，增幅约 300％。截至 2018年 10月，全国共有 2041家政府引导基金，

总募资规模达 3.7万亿，募资目标规模为 11.8万亿。＞全文（金融界）

严审助力 IPO“新常态”：全年新增申报 103 家完成上市 96家

尽管 IPO的排队情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证监会对于 IPO从严审核的态度却一直没有改

变。11月 16日，证监会对外通报，2018年上半年，证监会在做好日常发行监管工作的同时，

分两批对 17家 IPO在审企业开展了现场检查。一位上市券商投行人士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

访时认为，“不难看出，证监会审核的从严态度没有变化。”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48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49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50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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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年 11月 15日，中国证监会受理首发及发行存托凭证企业 282家，其中已过会

34家，未过会 248家。未过会企业中正常待审企业 236家，中止审查企业 12家。

＞全文（一财网）

【会员动态】小帮规划获红杉中国种子基金、美国再保险集团数百万美元 A 轮融资

近日，红杉中国种子基金和美国再保险集团（RGA）联合对面向大众的专业保险咨询服务

平台「小帮规划」完成了 A轮投资，投资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此前，小帮规划曾获得由蓝驰

创投领投的天使轮融资。

小帮规划创始人兼 CEO 徐彬表示，本轮融资将用于下一步的人才吸引，市场推广和技术

投入。＞全文（投中网）

【会员动态】智加科技宣布完成 A+轮融资，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领投

亿欧 11月 15 日消息，无人重卡企业智加科技宣布完成 A+轮融资，由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领投。此前智加科技已经获得满帮集团、金沙江创投、光速中国、华创资本等投资方投资。

借本次融资助力，智加科技将加大测试车辆的新增，并制定了两年运营 1000辆量级的安

全智能驾驶重卡车队目标。智加科技创始人兼 CEO刘万千表示，公司将加速推进 L4级无人重

卡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和落地、安全的规模化车队建设和行业顶尖人才的引进，以促进干线物流

场景的产业落地进程，推动物流产业升级。＞全文（亿欧网）

【会员动态】线下大数据服务商惟客数据完成 3000 万元 pre-A 轮融资，IDG 资本领投

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产品研发、算法能力的提升、团队组建及市场拓展。WakeData 惟客

数据已完成 3000万元 Pre-A轮融资，由 IDG资本领投，Mandra Capital跟投，魅族、极光和小

源科技战略投资。

WakeData创始人兼 CEO李柯辰表示，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产品研发、算法能力的提升、

团队组建及市场拓展。公司将继续深耕用户需求，秉持产品快速定制、贴身应需服务的理念，

推出适合行业特性的产品与服务，帮客户实现数据资产化、经营数字化。

＞全文（投中网）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53
https://mp.weixin.qq.com/s/usmDIs4VvIsCoPRAZqTeGQ
https://mp.weixin.qq.com/s/0mGGLlgglPO7xSWChBmmEw
https://mp.weixin.qq.com/s/CugLB3tY83B58Ry5FYzI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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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动态】首钢基金与新加坡星桥腾飞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

11月 13日，首钢基金与新加坡星桥腾飞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就中国区域开展产业园区

开发运营及旧业态领域的合作达成共识。星桥腾飞集团首席执行官高啟坤、首钢基金总裁赵天

旸及双方相关负责人员参加签约仪式。＞全文（首钢基金）

 第十届全球 PE 北京论坛——改革开放四十年，股权投资再出发

 2018 中国 PE/VC 行业评选”候选提名正在进行中！

 2018CVCA 年会暨中国 PE/VC 高峰论坛

 2018 中韩创新创业合作大会

【活动预告】第十届全球 PE 北京论坛—改革开放四十年，股权投资再出发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40 年前，中国面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危机，党中央

和邓小平同志顺应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翻开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40 年过去了，我们的

国家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创造了中国近代以来的辉煌历史和世界奇迹。然而改革不是

