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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7%

 11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录得 50.2 微升 0.1 个百分点

 中基协：拟尽快出台业绩比较基准自律规则

 募基金转型“赚慢钱” 服务民企出新招

 VC/PE 年终 IPO 成绩单出炉 美元基金迎丰收

 北京大兴区设立 20.5 亿产业引导母基金 缓解民企融资难、融资贵

 Aibee 完成 A轮 6000 万美元融资 红杉资本、红星美凯龙领投

 获北极光创投领投的 1.15 亿元人民币 A 轮融资

【宏观】1-10 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7%

随着财政支出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加速发行等稳投资措施落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预期

回升。国家统计局 11月 14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10 月累计，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7%，

高于 1-9月 0.3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10月当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8.1%，增速较

上月提高 2个百分点，为年内最高。＞全文（财新网)

11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录得 50.2 微升 0.1 个百分点

12月 3日公布的 11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录得 50.2，微升 0.1个百

分点，显示经济微幅扩张。

这一走势与国家统计局制造业 PMI并不一致。国家统计局 11月 30日公布的 11月制造业

PMI录得 50，低于上月 0.2个百分点。中国制造业产量连续两月保持平稳。受访厂商反映，市

场需求低迷，环保政策收紧，导致生产活动连续两月处于持平状态。＞全文（财新网)

【国内】中基协：拟尽快出台业绩比较基准自律规则

国内指数基金发展空间广阔，但目前仍囿于业绩比较基准不统一、投资人配置理念落后、

增量资金流入机制不完善等。中国基金业协会副会长钟蓉萨表示，将尽快出台业绩比较基准相

关自律规则。

指数化投资正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然而，当前国内指数化投资发展仍面临阻碍。华夏基

金总经理李一梅表示，国内缺乏指数化产品的配置场景，虽然 FOF、养老目标基金相继在国内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64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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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世，但大多数投资人尚未建立指数化产品配置理念，这也是今年养老目标基金销售困难的原

因之一。＞全文（中国基金报）

私募基金转型“赚慢钱” 服务民企出新招

在一系列鼓励私募股权基金参与并购重组、发挥私募基金积极作用利好政策作用下，今年

以来并购重组市场、定增市场持续回暖。综合第三方研究机构清科私募通和投中信息最新数据，

10月并购市场缓慢复苏，虽然案例数量环比下降 16.5%，但交易金额环比上升 24.1%。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10月以来 VC（创投基金）或 PE（大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共发

生投资案例数 266起，同比和环比均出现下降，总投资金额同比下降逾六成，环比下降逾五成。

＞全文（经济日报）

VC/PE 年终 IPO 成绩单出炉 美元基金迎丰收

2018年接近尾声，各家机构的项目 IPO成绩单基本出炉。美元基金接棒人民币基金，在

今年迎来了丰收。

记者统计发现，美元基金起家的 IDG资本、红杉中国今年拔得头筹，截至 11月 26日的 IPO

数量分别为 16家、14家。具体而言，IDG资本有 4家境内上市，12家境外上市。红杉中国有

3家境内上市，11家境外上市。＞全文（21 世纪经济报道）

【募集】北京大兴区设立 20.5 亿产业引导母基金 缓解民企融资难、融资贵

规模 20.5亿元的大兴区产业引导母基金，确定了区内 20余家拥有成长潜力、但面临融资

难题的企业作为扶植对象。近期，这些企业就将获得资金支持，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将有所

缓解。

大兴区产业引导母基金首期规模 2.5亿元，通过社会资本放大为 20.5亿元，未来每年将根

据产业发展情况逐步增资。母基金下设 3个子基金，分别为规模 3亿元，关注移动互联网、电

子商务、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企业的“互联网+”产业投资子基金；规模 5亿元，

关注文化创意产业的集群化、高端化、国际化和融合化发展的新媒体文化产业投资子基金；以

及规模 12.5亿元，聚焦大兴区医疗健康领域具有成长潜力的优质项目的生物医药产业投资子基

金。＞全文（北京日报）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67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68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69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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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动态】Aibee 完成 A轮 6000 万美元融资 红杉资本、红星美凯龙领投

