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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2 月份主要金融数据较 1 月份放缓 属正常情况

 2 月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降至 51.1 为四个月最低

 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重提科创板 创投的春天来了

 谁可以赴科创板 IPO？答案来了！

 地方金融监管出重拳补短板

 2018 私募基金表现强劲 未来如何让资金有效运作？

 中基协：1月底已备案私募股权基金规模达 7.84 万亿元

 备机械物联监控管理云平台华筑科技获红杉资本新一轮投资

【宏观】央行：2 月份主要金融数据较 1月份放缓 属正常情况

3月 11日，人民银行相关部门负责人就 2月份主要金融数据答问。该负责人表示，2月份

主要金融数据较 1月份有所放缓，主要是春节因素导致的季节性波动，符合历史规律，属于正

常情况。把 1、2月份数据合并起来看，前两个月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总体适

度，货币政策保持稳健，继续对实体经济提供较强支持。从人民币贷款看，前 2个月贷款新增

4.11万亿元，同比多增 3748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前 2个月增量为 5.3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1.05万亿元，增长幅度较大。2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为 10.1%，比上年末提高 0.3个百分点，

M2增速为 8.0%，与上年末基本持平，总体看货币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 GDP 增速是基

本匹配的。＞全文（中国新闻网)

2 月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降至 51.1 为四个月最低

3 月 5 日公布的 2 月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服务业 PMI）录得 51.1，较 1

月回落 2.5个百分点，为 2018年 11月以来新低，且低于历史均值。

此前公布的 2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大幅回升 1.6个百分点至 49.9，创三个月新高，但受

服务业大幅回落拖累，财新中国综合 PMI继续回落 0.2个百分点至 50.7，为四个月新低。

＞全文（财新网)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669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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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重提科创板 创投的春天来了

3月 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

报告。其中，科创板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表述，改革完善金融支持机制，设立科创板

并试点注册制，鼓励发行双创金融债券，支持发展创业投资。加上近期科创板相关细则的不断

明确，这都让秉承“跟着国家做投资”理念的 VC们，在寒冬中感受到了一股暖流，增添了新

技术领域投资的信心。＞全文（华夏时报）

谁可以赴科创板 IPO？答案来了！

3月 3日，上交所连发两个指引文件，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上市推荐指引》

（简称《上市推荐指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简称《上市

审核问答》），明确了三类七领域企业可获优先重点推荐。

一直以来，科创板“钟情”哪类企业牵动着 VC/PE圈。此次《上市推荐指引》中，上交所

对于七大领域企业给予“优先权”，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高端装备领域、新材料领域、

新能源领域、节能环保领域、生物医药领域等，正式指明了哪类企业可以“抢先一步”登陆科

创板。＞全文（投资界）

地方金融监管出重拳补短板

地方金融监管迎来重拳补短板。当前，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正在一面加速体制改革，一面着

力金融风险防控手段升级。今年以来，深圳前海、广州市、苏州市等近十地的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密集挂牌。同时，多地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科技运用，进一步提升金融风险防控能

力。

值得注意的是，专家表示，地方金融监管仍面临诸多挑战。“地方金融风险主要来源于区

域内地方性金融机构，总体风险可控，但在个别地方、个别领域还存在一定风险。当前，地方

金融监管职责不明确、人才队伍紧张、缺乏执法权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

＞全文（环球网）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671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672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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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2018 私募基金表现强劲 未来如何让资金有效运作？

3月 7日，全球领先的管理咨询公司贝恩公司发布的《2019全球私募股权市场报告》显示，

2018年全球私募股权基金市场投资额再度攀升。同时，过去五年内已披露的收购交易额达 2.5

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尽管 2018年私募基金表现强劲，但基金管理人仍然面临同样的挑战：在资产竞争激烈、

收购价格倍数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如何让手上的资金有效运作？对此，贝恩公司总结了领先企

业的三种做法。一是，平台型收购；二是，收购整合；三是：邻近战略。＞全文（资本邦）

中基协：1 月底已备案私募股权基金规模达 7.84 万亿元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近日发布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私募基金产品备案月报。月报