一蹴而就的，当前外部贸易恶化，内部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改革又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今年同时也是“全球 PE 北京论坛”第十年。十年前，中国股权投资行业还很弱小，市场

以外资基金为主导。十年间，人民币基金迅速发展，后来居上。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股权投资行业从蹒跚学步到自立自强，已成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科技创新、支持小

微企业融资的重要力量。

站在历史的角度，客观全面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坚定未来发展方向，对于国家未来行稳

致远乃至长治久安极为重要。2018 第十届全球 PE 北京论坛将以“改革开放 40 周年，股权投资

再出发”为主题，于 12 月 7-8 日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召开。论坛着力打造政府监管者与股权

投资行业从业者沟通交流的平台，深入探讨、前瞻判断，为股权投资行业再出发积蓄力量。

https://mp.weixin.qq.com/s/7JO4m3jHIlfDlvEBs7FFoA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6

时 间：2018 年 12 月 7 日、8日（星期五、星期六）

地 点：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29 号）

主办单位：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工作局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支持单位（按名称首字母排序）：

湖南省股权投资协会

吉林省投资基金业协会

江西省投资基金业协会

辽宁省基金业协会

辽宁省股权和创业投资协会

青岛财富管理基金业协会

全球新兴市场股权投资协会

山东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业协会

山西省投资基金业协会

陕西省创业投资协会

上海国际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台湾并购与私募股权协会

香港创业及私募投资协会

浙江省股权投资行业协会

中华股权投资协会

论坛组委会成员：

论坛主 席：邵秉仁

论坛副主席：方风雷

论坛副主席：洪 磊

论坛副主席：王建平

论坛副主席：霍学文

论坛副主席：于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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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部分拟邀请嘉宾名单：（按名字首字母排序）

陈吉宁 北京市市长

戴彬彬 北京市海淀区委副书记，区长、区政府党组书记

方风雷 厚朴投资董事长、高盛高华证券董事长

郭树清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何小锋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导

洪 磊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

黄奇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霍学文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士余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

栗志纲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副局长

祁 斌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王 滨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

王建平 北京证监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忠民 前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吴晓灵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

殷 勇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

于 军 北京市海淀区委书记

朱 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

张思平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8

会议议程（拟定）

12 月 7日（星期五）

08:00-09:00 大会签到

09:00-09:05 大会开幕

09:05-10:35

主题演讲一

主题演讲二

主题演讲三

10:35-10:45 中场休息

10:45-12:00

主题演讲四

主题演讲五

主题演讲六

12:00-14:00 午餐

14:00-15:45

主题演讲一

主题演讲二

主题演讲三

主题演讲四

15:45-15:55 中场休息

15:55-16:05 协会第十届轮值主席任命仪式

16:05-16:25 主题演讲五

16:25-16:30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手册（2018 版）》发布

16:30-18:00 圆桌对话

18:00 第一天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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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8日（星期六）

08:00-09:00 签到

09:00-09:45 嘉宾致辞

09:45-10:35
主题演讲一

主题演讲二

10:35-10:45 中场休息

10:45-12:00

主题演讲 三

主题演讲 四

主题演讲 五

12:00-14:00 午餐

14:00-15:10
平行论坛一：LP专场

平行论坛二：GP&LP 对话专场

15:10-16:20
平行论坛三：并购专场

平行论坛四：特殊资产专场

16:20-17:30
平行论坛五：人工智能专场

平行论坛六：国际创新合作专场

17:30 大会闭幕

门票价格：11800 元/天，16800 元/2 天

咨询联系：

参会报名：

联系人：谌先生

电 话：010-88086775

邮 件：jjchen@bpea.net.cn

mailto:jjchen@bpea.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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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名：

联系人：左女士

电 话：010-88086870

邮 件：hjzuo@bpea.net.cn

赞助合作：

联系人：杨女士

电 话：010-88087035

邮 件：yyang@bpea.net.cn ＞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活动预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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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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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hjzuo@bpea.net.cn
mailto:yyang@bpea.net.cn
https://mp.weixin.qq.com/s/CefxKC6Ixk3sEDhqb74L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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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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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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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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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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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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p.weixin.qq.com/s/zWw4uS3kfOgDqQviqRnL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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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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潮涌：互联网企业发展离不开长期资本

