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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份外汇储备增长 86 亿美元

 11 月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升至 53.8 创五个月新高

 日本 VC 在印度：小心谨慎，但又一掷千金

 基金业协会发布更新版《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

 证券私募连续 9月缩水 股权私募延续高增长

 香港 IPO 规模今年已达 314 亿美元有望全球夺冠 略微领先于纽约

 北将设立 100 亿元上市公司纾困基金 首期规模 40 亿

 非码宣布完成 6000 万元 A+轮融资，由 IDG 领投

【宏观】11 月份外汇储备增长 86 亿美元

12月 7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 11月末，我国

外汇储备规模为 30617亿美元，较 10月末上升 86亿美元，升幅为 0.3%。这是我国外汇储备规

模在连续 3个月下滑后首次转跌为升。

“今年以来，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我国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稳

中有进态势，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11月份受美国货币政策预期变化、国际油价波动等因

素影响，主要国家债券价格总体小幅上涨，美元指数震荡微涨。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动等

因素综合作用下，外汇储备规模有所上升。＞全文（中国日报网)

11 月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升至 53.8 创五个月新高

12 月 5 日公布的 11月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服务业 PMI）录得 53.8，较

10月回升 3个百分点，创五个月以来新高，显示服务业经营活动明显扩张。

服务业扩张，制造业 PMI小幅回升，使得 11月财新中国综合 PMI录得 51.9，较 10 月的

28个月低点回升 1.4个百分点。这一走势与统计局 PMI不完全一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11月

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2.4，高于 10月 0.3个百分点；综合 PMI则下降 0.3个百分点至 52.8。

＞全文（财新网)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73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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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日本 VC 在印度：小心谨慎，但又一掷千金

YourStory 研究显示，日本公司在 2018年向印度初创企业投资近 21亿美元，低于前一年

的 59亿美元。不过，这种下滑并非投资放缓的征兆。在去年的投资中，有两轮巨额融资：Flipkart

和 Paytm 分别获投 25亿美元和 14亿美元。而且重点在于，每年都有 32宗交易，所以从交易

数量上看，投资势头还是十分稳定。

从行业上看，投资领域比 2017 年更加多样化。日本投资人兴趣十分广泛，获得他们投资

的印度初创企业分布于多个行业，涵盖电子商务、超本地化、SaaS、汽车、交通、房地产、生

物技术、媒体等。＞全文（36 氪）

【国内】基金业协会发布更新版《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

12月 7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简称“基金业协会”）发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须知》更新版（简称新版《登记须知》）。据了解，新版《登记须知》细化了拟登记机构股权

架构、基本运营、从业人员等方面要求。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申请机构或者其主要出资人曾经

从事过 P2P、民间借贷等与私募基金属性相冲突业务，为防止此类业务风险外溢至私募行业，

保护投资者利益，基金业协会在新版《登记须知》不予登记情形中新增上述情形。

＞全文（经济日报）

证券私募连续 9月缩水 股权私募延续高增长

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 10月底，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 2.43万家，已备案私

募基金 7.5万只；私募基金管理规模合计 12.77万亿元，较 9月减少 312.95亿元。总体来看，

今年前 10个月，私募总规模增长 1.67万亿元，较去年底上升 15%，不过这主要是股权创投私

募的贡献。今年前 10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规模严重缩水，虽然证券私募较去年底有 85亿元

的增长，但在年初达到高峰后，已连续 9个月负增长，2.28万亿元的规模较 1月份缩水 3327

亿元。今年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成为弱市下支撑私募规模增长的主要力量，到 10月底的

规模为 8.5万亿元。而且，股权创投私募一直保持稳健增长态势，今年前 10月增长了 1.41万

亿元。＞全文（中国基金报）

香港 IPO 规模今年已达 314 亿美元有望全球夺冠 略微领先于纽约

12月 10日，据数据显示，中国香港今年有望成为全球融资最多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市

场，略微领先于其劲敌纽约，但香港新上市公司在主要证券交易所中的表现却是最差的。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75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76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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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市公司的表现对香港来说是一个打击。香港原本希望它制定的对科技公司较为友好的

