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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货币政策有较大空间

 去年我国国际收支自主平衡 外汇储备增加 182 亿美元

 已有 26 家私募被“抽中”年度“体检”

 中国股权投资市场资本管理量约 10 万亿元

 2018 年中国并购交易达 6780 亿美元

 2 月 6 家公司获 IPO 批文 沪深两市 1:5

 海南自贸区开放发展基金在三亚设立

 货拉拉完成 3 亿美元 D轮融资 高瓴资本、红杉资本领投

 信中利资本投资 人工智能广告公司跃盟科技完成 1.25 亿元 B轮融资

【宏观】央行：货币政策有较大空间

2月 21日，央行发布的《2018 年度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未来一段时

期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有不少有利条件。全球经济总体仍延续复苏态势，国内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持续推进，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潜力，韧性较强，宏观政策效果正在逐步显现。同时，中

国经济平稳运行也面临一些挑战。全球经济增长势头有所减弱，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内生

增长动力有待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有较大空间，但也面临艰巨挑战。＞全文（证券时报)

去年我国国际收支自主平衡 外汇储备增加 182 亿美元

2月 19日电 （记者欧阳洁）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国际

收支呈现自主平衡，经常账户顺差 491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呈现顺差 602亿美元，

储备资产因国际收支交易增加 189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增加 182亿美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表示，2018年，我国经常账户保持在合理的

顺差区间。虽然一季度出现逆差，但二至四季度持续顺差，且顺差规模逐季扩大。同时，非储

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保持顺差，跨境资本呈现净流入。2018年，直接投资呈现净流入 1074亿美

元，较 2017年增长 62%。＞全文（人民日报)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652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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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已有 26 家私募被“抽中”年度“体检”

2月 20日，四川证监局发布公告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开展 2019年私募基金专项检

查的通知》，且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要求，随机抽取了辖区内的 7家私募机构。据统计，

这已是今年以来第六个公布被抽取私募机构名单的地方证监局。此前，大连、河北、山西、江

西、青岛证监局已相继公布相关名单，共涉及 26家私募机构。

目前，抽查的股权类私募数量占比超八成。公告显示，河北证监局以 4%的抽查比例抽取

了 5家私募机构，而大连、山西、江西、青岛证监局则分别抽取了 3家、4家、2家和 5家。

从机构类型上看，仅青岛、河北两省所抽取的部分私募机构为证券类私募机构，剩余 22家均

为股权类私募机构。＞全文（国际金融报）

中国股权投资市场资本管理量约 10 万亿元

清科研究中心 2月 25日发布的《2018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回顾与展望》显示，截至 2018

年底，中国股权投资市场资本管理量约 10万亿元。2018年中国股权市场中，人民币市场监管

趋严，美元基金募投活跃，市场资金向头部企业和机构集中。据统计，2018 年共新募集资金

1.3万亿元，同比下降 25.6%；共发生投资案例 1万起，投资金额共计 1.08万亿元；退出方面，

股权投资基金共发生 2657笔退出，其中被投企业 IPO996笔。随着市场监管的加强、科创板和

相关行业政策落地，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将朝着更加规范、多元的方向发展。

＞全文（经济参考报）

2018 年中国并购交易达 6780 亿美元

2月 19日，普华永道最新发布的《2018年中国企业并购市场回顾与 2019年展望》显示，

2018年中国企业并购总金额约为 6780亿美元，基本保持上年度水平。其中，私募股权投资创

下 2220亿美元的新纪录;高科技和金融科技行业表现活跃。

报告显示，民营企业在出境投资方面较为活跃，其海外并购的交易数量已连续三年超过国

有企业。普华永道中国内地及香港交易服务主管合伙人叶伟奇表示：“投资者寻求交易的热情

并未衰减。国有企业将更多重心投向内部重组和境内市场。”＞全文（经济参考报）

2 月 6 家公司获 IPO 批文 沪深两市 1:5

2月 21日，证监会宣布核准 2家企业的首发申请，分别是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瀚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至此，2月份共有 6家公司接到 IPO批文。受春节假期影响，