11月 27日上午消息，人工智能整体解决方案企业 Aibee今日宣布，已完成 A轮 6000万美

元融资。本轮融资由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红星美凯龙共同领投，联想创投、险峰长青、中丽和

财基金、C Ventures（C资本）等原有股东及其他投资机构跟投。＞全文（投中网）

【会员动态】获北极光创投领投的 1.15 亿元人民币 A 轮融资

2018年 11月 26日，苏州鑫康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Kanova,下称鑫康合生物）宣布

完成了 1.15 亿元人民币的 A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北极光创投领投，荷塘创投、翼朴资本及原

投资方元生创投共同参与。此前，鑫康合生物在成立初期即获得了由元生创投领投，薄荷天使

基金、联想之星、先声药业百家汇基金共同出资的数千万元人民币的 Pre-A轮融资。

＞全文（北极光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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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期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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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p.weixin.qq.com/s/mI2BEgDXFE_alfGJiMIgYg
https://mp.weixin.qq.com/s/Pi1d57eb_PY2KW7BRpgW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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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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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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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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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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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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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会动态】“BPEA 月度培训”第八十期成功举办

2018 年 11 月 30 日，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主办的“BPEA 月度培训”第八十期“中国

企业海外投资策略及法律问题概述”活动在协会会议室成功举办。

本期月度培训邀请到的讲师是君合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合伙人金红律师。本期培训主要

从全球并购趋势、中国海外并购趋势、海外并购的特点及主要风险、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

挑战等几方面为大家答疑解惑。

“从 2018 年前三季度全球并购趋势来看，相较于 2017 年前三季度，全球并购交易仍然持

续上扬，交易总值环比上升 22.3%，能源业、矿业以及公用事业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行业领域。”

金律师讲到。

从中国海外并购趋势来看，2017 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放缓，投资重心从北美向欧洲转移；

从主要投资行业来看，北美市场主要以健康和生物技术、房地产以及娱乐行业为主；欧洲市场

主要以农业和食品、交通和基础设施、信息通信技术以及房地产和酒店为主。

金律师还讲到海外并购与国内并购相比有交易结构复杂、交易潜在风险更大、涉及相关方

更多、项目管理更复杂、谈判、交割时间更长等特点，海外并购还面临着政治、法律监管及财

务方面的风险。政治风险主要包括：政局不稳定、政策限制、敏感领域的风险；法律监管包括

法律政策修改、政府审批、当地法律环境等方面的风险；财务方面面临着在融资、外汇、定价

等方面的风险。

mailto:hjzuo@bpea.net.cn
mailto:yyang@bpea.net.cn
https://mp.weixin.qq.com/s/CefxKC6Ixk3sEDhqb74L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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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海外并购的主要文件有保密协议、投资意向书/谅解备忘录/条款书、股份认购/资产

购买协议、股东协议、公司章程、附属协议等。

本次月度培训历经两小时会上学员与讲师积极互动交流，受到了学员一致好评。

第十届全球 PE 北京论坛即将于 12 月 7-8 日举办，欲知更多活动内容敬请关注协会微信公

众号 bpea-bpea。＞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熊焰：私募股权基金统一监管自律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

国富资本董事长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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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格局变化下的风险化解与财富管理转型。国富资本

董事长、CWM50 理事熊焰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国富资本董事长、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熊焰的演讲全文：

今天这个论坛主要是议非银机构的发展与转型，我看了一下台上这几位嘉宾，券商、信托、

保险资管，就我算是私募股权基金，因此我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对目前私募股权基金的

格局和走势的一些看法。中国的私募股权基金应该说十几年时间取得了非常长足的发展，截止

到今年 8月底，全行业的管理人大约是 1.45 万家，管理的产品大概是 3.26 万支，总的在管的

规模是 8.3 万亿。应该说已经成为银证保信基，当然是个小角色，但是也已经是一个积极发展，

走势总体良好的这么一个群体已经出现了。同时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就是统一监管自律的格局已

经基本形成了，这一点是一个行业能不能稳定持续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从这样一个大的格局描述上，我们会看到一个叫做直接联系实体经济，很好的弥补中国的

