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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日报：人民币汇率波动不会扭转长期稳定趋势

 银保监会：多项外资银行、保险机构市场准入申请获批

 私募基金加强监管 今年 57 家机构被中基协不予登记

 10 月份募资形势持续低迷 VC/PE 投资市场退潮

 前三季度医疗投资金额超去年 VC/PE 机构存新投资机会

 深圳首支村集体产业投资基金成立 规模 3 亿元

 年度单笔发行规模最大 REITs——深创投中金-苏宁云创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成功设立

 在线英语启蒙教育叽里呱啦完成 B轮融资 红杉中国领投、贝塔斯曼基金跟投

 达观数据获 1.6 亿元 B 轮融资，宽带旗下基金晨山资本领投

 AI 机器人公司 Geek+完成 1.5 亿美元 B轮融资，华平投资领投

【宏观】银保监会：多项外资银行、保险机构市场准入申请获批

11月 25日，银保监会披露称，近日多项外资银行、保险机构市场准入申请获得批准，其

中我国首家外资保险控股公司——安联（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获批筹建。

据了解，在新一轮对外开放配套政策接连出台后，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多个市

场的金融机构已争先表达在华新设机构或增持股权的意向。截至目前，银保监会稳步推进银行

业、保险业各项开放措施落地实施，已受理和批准 10多项市场准入申请。＞全文（新浪财经)

经济日报：人民币汇率波动不会扭转长期稳定趋势

当前，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近些年来，我国坚持市场化的汇率改革方向，更

多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搞竞争性贬值，不将人民币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

易争端等外部扰动。汇率短期下行主要是对即期国际市场动荡的一种反应，并不会扭转基本稳

定的长期趋势。

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涨跌互现，波动加大。不少市场人士开始担忧，未来人民币汇率会

持续大幅下跌。对此，记者采访了多方人士，受访专家普遍认为，这种担忧大可不必。无论从

我国经济基本面看，还是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来看，汇率短期下行主要是对即期国

际市场动荡的一种反应，并不会扭转基本稳定的长期趋势。＞全文（经济日报)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58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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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私募基金加强监管 今年 57 家机构被中基协不予登记

中国基金业协会公布了新增的不予登记机构名单，其中三家私募机构位居其中。据基金业

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合计 57家私募公司被协会不予登记，其中有 46家都是因为申请机

构提供，或申请机构与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他第三方中介机构等串谋提供虚假登记

材料而被协会拒绝的。＞全文（每日经济新闻）

10 月份募资形势持续低迷 VC/PE 投资市场退潮

投中研究院发布数据显示，由于资本市场回归理性以及监管政策趋严等因素影响，10月份

VC/PE市场募资形势持续低迷。本月，虽然 VC/PE基金数量和规模有小幅回升，但主要依靠

头部机构的新一轮募资，其他中小机构表现依旧平平，整体募资市场尚无回暖迹象。

受到证监会对 VC/PE基金加强管理、提高注册门槛及金融去杠杆等方面的影响，基金成立

难度进一步加大。募资方面，10月份，有 45只基金进入募资阶段，同比下降 25%；目标募资

规模 148.64亿美元，同比骤降 59.95%。募集完成基金共 41只，同比下降 33.87%，募集总规

模 51.68亿美元，同比骤降近八成，且募集完成基金类型不够丰富。＞全文（金融时报）

前三季度医疗投资金额超去年 VC/PE 机构存新投资机会

今年以来，虽然 VC/PE行业遭遇资本寒冬，但医疗健康领域的投融资热度仍然较高。动脉

网数据显示，国内 2018年仅前三季度医疗健康领域的融资总额高达 79.1亿美元，超过 2017

年全年融资总额。

投中数据显示，2018年第三季度，医疗健康市场融资数量有所下降，但交易规模稳中有升，

其中医疗服务与医药行业是第三季度投资热点。德联资本合伙人姜阳之在分析原因时表示，一

方面研发型的创新药在资金投入上需要相当规模才能完成整个研发周期，生物医药的投资额占

比上升；另一方面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强，资金为回避风险向头部企业集中，表现的结果是就单