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长

2018 年 11 月 7 日-9 日，万众瞩目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成功举行。信中利资本集

团创始人、董事长汪潮涌先生出席大会，并在“金融资本与互联网技术创新论坛上”发表演讲。

以下为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汪潮涌演讲全文：

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在乌镇的互联网年会上再次见到大家，就资本赋能科技创业和大

家做一个交流。

前面有两个非常好的创投界的朋友，熊晓鸽、沈南鹏，我们都是一起在中国创投界战斗了

将近 20 年的人。他们两位当年让我们本土的创投界非常羡慕，当时 IDG 第一个互联网基金 1999

年推出来是 1亿美金，红杉进中国带进来 3亿美金。那时候我们在国内，怎么募也只能募到几

千万人民币。所以真的是有钱能办大事。刚才周鸿祎讲得很对，我那时候 1999 年在中关村，

和他们这些中关村创业者在一起，感受到他们真的是很需要钱，有的是想法，有的是创意，有

的是企业家精神，就是没有钱。那时候我们在 2000 年的时候募了第一支不到一亿人民币的基

金，我们投了百度，投了搜狐，投了一家做开源的软件公司，投了一个互联网安全公司。这个

互联网安全公司，当年是鸿祎最强的竞争对手，一直比他们要强大。后来鸿祎转了互联网模式，

免费了，其他几个竞争对手也就废了。所以刚才感叹说为什么中国的网络安全业绩做不大，做

安全收不到钱，他自己是有很重要的责任的。因为他说网络安全是免费的，中国的用户习惯给

惯出来了，你现在要说网络安全要收钱，对不起，很难。这是开场白。

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支持未来的中国数字产业的大发展。我们

前面嘉宾的讲话里面，都用了大量的数字，来展现中国的互联网数字行业，在过去 20 年波澜

壮阔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无论是从网民的规模、用户的数量、市场占有率，还是在全

https://mp.weixin.qq.com/s/uriMhE4W_5BkhLof-p9a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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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市值，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甚

至在某些方面比肩硅谷，尤其是在互联网全球 20 强里，我们和美国平分秋色。这些互联网成

就的背后，最重要的推动力、推手是我们政府的政策，我们国家在信息基础设施上面大量的投

入，带宽的建设，基站的建设，智能化手机的普及，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VC/PE 的支

持，80%的上市互联网公司背后有 VC/PE。

那么 20 年过去了，未来我们中国的互联网，我们的数字经济，还会有巨大的发展，无论

是从人工智能还是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金融科技，5G 和物联网等领域，我们都会看到有

很多的投资机会。中国的互联网正在走向产业化、纵深化、场景化，会有更多的新的投资机会。

目前我们正在看到的互联网的独角兽，中国的互联网独角兽和美国几乎比肩，而且头部企

业非常之多。这里面的独角兽，和过去 15 年、10 年前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是不一样的，我们有

自己的商业模式。在很多的应用层面，中国已经走出了跟硅谷不同的商业模式。

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过去的互联网的辉煌，我们过去互联网巨头创造的市

值的增加，总共有超过 10 万亿的互联网公司创造的价值，和我们中国 A 股市场，和我们中国

的几亿股民，和我们中国的人民币的创投机构，没有关系。那么未来怎么办？我们必须要改变

现在目前 A股市场对中国的数字经济和互联网支持不够的现状，我们中国互联网公司，上市的

公司加在一起的市值，不足 A股总市值的 5%，这个数字在美国是 30%左右，这就是其中巨大的

差距。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基本上都在海外上市。

那为什么国内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和资本市场不能赋能科技创业的项目和团队呢？首先我