股本资金，从历史上看，中国真正意义的有股本基金的概念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它没有经过一

个长期的代际的传承，中国富人现在才第二代，因为代际传承在薄弱的情况下发挥了很好的作

用。同时私募股权基金目前的一个三大集群的这么一个总体格局若隐若现，我所描述的三大集

群，第一大集群实际上是过去五年左右时间异军突起的国企及政府，私募股权基金这个概念进

入中国大概前若干年国企可能是没有反应过来，或者是体制机制的原因，2013 年、2014 年之

前几乎没有什么国企的私募股权基金。但是过去的三年，以国务院国资委为代表的央企的基金

https://mp.weixin.qq.com/s/r1r8bCCZi-lzTrPM6Vmk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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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应该说是发展的非常迅速，这里标志性的基金包括诚通为首管理的中国国有企业结构管理基

金号称 3500 亿，是目前中国已披露的当量最大的。中国国有企业风险投资基金，国企专门来

个国风投，专门做国企的风险投资，国兴管的 1000 亿，他有一个协同创新，国协、国投、国

创这么一个序号的基金，基本都是大几百亿。目前几乎所有的央企，都有自己的基金，而且央

企基金似乎动则百亿，似乎说你做了 10 亿、20 亿、50 亿的基金都好像不好意思披露，因此这

是一个巨大的航母集群。同时在这个群体中也可以把各省市国资委，地方政府的城投，国有性

质的，如果都加在这里面，大概这股力量会占到目前的存续基金 8.3 万的 1/3 甚至接近 2/3 了，

就是这三年的事。

另外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银行系的，银行系从统一资管这个话题出现，两三年前有

一批先知先觉的银行就在探索，是不是可以做独立的基金管理公司。两年前试点批了十几家，

旋即又被关掉了。今年大概是 8月份开始是工农中建这几大家都开始出现了，目前的规模看并

不大，百亿左右，但是不要忘了，中国的资金供给的总量的 70-80%是来自于银行系，现在据说

还在推动，是不是可以考虑突破 200 人的界限，如果这个事情获得了突破，那这又是个不可小

觑的绝对的航母级的力量。

当然第三个就是原生态的市场基金，这个市场私募基金现在出现明显的分化态势，头部的

百家左右，这个团队再扩张扩张大几百家是头部的，总体管理是规范的，展业是正常的，募集

也是健康的。但是还有一大批，就是这个行业中国人的跟风，这个行业的鱼龙混杂已经到了非

常严重的程度，尾部长尾的大概有万家左右的这样一个当量的，相当一批规模很小，几乎没有

什么实质性的业务占了很大一批，因此这个行业的整合，质量提升迫在眉睫。

目前三大集群的优劣势现在看的也非常清楚，比如国资这个集群首先是政治上有明显的优

势，红帽子戴着，再一个他的信用好，这是一个很带有中国国情的这么一个现象。因此动则百

亿，第一号的到了 3500 亿，这不能说是很容易，但是比比皆是。有人开玩笑这就叫做大象冲

进了瓷器店，当然这些国有背景的基金公司的相当一部分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到位，还是把国企

那种管理的逻辑，管理的规则移植套用到了私募股权这样一个行业，而这个行业最本质的能力

是人的能力，对人的激励应该说做得不是很足，在这一点上应该是从行业发展，就是如何推动

这批国有的私募股权基金，能够在治理机制、活力，特别是团队激励上，能够有比较大的提升，

这应该是当前行业非常关键的一个话题。

银行系应该说大家都看出来了，大金主出手了，当然现在他还主要是以债转股的业务为主，

但是如果他真的能够突破 200 人的限制的话，那这个肯定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基金群体。当然

银行系做基金他有个冲突，就是银行系的核心团队、核心干部烂熟于信贷逻辑，对于股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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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跟银行系有过很多接触，谈项目的时候能看得非常清楚，信贷逻辑就是收益相对固定

下的风险最小原则，而股权逻辑是叫做风险可接受条件下的收益最大原则，这实际完全冲突的

两个逻辑在银行系里能不能很好的融合。当然这也包括对于行业技术的深入理解，因为现在新

技术发展速度非常快，这都要看。

原有的市场系现在我们也是挺着急的，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做中国的 PE，私募股权行业生于