笔投资规模增大。＞全文（中国证券报）

【募集】深圳首支村集体产业投资基金成立 规模 3 亿元

11月 22日，南岭基金与慧业资本联合在深圳南岭村宣布，由全国文明社区南岭村与全国

光缆产业龙头亨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深圳南岭慧业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组建成立。这是深圳第

一支社区集体经济产业投资基金。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59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60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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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该支基金规模 3亿元人民币，出资人为南岭股份合作公司、亨通集团有限公司和

政府引导基金，主要投向深圳市的科技型创业企业，投资领域为人工智能、5G产业链、电子

信息、先进制造等深圳支柱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年度单笔发行规模最大 REITs——深创投中金-苏宁云创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成功

设立

11月 21日，由深创投不动产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创投不动产公司”）

作为总协调人、财务顾问及资产服务机构的深创投中金-苏宁云创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

“深创投中金苏宁云创 REITs”）成功设立。深创投中金苏宁云创 REITs发行规模为 49.2亿元，

是 2018年发行规模最大的 REITs产品。该产品预计于 12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

＞全文（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会员动态】在线英语启蒙教育叽里呱啦完成 B 轮融资 红杉中国领投、贝塔斯曼基金跟投

11月 22日消息，0-8岁在线儿童英语教育品牌叽里呱啦宣布完成数千万美元的 B 轮融资，

本轮融资由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领投、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跟投。叽里呱啦联合创始人许可欣

表示，“融资将主要用于产品和教学研发，以及教育科技和产品的人才储备。”

＞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达观数据获 1.6 亿元 B 轮融资，宽带旗下基金晨山资本领投

11月 22日，达观数据宣布成功完成 1.6亿元 B轮融资，由宽带旗下基金晨山资本领投，

元禾重元、联想之星、钟鼎资本及老股东等跟投，华兴资本担任本轮融资的独家财务顾问。达

观数据累计融资额超 2亿元，刷新了中国自然语言理解领域的融资记录，成为语义识别领域融

资额最高的企业之一。＞全文（宽带资本）

【会员动态】AI 机器人公司 Geek+完成 1.5 亿美元 B轮融资，华平投资领投

2018年 11月 21日，AI 机器人公司 Geek+（极智嘉）宣布 B轮融资全部完成交割，融资

总额已达到 1.5亿美元，成为全球物流机器人领域 B轮融资额最高的公司。华平投资在本轮融

资中的投资总额超过 1亿美元，同时原有股东火山石资本、祥峰投资继续跟投。随着本轮融资

的完成，Geek+成为了第一家从物流领域发展出来的 AI机器人独角兽公司，并正在迅速往更广

泛的 AI机器人领域发展。＞全文（投中网）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62
https://mp.weixin.qq.com/s/cHg0G9IKy5-Ms6dwZU2avA
https://mp.weixin.qq.com/s/7ouTz8N2G22WHHy6ayyk3g
https://mp.weixin.qq.com/s/_L8XTqK2svKMzkAtZNL4NQ
https://mp.weixin.qq.com/s/eWi7lUYcJ8rdFBeptjPt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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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届全球 PE 北京论坛——改革开放四十年，股权投资再出发

 “BPEA 月度培训”第八十期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法律问题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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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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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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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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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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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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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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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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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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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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EA 月度培训”第八十期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法律问题概述

时间：2018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五）14：00—17：00

地点：协会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11 号华一控股大厦 13 层）

语言：中文

参会费：1000 元/人（会员有免费名额，具体咨询协会秘书处）

培训主题：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法律问题概述

培训大纲：

一、2018 年并购市场概览

1. 2018 年度前三季度全球和各地区并购概览

2. 2018 年并购行业概览

3. 2018 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概览

二、国内境外投资审批程序

1. 发改委

2. 商委

3. 外汇/银行

三、境外相关政府审批

1. 美国 CFIUS 审批

2. 欧盟外商投资审批

3. 英国国家安全投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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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络人：谌先生