上市规则能够催生出新一轮上市热潮，但却受到了市场疲软的拖累，这引发了外界的担忧，即

这种低迷的表现可能会影响 2019年首次公开募股（IPO）的数量。＞全文（TechWeb）

【募集】湖北将设立 100 亿元上市公司纾困基金 首期规模 40 亿

12月 4日，湖北省上市公司纾困基金方案即将出台。根据长江商报报道，新成立的基金名

称为“新动能发展投资基金”，总规模 100亿元，将帮助湖北上市企业化解目前的资本困局；

其中首期规模 40亿元，由湖北省联投、省交投、省高投、兴楚国资等 4家省属国企、以及多

家金融机构和地方国企共同出资。＞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非码宣布完成 6000 万元 A+轮融资，由 IDG 领投

进入 2018年末，资本寒冬成了创投圈最大的热词之一，尽管行业整体遇冷，但仍有企业

受到资本青睐。据悉，智能门店操作平台非码近日宣布完成 6000万元的 A+轮融资，本轮融资

由 IDG领投，金沙江创投、众为资本跟投。这是非码今年 4月在获得金沙江领投、众为资本跟

投的 4000万元 A轮融资后的第二轮融资，融资总金额破亿元。＞全文（投中网）

 第十届全球 PE 北京论坛成功举办

 星云之夜 - 2018 中国 PE/VC 行业评选颁奖典礼盛大举行暨 2018 中国 PE/VC 行业评选结果

发布

 “BPEA 月度培训”第八十一期——后资管新规时代，私募基金监管实务探讨

【协会动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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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12 月 7 日-8 日，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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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办的

“第十届全球 PE 北京论坛——改革开放 40 年，股权投资再出发”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成功举

办。

7日上午论坛开幕式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云月控股执行合伙人宋斌主持，北

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徐洁勤、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栗志纲、北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78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79
https://mp.weixin.qq.com/s/1Gbcw4JdqJGsbG5mzYQF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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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证监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建平、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洪磊、中银国际研

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于泳分别发表了主题演讲。

7 日下午由信中利资本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汪潮涌主持，IDG 资本创始董事长熊晓鸽、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四源合投资 CEO 周竹平、高盛亚洲直接投资部董事总经理范翔分别

发表了主题演讲，接着以“私募基金如何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为主题圆桌讨论如期进行。云

月控股执行合伙人宋斌主持，华平投资董事总经理陈伟豪，经纬中国董事总经理牛立雄，深圳

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钟廉，福邦证券金融集团董事长黄显华参与讨论，和与会者分

享了他们的精彩观点和宝贵经验。

8日论坛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长方风雷主持，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霍学文在论坛上发表了致辞，全球 PE 北京论坛主席、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邵秉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原深圳

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思平分别发表了主题演讲，下午，LP 专场、GP&LP 对话专场、并购专场、

特殊资产专场、国际创新合作专场、人工智能专场六场平行论坛依次展开。

此外，在论坛上进行了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轮值主席交接仪式和《中国股权投资基金手

册（2018 版）》的发布。

改革开放 40 年来，金融业发展不断壮大，金融机构实力不断增强，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

不断创新，金融监管体制不断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提升。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步

发展起来的中国股权投资行业，从最初的外资基金主导到人民币基金为主，市场规模越来越大，

已成为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创新的重要力量。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人口结构演变、消

费升级、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等大趋势下，以“互联网+”、智能制造、消费升级、医疗

健康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发展为中国股权投资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投资机会，中国股权投资行业

历经市场优胜劣汰，将筛选出一批合规的投资管理人，与行业一起继续前行。

＞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https://mp.weixin.qq.com/s/g5Nb2MrKEocKVcM39SCX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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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星云之夜 - 2018 中国 PE/VC 行业评选颁奖典礼盛大举行暨 2018 中国 PE/VC 行

业评选结果发布

2018 年 12 月 8 日晚，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财新联合主办的“星云之夜——2018 中