们人民币的基金，尤其是早期的基金是非常难以募集的，过去这几年国内的巨头基金很多，一

上来就是几百亿、几千亿，可是这些基金都去投头部企业，越贵越投，投出来以后价值倒挂。

但是早期的资金，还是嗷嗷待哺，早期的项目找不到钱。科技成果转化，早期创业的项目是非

常难的。就算你募到几十亿人民币基金，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期限短，退出的压力非常大。我们

中国基金业协会下边有 7000 多会员是投资创投领域的，但是平均的管理资金只有 2 个亿人民

币，这个基金的期限非常短，3+1+1，可是在硅谷我们经常看到 10+2 的基金，这就是差距。

还有一点是 A 股的上市门槛，一直没有为科创企业，为互联网企业降低，希望这次科创板

能够改变现状，能够带来春天。科创板就像今天下午我们看到的阳光一样，一扫上午的阴霾，

会是我们创投界，会是我们中国创新创业行业一缕明媚的阳光，希望我们能够在未来中国的科

创板上看到更多的科创巨头。

最后一点，我们还想希望中国的资本市场能够让创投机构募集长期股本，只有长期股本才

能支持出世界级的互联网公司。我举了两个例子，阿里巴巴是日本的软银集团投出来的，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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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带来了将近 2000 亿的收益。MIH 投资腾讯 20 年，创造了 2000 多亿的收益，现在这两

家公司都是阿里和腾讯的最重要的股东，SoftBank 占阿里 29%的股份，MIH 占腾讯 35%的股份，

远远超过创业团队，因为它们是上市公司，不需要退出，所以它可以尽享互联网行业在中国给

他们创造的巨大的红利，这个红利希望未来能够留在国内，能够让中国更多的科创企业成为中

国的国民财富创造者、引擎，谢谢大家！（来源：信中利 ）

清科数据：10 月 VC/PE 投资创年内新低 北京地区融资超百亿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10月VC/PE市场共发生投资案例数266起，同比下降13.4%、

环比下降 9.5%；总投资金额共涉及 246.07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61.6%，环比下降 51.0%。本

月单笔投资金额在10亿元以上的大额投资案例数为7起，环比下降22.2%，涉及投资金额103.67

亿元人民币，环比下降 71.0%。从各项指标来看，本月 VCPE 市场投资金额创年内新低，募资难

问题已经波及到投资阶段。受国际形势及国庆假期影响，10 月 VC/PE 市场投资情况不容乐观，

投资案例数下滑趋势不改，大额投资案例继续减少，总投资金额创年内新低。投资策略来看，

本月互联网仍是 VC/PE 机构关注的热门行业，共涉及投资金额 91.62 亿元人民币，占总投资金

额的 37.2%，其中，盘石股份，小猪短租，好多车等均获得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的大额融资。从

投资地域来看，最受资本青睐的仍然是北京地区，涉及金额为 102.23 亿元人民币，稳居各地

区融资总金额第一位。从退出方面看，10 月共发生退出事件 119 笔，环比下降 38.7%；其中 IPO

退出数量为 97 笔，并购退出 20 笔，新三板挂牌退出 2笔。本月各渠道退出数量较上月明显减

少，但境内 IPO 退出数量有所增加，环比上升 40.0%，境内 IPO 市场正逐渐复苏。

在政策导向方面，10 月 30 日证监会罕见在交易时段发布声明称，正在按照国务院金融稳

定发展委员会的统一部署，围绕资本市场改革，加快推动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提升上市公司

质量。加强上市公司治理，规范信息披露和提高透明度，创造条件鼓励上市公司开展回购和并

购重组。二是优化交易监管。减少交易阻力，增强市场流动性。减少对交易环节的不必要干预，

让市场对监管有明确预期，让投资者有公平交易的机会。三是鼓励价值投资。发挥保险、社保、

各类证券投资基金和资管产品等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引导更多增量中长期资金进入市场。证监