本月 IPO批文数量较 1月有所下降。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656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654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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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 6家获得 IPO批文的公司中，仅 1家赴上交所上市，其余 5家拟赴深交所上市，包括

中小板 4家，创业板 1家。本月，获 IPO批文的企业中，赴中小板上市的数量明显增多。而 1

月份 9家获得批文的企业中，仅 3家拟赴中小板上市。＞全文（上海证券报）

【募集】海南自贸区开放发展基金在三亚设立

海南自贸区开放发展基金 23日在三亚设立，三亚市政府和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作为

初始主发起人，各出资 15亿元人民币，首期 30亿元全部投向三亚，并研究通过子基金放大的

方式，形成不低于 500亿元的母-子基金群。

据了解，海南自贸区开放发展基金采用认缴制，首期 30亿元，后续根据实际情况引入其

他出资人，目标规模为 100亿元。基金通过投资其他基金或项目进行放大，撬动社会资本，形

成不低于 500亿元基金投资规模。该基金资金既用于海南省范围内的项目直投，也可用于对子

基金出资。＞全文（新华社）

【会员动态】货拉拉完成 3 亿美元 D轮融资 高瓴资本、红杉资本领投

同城货运平台货拉拉已完成由高瓴资本 D1轮领投、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D2轮领投的融资，

此轮融资额合计为 3 亿美元，钟鼎资本、PV Capital跟投，顺为资本、襄禾资本、MindWorks

Ventures、零一创投等老股东也持续跟投，光源资本担任本次融资的独家财务顾问。

＞全文（铅笔道）

【会员动态】信中利资本投资 人工智能广告公司跃盟科技完成 1.25 亿元 B轮融资

近日人工智能广告公司跃盟科技 Deepleaper 宣布完成 1.25 亿元 B轮融资，本轮由由沣源

资本、信中利资本、创创基金、寻找中国创客导师基金共同投资。

据跃盟科技创始人兼 CEO介绍，本轮融资将用于平台建设与人才招募，进一步加速人工

智能技术在数字营销行业的落地，以及推动数字营销行业突破设备和渠道限制，有效识别和真

正理解消费者的全新营销方式。＞全文（投中网）

 创投企业所得税政策培训会成功举办

 全球价值链嬗变与 2019 中资海外并购论坛 3月 7日与您相约北京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657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658
https://mp.weixin.qq.com/s/URGP5T5jL6vgeMY-Ee6ePg
https://mp.weixin.qq.com/s/dzhJuZEPpPa0HItPhG1j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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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新闻 】创投企业所得税政策培训会成功举办

为进一步规范创投企业个人合伙人所得税征收，支持服务创投企业发展，由北京市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税务局联合主办，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承办的创投企业税收政策培训

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中心召开。会议邀请了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税务局及

各区税务局代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创投企业人士等共 130余人参加。会议对创

投企业个人合伙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设立背景、享受主体和申报流程进行了深入讲解和政策答

疑。培训会结束后，各区税务局与参会各机构进行了现场对接。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资本市场处负责人顾坤锋对北京市创业投资发展现状进行了

介绍。

北京市税务局个税处主任科员付晨光对税收政策进行讲解。付晨光对创投企业原有税收政

策，各地出台优惠政策的政策背景进行介绍。以 2019财税 8号文为主，从政策背景、政策优

惠主体、应纳税额、备案方式、政策期限和政策效果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讲解和政策答疑。

政策答疑阶段，各机构参会人员踊跃提问，付晨光一一进行解答，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北京市税务局个税处副处长田敬文对创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进行政策宣讲，鼓励创投企业主

动参与、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协会动态】全球价值链嬗变与 2019 中资海外并购论坛 3月 7日与您相约北京

