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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2019 年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12 月统计局制造业 PMI 录得 49.4 创 34 个月以来最低

 中基协：2018 年全年累计注销 1.4 万家长期无展业意愿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VC/PE 乐观看明年：技术创新料成投资新增长点

 PE 行业寒冬：募、投金额双双下降

 2018 年通过率创五年新低 2019 年 IPO 审核料延续从严态势

 长三角协同优势产业基金正式设立，总规模 1000 亿

 深圳市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正式设立，首期规模 1000 亿

 兆驰供应链完成数千万元 A轮融资

 移宇科技完成 2亿元 C轮融资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与中银投资领投

 连尚文学完成 A轮融资，领投方为厚朴基金

【宏观】全国财政工作会议：2019 年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12月 27日至 28日，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明确 2019年十项重点工作。会

议强调，2019年要大幅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严格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有效防范化解财

政金融风险。会议指出，201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优化

财政支出结构，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压缩一般性支出，加大对重点领域支持力度，提高

资金配置效率，有效降低企业负担。＞全文（中国新闻网)

12 月统计局制造业 PMI 录得 49.4 创 34 个月以来最低

受市场需求下行、贸易摩擦加剧、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影响，2018年 12月制造业采购经

理指数（PMI）继续下降，为 2016年 3月以来最低。

国家统计局 12月 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制造业 PMI连降四个月，12月录得 49.4，较 11

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自 2016年 8 月以来首次落入收缩区间；非制造业 PMI较 11月回升 0.4

个百分点，录得 53.8。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PMI一降一升，12月综合 PMI产出指数录得 52.6，

较 11月略微回落 0.2个百分点。＞全文（财新网)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94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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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中基协：2018 年全年累计注销 1.4 万家长期无展业意愿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12月 28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公告表示，12月 24日，中基协第二届自律监

察专业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据悉，会议就 2018年基金行业的发展概况、自律

管理工作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并对下一步自律管理工作的重点问题进行了研讨。

中基协表示，截至 11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 119家，公募基金资产合计 13.61

万亿元；开展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411家，管理资产规模 25.04万亿元；在

中基协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 24418家，管理私募基金规模 12.79万亿元。私募基金在 2018年继

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前三个季度，私募基金累计投资于境内未上市未挂牌企业股权、新三板

企业股权和再融资项目数量 9.52万个，为实体经济形成股权资本金 5.22万亿元，为创新资本

的形成贡献了重要力量，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全文（北京商报网）

【国内】VC/PE 乐观看明年：技术创新料成投资新增长点

2018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略显低迷，不止是“募投管退”遭遇了近两年少有的压力，以

共享单车为代表的共享经济的困境也宣告了风口模式的熄火。

去年 VC/PE规模在经过两年的爆发后，到了阶段性高点 7.09万亿元，这一年管理基金规

模整体增加 2.4万亿元，而今年前 11个月这一数据不足 1.5万亿元。因此有分析认为，今年股

权投资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全文（中国日报网）

PE 行业寒冬：募、投金额双双下降

今年前 11个月整个 PE/VC创投行业新募基金达到 4071只，募资总额约 1.15万亿元，同

比下降 28.7%，今年前三季度创投行业募资额更是大幅下滑 57%。与此对应的是，PE/VC基金

对实体经济企业的投资额相应缩水。数据显示，今年前 11个月创投机构股权投资数量为 9773

起，投资总额 1.03万亿元，同比下滑 6.6%。

在多位 PE业内人士看来，PE募投金额双双下降，也是今年以来实体经济企业直接融资难

度加大的原因之一。对缺乏债券融资渠道，又无法满足 IPO融资条件的众多成长型企业而言，

PE/VC股权投资款很大程度上成为它们能否持续发展的“救命稻草”。＞全文（中国证券报）

2018 年通过率创五年新低 2019 年 IPO 审核料延续从严态势

2019年 1月 3日，IPO审核将首次“开闸”。当天将召开第 17届发审委 2019年第 4次工

作会议，审核两家企业的 IPO申请。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发审委共审核 172家企业的首发申

请（不包含取消审核），其中 111家过会，过会率为 64.53%，创近五年新低。另有 13家企业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96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97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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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布上会日期后取消审核。专家认为，2019年 IPO审核将延续从严态势，继续优化产业生态

结构，对符合国家战略发展规划的创新型企业加快审核速度。随着科创板加速推进，更多科技

型、新经济业态类企业将寻求在科创板上市。＞全文（新华社）

【募集】长三角协同优势产业基金正式设立，总规模 1000 亿

12月 29日，长三角协同优势产业基金的共同发起人，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签署基金合

伙协议，标志着长三角协同优势产业基金的正式成立。

据了解，该基金总规模 1000亿元，首期 100亿元。其中，首期第一阶段约 70亿元即将封

闭，余额部分将于未来 6个月内募集完成。目前，基金已经储备了一些直投项目和子基金。其

中，首期基金将以市场化“母基金+子基金”为运营模式，充分发挥母基金的资本放大功能与

要素整合能力。＞全文（投资界）

【募集】深圳市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正式设立，首期规模 1000 亿

12月 29日，深圳市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正式揭牌设立，基金首期整体规模 1000亿元，远

期整体规模将达到 2000亿元。

按照深圳市委、市政府部署，基金由深圳市发改委会同财政委等部门共同组建，由深圳市

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家市

属国企共同出资，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作为控股股东。

深圳市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的设立旨在有效发挥好政府投资杠杆作用，提高政府投资效率，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运作，进一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为推进深圳市基础设

施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助力深圳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兆驰供应链完成数千万元 A轮融资

12月 26日消息，汽车领域全产业链物流服务提供商北京兆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宣布，

