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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空间再打开 国债利率或继续下行

 2 月央行外汇占款环比减少 3.3 亿元 连续 7个月下降

 首届科创板“两委”委员候选人名单公示

 近 60 家 VC/PE 搭上科创板首趟车 LP 欢呼：今年是收获年！

 私募基金管理人总数轻微下降，中大型私募稳中有升

 6 年吸金近 500 亿 VC/PE 暗战创新药

 500 亿元山西新旧动能转换基金成立

 3 年研发多款爆红产品，鼎晖投资视觉自主机器人公司「灵动科技」完成 B轮 1 亿元融资

 红杉中国种子基金领投北京智途云天

 易思汇完成近亿元 B 轮融资，信中利投资

【宏观】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空间再打开 国债利率或继续下行

北京时间 2019年 3月 20日夜间，美联储议息会议宣布维持 2.25%-2.5%基准利率不变，同

时表示 9月之后停止缩表，鸽派信号超出市场预期。

3月 21日上午，国内债市亦闻风而动，早盘 10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上涨 0.25%，5年期

主力合约上涨 0.17%，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下行 2bp至 3.13%，10年国开债到期收益率亦下

行 2bp，报收 3.62%。

中信证券研究部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明明发布报告认为，3月不加息符合市场预期，因为

“基于劳动力市场环境和通胀已有的表现及未来的预期，本次美联储会议，FOMC委员一致投

票决定将一般和超额准备金利率维持在 2.40%，同时，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2.25%-2.50%目

标区间内”。 ＞全文（21 世纪经济报道)

2 月央行外汇占款环比减少 3.3 亿元 连续 7 个月下降

2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余额为 212541.24亿元人民币，环比减少 3.3亿元人民币，为连续

7个月下降。1月末外汇占款余额为 212544.54亿元人民币。外汇占款是指受资国中央银行收购

外汇资产而相应投放的本国货币，反映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即央行口径外汇占款。值得注意

的是，自去年底以来，中国外汇占款下降幅度已经明显收窄。1月，央行外汇占款环比下滑 12.14

亿，2月仅减少了 3.3亿元。＞全文（金融界)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687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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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届科创板“两委”委员候选人名单公示

近期，在中国证监会指导支持下，按照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工作部署，上海证券

交易所着手组建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简称上市委）和科技创新咨询委员会（简称咨询委）。

3月 21日，上交所公示了第一届上市委和咨询委委员候选人名单。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

本次公示的上市委委员和咨询委委员候选人各为 48人，其中，上市委委员将按标准和程

序，差额选定 30名—40名委员；咨询委委员将按标准和程序，予以等额选定。上市委、咨询

委最终人选确定后，将正式向社会公布。＞全文（证券日报）

近 60 家 VC/PE 搭上科创板首趟车 LP 欢呼：今年是收获年！

3月 22日下午，上交所公布了首批 9家受理的科创板申报企业名单——晶晨半导体(上海)

有限公司、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北人机器人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

舰芯片制造(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安翰科技(武汉)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今年是收获年，也是多年投入等待的回馈年。”企业名单公布后，一位晶晨半导体的 LP

在朋友圈发出这样的欢呼。事实上，这也是一批 VC/PE的心声。

从所属产业看，新一代信息技术 3家，高端装备和生物医药各 2家，新材料、新能源各 1

家。＞全文（投资界）

私募基金管理人总数轻微下降，中大型私募稳中有升

3月 19日，中国基金业协会公布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私募基金产品备案月报。值得注

意的是，截至 2019年 2月底，全国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 24380家，较上月存量机构减少 78

家，环比下降 0.32%，这也打破了自 2017年 1月至 2019年 1月，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数量连

续 25个月的持续增长。

不过，在管理人规模数量下降的同时，截至 2019年 2月底已备案私募基金 75222只，较

上月增加 44只，管理基金规模达到 12.77万亿元，环比增长了 0.25%。＞全文（蓝鲸财经）

6 年吸金近 500 亿 VC/PE 暗战创新药

国家药监局透露，2018年中国批准 48个全新药品上市。相比其他年份，2018年新药获批

速度几乎历年最短。

与此同时，科创板也频频向生物医药企业“招手”。根据 3月 3日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企业上市推荐指引》，生物医药科技创新企业将成为推荐重点。尚未盈利的生物医药