数据显示，截至 2019年 1月底，协会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 24458家，较上月存量机构增加

10家，环比增长 0.04％；已备案私募基金 75178只，较上月增加 536只，环比增长 0.72％；管

理基金规模 12.74万亿元，较上月减少 370.90亿元，环比下降 0.29％。私募基金管理人员工总

人数 24.43万人，较上月减少 1341人，环比下降 0.55％。＞全文（金融时报）

【会员动态】机械物联监控管理云平台华筑科技获红杉资本新一轮投资

机械物联监控管理云平台“华筑科技”完成新一轮融资，资方为红杉资本中国，具体金

额暂未透露。此前在 2017年 8月，华筑科技曾获得英诺天使基金 A轮投资以及广联达天使轮

投资。＞全文（铅笔道）

 全球价值链嬗变与 2019 中资海外并购论坛成功举办

【活动预告】全球价值链嬗变与 2019 中资海外并购论坛成功举办

2019年 3月 7日下午，由晨哨主办、北京产权交易所（下称北交所）和北京股权投资基金

协会联合主办的《全球价值链嬗变与 2019中资海外并购展望》在北交所成功举行。会议讨论

了 2019年中资海外并购新趋势，和新环境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角色和策略创新。晨哨集团

副总裁罗小军和北京产权交易所副总裁周志武分别致开幕辞。中投研究院副院长陈超，渤海华

美(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祥生，云月控股执行合伙人、北京股权投资基金

协会执行副会长宋斌等分别作主题分享，意志高驰国际投资银行董事刘峰，中鹏律师事务所主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674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675
https://mp.weixin.qq.com/s/VPB5WC46oQxXtHnM3xxb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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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合伙人邹振东，工商银行总行跨境并购处副处长姚影参与圆桌对话。来自实业界、投资界、

专业服务机构的共 140余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秘书长李明

代表协会发布《2018年下半年北京地区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发展指数》，晨哨数据分析师陈敏代

表晨哨发布《晨哨 2018-2019中资海外并购年报》。会议由北交所国际业务部负责人刘君楠主

持。

中投、渤海华美、云月控股、工商银行总行并购处等来实业界、投资界、专业服务机构的

共 140余位代表出席。与会代表认为，虽然中企海外并购增长放缓，但中企海外并购大逻辑没

有改变，需求依然旺盛，面临欧美投资审查的加强，不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新海外并购策略

以求发展，符合导向的并购极少有资金出境问题。此外，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竞争本质、海外

并购主体的身份等引起了热烈讨论。

两会中的会长声音

3 月 3 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2019 年全国两会拉开大幕。

以下为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在两会中的观点：

沈南鹏建议：提高基础科研捐赠税收优惠，对共享经济仍需包容

沈南鹏建议，应“进一步激励民间力量参与共同推动基础科学研究发展”。这份提案提出，

目前我国基础研究的经费来源结构过于单一，政府财政投入占比高达 90%左右，社会力量投入

占比甚微。2017年，我国社会捐赠总额约为 1558亿元，但其中用于基础科研的资金比例还不

足 1%。另外，目前我国参与基础科研的民间科研机构力量不足。相对于传统科研机构，民间

科研机构或有更多创新自主性，可成为前者的有益补充。

沈南鹏认为，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科研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社会捐赠为现有科研机构进行

基础科研提供更充足的资金，二是通过设立新的民间科研机构为基础科研拓展增量空间。对此，

他进一步提出了五点建议：

1，提高个人/企业捐赠于基础科研领域的税收优惠程度，引导更多捐赠资金进入基础科研

领域。2，调整个人捐赠的免税制度，以此提升个人捐赠意愿。3，进一步明确科技类民办非企

业单位的创新主体地位和作用，在国家各类支持政策等方面将其纳入范围，给予同等对待。4，

推动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免税资格相关政策的落实。5，解决高端人才薪酬标准受限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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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免税范围受限。