已完成数千万元 A轮融资，本轮投资方为元禾原点。

兆驰供应链方面透露，融资资金主要用于集团全国运营网络搭建、系统平台升级和人才储

备等方面。此轮融资后，公司将继续深耕汽车领域供应链服务，在提升原有业务基础上，携手

合作伙伴共同尝试打造零部件入厂运包一体化、售后零部件总仓直送到店等新模式，整体提升

公司在汽车全产业链物流服务的综合能力。＞全文（电商报）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599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600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601
https://mp.weixin.qq.com/s/bLfMjJsWCsvgZU3lNY4S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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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动态】移宇科技完成 2亿元 C轮融资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与中银投资领投

上海移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今日对外宣布，公司已经完成 2亿元人民币 C轮融资，领投

方为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和中银投资，跟投方为本草资本和诺恺投资，本轮融资同时也得到了现

有股东晨兴创投和张江科投的支持。＞全文（投中网）

【会员动态】连尚文学完成 A轮融资，领投方为厚朴基金

网易科技讯 12月 26日消息，成立一年的连尚文学对外公布已完成 A轮投资，领投方为

厚朴基金，融资额未透露。但连尚文学方面表示，此轮融资后，连尚文学估值已达到 10亿美

金。＞全文（网易科技）

 “BPEA 月度培训”第八十二期——国内外 PE/VC 风险合规以及税务筹划研讨会

 亚洲私募投资论坛 2019

【协会动态】月度培训第八十二期——国内外 PE/VC 风险合规以及税务筹划研讨会

时间：2019年 1月 22日（周二）13：30—17：00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五号世纪财富中心（报名审核通过之后邮件通知参会具体地址）

语言：中文

参会费：免费（报名需审核，BPEA会员优先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大量的资本以及相对而言的资本荒共同促成了过去四年国内私募股权基金行业的繁荣，但

在 2018年，局面发生了巨大改变，随着去杠杆、资产新规、个税改革以及中美贸易战还有宏

观经济新常态的共同因素作用下，国内私募股权基金行业面临严峻的挑战，有人将其形容为资

本的寒冬将近。

为了更加积极的应对本次挑战，我们特地邀请了国内外顶尖的律师事务所、全球最出色的

会计师事务所以及 PE/VC行业保险和风险咨询的资深合伙人们齐聚一堂，共同商讨如何从风险

合规以及税务筹划等方面共同为 中国 PE/VC行业排忧解难保驾护航。

https://mp.weixin.qq.com/s/p8AIIw-n1J6cHtBHEHDzaQ
https://mp.weixin.qq.com/s/p8AIIw-n1J6cHtBHEHDz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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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邀国内人民币以及美元基金财务和法务人员参加这次难得的研讨会，相信一定会让您受

益匪浅。

会议日程

时间 主题及主讲人

13:00-14：00 签到

14:00-14:45 私募基金风险和合

规管理

1）大资管背景下私募基金的监管要求

主讲人：汉坤律师事务所周林律师

2）AMAC私募基金监管趋势及要求

主讲人：汉坤律师事务所齐华英律师

14:45-15:30
境外私募股权基金的架构和监管

主讲人：高纬绅律师事务所 张莹律师

15:30-15:50 茶歇

15:50-16:30
私募基金税务筹划

个税改革背景下基金面临的新风险以及如何提升财税

管理

主讲人：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钱江涛律师 凌悦秋律师

16:30-17:00
资本寒冬下如何有

效管理私募基金合

规和税务风险

圆桌讨论

联系方式：

联络人：霍女士

电话：88086257

传真：010-88086229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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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明：报名截止时间为 1月 18日（周五）下午 17：00。此次月度培训免费，报名需审核，

BPEA会员优先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http://www.bpea.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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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亚洲私募投资论坛 2019

The Asia Private Equity Forum (APEF)is a leading industry event with increasing regional and

global influence.Organized each year by the Hong Kong Venture Capital and Private Equity

Association (HKVCA), Asia's oldest and largest private equity industrygroup, APEF 2019 will be

held duri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s annual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week. As in previous years,

APEF will immediately follow the Asian Financial Forum and will take place at the same venue.

TheHKSAR Financial Secretary will again open the event.

The speaker line-upfor APEF 2019 will feature more than 80 of the region’ s leading limited

partners, investors, advisors and consultants who will discuss the changes and challenges emerging as

the private markers of Asia continue to broaden and deepen. Industry practitioners will address key

issues facing investors inChina, India, Southeast Asia, Japan and Korea as well as specific topics

suchas venture capital investing, private equity real estate, co-investments, liquidity solutions,

fundraising and investor relations, post-investment valuecreation and regulatory matters.

More than half ofthe nearly 700 attendees at APEF 2018 were partners and C-suite executives

and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APEF 2019 will attract an even larger audiencerepresenting the private

equity industry’s regional and global leadership.

＞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https://mp.weixin.qq.com/s/yl8CFi-k7bzp9eiTPYKw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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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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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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宋斌先生，非常高兴能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参加这样一个论坛，我本来说作为经

济学家准备一个宏观经济报告，邵主任说是让我谈谈股权投资 40 年的发展以及展望，因为我

本人也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所以我想结合个人的经历然后来讨论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中国的股权投资的大发展始于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当时我在体改委工作，那

时候我刚从德国回来，那时候两德正在合并，合并以后处理东德企业当时有一个办法，就是叫

做托管局，是在德国财政部下面，最重要的处理原则就是进行股份制、公司化的改造。那一年，

国家体改委也出台了两个重要的文件，奠定了中国股权投资的起点，一个就是股份公司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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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第二个就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规范意见，确定了出资人。那两个意见很重要，其中我们看

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其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也是由于这两个意见的出台，中国企业第一

次开始到海外上市。我现在服务的这家机构附属与中国银行，是注册在香港。我们就是根据这

个文件，在 1993 年把青岛啤酒引到香港市场上市。那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股权投资问题日

益显现，我们不仅有公募市场的股权投资，我们还有私募，我当时在国家体改委研究院当院长

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我清楚的记得第一件事就是产业基金，如果讲产业基金的历史最早是从