国 PE/VC 行业评选颁奖典礼”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盛大举行。

经过前期的推荐提名、信息确认、评委会评选等阶段，此次 2018 中国 PE/VC 行业评选产

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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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中介服务机构十强、2018 中国股权投资

行业杰出青年投资人等奖项在颁奖典礼上逐一揭晓。

我们统计了上榜所有机构的业绩情况，现分享如下：

2018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二十强总体情况介绍

20 家机构总计管理资本量：13997.02 亿人民币

2018 年新募集资本量：3019.54 亿人民币

2018 年投资项目数量：615 个

2018 年投资总金额：1804.75 亿人民币

2018 中国创业投资机构二十强总体情况介绍

20 家机构总计管理资本量：11801.56 亿人民币

2018 年新募集资本量：3349.60 亿人民币

2018 年投资项目数量：1354 个

2018 年投资总金额：1131.95 亿人民币

2018 中国天使投资机构十强总体情况介绍

管理资本总量：654.63 亿人民币

2018 年新募集资本量：171.59 亿人民币

2018 年投资项目数量：680 个

2018 年投资总金额：58.64 亿人民币

2018 中国母基金十强总体情况介绍

10 家机构总计管理资本量：4171.9 亿人民币

2018 年新募集资本量：1213.22 亿人民币

2018 年投资基金数量：260 个

2018 年投资总金额：398.85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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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股权投资行业杰出青年投资人总体情况介绍

从业以来投资总金额：1115.99 亿元

近三年投资项目数量：782 个

近三年投资总金额：642.81 亿元

本次评选新增了新锐机构和社会责任两个奖项，设立新锐机构奖，旨在鼓励股权投资行业

的新生力量。在高手如云的股权投资行业中，新锐机构能够脱颖而出，必然有其敏锐和独特的

视角。设立社会责任奖，是因为股权投资行业在进行资本增值的商业运作过程中，还应符合 ESG

即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理念，在合规运营基础上，为环境、社会、经济做出贡献。

本届评选结果详情请见链接。＞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活动预告】后资管新规时代，私募基金监管实务探讨

时间：2018 年 12 月 21 日（周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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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B 1000 元/人（BPEA 会员享有部分免费名额）

培训讲师：

万敏秀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金融资本部 私募基金组

培训内容：

一、中基协最新监管要求梳理及对私募基金的影响

（一）监管部门对“私募基金”的认定标准及监管实践

1. 中基协的监管实践

2. 证监会的监管实践

（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私募基金备案监管实践概述

1. 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2018.12 更新）要点梳理及分析

2. 登记、备案常见问题梳理及最新监管实践

（三）私募基金现场检查关注问题及注意事项

1. 2018 年现场检查关注问题要点梳理及分析

2. 处罚案例及分析

二、资管新规及细则对私募基金的影响

（一）资管新规细则主要内容概述

https://mp.weixin.qq.com/s/VvfaD6xIUcNtkDysuOKU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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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私募基金参照适用相关问题及影响

（三）中基协监管实践

三、不同类型投资人对私募基金募、投、管、退的影响

（一）国资

1. 基金国资性质认定标准问题

2. 国资基金监管的问题与挑战

（二）银行理财资金

1. 兼论银行理财子公司新规对私募基金的影响

2. “三类股东”对私募基金退出的影响

（三）险资

1. 险资作为投资人的监管要点及框架

2. 险资作为管理人的监管要点及框架

（四）上市公司

1. 主要模式

2. 主要问题

讲师简历：

万敏秀律师是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金融资本部私募基金组律师，主要执业领域包括私募

基金设立募集、私募股权投资、证券、公司收购重组等领域。

在私募基金设立募集及私募股权投资领域，万律师曾作为项目牵头律师为中基协提供入会

核查及专项核查法律服务，并为华芯资本、国开金融、中国国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摩根士丹利、新天域、国科嘉和、国新风投、金石资本、宽带资本、天壹资本等私募基金提供