2004，卒于 2018，现在可以说是哀鸿一片，母子难，因为银行通道基本堵住了，资本价格高，

一二级市场倒挂，账面大面积亏损，所以应该处于行业的冬天。在冬天的时候大概可以做的就

是练内功，活下来，准备又一个春天。我先介绍这些。

我只能说我的国富资本看好什么和做什么。目前国富资本的投资叫做两横两纵：

两横是两个横向的，就是跨行业的，一个是国企混改，一个是军民融合，在这两个横向上。

国企混改我们目前是北京国条混改投资基金的管理人，就是 3500 亿那家，他的混改条线的基

金我们在管。军民融合现在也正在已经投完了两个项目，这是两个横向的跨行业。

具体产业，一个产业就是 5G 及大数据，这是我们目前关注的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就

是节能环保，我一直讲私募股权基金一定要做自己擅长的事，哪个行业都有钱挣，但是一个团

队不可能什么都懂，你只能懂一两个行为，熟悉一两类，熟悉一两三个行业，大概也就差不多

了。（来源：新浪财经 ）

清科数据：10 月共 13 家中企 IPO，被否后重组上市无需再等三年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显示，2018 年 10 月全球共有 13 家中国企业完成 IPO，IPO 数量

同比下降 60.6%，环比下降 48.0%。从融资金额上看，本月中企 IPO 总融资额为 221.69 亿人民

币，同比下降 5.62%，环比下降 67.01%。本月 IPO 数量和融资金额相比同期均有所放缓，而证

监会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发布消息称为提高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按照既定的工作

计划，下周证监会拟集中组织发审委委员就积极支持上市公司再融资相关事宜开展调研，因而

没有 IPO 发审会安排。本月完成 IPO 的中企涉及 6个一级行业，登陆 6个交易市场，中企 IPO

平均融资额为 17.05 亿人民币，环比下降 36.6%，单笔最高融资额 59.34 亿人民币，最低融资

额 1.30 亿人民币。在 13 家 IPO 企业中，有 9家企业获得了 VC/PE 机构支持，VC/PE 机构渗透

率为 69.2%，本月 IPO 退出数量环比下降 35.71%。本月金额最大的三起 IPO 案例为：迈瑞医疗

（59.34 亿人民币），信达生物（28.98 亿人民币），赣锋锂业（28.97 亿人民币）。

https://www.newseed.cn/company/37068
https://www.newseed.cn/company/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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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 IPO 政策解读:IPO 被否后重组上市间隔由 3 年变为 6个月

为防止部分 IPO 被否企业通过并购重组间接登陆资本市场，前期证监会发布相关问题与解

答，对 IPO 被否企业筹划重组上市设置了 3年的间隔期要求，并强化信息披露监管。这一做法

对防范监管套利、维护市场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考虑到 IPO 被否原因的多样性，在就相关问

题整改后，不乏治理规范、盈利能力良好的企业。为回应市场需求，统一被否企业重新申报 IPO

的监管标准，支持优质企业参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推动上市公司质量提升，近期证监会将 IPO

被否企业筹划重组上市的间隔期从 3年缩短为 6个月。其目在于，一是要把 IPO 被否后重组上

市和 IPO 被否之后重新申请 IPO 的标准统一；二是间接加快企业上市审批的步伐，让更多优质

公司能参与中国资本市场中来。

10 月中企 IPO 在港交所上市数量和融资金额均占比较大

10 月份共有 13 家总部在中国大陆的企业上市。其中：登陆香港证券交易所主板的中企有

5家，占中企 IPO 总数量的 38.46%，位列第一；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板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的中企均有 2家，均占比 15.38%，并列第二；登陆上海证券交易

所和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的中企均有 1家，均占比 7.69%，并列第三。

https://www.newseed.cn/company/21989
https://www.newseed.cn/company/27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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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融资金额来看，本月中企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主板共募资 93.47 亿人民币，占中企 IPO 总