这开始的。当年我们是在帮助西部大开发，给青海省，青海省柴达木盆地是盐湖，盐湖是多资

源的复合体，我们当时倡议成立青海盐湖钾肥基金，当时是跟徐司长所在的司有密切的合作。

第二个与之相关的就是黄河上游开发，黄河上游水电的开发，当时也是用基金的办法，希望募

集更多的资金来支持西部地区的开发。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也发现支持民营经济特别是支持高新产业的发展特别

的重要。当时在科技部开始有立项，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 VC 和天使投资等等的一些讨论。由

于我们当年在产业基金中还有所斩获，科技部要求去讨论中国的创业投资的发展，这是在 90

年代初期和中期，但是很遗憾那会儿由于种种原因是没有兑现。我想这个原因有几个方面，当

然大背景来说姓“社”姓“资”的讨论依然还是困惑，那从技术上的原因有两条，第一条当时

强调出资人应该是有血有肉的出资人，因为要承担风险，那如果用基金方式募资，谁来真正的

承担风险，大家知道这个与后来的发展高度有关，股权投资基金应该是公司制还是募集制？是

用契约方式投呢还是公司制承担最终责任？其实我们刚刚看到洪磊的发言讨论中，这个问题依

然存在。第二条如果用私募股权基金的方式来投资，一定有退出机制，如果没有一个退出机制，

那么成功投资和失败投资不能进行平衡，没有办法进行资金的配置，从而会风险更大。那退出

机制一直成为在私募股权基金行业中考虑问题的首选，但是当时中国市场条件并不具备。

那进入本世纪随着中国加入 WTO，情况才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

加速，特别是利用海外资本市场上市成为一个事实，不仅有了在香港 H股，有了红筹股，在美

国有了中概股，退出机制逐渐完善奠定了行业发展的一个条件。第二方面是中国投资体制改革，

是公司制还是募集制的问题开始兴起，于是基金的问题开始重新浮出水面。我本人参加第一支

基金的创建，大家知道是 2003 年的渤海产业基金，天津市政府找到我，说我们想弄渤海产业

基金，于是在渤海产业基金创建过程当中，跟相关的政策部门进行沟通，边试验边规范出台了

产业基金条例。这个条例最重要的作用是确定了募集方式成立基金的合法性，然后有了 GP 有

了 LP。有了 GP 就有了管理人，那由专业人士承担管理，做到投资更加精准更加有效。与此同

时管理 GP 的公司可以是公司制的也可以是合伙制，同时投资项目可以用承诺制来进行，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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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开始了中国基金的新起点。随后在产业基金方面也是出现了很多的产业基金，那在风险投资

基金方面也出现了像是鼎辉、弘毅等等，那我们认为那个是中国基金开始的起点。

从那以后，基金业就像洪磊所说的有了大的发展。我们看到这个发展不仅是从时间轴上来

看它是不断的延长的，从后端来看又基于 Pre-IPO 方向的基金，还有向种子期延伸的迹象，那

这样一个轴上面各种各样的风格基金开始出现。那不仅仅有专业的投资还有一般性的投资，就

是基金的基金，都开始涌现，中国基金业开始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这个大发展从某种意

义来说，如果跟西方国家相比跟发达市场评估相比，应该说它各种各样的基金都是成为一个体

系，标志着中国股权投资进入一个新时代，标志着改革开放 40 年的一个重要的成果。这是我

们回顾一下过去基金发展的历史，我们看是改革开放推动了股权基金的发展，那到目前现在是

什么状况？

我个人的评论是尽管我们的股权投资基金体系已经形成了，而且数目如此众多，风格如此

多样，但是神似形不似，如果跟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仍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其中这个差距

的产生让我们看到最重要的现象是大家都是在进行财务投资。固然基金是进行财务投资，但是

基金并不仅仅是财务投资，它应该对实体经济有所帮助。特别是在公司治理，在市场拓展等等

它都有所贡献，而不仅仅只是为了赚钱。那为什么最后大家都会以这个作为支持实体经济为名，

但是可能是都以财务投资者为实的状况，这个跟中国的体制高度的相关，我认为这下面几个问

题是非常明显的。

第一个从个人经济来看是政府不断的干预，尤其是地方政府不断的干预，不当的干预。长

期以来政府跟市场的关系并不是界定非常清楚，尤其是 08 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在应对金融

危机，政府又想扩大投资，那不断的干预更加的频繁。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通过兼并收购。

不仅鼓励国有企业收购兼并落后企业来解决社会问题，也鼓励民营企业通过收购兼并来扩大产

能。鼓励兼并收购的过程中一个融资安排就是借贷，通过杠杆。其结果是，如果产能在扩大中

间由于种种原因产能过剩、销售收入下降，然后企业破产清算，最终使股权投资血本无归。那

这个过程当中企业承担了很多不应该承担的事情，国企如此，民营企业也如此。我想说政府不

断的干预构成了我们股权投资这样一个发展的障碍，从历史上来说深化改革，理清政府市场的

关系事关重要。

第二个我们也看到资本市场，在政府不断的干预情况下大家有一个自保的心态，就是赶快

变现，于是大家都考虑怎么退出，而退出最方便的渠道就是上市。而中国的上市是审批的，于

是大家就在努力让它上市，然后靠上市的一家企业的收入来解决资产配置的问题。其结果是全

部都拥在上市通道这，上市资源比较稀缺，溢价较高，这造成了一个很特殊的状况，长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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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股权投资这样一个初衷，最后这个初衷渐渐不见了，而变成一个财务投资，甚至到最早

创业企业由于上市了后估值很高，创业者不惜变现，最后是创业者资金创业都不愿意承担风险，

由股权投资基金来承担风险这个显然是荒谬的，那就造成了刚刚洪磊所说的混乱的局面。于是

我想可能是在退出机制上的改革非常的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把审批改成注册，而且我们看到了

希望，这次在上海的科创板就是注册制开启的。

第三个跟我们的科研体制有关，中国是有很多大院大所，按理说科研的资源应该是丰富的。

在 80 年代我们研究科研体制改革叫大院大所走向市场，要开拓围墙，实行产学研结合。应该

说有很大的进展，出现了一大堆企业例如联想。但是坦率的说，直到今天并没有理顺。其中很

重要的因素是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我们知道中国的大院大所都是国有的，在那里的工作人员他