电话：010-88086775

Email：jjchen@bpea.net.cn

网址：www.bpea.net.cn

报名方式：

请发送“姓名-机构-职务-手机-邮箱”至上述联系人邮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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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勇：金融立法比立规更重要

北京市副市长

北京市副市长殷勇 2018 年 11 月 19 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上表示，加强金融立法比立规更

重要，立法的过程就是深刻总结和固化教训的过程，要积极总结并推动金融立法。

以下为北京市副市长殷勇讲话全文：

金融立法比金融立规更重要

从国际上看，每一次大的金融危机之后，都是促进金融治理完善的好时机。因为金融危机，

使得问题和缺陷暴露的比较充分，后果呈现的比较直接，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容易形成共识。

因此，大的金融危机后，往往也是金融立法推进的好时机。以美国为例，1929 年大萧条以后，

通过了《1933 年银行法》，也就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严格划分了银行业务的不同性

质，确立了分业经营与监管制度框架；还通过了《1933 年证券法》和《1934 年证券交易法》，

确立了全国证券交易的监管体系，很多基本规则一直沿用至今。2008 年次贷危机后，制定了《多

德―弗兰克法案》，建立了新的金融监管框架，强化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增强了

对金融消费权益的保护等。

从国内看，虽然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我们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期间也有不少较严重的金

融动荡。近期以 2015 年股灾为代表，在那之后我们更加注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并将其列为

三大攻坚战之首，在银行、证券、保险、金融控股公司、资产管理、互联网金融、打击非法金

融活动等方面出台了系列监管政策，对金融活动加强规范。

https://mp.weixin.qq.com/s/1kGqr_xjudpz-53IgBPE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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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而言，我们的这些金融治理活动更加侧重于立规而不是立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立法法》，我国的立法体系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

委员会行使立法权；第二个层次是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第三个层次是地方性法规、自治

条例、单行条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制定。同时，《立法法》

规定，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制定国务院部门规章和

地方政府规章，其制定、修改和废止，依照《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执行。我们的现状是，由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的金融立法活动相对比较少，行政法规尤其是规章在金融

治理中应用的比较多。目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金融法律共十部，其中，全国人大颁

布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法》，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有九部，其他的大量都是以行政法规尤其

是规章的形式，总计超过 4000 部。与成熟经济体相比，他们更加重视以法律的形式建制，而

我们更多以规章的形式建制。这两者看起来都是整章建制，但是有很大差异，最后导致政策的

效果也不同。

由于“法”和“规”的制定主体不同，制定程序不同，效力也不同，两者之间还是具有很

大的差异性。其中一个很突出的差异就是稳定性不同。通常来说立法门槛相对比较高，所以法

律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而规章制度相对来说制定门槛比较低，就容易变化，这种稳定性方面的

差异就导致立法和立规在实际执行效果上呈现很大的不同，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一致性上呈现很大不同。由于法律在制定的过程中要经过法律案提出、多次审议、

表决以及公布这样一个严格流程，要经过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公开征求意见等系列安排，

这样严格的程序保障了法律具有较好的部门一致性和历史一致性。而规章制度则不同，由于制

定过程不像法律那样要求严格，主管部门操作空间较大，有可能会为了追求短期目标或部门利

益而频繁变化，造成部门间不一致或前后不一致。比如，从部门一致性来看，过去我们有一些

部门从本位主义出发，为了促进自己管辖领域的行业发展，制定规章放松监管，使得行业盲目

扩张，与其它部门的监管制度产生冲突，最后出现了很多监管套利的行为，给整个金融体系造

成风险。从历史一致性来看，目前很多金融乱象，历史上都有过教训，也出台过政策进行治理，

但是政策后来出现反复，乱象还是不断发生。比如非法从事金融活动每隔若干年就严重爆发一

次。

二是对未来预期的形成呈现很大不同。稳定的政策环境有助于大家形成稳定的预期，不稳

定的政策环境当然不利于形成稳定的预期。没有稳定的预期，企业和投资者就很难开展长期的、

战略性的投资与决策活动。近期民营企业反映的问题，除了融资难、融资贵等，还有一个很重

要的就是政策易变，难以形成一个稳定的对未来的预期。现在不少部门纷纷出台政策来支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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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企业，一些监管规则也相应进行了修正。但问题是，一些人担心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监管部