企业可以赴科创板 IPO。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689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690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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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VC/PE投资创新药的热情一直不低。来自清科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3-2018

年上半年，创新药领域累计披露投资金额达 486亿元人民币，投资事件 297起，参投机构 646

家，其中背后涉及 VC/PE达 578家，占总机构的 90％。＞全文（清科研究）

【募集】500 亿元山西新旧动能转换基金成立

3月 15日，由中国联合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国实业”）与山西省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称“山西国投”）共同发起的山西国投中实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揭牌

暨新旧动能转换基金签约仪式在京举行。

中国实业与山西国投此次发起设立规模为 500亿元的山西新旧动能转换基金，将以国企混

改、上市公司稳健发展、产业并购、战略新兴产业为投资重点，立足大消费、大能源、环保、

医疗等领域，通过资源整合与资本运作，促进山西产业转型升级。同时，激活存量资产，激发

经济创新动力。＞全文（新华网）

【会员动态】3 年研发多款爆红产品，鼎晖投资视觉自主机器人公司「灵动科技」完成 B 轮 1

亿元融资

投中网获悉，2019年 3月 21日，视觉自主机器人公司灵动科技（ForwardX）宣布获得 1

亿元 B轮融资。本次融资由湖畔里程领投，交银国际、九弦资本跟投，A轮投资人鼎晖投资、

钟鼎资本继续跟投。 在此之前，灵动科技于 2017年一年内完成种子轮、天使轮及 A轮三轮融

资。＞全文（投中网）

【会员动态】红杉中国种子基金领投北京智途云天

3月 15日，大数据安全公司北京智途云天（C2SEC）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完成 1000万人民

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红杉中国种子基金领投，云天使基金跟投。融资资金主要用于产品

研发和客户支持服务。＞全文（投中网）

【会员动态】易思汇完成近亿元 B 轮融资，信中利投资

3月 19日消息，留学生在线付费平台“易思汇”已于 3月份完成由信中利投资的近亿元 B

轮融资。

易思汇联合创始人高宇同表示，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留学生信用卡、留学家庭金融商城

等新产品布局，以及扩大团队和市场投入。＞全文（投中网）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692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693
https://mp.weixin.qq.com/s/SwfGBWdfyE92mrgGAgBOPg
https://mp.weixin.qq.com/s/W7h71IcAUiXO9gfmXpTJqA
https://mp.weixin.qq.com/s/2dwKmgH565fzipnr8seo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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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PEA 月度培训”第八十三期----2018 年中国私募股权市场回顾与展望

 “BPEA 月度培训”第八十四期 ——2019 新形势下的欧洲三大国投资政策最新动向

 汉坤 2018 年度 VC/PE 报告发布暨热点政策解读研讨会

【活动预告】“BPEA 月度培训”第八十三期----2018 年中国私募股权市场回顾与展望

时间：2019年 3月 26日（周二）14：00—17：00

地点：协会会议室（中国海淀区彩和坊路 11号华一控股大厦 13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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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中国股权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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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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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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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地，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将朝着更加规范、

多元的方向发展。协会特邀请清科研究中心副总经理张磊为大家带来 2018年全年私募股权市

场的回顾与展望。

培训内容：

一、2018年早期市场、VC市场、PE市场、并购市场情况

二、2018年中国企业 IPO情况，VCPE市场新动向

培训讲师：

张磊 清科研究中心副总经理

讲师简历：

张磊：现任清科研究中心副总经理，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程管理专业，获得硕士学

位。主要负责私募股权投资数据研究相关工作，曾参与/主导了 VCPE行业信用体系建设、网信

领域股权投资及上市情况研究、国家金融信息中心股权投资数据建设、中国科技大数据平台建

设等项目工作，承担多地基金入驻前置审查工作，主导多个政府引导基金信用管理体系建设，

对于私募股权投资数据及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有深刻理解和实操经验。加入清科前，张磊先生