所有的发现发明都是职务发明的，那如果把职务发明创建企业的话就有产权的分割问题，而这

个问题始终没有落实，搞不好就是国有资源的流失，而且有很多教授也会为此承担风险。大家

看到的中国农业大学，看到清华大学有很多科研项目也是因此受到了牵连，很多成立的公司然

后也因此受到牵连，甚至也因此锒铛入狱。如何鼓励科技人员进行创新创业，那么就有知识产

权的风格，这个方面需要暨待突破。我们也注意到这方面成功的经验，其实大家观察一下就是

西南交通大学的经验，在过去几年中间由于他们确权在先，创办公司在后，从而他们公司创办

的数量是远远大于其他高校的，而且成功率也大大高于其他的高校，这个就为私募股权投资提

供更广阔的土壤，提供更多的选择，那也支持了实体经济。可喜的是在几天前在国务院召开的

关于科技的改革这次会议上已经明确了，特别是提到对科研人员的股权激励，对于知识产权的

分割等等我们希望它尽早落地，从而为股权投资开辟一个更大的空间，为它的发展奠定更坚实

的基础。

第四个我们看到的是金融体制的问题。大家知道中国的金融结构基本上是以间接融资为

主，那私募股权基金的来源很多是依靠于银行资管业务，也就是银行的理财，理财本身是一个

负债，于是募集资金以后就转成股权投资，但是它背后就是一个负债的，它要保收益的，是一

个刚兑的，那这个为股权投资基金带来很多的困惑，股权投资一定会实现短期化，为了保证刚

兑，一定会投机化。其实这个洪磊刚刚也提到中国私募基金乱象开始出现。那我们说这方面我

们怎么改，我们看这方面也正在进行，这个就是大资管条例特别是各大银行都成立了资管子公

司，注册资金都非常的大，100 亿以上。那这个资管条例和资管子公司最重要就是资产跟它的

债务一一对应。在一一对应的情况下，它就透明化了，从而给募集资金的来源奠定很好的基础。

除此之外我们看到，随着中国居民收入的提高，居民承担风险能力也在提高。银行存款是什么，

存款是一个攒钱的行为，是支持未来消费的。我想买一个大件钱不够，咱们存一两年，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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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存在银行将来可以买一个大件。当居民收入持续提高，把不仅仅可以支持当前的消费还可以

支持未来的消费，支持完了还有闲钱，那它的风险偏好就在变化，这个是银行理财出现的原因。

那如果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这个现象会越来越突出，他会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为私募股权投

资奠定了更好的募集环境。我们注意到中国今年大概人均 GDP 会超过 9000 美元。如果从改革

40 年来看，现在大概扶贫标准 2300 人民币，如果在 40 年前，中国 70%的人口是达不到这个标

准的。现在不仅有 3亿人口已经达到了中高收入，而且还有 9亿人口紧随其后，如果在未来两

年中间中国精准扶贫可以大功告成，那中国就彻底告别绝对贫困了。那中国人所有人均收入都

会在 2300 人民币以上。随着这个收入持续的增长，他的风险偏好就在发生变化。中国的居民

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消费者，而会变成一个投资者，它为我们的私募股权基金展开了更好的前景

和市场。那在金融体制方面应该从这方面着手，建立一个新的体制，为股权投资基金这样的一

个募集提供了更坚实的体制基础。

从以上来看，我想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国家走向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很核心

的就是改革开放。面对股权投资行业出现的问题，总结过去改革 40 年的经验，那就是何以解

忧，唯有改革，谢谢大家。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于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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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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老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全面回顾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们股权投资走过的历程。接

下来我从国寿资产谈谈保险资金对于另类投资特别是对于股权投资的一些看法，包括我们一些

投资的策略，投资的模式，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在来之前我跟宋会长讲是不是我们就主要是来学习，因为这边毕竟我们保险资金过去还是

以传统的标准化的产品投资为主，我想借助这样一个机会来学习，跟大家进行交流。因为保险

资金在另类投资方面、股权投资方面近几年刚刚开始起步，还是在学习和积累经验的过程，今

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跟大家主要分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保险资金，从大类资产配置的视角下怎么样来

看待另类和股权这样一个投资；第二个就是目前险资对股权投资这样一个业务市场的看法；最

后就是跟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中国人寿在股权投资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大家探讨下一步合作空

间。

首先我们看保险资金运用的整体情况。截止到 2017 年底，保险资金运用余额接近 15 万亿，

其中超过 80%是委托专业的保险资管机构进行管理。2017 年，保险资金配置比例中，传统固定

收益类产品占主要部分，存款和债券投资合起来占到 48%，接近一半的比例。我们在二级市场

权益类的投资，包括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大致占 12%，另外 40%的投资是以另类投资为主的，

这其中长期股权投资接近 10%。我们看到另类投资特别是长期股权投资已经成为保险资金配置

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品种。

我个人认为，保险资金开展另类股权投资主要是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提高投资收益，

金融危机后低增长的宏观环境下，公开市场收益承压，股权投资可以为不同类型资金寻求收益

突破；另类投资由于锁定期长、流动性差，相对于公开市场短期投资享有更高的非流动性风险

溢价。二是降低波动率，目前我们在一级市场的投资接近整个行业 10%左右，比重不高，但是

因为二级市场股价的波动对我们整体的收益率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长期股权投资可以降低整

体资产配置收益率的波动。三是出于资产负债匹配的需求，保险资金最主要的还是寿险的资金，

国寿资产现在管理的资金规模突破 3万亿，其中主要以寿险资金为主，负债端久期较长，要求

我们进行资产负债匹配，期限匹配是我们很重要的考虑因素，长期股权投资恰恰符合这一要求。

当前，另类股权投资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私募股权包括不动产对整个保险资金收益率提升

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从长期来看，私募股权会获得一个更为优异平均的回报，在市场发生极端