会的这一表态，不完全是着眼于短期和稳定市场，更多是为了加速推进有利于资本市场持续健

康发展的长期制度和监管理念。在此之前，银保监会对《保险资金投资股权暂行办法》进行了

修订，主要内容是取消对保险资金开展股权投资行业范围的限制，要求保险公司综合考虑自身

https://www.newseed.cn/company/2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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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自主审慎选择行业和企业类型，并加强股权投资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建设，此举将为

VC/PE 行业发展提供更多的长期优质资金支持。总体来看，多渠道、中长期资金的入市，可望

改善和优化市场资金供给以及市场结构，有利于市场长远发展。

10 月 VC/PE 市场持续下滑，融资金额创年内新低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见图 1】，10 月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共发生 266 起投资案例，

环比下降 9.5%，其中披露金额的案例数有 210 起，共涉及投资金额 246.07 亿元人民币，环比

下降 51.0%，平均投资金额为 1.17 亿元人民币，环比下降 47.5%。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见图 2】，本月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投资规模小于 1,000 万

元人民币的小额投资事件共发生 40 起，环比下降 4.8%，总投资金额为 1.63 亿元人民币，环比

下降 5.0%；投资金额在 1,000 万到 5,000 万元人民币之间的投资事件共发生 85 起，环比下降

10.5%，共涉及金额 13.93 亿元人民币，环比下降 13.1%；投资金额在 5,000 万到 1亿元人民币

之间的投资事件共计发生 31 起，环比上升 29.2%，共涉及金额 19.53 亿元人民币，环比上升

20.6%；金额在 1亿到 10 亿元人民币之间的投资事件共发生 47 起，环比下降 6.0%，共涉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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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107.30 亿元人民币，环比下降 3.5%；投资金额在 10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大额投资共计发生 7

起，环比下降 22.2%，共涉及金额 103.67 亿元人民币，环比下降 71.0%。本月股权规模投资市

场表现低迷，总投资金额骤降近一半，创年内新低；亿元级以上的投资事件占总投资案例数的

25.7%，基本与上月持平。

近半数十亿元以上融资助力，B 轮融资金额跃居第一位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见表 1】，从轮次上来看，10 月 A 轮投资继续遥遥领先，

新三板定增位居第二，B轮和天使轮并列第三位，案例数分别为 84 起、46 起、39 起，案例数

占比合计 78.2%。在融资金额方面，本月融资规模在 10 亿元以上的投资事件中有近一半集中在

B轮，其中表现最为显著的是花生好车获得 2.1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14.46 亿元）融资及特

斯联科技获得 12 亿人民币 B1 轮融资。在多起大额融资事件的助力下，本月 B轮涉及投资金额

80.84 亿元人民币，位居榜首。本月 C轮的投资事件共涉及 39.42 亿元人民币，位居第二，主

要得益于联易融金融平台 2.2 亿美元及车好多集团 1.62 亿美元的 C轮融资。A轮的涉及投资金

额为 28.27 亿元人民币，居第三位。

https://www.newseed.cn/company/42445
https://www.newseed.cn/company/4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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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前三甲排名稳定，互联网行业融资金额蝉联榜首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见表 2】，10 月 VC/PE 市场投资共涉及 22 个一级行业。

从案例数量上来看，投资案例数量排名前三位的行业与上月保持一致，分别为互联网、IT 和生

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其中，互联网行业共发生 60 起投资事件，IT 行业共发生 48 起，生物

技术/医疗健康行业发生 39 起，案例占比合计 55.3%。在投资金额方面，本月互联网行业融资

金额蝉联榜首，投资金额为 91.62 亿元人民币，占比 37.2%，这主要得益于本月小猪短租完成

的新一轮 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20.66 亿元）融资。此外，IT 行业涉及的投资金额为 48.55

亿元人民币，占比 19.7%，位居第二；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以 26.22 亿元人民币稳居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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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仍受重点关注，北上深地区稳居前三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见表 3】，从地域上看，10 月发生的 268 起投资事件涉及