融资额的 42.16%，位列第一；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共募资 64.66 亿人民币，占中企 IPO 总融

资额的 29.17%，位列第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共募资 24.77 亿人民币，占中企 IPO 总融

资额的 11.17%，位列第三。

10 月中企 IPO 集中分布在金融和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融资金额

最高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10 月中企 IPO 共涉及 6个一级行业，从案例数量方面来看，金

融、机械制造和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均完成 3个案例，均占中企 IPO 总数量的 23.08%，并

列第一；房地产行业完成 2个案例，占中企 IPO 总数量的 15.38%，位列第二。

从融资金额方面来看，生物技术/医疗健康、房地产和金融行业分列前三位，募集金额分

别为 93.52 亿、34.21 亿、31.90 亿人民币，分别占比 42.18%、15.43%、14.37%；累计占比 71.89%。

值得一提的是，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位居第一，主要得益于本月募资金额位居第一的迈瑞

医疗（59.34 亿人民币）和募资金额位居第二信达生物（28.98 亿人民币）均为生物/医疗健康

行业，分别占比本月中企 IPO 总融资额的 26.8%和 13.0%，累计占比 39.8%。本月上市的房地产

行业中，美的置业和大发地产的募资金额分别占比本月中企 IPO 总融资额的 12.11%和 3.32%，

累计占比 15.34%，筹资金额位居第二。本月金融行业中共有 3家上市，长城证券、天风证券和

品钛的募集金额分别为 19.58 亿人民币、9.27 亿人民币和 3.05 亿人民币，分别占比本月中企

IPO 总融资额的 8.3%、4.2%和 1.4%，累计占比 13.9%，位居第三。

https://www.newseed.cn/vc/37559
https://www.newseed.cn/vc/3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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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IPO 中企地域分布集中在广东，广东 IPO 总数量占比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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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10 月中企 IPO 企业共涉及 8个省市，从整体上看，广东省有 4

家中企 IPO，占中企 IPO 总数量的 30.8%，位列第一；广东省的 4 家企业是：迈瑞医疗、美的

置业、新昌创展和长城证券，4家企业共计募资 107.07 亿人民币，占比本月中企 IPO 总融资额

的 48.3%。北京市和江苏省均有 2家中企 IPO，均占中企 IPO 总数量的 15.4%，位列第二；北京

市的 2家企业是：品钛和小牛电动，江苏省的 2家企业是：蠡湖股份和信达生物，4家共募资

41.7 亿元人民币，占比本月中企 IPO 总融资额的 18.8%。上海市、湖北省、浙江省、山东省和

江西省均有 1家中企 IPO，位列第三。

10 月 IPO 数量和募资金额均有所下降

对比 9月，10 月的 IPO 市场中，中企 IPO 数量和募资金额均有所下降。从融资金额来看，

本月最大 IPO 为迈瑞医疗，以 59.34 亿人民币的募资金额排在首位；2018 年 10 月 31 日港交所

第 4 只未盈利生物科技企业信达生物上市，获得 28.98 亿人民币的融资额，位列第二；2018

年 10 月 26 日，华能集团金融产业首家上市公司长城证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成功上市，

获得 19.58 亿人民币的融资金额，位居第五；2018 年 10 月 19 日，湖北省第二家上市券商、首

家通过 IPO 上市的金融机构天风证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位居第六。值得注意的是，在迈

瑞医疗上市之前，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只有两家公司市值超过千亿，分别为宁德时代和温氏

股份。

https://www.newseed.cn/company/28477
https://www.newseed.cn/company/27417
https://www.newseed.cn/company/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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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共发生 97 笔 IPO 退出，退出数量较上月有所下降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2018 年 10 月，在 13 家 IPO 企业中，9家企业有 VC/PE 机构支

持，占比 69.2%。其中北京市、广东省和江苏省均有 2 家 IPO 中企获得 VC/PE 机构的支持，均

占本月中企 IPO 总数量的的 15.4%，位列第一；湖北省、浙江省、山东省和江西省均有 1 家 IPO

中企获得 VC/PE 机构的支持，位列第二。IPO 退出共 97 起，涉及机构 76 家，基金 65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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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重点案例分析：迈瑞医疗、信达生物、长城证券和青岛海尔