受市场和监管影响，2018年中资海外并购交易宗数和金额继续下探。2018年(晨哨并购研

究部监测数据，下同)，中资发起的海外并购共计 483宗，其中 328宗披露了交易金额，披露金

额合计 1376.02亿美元。交易宗数同比下降 13.90%，披露交易金额同比下降 52.05%。

同时，中资海外并购呈现新趋势。标的行业上，实体经济并购，技术获得、产业升级成为

主流。投资地理上，欧洲成为首要并购目的地，亚洲取代北美洲位列 2018年中资海外并购第

二热门区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并购宗数却出现了 13.64%的增长。

2018年延续的潜在交易共计 152宗，88宗披露交易金额，金额合计 629.50美元。同时，

2019年，全球经济依然面对增长与宏观的不确定性，中国对外开放迎来新时期。新的环境下，

中资企业海外并购面临哪些不确定性，如何把握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

3月 7日，晨哨集团联合北京产权交易所、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在北京举行《全球价值

链嬗变与 2019海外并购展望》论坛，共同发布《中资海外并购 2018-2019报告》、《2018年

下半年北京地区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发展指数》，《2019海外并购项目优选 TOP100 》,并邀请

https://mp.weixin.qq.com/s/lemT3UjKh0jBrd_xLWZI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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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产业公司、投资机构以及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共同探讨和把握 2019海外并购交易机会

与策略。

活动信息

时间：2019年 3月 7日

地点：中国 北京

主办单位：晨哨集团

联合主办单位：北京产权交易所丨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活动议程

13:30—14:00 签到

14:00—14:25 领导致辞

晨哨集团领导

北京产权交易所领导

14:25—15:45 主题演讲

演讲嘉宾 1：中投研究院 副院长 陈超

演讲嘉宾 2：渤海华美(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总裁 李祥生

演讲嘉宾 3：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执行副会长、云月投资执行合伙人 宋斌

15:45—16:00 茶歇丨《“十三五”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研究》限量签赠

16:00—16:30 2018年下半年北京地区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发展指数发布

《晨哨 2018-2019中资海外并购报告》发布

16:30—17:20 圆桌对话 海外并购趋势与股权投资基金策略

17:20—18:00 自由交流

参会嘉宾

中投研究院代表

丝路基金代表

复星集团代表 ＞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https://mp.weixin.qq.com/s/XmHsK99LdkHEmbuHg5C9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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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令欢：投资坚持 3 大信念 将迎史无前例机会

弘毅投资董事长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

1月 11 日，由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与江苏证监局、南京市江北新区管委会共同主办的

中国私募基金行业高峰论坛在江苏南京举办。弘毅投资董事长赵令欢出席论坛并发表了演讲。

以下为弘毅投资董事长赵令欢的演讲全文：

我代表并购重组这个行业，以打造领先企业、服务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模式为标题分享观

点。这个研讨会到了今天这个程度，大家都觉得含金量特别高。从政府到业界大家都形成共识，

经济发展需要形成资本，需要长期资本的支持，既包括支持创业的原始资本，也有减少企业发

展过程风险、奠定下一阶段发展基础的并购重组资本。

首先我想把并购重组的特性总结一下，并购重组，顾名思义，是对经济量里面的存量做文

章的专业分工。所以我想从存量在新的形势之下如何转型升级，说说我们这个专业可以起的作

用。实际上中国的经济里面，量比较大的还是存量，中国经济要稳健发展，创新固然重要，但

是存量如果不能转型，不能够提升，就无法实现真正的转型升级、无法成功化解经济面临的风

险与压力。做存量改造有个好处，就是我有很多历史可循，而坏处是人看历史，觉得今后会是

历史的简单延伸，一般错误都是这么犯的。在现在的大时代，更容易犯这个错误，大时代有这

么几个特色，我想十分抽象的总结一下。

这既是我对过去十年发展趋势的总结，也是穿越 2018、2019、2020年的未来趋势预测，

所以我叫投资“三大信念”，有时候讨论的时候，听到这样的经济学家说，世界是这样的，另

一个经济学家说世界是另外一个样的，他们都对，就看你怎么去看，怎么去预测。做并购重组，

一般是长周期的投资，所以好处是可以比对宏观预测，可以看的远一点。以这个为基础，我们

觉得现在有三件事情和同仁们共享，这是大趋势，共识。

首先，移动互联正在改变人类。因为现在形势上，还是有世界各种组织，有国家各种政府，

有社会主义国家，有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有一点是人类从来没发生过的，每个人都有一个智能