24 个省市。从案例数量上看，排名前三的地区总案例数量为 140 起，占比 52.6%。其中，北京

地区排名第一，共发生 74 起投资事件，占投资案例总数的 27.8%；排名第二的上海地区共发生

35 起投资事件，占比 13.2%；深圳发生 31 起投资事件，占比 11.7%，排名第三。在投资金额方

面，北京地区以 102.23 亿元人民币的投资金额位居榜首，占总投资金额的 41.5%。10 月 16 日

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联易融宣布完成了超过 2.2 亿美元的 C轮融资，由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GIC）领投，腾讯、中信资本、正心谷、贝塔斯曼（BAI）等老股东跟投。受其影响，深圳地

区以 29.38 亿元人民币的投资金额位居第二，占比 11.9%。本月排名第三位的是上海地区，涉

及投资金额 27.84 亿人民币，占比 11.3%，略低于深圳地区。

https://www.newseed.cn/vc/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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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典型案例

小猪短租完成近 3亿美元融资，布局安全与智能服务体系

2018 年 10 月 10 日，住宿共享平台小猪短租宣布完成新一轮近 3亿美元融资。本轮融资由

云锋基金、尚珹资本领投，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愉悦资本、晨兴资本、今日资本跟

投，泰合资本继续担任公司融资的独家财务顾问。小猪联合创始人兼 CEO 陈驰表示，未来将加

大安全体系和服务生态的投入。小猪近年来在多元化的业务版块同时发力，包括与海南省旅游

发展委员会合作开拓乡村民宿、与 Booking 集团旗下的 agoda 合作加码海外市场。此外，小猪

先后与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飞猪、闲鱼开展战略合作。

https://www.newseed.cn/vc/20793
https://www.newseed.cn/vc/38128
https://www.newseed.cn/vc/350
https://zdb.pedaily.cn/people/show15202/
https://www.newseed.cn/vc/38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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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联易融完成超 2.2 亿美元 C 轮融资

2018 年 10 月 15 日，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联易融宣布完成了超过 2.2 亿美元的 C轮融资，

由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领投，BAI（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超额跟投，腾讯、中信资

本、正心谷等老股东也跟投了此次融资。参与本轮投资的还包括普洛斯、创维、泛海投资、微

光创投等新晋投资机构，招商局创投完成转股。联易融是一家专注于供应链金融领域的 Fintech

平台，利用大数据、AI、区块链等先进的科技手段，帮助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云从科技完成数十亿元新一轮融资

2018 年 10 月 8 日，中国人工智能国家队云从科技宣布正式完成数十亿元新一轮融资，除

元禾原点、越秀金控，刘益谦等原有股东继续跟投外，本轮新增了多家中国国家战略投资者，

其中不乏知名地方政府基金，包括中国国新、广州产业投资基金、广东粤科金融集团、上海联

升资本、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等国内顶尖资本。新一轮融资将加速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平台的扩建

及大数据技术的相关研发，也将用于人工智能技术及硬件上下游产业布局、建设研发中心建设

与培育人才队伍建设，助力行业智能化转型。

各渠道退出数量均有所下降境内 IPO 市场正逐渐复苏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见表 4】，10 月共发生退出事件 119 笔，涉及企业 15 家，

环比下降38.7%。本月IPO退出数量有所回落，共计97笔，占退出数量的81.5%，环比下降35.71。

受到国庆假期的影响，本月各渠道退出数量较上月明显减少，但境内 IPO 退出数量有所增加，

相比上月增长 40.0%，占总体 IPO 退出数量的 50.5%。

https://www.newseed.cn/vc/31219
https://www.newseed.cn/vc/38662
https://www.newseed.cn/vc/38662
https://www.newseed.cn/vc/38766
https://www.newseed.cn/company/36970
https://www.newseed.cn/vc/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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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退出事件为牛电科技赴美上市和信达生物在港交所主板上市。10

月 19 日，小牛电动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 NIU。IPO 发行价为 9 美