迈瑞医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成为创业板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笔 IPO

迈瑞医疗自 1991 年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面向临床医疗设备的研发和制造，产品涵盖生

命信息与支持、临床检验及试剂、数字超声、放射影像四大领域，将性能与价格完美平衡的医

疗电子产品带到世界每一角落。公司总部设在中国深圳，在北美、欧洲、亚洲、非洲、拉美等

地区的超过 30 个国家设有 39 家境外子公司；在国内设有 17 家子公司，超过 40 家分支机构。

2018 年 10 月 16 日，迈瑞医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成功上市，成为创业板有史以来最

大规模的一笔 IPO。据悉，迈瑞医疗此次 IPO 共计发行 1.22 亿股，每股发售价格为 48.8 元，

共募集资金 59.34 亿元人民币。而此前 2006 年，迈瑞医疗在纽交所上市。登陆美股十年后，

2016 年迈瑞医疗以 33 亿美元的价格完成了私有化退市。

根据迈瑞医疗招股说明书，迈瑞医疗将向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和中银国

际证券支付上市发行总费用 1.8 亿元，剩余的 50 余亿元将用于光明生产基地扩建等 7个项目。

信达生物赴港上市，第 4 家在港交所上市的未盈利生物制药企业

信达生物成立于 2011 年，致力于开发、生产和销售用于治疗肿瘤等重大疾病的单克隆抗

体新药。自成立以来，公司获得了富达、礼来亚洲基金、美国资本集团、君联资本、淡马锡、

国投创新等全球多家知名创投基金资本支持。已建立起了一条包括 17 个单克隆抗体新药品种

的产品链，覆盖肿瘤、眼底病、自身免疫疾病、心血管病等四大疾病领域，其中 2个品种入选

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10 个品种进入临床研究，4 个品种进入临床 III 期研究，1 个产品

提交上市申请。自 2011 年成立，信达已进行了 11 轮融资，估值也由最初的 6.65 万美元飙至 4

月最后一轮融资的近 12.8 亿美元。其中 2016 年 11 月 D 轮融资达 2.62 亿美元，是中国制药史

上迄今最大一笔融资。

2018 年 10 月 31 日，信达生物在香港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据悉，本次共发行 2.36 亿股，

公开发行每股发售股份最终定价为 13.98 港元，募集资金金额为 28.98 亿元人民币，信达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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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根据招股书披露，信达生物已锁定拥有 10 位投资人的基石名单，投资总额达 2.45 亿美元。

认购最多的基石投资人包括红杉资本、惠理集团、Prime Capital 及 Cormorant，分别认购 6000

万美元、3000 万美元、3000 万美元及 2500 万美元；位列第二梯队的资本集团、淡马锡、礼来

亚洲及景林投资各认购 2000 万美元；维梧资本和 Rock Springs Capital 亦位列该名单中，分

别认购 1500 万美元和 500 万美元。

华能集团金融产业首家上市公司长城证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https://www.newseed.cn/company/19778
https://www.newseed.cn/company/1196
https://www.newseed.cn/company/1196
https://zdb.pedaily.cn/people/show5948/
https://www.newseed.cn/vc/53
https://www.newseed.cn/vc/32
https://www.newseed.cn/vc/440
https://www.newseed.cn/vc/20798
https://www.newseed.cn/company/42324
https://www.newseed.cn/vc/168
https://www.newseed.cn/vc/261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19

1995 年 11 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长城证券在原深圳长城证券部和海南汇通国际信托

投资公司所属证券机构合并的基础上组建而成。2002 年，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入主长城证券。

目前，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为长城证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华能）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国华能

注册资本 349 亿元人民币，主营业务为：电源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电力（热力）

生产和销售，金融、煤炭、交通运输、新能源、环保相关产业及产品的开发、投资、建设、生

产、销售，实业投资经营及管理。

2018 年 10 月 26 日，长城证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挂牌上市，本次长城证券 IPO 发行