有多年咨询、研究和信息化规划、实施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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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联络人：霍女士

电话：010-8808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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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预告“BPEA 月度培训”第八十四期 ——2019 新形势下的欧洲三大国投资政策最新动向

主办：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众达律师事务所

时间：2019年 4月 15日（周一）14：00—17：30

地点：协会会议室（中国海淀区彩和坊路 11号华一控股大厦 13层）

语言：英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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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中美之间持续的贸易战使得赴美的投资更为艰难。同时，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

（CFIUS）的审查变得愈发严格，很多中国企业在通往美国投资的这第一道坎上历经艰辛，被

迫放弃交易。在这样的形式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投资目标转向了欧洲国家。如何在欧洲

成功投资？该期培训旨在向参会者介绍欧洲三大国（德国、法国、英国）投资政策的最新动向。

培训将就中国企业最关心的欧洲投资法律政策这个方面，结合最近操作的多宗海外投资与收购

案例，邀请了来自德、法、英的欧洲精英律师，将分别从该三国投资动态、外商投资政府审批

最新变革、吸引外商投资的最新举措、以及英国脱欧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等多个角度为各大

企业家答疑解惑。协会特邀请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的主管合伙人唐承慧律师、众达

德国业务的主管合伙人 Ansgar Rempp、众达杜塞尔多夫分所的主管合伙人 Ulrich Brauer 博

士、Audrey Bontemps、Leon Ferera、众达杜塞尔多夫分所欧洲顾问律师陈兆霞博士为大家带

来 2019新形势下的欧洲三大国投资政策最新动向。

http://www.bpea.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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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

时间 主题 发言嘉宾

13:45 – 14:00 嘉宾签到

14:00 – 14:20 致词

14:20 – 15:05

德国企业并购的最新进展

 市场趋势

 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审批：最新进展(政府审批门

槛降低)和案例分析

 德国企业并购的特点（竞价程序、保证及补偿保

险、锁箱机制）

Ansgar Rempp，众达律师事务所

德国办事处主管合伙人，企业并

购律师

Ulrich Brauer博士，众达律师事

务所杜塞尔多夫办事处主管合

伙人，企业并购律师

15:05 – 15:20 休息

15:20 – 16:05

中国对法国投资的关键考虑因素

 中方在法投资（关键数据、关键行业和预测）

 概述近期法国为吸引外商投资所采取的举措

 法国企业所得税和激励创新税收的发展（如强力

的研发税抵扣制度）

 法国劳动法的变更（如员工代表制度的简化）

 概述法国的外国投资审批及其近期变化：程序、

时间、对敏感领域的新限制

 概述法国关键行业的趋势（房地产、奢侈品、生

命科学和技术）

 交易协议中管辖法律和争议解决机制的选择

Audrey Bontemps，众达律师事

务所巴黎办事处合伙人，企业并

购律师

16:05 – 16:20 休息

16:20 – 17:05

中国对英国投资的关键考虑因素

 中方在英投资（关键数据、关键行业和预测）

 交易融资（融资的重要考虑因素，包括近期的案

例分析）

 当前中国投资所面临的英国的政治和法律环境

（说客和外国直接投资律师的作用）

 英国反垄断法的影响及其与外国直接投资法则

之间的相互作用

Leon Ferera，众达律师事务所伦

敦办事处合伙人，企业并购律师

17:05 – 17:30 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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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联络人：宋先生

电话：010-88087202

Email：bs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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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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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活动预告】汉坤 2018 年度 VC/PE 报告发布暨热点政策解读研讨会