门的关注点会不会出现调整，这些规则会不会又变回去了，易变的规则容易出现矫枉过正，反

而可能增加了预期的不稳定性。如果我们能从立法的角度，对制约金融更好服务民营企业发展

的结构性问题加以处理，可能更有利于民营企业建立稳定的预期。

三是对治理能力的提升呈现很大不同。每一次危机之后的立法，都是把经验教训以法律的

形式固化下来，变成未来行政监管的规矩，使得监管能力在吸收过去的经验教训过程中不断得

以提升。我们看到，在不少成熟经济体，虽然金融危机仍然会发生，但随着立法的不断积累，

危机之间的时间间隔在拉长，犯重复错误的可能性在降低，这反映了一种自我学习的机制。而

从“立规”来说，上次总结的经验教训很容易随着行政部门的人员变化而改变，难以做到经验

积累的固化。政府部门人员流动性比较强，尤其是一些主要负责人，他们很可能没有经历过上

一次的危机，不理解现有监管政策的历史含义，随着环境的变化和短期目标的驱使，每一次对

规则的改变看起来都理由充分，这就导致经验和教训难以传承。所以给定时间，我们就会发现

立法更可能使得治理能力稳步增长，而立规常常导致问题总在反反复复，而且伴随着监管部门

面临人才流失的局面，新立的规矩质量降低，导致治理能力不仅没有提升，反而还会下降。

因此，完善金融治理，立法比立规更重要。在今后我们推进加强金融立法的过程中，有三

个方面的内容应着重考虑：

一是要明确规定允许金融资产价格有正常的波动性。市场经济主要是靠价格去调节供给和

需求，价格的波动实际上就是市场出清的过程，这对股市、债市、汇市等金融市场都适用。所

以，供给需求发生变化的时候价格自然要变化，如果一味的追求价格稳定，就有可能会导致供

给需求的不匹配，从而发生扭曲，一段时间后，积累的负面效应一定会显现。对金融市场而言，

扭曲的结果就是风险得不到及时释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风险集中爆发，造成更大的波

动或危机。因此，金融市场需要通过价格不断的变动去提示风险，管理风险，释放风险。这一

点，需要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让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都明白而且接受价格的波动，避免在

管理活动中由于强调稳定而出现频繁干预市场的行为，创造一个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

性作用的更好环境。

二是要明确规定对金融活动持续保持审慎监管。金融要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就必须尊重

它自身内在的运行规律。金融自我繁荣，脱实向虚，是不尊重金融规律的一种表现；要求金融

服从于而不是服务于实体经济，也是违背金融规律的表现。由于直接跟金钱打交道，金融其实

天生具有很强的创新性，打破规则约束的动力很强。同时金融也具有很强的外部性，金融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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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对实体经济冲击巨大。因此，相比创新和发展而言，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如何保持定力，对金

融活动保持一致性的审慎监管。

三是要明确规定对非法金融活动进行及时打击。对非法金融活动，管和不管的效果是很不

一样的。比如对虚拟货币，2013 年，人民银行等五个部门就发布了《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

知》；后来又出现了代币发行，即 ICO，2017 年 9 月人行又牵头七个部门发布了《关于防范代

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并开展对虚拟货币违法交易行为的集中打击。叫停 ICO 的时候，全

北京虚拟货币平台累计的用户是 448 万，日均的交易金额达 1亿元，仅 2017 年 6 到 10 月期间

ICO 的募集资金就超过了 70 亿元，出现了蔓延扩散的苗头。由于处置措施及时，风险得以有效

化解，目前境内的非法活动基本上被取缔了。但是，也存在对一些领域的非法金融活动的认识

不到位，治理不及时，造成了目前较大的风险隐患。

总之，如何更好从历史中和从国际上有效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频繁地和重复地犯错误，推