股票约 3.10 亿股，每股发行价 6.31 元，合计募集资金 19.58 亿元。作为国内较早成立的综合

类证券公司之一，长城证券已经成长为一家资质齐全、业务覆盖全国的综合类证券公司，形成

了多功能协调发展的金融业务体系。经营范围覆盖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

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

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等。

青岛海尔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欧所 D股市场第一支股票

诞生于 1984 年的海尔，是海尔集团家电主品牌。全球设有 29 个制造基地、8个综合研发

中心、19 个海外贸易公司，产品涵盖冰箱冷柜、洗衣机、热水器、空调、电视、厨电、智慧家

电和定制产品八大品类。三十余年的成长路上，海尔洞察家庭生活的需求变化，不断将海尔品

牌打造成代表时代进步的同龄品牌。

2018 年 10 月 24 日，青岛海尔正式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挂牌，成为中欧所 D股市场第一

支股票，每股价格为 1.06 欧元。公司成功分配 304750000 股 D 股予投资者，包括 265000000

股基础发售股份及 39750000 股超额配售股份。超额配股权未行使前，总募资净额为 2.78 亿欧

元，如超额配股权获全部行使，额外募集所得净额约 4,174 万欧元。根据 D 股招股书披露,其

中约 1.47 亿欧元用于资产并购，1.176 亿欧元产能扩张，7350 万欧元渠道拓展和品牌建设，

2940 万欧元加大研发投入。早在 1993 年，青岛海尔就已经登陆了 A股市场，此次登陆 D 股后，

青岛海尔成为首家登陆 D股的国内企业，也是首支 A+D 股同时上市的国内企业。青岛海尔表示，

在德国上市后，将利用中欧两地的资本市场实现资金来源多元化，优化资本结构，扩大投资者

基础。公司也希望利用德国上市来提升其全球品牌知名度，并支持其业务战略和全球部署，特

别是在欧洲家电市场的进一步扩张。

综上，10 月中企 IPO 中，金融行业在本月 IPO 上市数量中依然占有较大比重，金融行业中

的证券公司上市数量占本次金融行业上市数量的 66.67%。其次，生物医药行业迎来了创业板有

https://zdb.pedaily.cn/people/show1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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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笔 IPO 迈瑞医疗。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融资额最大的 IPO 企业为工业

富联，融资金额达到 271.2 亿元，为今年 IPO 总融资规模的 22%，其次是迈瑞医疗，融资 59.34

亿元，第三为宁德时代，融资 54.62 亿元，仅仅这三家的总体融资额就达到全年 IPO 融资规模

的 31%。（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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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11 月 24 日-1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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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 太阳纸业 宏河纸业 其他 中国 15.00 亿人民币

11 月 26 日

普洛斯

远洋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驹马物流 物流 中国 15.00 亿人民币

11 月 26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爱与思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6 日

光速中国

嘉兴部道投资

九合创投

老鹰基金

不公开的投资者

饕餐餐饮 连锁及零售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6 日
沂景投资

PNP
相舆 IT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6 日

兴业国信

宁波圆合投资

安亭实业

君联资本

上海细胞治

疗集团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2.75 亿人民币

11 月 26 日
天使投资人

校友嘉投资

来一头烤全

羊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6 日 挚信资本 三橙传媒 娱乐传媒 中国 700.00 万美元

11 月 26 日 易合资本 权查查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6 日

厦门隆领资产

厦门创投

思明区引导基金

众库 互联网 中国 NA

11 月 26 日
Windcreek Limited

索尼
乐逗游戏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11 月 26 日

腾讯投资

KKR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Voyager

Innovations
金融 菲律宾 2.15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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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C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11 月 27 日
联和投资

远翼投资
思朗科技 半导体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1 月 27 日
清控银杏

合肥高投
摩尔精英 半导体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1 月 27 日
创世伙伴

清流资本
塑健身 娱乐传媒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7 日

红星美凯龙

红杉中国

联想创投集团

险峰长青

中丽天津产城融合发

展

C Ventures

不公开的投资者

爱笔 IT 中国 6000.00 万美元

11 月 27 日 不惑创投 万千工品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7 日
金垣坤通

幂方资本
微米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11 月 27 日 碧鸿资本 共轨之家 汽车 中国 NA