手机，智能手机上看到的东西，多多少少都有共同的特色，真的假的都很及时，都很畅通。这

会让我们觉得今后不管做什么，创新的还是怎么样的，都要注意人类往数字化快速的推进。所

以，这里面有很多要创新的地方。存量也有很多创新的地方，等会儿我说一个例子，但是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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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趋势。同等情况下，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一个企业家，这个行业如果能够把数字生活方

式结合的好，会比不结合的要好一些，风险回报率高一些。一个企业家对数字如何影响人的生

活，印象深的，我觉得可投性更高一些。

第二个重要的趋势，中国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现在最典型的，美国就对中国崛起十分重视，

进行抑制、打压，就会有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的冲突与谈判。实际上不断的冲突，本身不一定是

坏事，因为有不同，要想变同，一定是在冲突和摩擦中求同的。所以对我们这些专业的投资经

理人来说，实际上有变化，并购重组，甚至断层式的变化，会做的话，要认真的了解与判断趋

势。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享受四季的专业投资者，春夏秋冬都有该忙碌的东西。

最后第三个趋势也是很重要的，大家都体会到，中国在做史无前例的自我改变，深化改革

正在很深层次的改变中国，这里面有很多特别有利的地方。百年不遇，像中国的发展，我们的

改革开放，但是这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我们讲宏观，做的全是微观。做微观的时候，有时

候磕磕绊绊。比如今天大家信心不足，我是做并购的，正在参与投资的至少有五十多家大型企

业，我看他们 2018年的数据，大部分企业从销售到利润，还在健康的成长，如果这些公司是

上市公司，你要看他们的股价，降了 20％，30％、40％，资本市场在我们探索的过程中还在增

长，一个基本的功能得到很大的扩张。所以在这种时候，更要强调我们是干什么的，所谓专业

和老百姓的区别就是，你有点定力，因为你看的远一些。另外，你没有把你的保命钱拿出来拼。

这三大趋势，我觉得恰恰在这个时候，越发的对我们重要。

讲讲并购投资支持实体经济的特色，我个人的体会，有三件事情，也是穿越时空。第一，

并购投资是带着资源的资本，我们这些专业人士建立的本金应该跟其他本金有所不同，应该优

于一般形式的本金。为什么呢？因为通过专业机构注入实体经济的本金，我们最直接的资源是

钱，但是最重要的东西肯定不是钱，立身之本，应该是你的专业水平和有所长的资源。人的力

量是我们要重视的。我们进了企业，带来的不仅是钱，更是我们对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兴亡成败改变的经验和趋势判断。最后是成人之美，不管有多大影响力，财务投资人要以人为

本，以企业领袖为中心，帮他们圆企业梦，这样整体结构就比较和谐，每个人的定位要很清晰。

长期资本是私募股权与并购投资的基本特征。

最后我想着重谈谈并购重组基金如何投资数字经济，过去十年来看，中国互联网的行业规

模大，增速到了全球第一。下面这个表比较有意思。2007年全球十大公司，最有价值的公司，

也有几个中国公司，中国银行、中国移动，都是我们看到的所谓传统企业。十年之后，看全球

十大，仍然有中国公司，但是你注意到，整个牌子基本上换掉了，全都是跟数字生活相关的大

企业。所以拥抱新经济，我希望像我们做并购重组的，不要简单的认为这就是创新的东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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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投的专业领域，我认为数字经济的下一轮发展一定是以发达的数字基础设施为核心，用数字