受邀对象：VC/PE投资机构、被投公司法务、财务负责人

会议时间：2019年 3月 27日（星期三）13:30 – 17:30

会议地址：中国东城区东方广场君悦大酒店 LG层君悦宴会厅Ⅱ

会议议程：

会议形式：现场会议 +网络直播会议

主办方：汉坤律师事务所

协会支持：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CVCA

媒体支持：36Kr

https://mp.weixin.qq.com/s/zy-eXSdPj7YmemVDsIjoDQ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9

报名详情请关注协会微信公众号 ＞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方风雷：拥抱全球化 4.0，中国如何不当“域外人”

厚朴投资董事长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长

近年来，逆全球化“西风”渐劲。西方国家内部矛盾突出，维护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弱

化，原本全球化的推动力转而变成了阻力，世界经济秩序受到冲击。正如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在今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所言，“全球化 4.0 时代才刚刚开始，但我们已经显得措

手不及。”

人们逐渐意识到，全球化的未来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这个东方大国能否引领一条普惠性

的全球化发展之路？然而，在过去充满不安和迷惘的一年中，国际社会各种声音交杂，视中国

为全球化“索取者”的言论不绝于耳。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兢兢业业 40

年，尤其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每年贡献 30%的世界经济增长，对全球复苏所起的积极作用

有目共睹，但很多国家仍将中国视为“域外人”。

面对这一现象，除了要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消除固有偏见，在实操层面也要从我

们自身做起，做得更加到位。

譬如，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口国，进口值占全球十分

之一。近年来，中国数次主动下调进口关税，仅 2018 年一年的降幅就达 23%，目前关税总水平

在 7.5%，但与欧盟的 5.1%、日本 4.0%、美国 3.5%相比，仍有一定下降空间。在贸易便利度方

面，中国与发达国家还有明显差距。2018 年，中国大幅压缩进口通关时间，从过去 100 多个小

时减少到 48 个小时，但和韩国 6 个小时、英国 3个小时、美国 1.5 个小时相比，差距依然不

小。美国海关单位货物的单次通关成本平均在 175 美元，中国香港 266 美元，而中国大陆需要

376 美元。

同样，金融领域也需要进一步开放。中国拥有世界第三大股市和债市。然而，中国股市中

的外资占比仅 2.7%，而日本股市的这一比例高达 30%、中国台湾达 27%、韩国达 16%。中国债

市的外资参与度也仅 2.3%，远低于美国的 38%、日本和韩国的 11%。在华外资银行资产占比一

直在 2%上下徘徊，而英、美及其他金砖国家这一比例均超过 10%。保险业外资保费市场份额不

https://mp.weixin.qq.com/s/B3dsnDBT2p44-me9QdmG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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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6%，远低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 20%-30%。根据 OECD 公布的 2018 年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STRI），从外资准入限制、竞争限制、监管透明度等方面看，中国银行业在 44 个国家（包

括所有 OECD 国家和 9个新兴经济体）中排名第 41 位，中国保险业排名第 42 位。

文化交流的大门可再敞开些。以电影市场为例，2000 年至今 19 年间，中国大陆引进的奥

斯卡最佳影片仅 7部；引进的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外国影片仅 3部。多引入一些有益无害的国外

电影、电视、戏剧等文艺作品，不仅可以丰富大众欣赏趣味，也能促进国内文创产业高质量发

展。体育领域亦可引进更多全球优质资源，激发国内体育产业活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北京

马拉松赛事。北马前 20 年届届亏钱，于 2002 至 2009 年间，引入全球顶尖体育营销公司八方

环球（Octagon），采用国际化运作模式，大大提升了赛事服务水平和商业拓展能力，使北马

的经济价值至少翻了 5倍。如今的北马已跻身全球十大马拉松赛事，2018 年营收超 5000 万元。

跨国人才交换（brain exchange）也是全球化重要一环。虽然近年中国加大了国际人才引

进力度，例如，北京 2015 年以来发放的国际优秀人才永久居留证 1900 多张，超过此前十年的

总量，但全国常住外籍人口仍然只有 100 万左右，不到人口总数的 0.1%。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

这一比例也数倍于我，达到 0.4%。日本向来是非常封闭的国度，对外来人口较为排斥，但目前

在日居留的外国人数已达到 260 多万，相当于总人口的 2%。《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指