动我国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我认为加强金融立法比金融立规更重要。每次危机后的一系列立

法行为，就是为了防止未来好了伤疤忘了痛，立法的过程就是系统深刻地总结和固化教训的过

程。因此，我们要更加重视并积极推动金融立法。谢谢大家！（来源：新浪财经 ）

清科数据：10 月募集金额环比回落，险资入场或将迎来新气象

2018 年以来，为了保证私募市场合规经营、强化风控，监管层对私募基金的监管力度进一

步加强。9 月出台的《关于限期提交自查报告的通知》，中基协要求私募机构此次自查应覆盖

管理人的信息、重大信息报备、私募基金产品运营等 15 项内容。在政策收紧，监管趋严的背

景下，10 月募资金额有所下跌，行业募资难问题进一步凸显。

10 月 22 日，证监会发布《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及《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这两项政策细化了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管业

务的监管要求。两项政策的发布一方面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消除市场不确定性，实现证券期

货经营机构存量资管业务的平稳过渡；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资管业务监管标准的统一，进一

步提升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管业务的合规管理和风险控制水平，最终达到保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目的。

10 月受国庆小长假影响，VC/PE 募资市场新募集、新设立基金数量及募资金额持续走低，

成长基金仍占据半壁江山，外币基金数量小涨。

https://zdb.pedaily.cn/people/show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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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2018 年 10 月国内股权投资市场，共计 96 支基金本月发生募

集，数量环比下降 35.6%，其中披露募资金额的 64 支基金共募集 573.55 亿元人民币，金额较

上月下降 50%；新设立基金共计 146 支，环比下降 19.3%，其中披露目标规模的基金 31 支，计

划募资 1030.85 亿元人民币，金额较上月上升了 19.4%。

新募集基金数目与金额遭遇双降，成长基金数量独占高岭

从基金币种来看，2018 年 10 月新募集的 96 支基金中，人民币基金占比 93.8%，其中披露

金额的 64 支基金共募集 573.55 亿元人民币，募集金额环比下降 50.0%，平均募资规模 8.96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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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金类型来看，本月新募集基金中，成长基金与创业基金仍占主导地位，两者数量占比

达 92.7%，其中成长基金依然占据大半江山，募资金额 301.55 亿元人民币；此外本月新募集并

购基金 4支，募集金额 85.33 亿元人民币；房地产基金 1支，募集金额 150.01 亿元人民币。

从募资规模来看，在 10 月新募集基金中，规模最大的是南宁国寿申润投资发展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募集金额高达 150.01 亿元人民币，南宁申寿润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

责管理。基金主要投资标的为写字楼物业、酒店项目、商业物业、长租公寓及相关周边服务等。

排在第二的是 GGV Capital VII L.P.，达 61.97 亿元人民币，纪源资本发起设立和管理，

该基金的投资人主要来自捐赠基金、养老金、家族财富等机构。

规模并列第三的是宝应张创新能源汽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产

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宝应张创新能源汽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由上海张创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与江苏省宝应县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上海张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

理，该基金是宝应县积极响应中央“央地融合，协同发展”战略布局，实现与央企产业合作的

创新样板。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由江苏新海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基金将对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未上市企业直接提供资本支持，重点招引完善上下游

产业链的企业。

https://www.newseed.cn/vc/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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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新设立基金数目持续走低，上市纾困基金问世

清科旗下私募通统计显示，2018 年 10 月新设立基金共计 146 支，数量环比回落 19.3%，

其中披露目标规模的基金 31 支，计划募资 1030.85 亿元人民币。从基金币种来看，2018 年 10

月新设立人民币基金 146 支，平均目标规模为 35.43 亿元人民币；外币基金 3支，平均目标规

模 12.89 亿元人民币。

从基金类型来看，占比最多是成长基金，共有 127 支，占新设立基金总数的 87.0%；创业

基金 12 支，占比 8.2%，数量位居第二。此外本月还新设立基础设施基金、房地产基金及并购

基金各两支，1支未披露目标规模的早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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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标规模来看，10 月新设立的基金中，目标规模最大的是诚通东方混改投资基金，目标