的波动或者是经济低迷的时候，私募股权的投资往往会表现更好。不动产也是险资配置非常重

要的一个另类投资，比重是非常高的，这个跟保险资金的性质有关系，虽然不动产投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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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私募股权投资优越，但在较长期内能产生高度稳定、可持续的现金流。中国人寿海外投资

业务中，最主要的就是以不动产投资为主，我们在纽约、波士顿、西雅图、旧金山都有商业不

动产的投资，这些核心物业资产，可以出租，可以带来稳定的现金流，这是我们考虑最主要的

因素。

从另类投资趋势看，一是比重逐步提升，刚才论坛间隙，特别高兴看到熙诚教育投资的两

位老师，我记得很清楚，6月 19 日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战的那一天，我们和熙诚教育带领国寿资

产境外培训班到了纽约，我说今年就没有过过好日子，只有那两周的时间是我这一年最最开心

的时间，主要还是收获很大，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学习，也拜访了当地的投资机构，包括

人寿保险公司，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美国人寿保险市场，它的二级市场股票投资占整个

行业的 1%，当时我提了一个问题：美股经历十年一个大的牛市，为什么我们人寿保险行业股票

投资只占了 1%，是不是错过了这么一个大的牛市？我们发现主要是会计准则的考虑，减少整个

收益的波动，包括对于行业的影响，这个是他们考虑的因素。金融危机后，随着利率持续下行，

公开市场收益率走低，大型机构投资者配置发生转变，主动管理类产品占比持续走低，另类投

资占比持续提高。对资产管理机构而言，另类投资产品以 15%的规模占比，贡献了 42%的管理

费收益。

二是另类投资的品种不断丰富，目前银保监会批准的另类投资品种非常齐全，包括债权投

资计划、不动产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资产支持计划、信托计划、私募基金投资、直接股

权投资，品种非常丰富，远远超过过去传统标准化的产品，有力推动整个资管行业特别是保险

资管行业在另类投资方面比重的增加。

三是期限不断拉长，刚才我们讲负债端的要求，在整个市场上也在不断呼吁，主流资金要

有长期投资者。刚才会议开始之前洪磊会长跟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也谈到，今年是公募基金

20 周年，国寿资产伴随了公募基金的成长，基金是我们在权益类投资的一个品种。洪会长提出，

怎样能够继续发挥保险资金这种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对整个市场的促进作用？无论是我们在集

团的内部，包括委托方往往以一年为单位进行考核，下一步怎么样发挥保险资金长期资金的作

用，这对我们来讲值得思考。

第二部分和大家简要的分享一下国寿资产对股权投资业务市场的一些看法。对于A股市场，

我们分析了 2005、2008、2012 年市场“政策底”“市场底”“基本面底”的特点，发现从政

策底到市场底再到基本面底大概会有 5个月、6个月到 9个月甚至长达一年多这样的一个过程。

10 月 19 日，刘鹤副总理就当前经济金融热点问题接受采访；“一行两会”负责人也分别接受

媒体的采访就市场关注的一些重点问题发表看法。在监管层释放“积极”信号的推动下，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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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出现了最低点 2449 点，这个我们把它喻为一个政策底。什么时候出现市场底？基本面底

什么时候出现？可能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总体来讲，目前 A股市场的低迷造成了今年是一个

退出大年，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 9月底，今年在美股 IPO 中概股达到了 27 家，追平去年的

记录，融资的资金是 69.5 亿美元，是去年的两倍多。其中上市的 27 家中概股里 19 家上市首

日出现了上涨，概率达到了 70%，首日上涨企业的平均涨幅约 23%，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在过去的四十年我们孕育了一代代优秀中国企业的诞

生乃至走向全球，时至今日，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结构性问题的彰显与外部环境的错综复杂，

让原本直接分享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企业瞬间感受到“生存环境压力”，投资者原来以“小

股权”形式直接分享增长红利的投资理念也在发生变化。最主要的例如互联网企业，之前中国

人寿也参与了阿里巴巴、京东、滴滴出行的股权投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中国互联网企业的

发展驱动因素逐一失速，包括用户规模增速、智能手机出货量和手机使用时间的下降，细分领

域也告别了神话时代。总体来看，资本市场低迷预示着明年整个投资市场可能也不是非常乐观。

另一方面，二级市场估值倒挂可能对前面轮次的投资进行了挤压。我们看几组数据，经统

计，过去一年在美股、港股新上市几十家 TMT 公司里面，80%IPO 的基石投资人是亏钱的，Pre-IPO

这一轮 50%是在亏钱，甚至还有 25%的公司市值低于再上一轮的估值。总体分析，经济增速放

缓，互联网神话不再，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未来一段时间这会成为一个新的常态，在这样的

情况下我们需要思考新的投资策略，也希望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在 A股方面国寿资产主要是三

个策略，一个是高股息策略，一个是长期股权投资策略，一个是折价保护策略。二级市场的投

资，其中高股息策略我们主要是考虑到目前估值水平下跌，可以投资一些业绩稳健、分红稳定，

股息率高的标的。长期股权投资策略，我们采取把二级市场当作一级市场投资这样的一个理念

来进行投资，11 月 30 日，国寿资产通过“国寿资产-凤凰系列专项产品”账户举牌了通威股份，

首先是我们看好行业和公司的长期发展潜力，同时也是积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要求以及监管

机构的号召，主动纾困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积极服务实体经济。这是我们落地第一单，是

时隔两年多来在二级市场再次看到险资的举牌，我相信未来也会有更多的险资进行举牌。

在私募股权投资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很多新的方向，有很多新的机会，也有新的引擎

和动力。主要表现在布局核心技术、抓住真正的头部企业。一级市场的群体性估值下挫，有助

于挤泡沫，存留下来的好公司估值会继续上升；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贡献度均面临着下滑

的问题，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可以从高科技入手。要从前到后、从上到下实现阶段性迁移：向