出，当前中国大陆地区国际移民占总人口比例全球最低，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

10.8%，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3.2%，甚至低于最不发达国家的 1.2%。可借鉴一些发达国家高

技术移民政策，吸引全球优秀人才来华发展；亦可通过举办高质量的国际经济、产业、学术论

坛，促进思想文化交流融合。

另外，就入境旅游人数而言，中国每年大约在五六千万。如果剔除来自中国香港和台湾地

区的游客，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实际不到 3000 万。2017 年，美国入境旅游人数高达 7700 万；

国土面积小很多的日本，入境旅游人数也达到 2900 万，和中国在同一水平上。建议适当放宽

入境旅游签证政策，并且在城市管理细节上为游客提供便利。譬如，来华游客投诉中，相当部

分是厕所不卫生、不舒适；即便是一二线城市，公共场所英语标识的普及度和准确性也还有待

提高；仍有不少旅馆不接待外宾住宿等等。

“一带一路”建设中，除了那些举世瞩目的大建设、大投资，也要格外重视医疗、教育、

精准扶贫、文化传播这些“小事儿”。“一带一路”倡议根植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共同未

来的相同承诺，建基于真正跨文化的价值观：创造共同利益，维护人类尊严，造福子孙后代。

因此，要多从对方国家的实际需求考虑，促进民心相通，打好民意基础。

从自身做起，多做融合之事，相信有助推动全球化踏上可持续之路。（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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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科数据：2 月处春节假期，VC/PE 募资市场持续走低

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2019 年 2 月国内股权投资募资市场共计 77 支基金发生募集，

数量同比下降 60.1%，环比下降 59.0%，披露募资金额的 55 支基金共募集 301.91 亿元人民币，

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24.8%，较上月相比下降 52.2%；新设立基金共计 47 支，环比下降 65.4%，

披露目标规模的基金17支，计划募资591.09亿元人民币，金额同比下降50.1%，环比下降16.9%。

总体来看，新募集基金的数量和金额虽受春节假期影响下降幅度较大，但同与去年春节相比情

况亦不容乐观，2019 年募资环境或将更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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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新募集基金持续回落，外币基金募资活跃

2019 年 2 月新募集基金从数量及金额上均持续回落，共计 77 支基金发生募集，数量同比

下降 60.1%，环比下降 59.0%；披露募资金额的 55 支基金共募集 301.91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

降 24.8%，环比下降 52.2%；单支基金规模有所增加，平均募资规模 5.49 亿元，较上月相比上

涨 48.6%；本月募集金额在 10 亿元以上的大额基金共计 8支，募资 207.07 亿元人民币，占总

募集金额的 68.6%，与上月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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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金币种来看，2019 年 2 月新募集的基金中，人民币基金募集 73 支，占比 94.8%，披

露金额的 51 支基金共募集 172.22 亿元人民币，平均募资规模 3.38 亿元人民币；本月有 4 支

外币基金发生募资，共募资 129.70 亿元人民币，募资规模为上月的近两倍，平均募资规模达

32.42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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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4%，其中

成长基金依然占据大半江山，募资金额 209.88 亿元人民币，其中由信中利资本管理的共青城

信维应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月发生募资，由木华资本管理(昆山)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及北京信中利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共募集 10.00 亿元人民币；此外

本月还有 1支并购基金和 1支房地产基金发生募资，整体募资积极性不高。

从募集规模方面看，新募资基金规模最大的是 TPG 亚洲资本第七期基金，该基金目标规模

46.00 亿美元，由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发起设立并负责管理，TPG 团队的投资领域涉猎广泛，