规模 300.00 亿元人民币，首期规模 80.00 亿元人民币，由上海诚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发起设立，上海诚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基金主要参与上海国资国企改革，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新设立外币基金中，日中产业合作基金目标规模 500.00 亿日元，由日本野村控股公司与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管理，基金的主要投资对象

是中日两国范围内的优质标的企业，此次的基金也处于野村在华业务战略的延长线上。 此外

外币基金中还有氢能源基金，该基金成立于 2018 年，目标规模 1.00 亿美元，由韩国现代汽车

有限公司与北京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共同发起设立，北京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下属的投资机构

深圳水木易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管理，基金主要投资氢技术和产业相关基础设施。

值得关注的是，本月深圳、北京及成都等多地设立上市公司纾困基金，目前国内已经有 20

余个地方政府有设立上市公司纾困基金的相关安排，此外，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

资产管理公司也加入到纾解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的队伍，随着这一队伍的不断壮大，接力驰

援上市公司的资金有望超过千亿元。

私募基金“绿色通道”出炉：险资大门或将敞开

10 月 21 日中基协发文称为纾解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问题，协会将为符合条件的私募基

金和资产管理计划开通产品备案及重大事项变更的“绿色通道”服务。

而后中国银保监会于 26 日发布《保险资金投资股权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取消保

险资金开展股权投资的行业范围限制，通过“负面清单+正面引导”机制提升保险资金服务实体

经济能力。不再限制财务性股权投资和重大股权投资的行业范围。同时办法要求保险公司综合

考虑自身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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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办法的修订，一方面能有效提升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金融可及性，可以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

更多长期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有利于提升股权融资和直接融资比重，引导保险资金为实体经济

提供更多资本性资金。该办法的征求意见和出台，意味着未来机构募资渠道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募资难问题有望较大程度缓解。（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https://www.newseed.cn/vc/20945
https://zdb.pedaily.cn/people/show8409/
https://www.newseed.cn/company/2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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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11 月 17 日-11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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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 赛富投资基金 阿基米游 娱乐传媒 中国 NA

11 月 18 日
天使投资人

不公开的投资者
优移科技 汽车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8 日 拓金资本 飞牛巴士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9 日

雲九资本

IDG 资本

高瓴资本

和玉资本

天使投资人

不公开的投资者

松鼠拼拼 互联网 中国 3000.00 万美元

11 月 19 日 国信证券 名冠股份 清洁技术 中国 9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9 日
中泰证券

山东京德资产
亿联科技 建筑/工程 中国 6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9 日 建邦股权投资 一森园林 农/林/牧/渔 中国 346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9 日
伯藜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选好货 互联网 中国 NA

11 月 19 日 启明创投 WebComics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 万美元

11 月 19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格瑞思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NA

11 月 19 日

高瓴资本

摩根士丹利

涌铧投资

嘉御基金

高顿网校 教育与培训 中国 8.00 亿人民币

11 月 19 日

融创资本

链豆资本

竞创投资

星链 IT 中国 8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9 日
平安全球领航基金

不公开的投资者
Finleap 房地产 德国 4150.00 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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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 恺乐教育投资 一学就慧 教育与培训 中国 4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9 日

纪源资本

祥峰投资

海纳亚洲

顺为资本

广发信德

经纬中国

众为资本

真格基金

平安鼎创

浙大友创

不公开的投资者

小区乐 互联网 中国 1.08 亿美元

11 月 19 日 领势创服 天翼合创 IT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9 日
深创投

中经合
云象区块链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9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智米乐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19 日

Union Square

Ventures

红杉海外

Dia&Co 互联网 美国 4000.00 万美元

11 月 20 日 江苏悦达金泰 双龙电机 机械制造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0 日