通过创新管理推动共享经济发展

虽然出现了一些乱象，但沈南鹏对共享经济的稳就业作用做出了肯定。

沈南鹏认为，共享经济就业形式灵活、多样，尤其有助于解决简单技能劳动力、就业困难

群体的就业问题。他在提案中表示，须通过提高共享经济治理水平，通过创新管理推动共享经

济高质量发展，逐步健全共享经济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以适应劳动市场的新变化。

虽然仍处于发展初期的共享经济面临不少问题，但沈南鹏认为，不能因此就对共享经济全

盘否定，不能“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

沈南鹏建议，既要倡导监管包容，也要倡导平台自律。应注重为行业营造宽松的环境，坚

持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允许和鼓励共享经济充分竞争，同时共享经济平台企业也

应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加快建立健全自律监管体系，完善信用保障机制。

面对新经济带来的新问题，传统行政管理方式呈现滞后现象。对此，沈南鹏认为，应该创

新适应新经济新业态的行政管理方式。逐步健全共享经济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以适应劳动市场

的新变化。探索适合共享经济发展特点的社会保障机制，切实加强共享经济从业者权益保障，

为共享经济发挥稳就业功能兜牢底线。

建立大湾区金融数据安全流动试点

沈南鹏认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数据流动存在明显障碍。要在“一国两制”的环境下

实现数据的充分流动面临大量挑战，尤其是数据出入境安全问题，这需要创新数据安全技术和

数据治理方式。因此他建议选取试点，先试先行。

沈南鹏建议，以金融科技作为试点的优先选择，因其高度信息化、数据规模大、对粤港澳

的经济社会影响大，例如可从防欺诈、反洗黑等方面入手，通过大数据共享提高金融风险监管

能力。鉴于金融科技行业的特殊性，其一旦试点成功，或可对其他领域起到“一通百通”的巨

大示范效应。

因此他具体建议：尽快成立联合专责小组，互相协同以打通粤港澳金融数据安全管理政策

壁垒；选取重点金融科技机构作为试点实施主体；在 CEPA框架下开展数据共享作为试验具体

载体，在三地已达成共识的 CEPA框架下寻找可优先共享的数据。（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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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懿宸：充分发挥界别优势 提高参政议政效率

全国政协是各界别、党派、群体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的平台。全国政协委员张懿宸建议，

进一步提高参政议政效率，优化参政议政成效，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政协民主协商的作用。

张懿宸认为，界别是政协发挥作用的有效载体，除党派、团体外，亦有部分界别按照行业

领域进行划分，如经济、教育等。这些界别中的委员都是所在领域的专家，对行业的洞察力毋

庸置疑，同时具备广泛的行业资源和信息渠道。但在现有的政协议程中，除了参加全体会议和

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等常规议程外，没有针对分组讨论提前设定行业焦点议题，因此在实际讨论

中可能出现议题分散、议题局限、议题与行业相关性不强等情况，不能充分的利用界别优势和

政协这一高效民主的平台聚焦行业热点。

张懿宸建议，在政协会议召开前，按照界别与委员们进行预沟通筛选行业关心话题，并遵

照多数原则选取其中与界别联系最紧密的，提前设定界别讨论议题；界别中通常分为多个小组，

每个小组可以选取其中 1-2个议题深入讨论。同时建议安排每个界别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相关部

分进行重点讨论，并对此形成固定议程。

预先设定议题一方面使得业界在会前即形成聚焦，另一方面方便委员有针对性的进行信息

搜集和整理，提高讨论实效，充分发挥界别优势和行业智慧的同时，更有利于推动实际问题的

解决。

张懿宸认为，目前界别提案仍占少数，委员多是根据自己了解到的情况，以个人名义或联

名方式提交提案反映问题，委员之间在撰写提案过程中也鲜有交流。这使得提案内容重复、片

面或者不够深入等问题难以避免，更重要的是，个别委员的提案难以充分表达所在界别代表的

群体性利益诉求。

张懿宸建议，加强界别提案和小组提案工作力度，鼓励通过对预定议题的讨论，集思广益

形成界别或小组提案提交大会，有条件的也可以在会前进行委员召集，分工合作着手撰写。经

过集体智慧的汇总与提炼，形成高层次高质量的界别提案，发挥界别的群体代表性，把分散的、

个体化的声音整合为群体的呼声。

张懿宸认为，政府各相关部门十分重视提案工作，可谓有案必复，但受种种因素限制，提

案所提问题得到认可却较难落实的情况时有发生，单个提案对于政策制定也很难施加影响。

张懿宸建议，根据预定议题，安排官员旁听讨论，令政策制定部门直面行业诉求，适当的

沟通也可以帮助界别形成更有针对性和实操性的提案，切实提高参政议政的效率和提案工作的

实效性。（来源：鹰眼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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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下半年北京地区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发展指数