基金设立募集、常法及专项投资服务，为商汤科技、磨铁图书、蒙牛、慧聪网等知名企业提供

投融资服务。

在证券上市、并购重组及私有化领域，万律师曾作为公司律师深度参与幸福蓝海 A股上市

项目、华致酒行 A 股上市项目、H 股上市公司上海先进半导体私有化项目、A 股上市公司长城

电脑与长城信息吸收合并项目、百合网和世纪佳缘合并项目等，并为北京银行、贵州茅台等公

司提供常年法律服务。

联系方式：

联络人：左女士，霍女士

电话：010-88086870，8808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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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88086229

Email：hjzuo@bpea.net.cn rhuo@bpea.net.cn

网址：www.bpea.net.cn

报名方式：

请发送“姓名-机构-职务-电话-邮箱”至上述联系人邮箱，报名从速。

第十届全球 PE 北京论坛嘉宾精彩观点

2018 年 12 月 7 日-8 日，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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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办的

“第十届全球 PE 北京论坛——改革开放 40 年，股权投资再出发”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成功举

办。

以下为论坛嘉宾演讲精彩观点（按论坛演讲顺序排序）：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徐洁勤

徐洁勤：推动海淀区科技金融高品质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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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洁勤副区长在演讲中指出，近年来，随着国家科技金融创新建设不断深入，各类新兴金

融机构纷纷入驻海淀区。截至目前海淀区已经形成近千亿规模的“海淀创新基金系”，备案股

权投资机构数量超过 800 家，管理资本量和被投案例数一直保持在全国前列。

徐区长表示，当前海淀区正处在深入推进中关村科学城建设的关键阶段，将继续以科技创

新、金融创新为主线，以提升重点金融机构服务能力为抓手，全面优化区域金融发展环境，以

更高质量、更大体量的金融力量来推动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建设。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栗志纲

栗志纲：培育与首都城市定位相适应的股权投资业态

栗志纲表示股权投资行业在北京市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实体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投资引

领、创新驱动、上市促进、管理提升和产业整合等积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成，股权投资乃至整个

资产管理行业将迎来大有可为的机遇期。北京市将继续优化环境、加强服务，严控风险，推动

股权投资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培育与首都城市定位相适应的股权投资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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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证监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建平

王建平：发挥股权投资作用，助推企业进行业务和资产重组，推动产业整合

王建平表示，当前亟待解决的民营企业股票质押风险，其实也包含了整个民营企业流动

性困难的化解。短期内解决民营上市企业流动性危机，可以由政府来协助协调经营机构。但真

正问题的解决和风险的化解，是实现民营企业上市公司高质量的增长，这要依赖于民营企业自

身做出实质调整，这个过程中 PE 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同时 PE 行业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过程

中可以寻找到新的业务增长点，最终形成民营企业和 PE 行业双赢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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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洪磊

洪磊：三方面推动私募基金行业自律建设

针对近年来私募基金行业备案及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洪磊在会上表示，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进一步加强过程信用与行为管理，推动三方面过程自律建设。

一、进一步完善登记备案需知，优化登记备案的流程，为市场合理展业提供清晰的标准。

今天登记需知将正式发布。

二、推动建立行业信调标准，强化行业的规范性和透明度。

三、全面实施信用风险和信用报告制度，推动市场化信用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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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

曹远征：以改革推动股权投资行业发展

曹远征表示，改革开放使中国股权投资行业进入大发展的时期，基金数量众多、投资风

格多样，股权投资基金体系已经形成。但跟发达国家相比行业仍有较大差距，这就为行业发展

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总结改革开放过去40年的经验，曹远征指出应从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完善退出机制；落实知识产权政策；营造良好的募集环境等多方面着手。以改革推动股权投资

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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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于泳

于泳：长期股权投资已经成为保险资金配置中的重要的投资品种

于泳表示，另类股权投资特别是长期的股权投资已经成为保险资金配置中非常重要的投

资品种。他认为保险资金投资另类股权投资主要出于三方面考虑，一是提高投资收益，长期看

私募股权更能产生优异的平均回报；二是降低波动率，相较于二级市场股价的波动，长期股权

投资可以降低整体资产配置收益率的波动；最后是保险资金资产负债匹配的需求，险资特别是

寿险资金，负债端是非常长期的资金，要与其资金期限相匹配，长期股权投资是一个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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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G 资本创始董事长熊晓鸽