经济与传统产业、传统行业、传统服务相结合的黄金时代，这是我的主题。现在从线上到线下

的连接，说的就是运用数字经济改造实体经济、传统经济的存量，这个趋势也就是我们大家所

说的 O2O其实还没有出现，要一直等待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和人的关联达到某种程度，才会

真正出现这样趋势。

举个案例，WeWork，主题就是如何把一个最传统的行业做到最数字，他本质上就是一个

二房东，租一个大楼二十年，改一改弄一弄租给要租房子的人，让大家感受不一样。创始人

Adam Neumann说我不是二房东，我拿的是房子，但我出售的是文化、社区和全球网络，这就

是一个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结合的经典例子。我们投资 wework所提供的增值服务，就是帮助

它在中国市场做了和美国完全不一样的结构和事，建立了独立的中国WeWork，从政治、人文、

商业、社会实现全面中国化。

再说个案例今日头条，这个我主要想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实际上由于数字经济，

特别是中国在过去十几年，不光是改革开放，就是我们在数字基础的建设，到观念到理念到基

础设施，远远领先于很多国家。所以中国创造的路径会比较明确，速度也比很多人想象的快。

今日头条就是个例子，这个公司真正发展的价值所在点和每日资讯关系不大。因为大家觉得他

在中国很出名，但实际上他今后真正的价值点很多是在国外，这也是我们能够为他提供的增值

服务所在。

最后讲一个最传统的经济形式与数字经济结合的例子。中联重科，我们十几年前做过的一

个中国企业市场化改革与全球化发展的成功典范。我想分享的是中联与弘毅的最新故事——中

联重机。中联下属的中联农机是中国第二大农业机械制造公司，最近我们引进硅谷做 AR，人

工智能的顶级团队吴恩达 Landing.ai公司，与中联农机嫁接，通过我们资本结合、设计精巧的

投资架构，把吴恩达教授的算法和其中国团队今后要做的事做成最大的价值增长点，与最传统

的，还是基础比较薄弱的农机制造行业、中国市场相结合，成为一个智慧农业、智慧农机的数

字经济典范。谢谢大家。（来源：金融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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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科数据：1 月募资金额回落，横琴再出私募扶持新政

新年已至，VC/PE市场 2019年的开官之战随之打响，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2019

年 1月国内股权投资募资市场共计 188支基金发生募集，数量环比下降 19.0%，披露募资金额

的 171支基金共募集 631.72亿元人民币，较上月相比下降 51.9%，从近几个月走势来看波动较

大；新设立基金共计 136支，环比下降 33.0%，披露目标规模的基金 31支，计划募资 711.4亿

元人民币，金额环比下降 44.6%。总体来看，募资市场新募集及新设立基金仍低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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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新募集基金量价双降，红点、光速完成新美元基金募集

2019年 1月新募集基金从数量及金额上均呈波动性回落趋势，共计 188支基金发生募集，

同比下降 57.5%，数量环比下降 19.0%；披露募资金额的 171支基金共募集 631.72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 60.8%，环比下降 51.9%；平均募资规模 3.69亿元，较上月相比下降 37.5%。本月募

集金额在 10亿元以上的大额基金共计 20支，募资 404.97亿元人民币，数量和金额均不足上月

的 1/2。可见募资对于机构来说仍成挑战。

从基金币种来看，2019年 1月新募集的基金中，人民币基金募集 185支，占比 98.4%，披

露金额的 168支基金共募集 563.90亿元人民币，平均募资规模 3.36亿元人民币；本月有 3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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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基金发生募资，共募资 67.82亿元人民币，平均募资规模达 22.61亿元人民币，其中光速