2019年 3月 7日，在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指导下，北京市金融发展促进中心、北京

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联合发布 2018年下半年北京 PE指数。2018年下半年北京 PE指数为 114.56，

环比上升 0.43%，同比下降 4.73%。从指数走势看，2018年下半年北京 PE指数与上一期相比

略微上升，但仍低于 2017年下半年水平。（参见图 1）

图 1 2013 年 H1-2018 年 H2 北京 PE 指数时间序列图

从指数分项指标看，2018年下半年募资指标为 112.19，环比上升 0.44%，同比下降 4.73%；

投资指标为 119.15,环比上升 0.84%，同比上升 0.11%；退出指标为 124.38，环比下降 4.41%，

同比下降 3.53%；信心指标为 104.76，环比上升 0.78%,同比下降 12.58%。（参见图 2、图 3、

图 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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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3 年 H1-2018 年 H2 北京 PE 指数募资指标时间序列图

图 3 2013 年 H1-2018 年 H2 北京 PE 指数投资指标时间序列图

图 4 2013 年 H1-2018 年 H2 北京 PE 指数退出指标时间序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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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3 年 H1-2018 年 H2 北京 PE 指数信心指标时间序列图

分项指标中，募资指标、投资指标以及信心指标均较上期略微上升，退出指标较上期小幅

下降。分项指标显示，募投退仍面临着挑战。

从募资指标看，2018年下半年较上期相比略微上升，但较 2017年同期相比仍然呈现大幅

回落态势，募资难问题依然显著。一方面募资渠道不畅，资管新规对基金募集的影响持续存在，

与此同时下半年集中爆发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基金募集难度。另一

方面市场“二八”效应显著，尽管资金端收紧趋势延续，但大额基金募资频现，资金向头部机

构集中。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以来，打造“双币基金”的投资机构不在少数，诸多头部机构

成功完成了美元基金的募资，侧面说明了人民币基金当前募集情况严峻。

从投资指标看，2018年下半年投资规模较上期略有回升，回看过去几期投资指标走势可以

发现，投资指标相对稳定，这表示 2016年以来北京地区股权投资机构的投资规模也相对稳定。

此外，2018年下半年北京股权投资市场投资案例数量虽有所减少，但超大额融资案例频发拉高

了整体投资规模，这表明资本寒冬下机构投资相对谨慎，趋向于抱团取暖。

退出指标为 124.38，环比下降 4.41%，同比下降 3.53%。从退出方式上看，IPO仍然是中

国股权投资机构首选的退出渠道。虽然 A股推出了并购重组“小额快速”审核机制、科创板推

出进程持续加快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股权投资基金的退出路径，但是 2018年下半年 A

股 IPO审批趋严使得中国企业境内 IPO 在数量上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这是退出指标下降的主

要原因。与此同时，境外上市出现小高潮，主要是美股、港股有了一些积极的政策变化，如港

交所支持同股不同权、生物医药类非盈利企业上市，这促进了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在境外市场的

集中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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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机构信心指标较上期略微上升，但与 2017年下半年相比降幅仍然很大。募资难的现

状使得机构对未来预期始终不是很乐观。从预期分项指标看，机构投资人对行业总体评价低于

上期的 0.7，代表机构对行业总体评价仍然悲观；投资人对自身发展业务预期自 2017年以来持

续下降；投资人对募资预期、投资预期 11、投资预期 2较上期均有略微上升，表明投资人对未

来募集市场持谨慎态度的同时又对未来募集市场、投资市场抱有期望，持相对谨慎乐观的态度。

图 6 2018H2 与 2018H1、2017H1、H2 预期分项指标对比图

北京一直是股权投资最活跃的地区，据中基协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北京聚

集了 4356家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数量 13561只，管理基金规模 29938亿元。从私募基