11 月 27 日 IDG 资本 非码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7 日
Venturecraft

高榕资本
Ark Bio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4000.00 万美元

11 月 27 日
和山汇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首新科技 金融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7 日 红星美凯龙 海马洗衣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7 日 同舟资本 星途协议 互联网 中国 NA

11 月 27 日

日本三井住友财团

Denlow Investment

Trust

Galaxy Digital

DSGCP

恩颐投资

GOQii IT 美国 3000.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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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豹移动

11 月 28 日

盛世恒丰咨询

北京中海金岳投资

北京赛英特投资

深圳华信股权投资

卓华信息 IT 中国 2539.20 万人民币

11 月 28 日 中合盛资本 科达自控 IT 美国 36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8 日 源铄投资 餐旅实业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20 亿人民币

11 月 28 日

史带

海纳亚洲

蓝驰创投

南燕信息 金融 中国 1500.00 万美元

11 月 28 日 住友亚洲 运去哪 物流 中国 NA

11 月 28 日
众富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复亚智能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8 日

川创投

真友成都投资

天府国际生物城投资

至善唯新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8 日

爱尔兰战投基金

淡马锡投资

云锋基金

红杉中国

不公开的投资者

明码科技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2.00 亿美元

11 月 28 日
英特尔投资

信智资本
联捷科技 互联网 中国 NA

11 月 28 日 华汇通投资 润尼尔 教育与培训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8 日 广发乾和 驴迹导游 IT 中国 NA

11 月 2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友好速搭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8 日 八维资本 Equidate 金融 美国 NA

11 月 28 日
起点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野马财经 娱乐传媒 中国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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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360 企业安全

集团
互联网 中国 12.50 亿人民币

11 月 28 日

西安交通大学教育基

金会

不公开的投资者

泰笛网 互联网 中国 3000.00 万美元

11 月 28 日
锐革实业

德兴源投资
多度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8 日 澜峰资本 益序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9 日
中骏资本

星瀚资本
亿欧汽车 互联网 中国 8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9 日

景山投资

青骢资本

小榕投资

优果汇 农/林/牧/渔 中国 NA

11 月 29 日

国开科创

中新技术创投

创业接力集团

泰礼创业

友润电子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9 日 苏州工业园洽道投资 创易技研 机械制造 中国 2870.00 万人民币

11 月 29 日

中广投资

南方传媒

梅视网

广东广电网

络

广播电视及数字电

视
中国 NA

11 月 29 日
凯泰资本

盛山资本

ABM

Therapeutic

s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 万美元

11 月 29 日 东旭集团 东旭蓝天 清洁技术 中国 20.00 亿人民币

11 月 29 日

国新央企运营投资基

金

广发乾和

丝路华创

海通创意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百分点 IT 中国 5.00 亿人民币

11 月 29 日

三垒股份

珠海融远

大连市佳兆业

美杰姆 教育与培训 中国 33.00 亿人民币

11 月 30 日 原创资本 杉杉能源 机械制造 中国 20.00 亿人民币

11 月 30 日 广州龙泽鑫投资 安普泽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4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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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11 月 30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哈利机器人 IT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30 日 不惑创投 华越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30 日 凯仕富 童心视界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200.00 万人民币

11 月 30 日

Genesis 资本

火币网

OKEx Labs

不公开的投资者

BHex 金融 中国 1500.00 万美元

http://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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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亚洲 TOP5 并购事件

（11 月 26 日-1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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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54.07%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等银行
中国 运输业 8,474

11 月 29 日
IHH Healthcare Berhad
(16% 股权变动规模)

马来西亚 Mitsui & Co Ltd 日本 医疗业 2,006

11 月 30 日
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7.45%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A consortium led
by China Life
Insurance Co
Ltd; 上海国盛

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深圳市怀真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中国
金融服务

业
1,440

11 月 26 日
AHT Cooling Systems

GmbH
奥地利

Daikin Industries
Ltd

日本
工业产品

和服务业
1,000

11 月 29 日
新滔投资有限公司 (50%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雅居乐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中国

公用事业

（其他）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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