前，要面对成长类标的，以投资未来的角度发掘价值；向后，要面对成熟类企业，善于从并购

整合的角度，广泛发掘投资平台、被投资公司的衍生机会；向上，要关注真正技术优势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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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要把握中国特色。目前还是有很多的历史性机遇，比如说像国企混改，中国人寿在去年

也参与了中国联通的混改，我们投资了 217 亿，成为联通第二大股东，因为保险资金既有社会

的属性，同时国寿资产又是一个国有的金融机构，所以在这个混改过程当中可以发挥兼具国有

和社会属性资金的特点。

在不动产投资方面，总体来看，不动产体量比较大，保值增值，具有长久性、稳收益、配

置规模大的特点，跟保险资金非常的契合，也是我们重点投资领域。不动产投资重点有两个策

略：一个是核心型和核心增益型投资策略，这是目前主要采取的策略，主要通过租金收入获得

长期、稳定的现金流。未来采取的策略方向是增值型投资和机会型投资策略，这种策略对于购

买不动产后的主动管理能力要求高，该类型投资的风险相对较大，在逐渐培养具备主动管理能

力后，此种策略将会为投资机构获取较高超额收益。当然，我们也会提前布局优质物业，把握

未来公募 Reits 契机。

最后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中国人寿在股权投资方面的一些情况。整个国寿集团目前是以保

险为主业的，另外在 2016 年我们成为广发银行单一最大股东，投资板块是资产管理公司和国

寿投资控股公司，目前已形成了保险、投资、银行三大板块，致力于为社会大众提供一流的综

合金融服务。国寿资产管理资金规模突破 3万亿，在上一周我们庆祝公司成立 15 周年，过去

15 年来我们平均年化收益达到了 5.75%。接下来我们在另类投资方面主要发挥品牌、资源和专

业优势，一方面可以有机会获取一些大的项目信息；同时也可以发挥我们在投资能力、风控能

力方面的优势，获得更有利的定价权；最关键的还是要发挥资源的优势，把中国人寿的资源优

势打造成中国人寿生态圈。我们有很多合作的空间和领域，国寿集团这几年提出来大资产大健

康大养老的发展战略，比如说大健康战略，过去我们为客户提供的是健康管理类的，比如说重

大疾病这些保险，今后我们可能不仅仅提供一个保险的产品，更多的是提供一系列健康管理的

服务；大养老的概念我们不仅仅提供人寿养老保险产品，而且提供养老养生的服务，所以说我

们在股权投资、另类投资方面也特别的关注比如说医疗健康类，我们也投资了很多医药公司、

医疗类公司，包括医院；养老方面我们也投资了很多养老基地，上周我们的苏州养老基地开始

投入使用，现在我们已经在北京、天津、苏州、三亚、成都、福建等地布局养老地产，我们以

后提供的是综合性保险产品服务。这中间包含很多另类特别是股权投资的机会，我们也非常希

望有机会和在座的各位和各家机构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谢谢大家。

（来源：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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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科报告：《2018 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募资策略研究报告》发布

2018 年以来，金融行业监管趋严，整治金融乱象、防范金融风险成为政策环境主基调。市

场资金总体呈现趋紧态势，股权投资市场亦不能幸免，募资成了投资机构普遍面临的难题。在

此背景下，清科研究中心对活跃在中国市场上的投资机构进行了深入调研，并结合清科对募资

市场的深入分析，推出《2018 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募资策略研究报告》。报告回顾了股权投资

市场历年来募资相关政策，重点解析了近一年来影响募资格局的重大政策。并以清科研究中心

数据为基础，展现了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募资现状及主要变化情况，具体从募资的总体趋势、各

类机构募资情况、标杆机构募资情况、募集的基金类型四个维度展开。此外，报告还介绍了 2018

年前三季度 LP 结构的现状和变化趋势，重点分析了主流 LP 的投资诉求。结合清科对活跃在中

国市场投资机构的深入调研，探究 LP 的投资诉求和 GP 的募资考量。最后，清科结合调研数据

与对募资市场的深入分析，解析我国股权投资募资市场面临的挑战，同时展望未来发展趋势。

商业银行参与股权投资基金投资进入“严监管”时期，政府引导基金、保险资金股权投资

限制逐渐放开

私募投资基金行业自 2014 年起开始加强规范化监管。资金募集作为基金募、投、管、退

的首要步骤，监管条例和管理办法均对其进行了明确的要求和规范。随着股权投资市场的发展，

募资规则持续细化和完善，政策环境逐渐成熟。

针对市场上的各类机构 LP 和个人 LP，相关监管机构也纷纷出台政策以鼓励投资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同时发布“管理办法”对各类资金的投资运用进行规范和监管，而

不同类型 LP 的政策环境却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政府引导基金、保险机构和全国社保基金

的股权投资限制正在逐渐放宽，而商业银行和券商却因资金空转、金融风险堆积等问题进入

“严监管”时期。

表 1 近一年来影响股权投资行业募资格局的重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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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科研究中心根据公开信息整理，2018.10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募集总规模较去年显著下调，美元基金募集规模占比稳步上升，资金加

速向标杆机构聚集

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8 年前三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基金新募集数量共计 2,098 支，

同比下降 24.9%；披露募集金额合计 5,839.26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57.1%，募集规模显著下

调。

从股权投资基金募资币种来看，募集数量方面仍以人民币基金为主，但外币基金尤其是美

元基金的募集规模占比则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一方面美元资金看好中国地区的投资机会，近年

来中国企业在境外密集上市带给美元基金可观的投资回报；另一方面人民币资金流动性持续紧

张，相比之下，美元基金受政策影响较小；且美元基金的出资 LP 大多数为成熟的专业化机构，

对基金管理人极具吸引力，因此不少管理团队开始试水美元基金。根据清科研究中心调研结果，

2019 年投资机构对外币基金的募集意愿较去年显著增强。

图 12007-2018 年前三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募资情况（人民币 vs.外币）（包括早期投

资、VC、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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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资金面持续紧张的情况下，头部机构基于品牌影响力、历史优秀业绩等因素更容易