元，发行量 700 万股，总募资额为 6300 万美元。小牛电动将采用双股权结构，分为 A 类普通

股和 B 类普通股。A 类普通股和 B 类普通股只在转换权和表决权上有所不同，A 类普通股含 1

股表决权，不可转换为 B类普通股；B类普通股含 4股表决权，可转换为 A类普通股。小牛电

动成立于 2014 年，是一家智能城市出行解决方案提供商，主打产品为智能锂电两轮电动车“小

牛电动”。此次 IPO 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启动生产基地的建设、升级和扩建，研发更好的产品，

搭建全球网络。2018 年 10 月 31 日，创新药独角兽信达生物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发行

股数 2.36 亿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13.98 港币，其中，10%在香港公开发售、90%国际配售，本

次募集资金金额 33.04 亿港币，成为继歌礼制药、百济神州和华领医药后第四家登陆港交所的

未盈利生物科技 IPO。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4 月，致力于利用生物高

新技术，开发用于治疗危机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各种疑难疾病的高端生物新药。信达生物的主要

产品是单克隆抗体，目前已经建立起一条包括 17 个新药品种的产品链，覆盖肿瘤、眼底病、

自身免疫性疾病、心血管病等四大疾病领域。信达生物本次上市募集资金中 65%将用于四大核

心产品的临床试验、注册备案及计划的商业化推广，25%用于其他管线候选药物，10%则用作运

营资金及一般公司用途。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https://www.newseed.cn/company/37056
https://www.newseed.cn/company/37068
https://www.newseed.cn/company/42324
https://zdb.pedaily.cn/people/show5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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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11 月 10 日-11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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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
杭州迪通创健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睿昂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1 月 10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脉沃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7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0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银亚互联 互联网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0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物流指闻 互联网 中国 NA

11 月 10 日
殷拓

红星美凯龙
墙尚 清洁技术 中国 NA

11 月 12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沙粮农业 农/林/牧/渔 中国 425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2 日 云鼎资本 南瓜姐姐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2 日 源星资本
常青藤爸爸

教育
互联网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2 日

北极光

远望资本

真格基金

试玩互动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2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美圈科技 IT 中国 5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2 日
嘉道谷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橘郡美高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2 日

聚明创投

翼朴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信迈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7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2 日 禹衡食品 澳菲利 食品&饮料 中国 16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2 日

新同方投资

摩彩材料

不公开的投资者

百创网络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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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2 日 香港福杨集团 叮咚智还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5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2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黑樽酒店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2 日 麦达数字 爱贝微支付 金融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2 日

华芯投资

武岳峰资本

达晨财智

中清正合科技创投

上海科技投资

瑞芯微电子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NA

11 月 12 日 同程众创 同程生活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2 日

树熊网络

中关村大河资本

网录科技

G5

基本粒子投资

树熊云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2 日 开元金融 云季科技 IT 中国 NA

11 月 12 日 源码资本 泛付金融 金融 中国 NA

11 月 12 日 博冀胜泰
百芝龙智慧

科技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2 日
戈壁

不公开的投资者

Sastaticket

.pk
互联网 巴基斯坦 150.00 万美元

11 月 12 日 光大控股 瑞威资管 金融 中国 1000.00 万港币

11 月 13 日 明源软件 沃享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3 日 阿里巴巴 神工 007 互联网 中国 2500.00 万美元

11 月 13 日 华兴基金 纳微科技 清洁技术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1 月 13 日
和灵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荟百颜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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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3 日

IDG 资本

赛富投资基金

金沙江创投

叠境数字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1 月 13 日
盈动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语祯物联 IT 中国 6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3 日 北洋君惠投资 精英动漫 娱乐传媒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3 日 深创投 金穗生态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18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3 日

高瓴资本

泉创资本

平安鼎创

Bay City Capital

Surveyor Capital

Taiho Ventures LLC

ArrowMark Partners

NS Investment

Canaan Partners

礼来亚洲基金

OrbiMed Advisors

辉瑞风投

Sofinnova Ventures

Alexandria Venture

Investment

不公开的投资者

NextCure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美国 9300.00 万美元

11 月 13 日 益丰药房 新兴药房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3.84 亿人民币