上海电气

宁波中车投资

歌斐资产

兴业证券

红杉中国

零跑科技 汽车 中国 20.00 亿人民币

11 月 20 日

上海坤言投资

创世伙伴

博鸿基金

动次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0 日
起点创业营

东霖资本
睿沃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0 日

华盛一泓

商盈投资

浙商创投

不可能的世界 互联网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0 日

红杉中国

FBG Capital

Arrington XRP

Capital

OKEx Labs

AERGO IT 中国香港 3000.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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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鼎钜融

Rockaway Capital

Block Crafters

Capital

NEO Global Capital

不公开的投资者

11 月 20 日
达晨创投

汉能投资集团
荷马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1 月 20 日

Bain Capital

Ventures

红杉海外

DAG

Base Partners

PivotNorth Capital

Tuesday Capital

Wonolo 互联网 美国 3200.00 万美元

11 月 20 日
西藏达孜真格天祥投

资
包拯 互联网 中国 NA

11 月 20 日 华兴基金 Goccia IT 中国 NA

11 月 20 日 云上伟越 齐翔通用 IT 中国 271.25 万人民币

11 月 21 日 金蝶国际 薪人薪事 互联网 中国 1.84 亿人民币

11 月 21 日 博汇源创投 优普惠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3003.08 万人民币

11 月 21 日 深圳海创 北科瑞声 IT 中国 1384.15 万人民币

11 月 21 日

Coatue

海纳亚洲

晨兴资本

顺为资本

腾讯投资

Agora 声网 IT 中国 7000.00 万美元

11 月 21 日

华平

祥峰投资

火山石资本

Geek+ IT 中国 1.50 亿美元

11 月 21 日
弓奇医疗

不公开的投资者
控糖卫士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1 日 三普旅游集团 飞亚旅行社 其他 中国台湾 150.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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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1 日 币安实验室 Koi Trading IT 美国 300.00 万美元

11 月 21 日 虎眼投资 亮动科技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1 日

老虎基金

源码资本

成为资本

云启资本

雄牛资本

致景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美元

11 月 21 日
中科创星

不公开的投资者
晶准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1 日
上善若水

不公开的投资者
鑫诺美迪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1 日 创新工场 正方形口腔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2 日 隐山资本 中海通 其他 中国 4545.00 万人民币

11 月 22 日 上海创瑞 轶德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800.02 万人民币

11 月 22 日
鹏万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E+青年公寓 房地产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1 月 22 日
红杉中国

BAI
叽里呱啦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11 月 22 日

戈壁

Accel

Global Ventures

Algebra Ventures

B&Y Venture

Partners

HolidayMe 其他 阿联酋 1600.00 万美元

11 月 22 日 深赤湾 招商局港口 其他 中国香港 246.50 亿人民币

11 月 23 日
经纬中国

策源创投
一览群智 IT 中国 1.50 亿人民币

11 月 23 日
御势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玩因的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3 日
天地合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漫族营地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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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3 日 有车以后 嘿电 娱乐传媒 中国 5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3 日 云之家 华财会计 其他 中国 1393.28 万人民币

11 月 23 日 毅达资本 晨光精工 机械制造 中国 487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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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11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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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

中航西飞民用飞机有限

责任公司 (77.64% 股权

变动规模)
中国

西安工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等投

资者

中国
工业产品

和服务业
969

11 月 20 日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 (50.07% 股权变动

规模)
中国

日照钢铁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
益科正润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上

海中通瑞德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
金融服务

业
893

11 月 19 日
Blommer Chocolate

Company
美国

Fuji Oil Holdings
Inc.

日本
消费品业：

食品
750

11 月 19 日
东风小康汽车有限公司

(50%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重庆小康工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汽车业 696

11 月 21 日
内蒙古开滦投资有限公

司
中国

开滦能源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 矿业 641


	大会签到
	大会开幕
	中场休息
	签到
	平行论坛二：GP&LP对话专场
	平行论坛三：并购专场
	平行论坛四：特殊资产专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