金管理人来看，北京低于上海、深圳两地，位居全国第三位；从管理基金数量来看，北京高于

深圳低于上海，处于全国第二位；从管理基金规模来看，北京高于上海、深圳两地，处于全国

首位。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北京地区在私募基金管理人数量上虽然落后于上海、深圳两地，但

是大额基金主要还是集中在北京。（参见表 1）

1 投资预期 1表示投资人对未来半年适合投资项目的多少的判断；投资预期 2表示投资人对未来适合投资的时间的判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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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8 年北上深以及全国私募基金管理人分布情况

地区
私募基金管理人数量

（家）

管理基金数量

（只）

管理基金规模（亿

元）

北京 4356 13561 29938

上海 4806 20524 27378

深圳 4629 13523 17955

全国 24448 74642 127783

（数据来源：中基协 12月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月报）

从募投退情况来看，根据清科数据显示，2018年下半年，北京在投资和退出方面，无论案

例数量和案例金额均领先于上海和深圳，但募集方面北京却落后于上海和深圳两地。2016年投

资类企业暂停注册以来，北京地区基金注册准入门槛提高，新募基金个数和金额低于同期的上

海和深圳，但投资和退出的活跃，说明北京市凭借人才聚集优势、良好的创业氛围等得天独厚

的条件，吸引着大量的优质投资机构在京发展。（参见表 2）
表 2 2018H2 北上深以及全国募投退数据统计

地区

募资 投资 退出

新募基金

（支）

募集总额

（RMB，M）

投资案例数

（起）

投资金额

（RMB，M）

退出案例

（笔）

退出金额

（RMB，M）

北京 42 24756.09 1142 163464.15 292 12726.52

上海 59 34571.55 745 92045.89 222 5108.40

深圳 178 75627.73 409 21341.83 131 2873.09

全国 1386 621157.56 4119 450265.42 1293 76298.61

（数据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2018年，随着宏观经济环境以及政策环境的变化，市场监管趋严，股权投资机构在募投退

方面依然面临着较大挑战。可以预期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变化，未来一段时间，这种情况还会

存在。去年下半年民企融资难问题成为热点话题，国家和多部委同时发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肯定了股权投资是民企融资的重要手段。2018年 9月，国务院确定保持已有创投基金税收政策

稳定，部署打造“双创”升级版；10月，银保监会对《保险资金投资股权暂行办法》进行了修

订，保险资金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配套措施渐完善；11月以来，科创板推出进程不断加快等

一系列利好政策频出，提振了行业信心。北京也在积极行动落实国家相关优惠政策，相信北京

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具有国际水平的产业环境，将会为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提供新动力。（北京

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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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3 月 2 日-3 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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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4
硅谷天堂

IDG 资本
数澜科技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9/3/4 爱点击 畅移云 IT 中国 NA

2019/3/4
金沙江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tzero IT 美国 2700.00 万美元

2019/3/4

中信产业基金

执一创见投资管理

旭宁投资

创米科技 IT 中国 NA

2019/3/5

阿米巴资本

黑桃资本

华盈创业

远瞻资本

SPAX IT 中国 400.00 万美元

2019/3/6
罗森

T-Gaia
游仁堂 IT 中国 1200.00 万美元

2019/3/6

赛伯乐

聚卓投资

聚科资本

北极星教育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3/6 华夏钰生 通赢天下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3/7
OAK

不公开的投资者
Attivio IT 美国 3400.00 万美元

2019/3/7

火币网

币赢网

量子链

Element Ventures

Drep IT 新加坡市 NA

2019/3/7 不公开的投资者 简答数据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3/8
软银集团

凯雷投资
Delhivery IT 印度 3.95 亿美元

2019/3/6

软银愿景基金

平安资本

微软

Grab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45.0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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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开的投资者