中国完成了光速中国旗舰基金Ⅳ的募集，共募集 5.60亿美元，超过了 3.60亿美元的目标规模；

红点中国完成了 4.00亿美元的红点中国美元Ⅱ期基金的募集，其中 3亿美元将继续布局 TMT

行业及其细分领域里优秀的早期项目，约 80%以上的资金用于布局 A轮及更早阶段的项目，另

外 1亿美元则是用于加注高潜力高成长的领跑项目。

从基金类型来看，本月成长基金与创业基金仍占主导地位，两者数量占比达 96.2%，其中

成长基金依然占据大半江山，募资金额 384.20亿元人民币，其中由弘晖资本负责管理的弘晖资

本人民币基金 III 期本月首期募完，募集金额未披露，弘晖资本管理美元及人民币基金，以医

疗健康行业为前提，投资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专注于医疗服务、移动医疗、医疗器械（包括

影像设备、诊断试剂和医疗耗材）、生物制药（化学药、生物药以及生物制剂），该基金秉承

弘晖资本投资策略，专注医疗行业的投资机会。本月新募集 2支早期基金，共募集 29.54亿元

人民币，平均新增资本量达 14.77亿元，主要是由于红点中国美元Ⅱ期基金规模较大，单支基

金募资规模达 27.54亿元人民币，在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部分新经济公司上市破发背景下，

中后期进入资本面临亏损风险，机构投资策略逐渐早期化；3支并购基金在本月发生募资，规

模达 39.64亿元人民币；此外，1支基础设施基金和 1支房地产基金在本月发生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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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募集规模方面看，新募资基金规模最大的是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国寿高端装备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基金目标规模 50.01亿元人民币，存续期 5+3年，是山东省新

旧动能转换引导基金参股设立基金，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及国寿创新（山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国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负责管理，

基金拟通过国企混改、债转股、股权并购、资产重组、上市前投资、已上市企业定向增发等多

种形式，最终重点投资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战略新兴产业的优质股权项目；该基金将重点关注

山东省十强产业，包括但不限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以及旅游休闲、文化、现代金融等山东省优质和重点发展的产业。

规模排名第二的是金茂建工（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基金目标规模 50.00

亿元人民币，由人保远望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茂（嘉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茂投资

管理（天津）有限公司及北京建工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人保远望产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与金茂（嘉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负责管理。该基金主要关注地产领域私募股

权投资，资金将定向投资于中国金茂在上海及其周边长三角区域内所投资参与的不超过两个地

产项目，或经合伙企业投资决策委员会决策的其他项目。

位居第三的是北京新动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本月募资 40.00亿元人民币。该基

金目标规模 100.00亿元人民币，由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发起设立，北京熙诚金睿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基金主要投向新经济、新金融领域具有重大发展前景的金融科技、

人工智能、大数据、医疗健康、消费升级、教育文娱、智能制造等行业，进一步推进金融科技

发展。北京熙诚金睿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级机构为深圳市天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该机构率先关注消费品领域的投资。

1 月新设立基金下滑，医疗基金备受瞩目

清科旗下私募通统计显示，2019年 1月新设 136支基金，数量环比下降 33.0%，披露目标

规模的基金 31支基金计划募资 711.40亿元人民币，目标规模有所下降，环比下降 44.6%。

从基金币种来看，2019年 1月新设立人民币基金 135支，平均目标规模为 16.83亿元人民

币；外币基金仅 1支，为中信伊藤忠投资基金，目标规模 3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206.57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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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金类型来看，占比最多的仍是成长基金，共新设 109支，占新设立基金总数的 80.1%，

其中由凯辉基金管理的湖北凯辉智慧新能源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月设立，目标规模

15.00亿元人民币，由凯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道达尔风险投资国际公司及湖北高投引导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基金将专注于投资中国能源行业中的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尤其

是可再生能源、能源互联网、储能、分布式能源、智慧能源以及低碳能源业务；创业基金 18

支，占比 13.2%，数量位居第二。此外本月新设 7支并购基金、2支基础设施基金。

从目标规模来看，1月新设立的基金中，目标规模最大的是中信伊藤忠投资基金，目标规

模 3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206.57亿元，该基金由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信金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与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共同发起设立，信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负责管理，旨在为我国数