获得 LP 的青睐，中部及尾部机构募资难度不断加大。报告选取了“清科——2017 中国股权投

资年度排名榜单”中的 50 家机构（早期投资机构 10 强、创业投资机构 20 强、私募股权投资

机构 20 强）作为标杆机构，一观其募资现状。

2018 年前三季度，50 家标杆机构合计募集了 79 支基金，募集数量占比 3.8%；披露金额的

募集规模合计 1,090.59 亿元，募集规模占比达到 18.7%。也就是说，股权投资市场上数量占比

仅为 0.3%的标杆机构，在前三季度募集基金数量不足 4%的情况下，吸收了近 19%的市场资金。

与 2017 年相比，标杆机构的募集规模占比增加了 6.8 个百分点，股权投资市场资金集中度进

一步提升。

图 2 2018 年前三季度与 2017 年标杆机构募资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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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金融机构出资占比大幅下降，各级政府引导基金投资诉求各异，市场化母基金可投

资本量持续增长

2018 年前三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市场 LP 类型较 2017 年大致趋同。从出资 LP 数量来看，

富有家族及个人、上市公司/民营企业、VC/PE 机构排名仍居前三。从 LP 出资金额来看，2017

年排名最靠前的上市公司/民营企业、银行/保险/信托/证券/资管出资占比均高达 28.8%，而这

两个比例在 2018 年前三季度分别跌至 20.4%和 14.4%。此外，政府机构/政府引导基金、FOFs

（市场化母基金）的出资占比上升，分别为 9.7%和 8.0%。

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鼓励下，中央和各地方政府纷纷设立政府引导基金。这些引导基金

规模大小不一、投资方向不同、政策目标也互有差别，因此在各自的“管理办法”中，对基金

管理人和子基金也分别设立了不同的遴选标准和投资管理要求。国家级引导基金通常对投资地

域没有限制，但对于投资行业会有一定要求。地方政府成立的区域性引导基金大多对投资地域

有明确要求。对于当地产业发展现状较为落后的省市，符合投资标准的企业数量较少，若要满

足引导基金政策目标，则可能会降低基金的整体收益水平，容易导致引导基金和 GP、其他 LP

的利益诉求冲突。

表 2 各地区典型引导基金列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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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私募通，2018.10

市场化母基金的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具有国资背景的母基金募集规模持续领先，本土民

营化母基金也保持着较高的活跃度。我国市场化母基金在投资模式上基本沿用了海外成熟的市

场化运作方式。母基金从 LP 获取资金，由母基金的专业团队负责管理运作资金，投向不同类

型的子基金。从投资诉求来看，市场化母基金与其他财务投资人诉求基本一致，即以追求收益

最大化为主要投资目的，在遴选子基金 GP 时会对其进行全面评估，包括投资业绩、管理规模、

团队稳定性等。一般来说，能引入市场化母基金作为 LP 的投资机构基金管理水平位于行业前

列。

LP 遴选 GP 时最看重投资业绩和管理经验，GP 则最青睐专业化程度高、具备稳定出资能力

的 LP

LP 遴选 GP 的第一标准，是最直接体现投资机构管理水平的投资业绩和管理经验。其次，

在目前募资困难、优质项目稀缺的市场环境中，一直以来被忽视的投后管理能力也成为了 LP

遴选机构的重要标准之一。此外，团队的专业度、稳定性，机构内部管理体系的建立和执行，

机构与过往 LP 合作关系以及机构的品牌影响力，都是 LP 遴选 GP 的重要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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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LP 遴选 GP 的投资考量因素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根据公开信息整理，2018.10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募资信心指数调研，投资经验丰富、专业化程度高的

LP 在募资市场最受 GP 青睐。其次 LP 是否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具备稳定出资能力也是 GP 格

外关注的因素。此外，也有投资机构表示，希望 LP 可为基金引进额外资源，或者 LP 对基金投

资管理限制较少，GP 可在投资管理过程中保持较高的独立性。

图 4 GP 遴选 LP 的募资考量因素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根据公开信息及调研结果整理，2018.10

在金融行业严监管态势不变的情况下，市场资金短缺的情况短期内将持续，我国股权投资

行业募资市场面临挑战。投资机构将面临重新洗牌，同时资源配置能够得到进一步优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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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需在募、投、管、退各方面修炼内功，以提升基金管理能力。在机构进行基金募资时，需

注重募资策略，将机构优势与 LP 的投资诉求紧密结合，以找寻最相匹配的 LP 增加募资成功率。

除此之外，各类机构在 2018 年募集情况如何，募集规模下滑幅度最大的是哪类机构？不

同基金类型在 2018 年募集情况如何，有何变化？今年 10 月发布的《保险资金投资股权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较旧例主要有哪些变动？哪类机构募资能够引入保险资金？目前市场上活

跃的投资机构在募资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对 2019 年的募资市场，他们有什么新的

计划和期待？以上问题将一一在《2018 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募资策略研究报告》中为您揭晓。

图 5《2018 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募资策略研究报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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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12 月 22 日-12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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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日 金沙江创投 连接云 IT 中国 100.00 万美元

12 月 22 日

信雅达

道生资本

易盛投资

融易算 金融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2 日
金沙江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Cherry

Home
IT 美国 520.00 万美元

12 月 22 日 趣币集团 北纬 31 度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2 日 多鲸资本 睿泰集团 教育与培训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4 日 英诺天使基金 誉舟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4 日
湖北高投

恒信东方
优学猫 IT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4 日 TalkingData 妞诺科技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12 月 24 日
王帅

博将资本
谷小酒 食品&饮料 中国 63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4 日 微影资本 衣麦仓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4 日
IDG 资本

I.T 集团

Acne

Studios
纺织及服装 瑞典 NA

12 月 24 日 丹麓资本 铭医堂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4 日
以太创服

不公开的投资者
及客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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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4 日

金投资本

金程梁食创投

西藏金缘

江苏华商 物流 中国 29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4 日
京东

绝味食品
千味央厨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2 月 24 日
达泰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霍德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4 日 阿里健康 德生堂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88 亿人民币