熊晓鸽：将投资机构做成百年老店

熊晓鸽表示，要将一个投资公司做成百年老店，必须在每一个时代，赶上引导时代发展

的技术，抓住机会打造优质的公司。

提及中国企业，他指出过去中国很多成功的公司，是基于中国人口众多的这个市场，很

多被定义为消费互联网的公司，现在回头看这些公司在技术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创新，几乎百分

之百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因为我们有很强的执行和管理能力、本地化能力才使这些公司获得成

功。他认为未来的创新不只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而更应该是技术加商业模式的创新，硬科技的

拓展是中国未来企业的方向之一。当前，他比较看好的领域包括产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

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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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

徐林：资本+技术+产业，赋能企业绿色发展

徐林介绍了中美绿色基金的宗旨是通过中美金融、绿色发展技术和商业模式的跨境创新，

协助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绿色股权基金的标杆和中美绿色合作的市场化执行

者。他表示，中国绿色发展的需求增长很快，市场上孕育着大量绿色投资机会；通过资本+技

术+产业的投资模式，完全可以做到赋能被投企业的绿色发展，使得绿色是国家发展的新动能；

绿色投资的范畴不能过窄，有利于生态环境和国家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的投资都是绿色投资；绿

色资产要有价值，需要响应的价值市场化实现的机制或交易制度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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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源合投资 CEO 周竹平

周竹平：发挥股权投资基金优势，帮助中国钢铁产业实现转型升级

周竹平提到，中国钢铁行业当前面临低成本价格恶性竞争、区域性布局失调、产品结构

不合理等诸多困境。行业需要通过并购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提升企业竞争力。在这个过程中，

股权投资基金具有独到的优势，应充分发挥其作用。

四源合集合多方股东优势，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帮助中国钢铁产业实现转型升级。它已经

在供给侧改革市场化的并购和债转股方面有示范性的案例，为未来中国钢铁行业的结构调整和

转型升级开辟了市场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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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亚洲直接投资部董事总经理范翔

范翔：PE 行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就是看人

范翔表示中国公司全球化的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价值链中地位的不断提升，这为私募股

权市场投资提供了新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估值高、行业竞争激烈是私募股权市场整

合中最突出的问题，他表示 PE 行业的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一是看人，人是至关重要的，选择优

秀的管理团队是所有判断中最重要的事情。第二个就是深耕行业，拓展关系和网络，实现共赢。

第三个是企业的治理，这是对决策和监测的首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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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霍学文

霍学文：促进股权投资与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

霍学文表示，股权投资是对非上市企业进行的权益性投资，为企业提供“收益共享、风险

共担”的权益资本支持和创业管理服务，使资本直接服务于实体经济，对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加速产业优化升级，构建创新型经济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指出要促进股权投资与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积极支持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引

导基金发展，孵化培育前沿技术项目。积极发展并购基金、母基金，聚焦绿色、文化、科技等

重点领域，参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打造高精尖产业链。要通过整合政府与社会资本力量，帮

助那些具有良好行业前景和竞争优势、暂时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上市公司应对危机，共度难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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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PE 北京论坛主席、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邵秉仁

邵秉仁：股权投资基金行业发展要做好四件事

邵会长表示，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借鉴改革开放 40 年的基本经验和股权投资基金发

展实践，中国股权投资基金未来健康发展需要做好四件事：

一、创造股权投资基金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

二、选择适应股权投资基金特点的监管方式；

三、培育合格的管理人；

四、引导正确的投资方向。

其中，邵会长阐述引导行业投资方向的观点时强调，股权投资基金只有服务实体经济，才

能最大化发挥股权投资基金的通过资本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要鼓励股权投资投向科技创新领

域，在培育经济新动能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要鼓励股权投资投向小微企业，支持创业创新。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21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