据中心运营商提供一系列基础设施架构，构建从工程开发、基金筹措至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最终上市在内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平台。

值得关注的是，本月新设 6支投资于生物医药及医疗健康的基金，其中甘肃省中医中药基

金首期规模 15.00亿元人民币，重点投向做大做强中医中药骨干企业和科技含量较高、发展潜

力大的企业与项目，重点支持中药材种植、加工、研发、物流、仓储、贸易，中医药产业与现

代农业、加工制造、交通物流、互联网、大健康等业态领域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医疗行业

具有抗经济周期性，为刚需行业，面对市场下行的压力，医疗行业或可吸引更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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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投基金优惠政策正式发文，横琴再出私募扶持新政

2019年 1月 10日，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9]8号），对此前 12月 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对于创投基金的优惠政策进行

了落实，并对执行标准进行了细化，对于单一投资基金核算，其个人合伙人从该基金应分得的

股权转让所得和股息红利所得按照 20%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需在 2019年 3月 1日前向

主管税务机关进行核算方式备案。

2019年 1月 17日，珠海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印发了《横琴新区进一步促进私募投资基

金业发展扶持办法》，包括“落户扶持”和“经营扶持”两个方向。在“落户扶持”方面，对于在横

琴新区注册登记且已完成在基金业协会备案手续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以及该区政府投

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及区属国有企业参与出资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均在奖励范围内，

根据其备案、注册登记、托管情况享受不同比例扶持奖励；在“经营扶持”方面，依照管理机构、

基金经营期间的贡献度给予相应补贴奖励。在基金注册受阻背景下，珠海横琴新区此举将吸引

一定规模基金入驻。（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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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2 月 16 日-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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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7 日

杏泽资本

中金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中国抗体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香港 1.00 亿人民币

2 月 17 日
亚马逊

不公开的投资者

Rivian

Automotive
汽车 美国 7.00 亿美元

2 月 18 日

山南浩盛

上海荣正利保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游美国际营

地
其他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 月 18 日

创世伙伴

晨兴资本

华盖资本

远毅资本

数坤科技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2.00 亿人民币

2 月 18 日
明势资本

险峰长晴
傲鲨智能 IT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 月 18 日
永辉瑞金创投

温青投资
涛思数据 IT 中国 NA

2 月 1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红杉中国

Brizan Ventures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丰车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 月 18 日

沣源资本

信中利资本

创创基金

山水从容

跃盟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25 亿人民币

2 月 18 日

红杉中国

IDG 资本

曼图资本

极光

惟客数据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 月 1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不荒田园生

态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 月 18 日

IDG 资本

深创投

广东文投创工场

泊富基金

阿卡索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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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8 日
动域资本

达晨财智
煮叶 食品&饮料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 月 18 日 源渡创投 百顺养车 汽车 中国 NA

2 月 18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芯灵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 月 18 日
红杉中国

不公开的投资者
童行学院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 月 18 日 成都高投创业基金 成都光创联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 月 18 日 连尚文学
Super

Chinese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2 月 18 日

动平衡资本

亦庄国投

华创资本

金谷远见

方和资本

九仁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旌准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 月 18 日
梅鹤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趣工厂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 月 18 日 人民网 铁血科技 互联网 中国 260.30 万人民币

2 月 18 日
太和东方投资

深圳林洪瑞丰投资

共识数信科

技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 月 18 日 清流资本 可及 互联网 中国 NA

2 月 18 日
该亚创投

乡土工坊集团
食刻有礼 互联网 中国 500.00 万人民币

2 月 19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小鹰科技 互联网 中国 500.00 万人民币

2 月 19 日

柏尚投资

Acton Capital

Partners

Commerz Ventures

Point Nine Capital

Runa Capital

Mambu 金融 德国 3000.00 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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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9 日

红塔证券

中航证券

中金公司

塞北股份 机械制造 中国 1200.00 万人民币

2 月 19 日 青岛国信创新股权投资 丰光精密 机械制造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2 月 19 日 国金股权投资 寰烁股份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 月 19 日