丰田汽车公司

现代汽车

奥本海默控股

2019/3/6 华胥管理 大普通信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NA

2019/3/7 不公开的投资者 艾芯智能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2019/3/5 不公开的投资者 蘑菇租房 房地产 中国 2.00 亿人民币

2019/3/3 南岭投资深圳 51 有色 互联网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2019/3/4

高瓴资本

襄禾资本

纪源资本

金沙江创投

Moka 互联网 中国 1.80 亿人民币

2019/3/4 不公开的投资者 睿雅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019/3/4
贝恩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MyEdu 互联网 美国 2000.00 万美元

2019/3/4 不公开的投资者 驿步出行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3/4 TalkingData 知智数据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3/5
东方汇富

古地信息
数聚传媒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3/5
中关村发展集团

北京中创鸿星投资
云道智造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3/6

老虎基金

腾讯投资

锐盛

元璟资本

法大大 互联网 中国 3.98 亿人民币

2019/3/6

BAI

双湖资本

启明创投

嘉程资本

启承资本

够货 互联网 中国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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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6
翊翎资本

连界资本
连界创新 互联网 中国 8000.00 万人民币

2019/3/6

凯辉基金

普洛斯

钟鼎创投

纵腾网络 互联网 中国 7.00 亿人民币

2019/3/6 柏悦数码 礼赞商城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3/6 新圣商务咨询 职业蛙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3/7
戈壁

源来投资
博拉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3/7 越榕资本 玩秘 互联网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2019/3/7
不公开的投资者

和君资本
加盟家 互联网 中国 500.00 万人民币

2019/3/6
重庆两江新区战略性新

兴产业股权投资
优必选 机械制造 中国 NA

2019/3/6
蓝焱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承泰科技 机械制造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3/4 方直科技 通航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NA

2019/3/4 招商局创投 泽金金服 金融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3/4

柏尚投资

高盛

Citi Ventures

Second

Measure
金融 美国 2000.00 万美元

2019/3/6

数字天空技术

Coatue

泛大西洋投资

Iconiq

Dragoneer Investment

Group

Chimebank 金融 美国 2.00 亿美元

2019/3/5 方大集团 凌钢股份 能源及矿产 中国 4.66 亿人民币

2019/3/7 马洲投资 创世生态 农/林/牧/渔 中国 3073.4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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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2019/3/4
佐誉资本

上海捷煦投资
迅驰车业 汽车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9/3/4

老虎基金

Matix India

不公开的投资者

Ola

Electric
汽车 印度 5600.00 万美元

2019/3/3 国药资本 优生国际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3/4

UOB Venture

Management

新电投资

韩投伙伴（中国）

药明康德

Halodoc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印度尼西亚 9200.00 亿印尼盾

2019/3/5 华创证券 贵州百灵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6.50 亿人民币

2019/3/6

同创伟业

普华资本

奇伦创投

首科开阳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中因科技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3/6

Future Fund

Investment

恩颐投资

Schwab Institutional

Nan Fung Life

Sciences

Maveron

Eargo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美国 5200.00 万美元

2019/3/7 四川聚信 美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3/7 美瑞健康管理 茵冠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2019/3/8
浙商证券

天风证券
同泰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721.50 万人民币

2019/3/8

苏州凯风

苏州协立

协立投资

协立投资

雅惠明泽

动平衡资本

泓迅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5201.00 万人民币

2019/3/6
顺丰控股 KOSPA 物流 缅甸 400.00 万美元

http://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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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亚洲 TOP5 并购事件

（3 月 5 日-3 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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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5日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

金融服务

业
1,538

3 月 5 日
Bigo Inc (68.3% 股权变

动规模)
新加坡

广州华多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中国

计算机软

件业
1,453

3 月 5 日
宁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

司 (51%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金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

化学和材

料产业
663

3 月 6 日

Hanjin Heavy Industries &
Construction Co Ltd

(82.55% 股权变动规模)
韩国

Hanjin Heavy
Industries &

Construction Co.,
Ltd. (Creditors)

韩国
工业产品

和服务业
611

3 月 5 日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

(29.99%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江西铜业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

和服务业
4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