黄奇帆：中国资本市场缺少长期资本和机构投资者

黄奇帆在演讲中指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中国科技创新的市场化推动力。没有私募基金和

资本市场，独角兽是不会成长起来的。没有私募基金发挥作用，没有长期资本支撑私募基金，

中国的资本市场也不会健全。

他表示中国资本市场 20 多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是缺少长期投资资本，缺少机构投资力量，

表现为市场投资散户化。但是这个问题不是管理能力的问题，而是基础制度的问题。美国也曾

经是散户化投资的股票市场，在 1925 到 1975 年左右，散户占美国资本市场比重在 80%-90%。

但是到了 2017 年，美国散户投资只占总投资 6%。美国散户投资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养老金

的介入。中国的资本市场这个散户市场问题也是一个要培育养老金介入的问题，但养老金的积

累是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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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

朱民：危机十年我们面对的未知市场

朱民分享了 08 年金融危机十年以来全球经济、金融结构的演变，危机以后由于大规模的

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的金融发生了一些今天难以想象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全球债务持续

上升，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和居民债务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股票市场不断的新高，但是当公

司的盈利跟不上股市的估值和股市的指数增长时，这个缺口就是流动性的缺口，是货币提供的，

是泡沫；金融市场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包括银行质量的改善，保险业的进一步恶化等；利率和

通货膨胀流动性持续宽松；民粹主义兴起和政治风险上升；资本账户失衡在变大；全球金融市

场的脆弱性和波动增加等等。

他表示科技和信息的变化，改变了人的消费和投资决策机制。今天金融市场波动和过去最

大的不同，在于我们不知道风从何来，而市场已经动了。这种波动最大的挑战是在那个瞬间因

为全球的关联性、互动溢出性波动极具的扩大而产生的不确定性。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23

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思平

张思平：从制度体制机制上解决民营经济发展的融资问题

张思平指出，缓解融资难仍然是稳定民营企业的当务之急。自习近平总书记 11月召开民

营企业座谈会以来，部分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平仓风险得到了初步控制，但是整体民营经济融

资难融资贵甚至融不到资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要真正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壮大，根本上还是要靠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从制度上、体制上、机制上，真

正解决民营经济发展的融资问题。

具体而言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一要保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市场中的平等竞争的地

位，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要加快国有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形成国有企业有进有退、

有生有死的动态调整机制；三要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改革方向。

（来源：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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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12 月 1 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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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爱便利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2 月 1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都比学院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12 月 2 日
英集建设

不公开的投资者
龙合智联 金融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 日 红杉海外 Eruditus 教育与培训 印度 4000.00 万美元

12 月 3 日
线性资本

将门创投
粒界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3 日

青锐创投

高榕资本

伯藜创投

选好货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3 日 明海集团 相看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2.00 亿人民币

12 月 3 日

经纬中国

洪泰基金

光信资本

钟鼎创投

金沙江联合资本

长泰电创投资

上海景璨投资

行云全球汇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12 月 3 日

深创投

前海方舟资产

联新资本

阿里巴巴网络

ZStack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2 月 3 日

上海火山石投资合伙企

业

前海方舟资产

国中创投

爱其科技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2 月 3 日 深圳瑞享源 领晟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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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 日
金通宜安投资

金通安益投资
爱瑞特 机械制造 菲律宾 5786.42 万人民币

12 月 3 日
深圳市中小担人才股权

投资基金
科诺桥 机械制造 中国 5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4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慧财税 金融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4 日 北极光
宁波博海深

衡
IT 中国 N/A

12 月 4 日 金色区块 链财经 娱乐传媒 中国 N/A

12 月 4 日

深创投

恒生电子 标贝科技 IT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4 日
英诺天使基金

臻云创投
人人背调 IT 中国 2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4 日

Ranger Capital

Advisors

Revolt Ventures

基汇资本

Neuehouse 房地产 美国 3000.00 万美元

12 月 4 日 极豆资本 GBLS 其他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4 日 天赋资本 科荟种业 农/林/牧/渔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4 日 芜湖风险投资基金 容川机电 能源及矿产 中国 5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4 日