红杉资本（印度）

Dunamu＆Partners

SeaX

Band

Protocol
IT 新加坡 300.00 万美元

2 月 19 日 贵阳创投 烽台科技 IT 中国 NA

2 月 20 日 云鑫创投 雨诺股份 IT 中国 8001.46 万人民币

2 月 20 日 上海戎威投资 国志汇富 清洁技术 中国 4000.00 万人民币

2 月 20 日

拉萨鸿新资管

鸿臻轩杰创投

拉萨鸿新资管

菲高科技 机械制造 中国 3200.00 万人民币

2 月 20 日

星界资本

曜为投资

东方弘泰

超级猩猩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3.60 亿人民币

2 月 20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小码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 月 20 日 青松基金 猛男的炒饭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 月 20 日

Coatue

DCM 资本

招商局创投

源码资本

运去哪 物流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2 月 20 日
华盖资本

伙伴基金
智滕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2400.00 万人民币

2 月 20 日 睿庸集团
掌窝工程机

械
机械制造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 月 20 日

华米科技

Soitec

不公开的投资者

GreenWaves

Technologi

es

半导体 法国 700.00 万欧元

2 月 20 日 以诺资本 JobPlus 半导体 中国 5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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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0 日
腾讯音乐

挚信资本
DNV 半导体 中国 NA

2 月 20 日 百度 蝴蝶互动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2 月 20 日 风和投资
佑道医生集

团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 月 20 日
IDG 资本

险峰长青
KePay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 万美元

2 月 20 日
软银集团

不公开的投资者
Clutter 物流 美国 2.00 亿美元

2 月 20 日 中闻金泰 中闻金泰 金融 中国 49.98 亿人民币

2 月 21 日
启明创投

纪源资本
小佩宠物 IT 中国 2000.00 万美元

2 月 21 日
世纪汇信财富投资

商鹊网
汇众医疗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 月 21 日 汉江投资 追日电气 机械制造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2 月 21 日 山鹰投资 粤鹏环保 清洁技术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2 月 21 日 建信信托 力王高科 机械制造 中国 1050.00 万人民币

2 月 21 日 珠海金航产业投资 迈科智能
广播电视及数字电

视
中国 4999.47 万人民币

2 月 21 日 翌峰上海投资 快易名商 房地产 中国 3500.00 万人民币

2 月 21 日

高瓴资本

红杉中国

钟鼎创投

PV Capital

顺为资本

襄禾资本

零一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货拉拉 物流 中国香港 3.00 亿美元

2 月 21 日
魔方（中国）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窝趣 房地产 中国 2.00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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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2 月 21 日 不公开的投资者 人人链 IT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2 月 21 日 爱驰汽车 四维智联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2 月 22 日
北信瑞丰

瑞丰基金
恒逸石化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29.50 亿人民币

2 月 22 日 银河系创投 讯轻科技 物流 中国 NA

2 月 22 日
老虎基金

不公开的投资者
熊猫星厨 互联网 中国 5000.00 万美元

2 月 22 日

险峰长青

光速中国

不公开的投资者

宠加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 月 22 日 中原特钢 中粮资本 金融 中国 211.86 亿人民币

http://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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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亚洲 TOP5 并购事件

（2 月 19 日-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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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19 日
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

中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河南万

松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中国
金融服务

业
700

2 月 20 日
Digital Extremes Ltd

(30.07% 股权变动规模)
加拿大

厦门美图移动科

技有限公司
中国

计算机软

件业
342

2 月 21 日

湖北中油优艺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73.36% 股权

变动规模)
中国

江苏润邦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

和服务业
146

2 月 22 日

浙江中拓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51% 股权变动规

模)
中国

浙江省交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

金融服务

业
126

2 月 19 日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

公司 (10% 股权变动规

模)

中国
普洛斯中国控股

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 房地产业 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