11 月 14 日

百度投资部

北京闻名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新潮传媒 娱乐传媒 中国 21.00 亿人民币

11 月 14 日

凯辉基金

蓝图创投

顺为资本

普洛斯

易灯 IT 中国 NA

11 月 14 日 腾讯投资 QTrade IT 中国 NA

11 月 14 日

天策金科

车贷贷

不公开的投资者

大牛车金融 金融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4 日

昂立科技

杭州大头投资

基因资本

嗨课堂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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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工场

亦联资本

桃李资本

11 月 14 日

同创伟业资管

元禾原点

元气资本

SF轻小说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香港 3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4 日

IDG 资本

曼图资本

魅族科技

极光

惟客数据 IT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4 日 软银集团 WeWork
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
美国 30.00 亿美元

11 月 14 日 一扬嘉德 优炫软件 IT 中国 5676.00 万人民币

11 月 14 日 日赢投资 博冠科技 教育与培训 中国 345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4 日
苏州清源新麟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贯石发展 房地产 中国 1.20 亿人民币

11 月 14 日
腾讯产业共赢基金

上海华强投资
悠络客 IT 中国 4978.80 万人民币

11 月 14 日

All-Stars

Investment

易凯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优客工场 金融 中国 2.00 亿美元

11 月 14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不问租房 互联网 中国 NA

11 月 14 日 ZB Capital Hedgebank IT 中国 NA

11 月 14 日

蓝湖资本

精锐教育培训

德晖资本

一米辅导 互联网 中国 1500.00 万美元

11 月 14 日

通和毓承

柏尚投资

Pfizer Ventures

MRL Ventures Fund

Sanofi Ventures

Hatteras Venture

Partners

AJU IB

不公开的投资者

Kymera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美国 6500.00 万美元

11 月 14 日 安芙兰资本 新明华 金融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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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4 日 网龙 学云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NA

11 月 14 日
才汇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才宝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NA

11 月 14 日

北京京国瑞投资

昆仑信托

建投拓安安徽投资

汇祥天津资产

首创股份 能源及矿产 中国 26.90 亿人民币

11 月 14 日 潍柴动力 巴拉德 清洁技术 加拿大 1.64 亿美元

11 月 15 日
红杉中国

美国再保险公司
小帮投资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 万美元

11 月 15 日
红杉中国

不公开的投资者
智加科技 汽车 美国 NA

11 月 15 日
沣扬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深擎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5 日 中缔投资 贝莱优品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5 日 凯泰资本 君嘉控股 金融 中国 25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5 日
天津为炉

三福互娱
铸神文化 娱乐传媒 中国 NA

11 月 15 日

谷歌资本

红杉海外

IVP

Madrona Venture

Group

Meritech Capital

UiPath IT 美国 2.65 亿美元

11 月 15 日 了得资本 币贝 金融 中国台湾 1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5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北拓资本 金融 中国 NA

11 月 16 日 DNA Fund 丸鲜 食品&饮料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6 日 上海魔范投资 我是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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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2 日-1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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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
Schwan's Company (80%

股权变动规模)
美国

CJ Cheiljedang
Corp

韩国
消费品业：

食品
1,844

11 月 12 日 PT Holcim Indonesia Tbk 印尼

PT Semen
Indonesia

(Persero) Tbk
印尼 建筑业 1,750

11 月 14 日

Prayagraj Power
Generation Company

Limited (75.01% 股权变

动规模)

印度

Resurgent Power
Ventures Pte
Limited

新加坡 能源业 834

11 月 15 日 Ixom Operations Pty Ltd 澳大利亚

Keppel
Infrastructure

Fund
Management Pte

Ltd

新加坡
化学和材

料产业
800

11 月 14 日
Paju Energy Service Co
Ltd (49% 股权变动规模)

韩国

Electricity
Generating

Public Company
Limited

泰国 能源业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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