深圳东方富海创投

首正泽富

深圳富海鑫湾投资

联运环境 清洁技术 中国 4170.00 万人民币

12 月 4 日

红杉中国

F2Pool

火币网

Metastable

IMO Ventures

百度风投

Conflux IT 中国 3500.00 万美元

12 月 4 日
我赞科技

书巢网络
午夜超人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5 日

IDG 资本

金沙江创投

众为资本

非码科技 互联网 中国 6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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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5 日 瑞鹏股份 云宠智能 连锁及零售 美国 N/A

12 月 5 日 粤科母基金管理公司 金版文化 娱乐传媒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5 日 腾讯创业基地 青藤文化 娱乐传媒 中国 3166.60 万人民币

12 月 5 日

比特大陆科技

ConsenSys

富达投资

纳斯达克风投

Monex

CTC Group Investments

数字货币

DRW Venture Capital

Pantera Capital

Valor Equity Partners

不公开的投资者

ErisX 金融 美国 2750.00 万美元

12 月 5 日

南京新流域投资

麒麟科创

紫金科创

斑马电商云 互联网 中国 15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5 日 大钲资本 掌通家园 IT 中国 1.00 亿美元

12 月 5 日

凯辉基金

远翼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绿米联创 IT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12 月 6 日

阿里巴巴台湾创投

中华开发创新加速器

达盈管理顾问

台达电子集团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AsiaYo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台湾 2.00 亿新台币

12 月 6 日
赣资泰豪股权投资

丰盛六合投资
森阳科技 能源及矿产 中国 1.05 亿人民币

12 月 6 日

启赋资本

Hi Capital

DAEX

玄猫安全

BUGX.IO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6 日
达晨创投

航天科工投资
中望软件 IT 中国 8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6 日

淡马锡投资

Stonebridge Ventures

不公开的投资者

M17

Entertainm

ent

互联网 中国台湾 2500.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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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6 日
杉杉创投

申能诚毅
爱加密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6 日 天齐锂业 SQM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40.66 亿美元

12 月 7 日 广州辰途 晓鸣农牧 农/林/牧/渔 中国 29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7 日 康橙投资 中杰创意 娱乐传媒 中国 15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7 日 彬复投资 源慧信息 互联网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7 日 爱德创业 淘车无忧 汽车 中国 2000.24 万人民币

12 月 7 日 霍尔果斯华控创投 佳力奇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7 日

新东方

58 产业基金

九合创投

集思学院 教育与培训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7 日
奇迹之光基金

祥晖资产
创怀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7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农政齐民 农/林/牧/渔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7 日
联想之星

国宏嘉信
菠萝斑马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7 日
柒零资本

烟台高新区管委会
智久机器人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2 月 7 日

泰岳创投

安丰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璞映智能 金融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7 日 国药资本 复诺健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12 月 7 日

KKR

宜信惠民

Lion Tree Partners

Battery Ventures

a16z

Ribbit Capital

Cross

River
金融 美国 1.00 亿美元

12 月 7 日 兖州煤业 临商银行 金融 中国 21.53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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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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 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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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7 日
Amer Sports Oyj (98.6%

股权变动规模)
芬兰

Consortium led
by ANTA Sports
Products Limited

中国
消费品业：

零售
6,149

12 月 3 日
GlaxoSmithKline

Consumer Healthcare
印度

Hindustan
Unilever Limited

印度
消费品业：

食品
4,050

12 月 5 日
合和实业有限公司

(63.07%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香港

Acquisition
vehicle owned by

Gordon Wu
中国香港 房地产业 1,575

12 月 4 日

上海陆家嘴国际金融资

产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

司 (未透露股权)
中国 春华资本等 中国

金融服务

业
1,330

12 月 4 日

Compania Minera Teck
Quebrada Blanca SA
(30% 股权变动规模)

智利

Sumitomo
Corporation; and
Sumitomo Metal
Mining Co Ltd

日本 矿业 1,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