12 月 24 日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

广州高投集团
广州生物岛 金融 中国 NA

12 月 24 日

和盟创投

暾澜投资

舞九信息

达校文化
广播电视及数字电

视
中国 NA

12 月 24 日 博将资本 圭目机器人 IT 中国 NA

12 月 25 日

腾讯产业共赢基金

华平投资

经纬中国

IDG 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猿辅导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3.00 亿美元

12 月 25 日 北京建工投资 高山水 建筑/工程 中国 36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5 日 承达投资 雷格特 机械制造 中国 1041.60 万人民币

12 月 25 日
光大阳光资产

东方藏医药
晶珠藏药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5 日

深圳市拾玉投资

同创伟业

元禾原点

晶云药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12 月 25 日

红杉中国

高榕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音遇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12 月 25 日 新途资本 置顶传媒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5 日 宁波汇鼎基石投资 微知卓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5 日
财通基金

贵鑫瑞和创投
振华科技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4.81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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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5 日
精锐教育

伯藜创投
贝贝帮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5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商睿智能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5 日
东方富海

盛景网联
兰渡文化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5 日 王永超 马可先生 连锁及零售 中国 6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5 日

Wavemaker Partners

Springboard Ventures

RezVen Partners

Titan

School

Solutions

IT 美国 520.00 万美元

12 月 25 日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

上海君和立成投资
申达股份 其他 中国 7.19 亿人民币

12 月 25 日 万事达基金会
Prothem

Usine
金融 布隆迪布 NA

12 月 25 日 万事达基金会
Pula

Advisors
金融 马拉维 NA

12 月 25 日 万事达基金会 Enviu BV 金融 乌干达 NA

12 月 25 日 视源股份 青松光电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NA

12 月 25 日 阳光人寿保险 和丰实业 金融 中国 NA

12 月 25 日 纪源投资 天天果园 互联网 中国 NA

12 月 25 日 阿里巴巴网络 分众传媒 娱乐传媒 美国 76.80 亿人民币

12 月 26 日 源码资本 易参 金融 中国 100.00 万美元

12 月 26 日
博行资本

重山远志医疗健康基金
好孕帮 互联网 中国 4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6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小鸟健康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6 日 元禾原点 兆驰供应链 物流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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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6 日 思佰益 大猩猩科技 IT 中国 1500.00 万美元

12 月 26 日
浩方创投

和君资本
小光仙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225.00 万人民币

12 月 26 日
厚朴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连尚文学 互联网 中国 NA

12 月 26 日

Jupiter Captital

力合清源

琢石投资

极易电商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6 日 易合资本 威胁猎人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6 日 挑战资本 莜样智能 机械制造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6 日

世纪超星

昂立教育

世纪天鸿

学易语文 教育与培训 中国 NA

12 月 26 日
Generali Investments

Ogawa
Temi IT 美国 2100.00 万美元

12 月 26 日 京东 小熊 U 租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6 日
广投资产

广西交通基金投资
北部湾港 物流 中国 16.47 亿人民币

12 月 27 日 几何投资
卓越教育集

团
教育与培训 中国 4000.00 万港币

12 月 27 日
DCM 资本 送小闲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12 月 27 日

光速中国

NBT

葡萄控股

葡萄智学 教育与培训 中国 2100.00 万美元

12 月 27 日 北京安芙兰投资 营养盒子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7 日 中集鹏丰创投 音锋股份 机械制造 中国 2002.32 万人民币

12 月 27 日
北京玺德投资咨询

北京玺德投资咨询
中辰园林 建筑/工程 中国 155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7 日

盈科资本

荷塘投资

深圳金斧子资本

捍宇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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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泽资本

12 月 27 日 晟道投资 江中食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3.18 亿人民币

12 月 27 日
国药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心凯诺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7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书来也 教育与培训 1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7 日 扬州创投
蓝天绿野体

育
娱乐传媒 中国 15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8 日 招商局创投 百川快线 互联网 中国 NA

12 月 28 日

德太投资

创世伙伴

光源资本

险峰长青

心元资本

食享会 互联网 中国 3000.00 万美元

12 月 28 日 浅石创投 关键人才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8 日
赛富投资基金

印度天使网络基金

High

Street

Essentials

纺织及服装 印度 850.00 万美元

12 月 28 日

春华资本

蚂蚁金服

不公开的投资者

哈啰出行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40.00 亿人民币

12 月 28 日

苏宁金控投资

四十人投资

金浦投资

苏宁润东股权投资

新华联润石投资

苏宁金融 金融 中国 100.00 亿人民币

12 月 28 日 国航资本控股 国货航 其他 中国 24.39 亿人民币

12 月 29 日

毅达资本

峰瑞资本

正居资本

中关村银行

InnoVen Capital

声智科技 机械制造 中国 2.00 亿人民币

12 月 29 日
千树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柒小佰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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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12 月 29 日

明势资本

元航资本

杭州丽盈投资

航天驭星 机械制造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9 日
杭州旗开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邃蓝智能科

技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12 月 29 日 华金资本

中银粤财股权投资

前海梧桐并购基金

不公开的投资者

云洲智能 机械制造 中国 4.00 亿人民币

http://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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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亚洲 TOP5 并购事件

（12 月 24 日-1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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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日 富通保险(亚洲)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
新创建控股有限

公司
中国香港

工业自动

化业
2,746

12 月 28 日

苏宁金融服务(上海)有限

公司 (17.86% 股权变动

规模)
中国

An investor
group led by

Suning Financial
Holding Co Ltd

中国
计算机软

件业
1,451

12 月 24 日
MYOB Group Limited
(80.1% 股权变动规模)

澳大利亚
Kohlberg Kravis
Roberts & Co LP

美国
消费品业：

其他
1,416

12 月 27 日 KMD A/S 丹麦
NEC

Corporation
日本

电信业：硬

件
1,220

12 月 28 日
北京宝沃汽车有限公司

(67%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长盛兴业(厦门)
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中国 矿业 5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