重点关注金融服务、医疗健康、消费品以及媒体、通讯、新技术、新经济等领域。

规模排名第二的是中国长租公寓基金，该基金首期规模 4.50 亿美元，由荷兰汇盈资产管

理 公 司 、 Macquarie Infrastructureand Real Assets-Real Estate 及 Greystar Real

EstatePartners,LLC 共同发起设立，Greystar Asia-Pac（睿星资本）负责管理，基金将专注

于投资、开发、改造位于中国一、二线城市的长租公寓资产，基于其可观的供给需求规模，上

海将作为基金初期的投资重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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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居第三的是重庆民营企业纾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月募资 30.00 亿

元人民币。该基金由重庆发展产业有限公司、中新互联互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

立，中新互联互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该基金背靠重庆产业引导基金，主要用于

重庆地区民营企业纾困。

2月新设立基金低位运行，京东物流地产核心基金设立

清科旗下私募通统计显示，2019 年 2 月新设 47 支基金，数量环比下降 65.4%，披露目标

规模的基金 17 支基金计划募资 591.09 亿元人民币，目标规模环比下降 16.9%。

从基金币种来看，2019 年 2 月新设立人民币基金 46 支，平均目标规模为 36.08 亿元人民

币；外币基金仅 1支，为 e 代理战略投资基金，目标规模 2.0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3.77 亿

元，该基金由博恩惠尔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发起设立，基金的投资对象主要分为三方面，

包括渠道端、资产端和交易端：从渠道端来看，基金主要瞄准理财师办公室、家族办公室、第

三方财富管理公司及精准异业合作公司；在资产端，基金将对更多新兴基金管理人、海外金融

产品生产方及拥有海外金融牌照的企业进行投资；深入到交易端，基金则重点关注包括内容、

工具、系统、社群等领域的头部玩家和流量平台。

从基金类型来看，占比最多的仍是成长基金，共新设 34 支，占新设立基金总数的 72.3%，

其中由首钢基金管理的北京丰首产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本月设立，目标规模 100.00

亿元人民币，存续期 5+3 年，由北京丰泽信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京冀协同发展示范区

（唐山）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北京首钢基金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北京首钢基金有限公司负

责管理，基金的投资将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产业园区运营管理领域；轨道交通、军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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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智慧制造、大数据等高精尖产业领域；智慧城市、医疗健康、节能环保、体育文化

等消费升级领域；利用腾退空间补充完善城市功能、构建城市综合服务业产业生态领域；以及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等其他领域。数量位居第二的是创业基金，本月新设立 10 支，占比 21.3%。

此外 3支基础设施基金也在本月设立。

从目标规模来看，2月新设立的基金中，目标规模最大的是京东物流地产核心基金，目标

规模 109.00 亿元人民币，由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共

同发起设立，基金将从京东收购部分现代化物流仓储基础设施且京东将继续租用这些基础设

施，此次交易将帮助京东释放这些资产的价值，并将收回的资金用于京东未来的发展。

创投圈迎情人节政策礼包；浙江省重开私募基金注册大门

2月 14 日，创投圈迎来了情人节政策礼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

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称《意见》），提出了加强对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的五

大项、共计 18 条要求。其中，加大直接融资力度、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成为《意

见》关注重点。从市场募资端来看，继 2018 年 10 月保监会发布的《保险资金投资股权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后，国家进一步明确研究取消保险资金开展财务性股权投资行业范围限制，

规范实施战略性股权投资，这一举措将加速险资进入股权投资市场的资金端，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机构“募资难”问题。

近日，浙江省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办下发《关于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期间涉及有

关企业工商注册登记、网站备案和电信业务许可等事项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明确

了企业注册名称和经营范围中使用“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基金”两类字样的从事股权投资业务

的企业的注册登记工作。2018 年受 P2P“暴雷”等因素影响，包括浙江省在内的多地收紧私募基

金注册制度，私募基金注册严重受阻。此次《意见》的出台预示着浙江省将首先面向股权投资

机构重新开启注册大门，缓解了机构注册基金的压力。（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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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3 月 16 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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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17

Redpoint

祥峰投资

德丰杰

Uncork Capital

LaunchDark

ly
IT 美国 4400.00 万美元

2019/3/18 不公开的投资者 健行仿生 IT 中国 100.00 万美元

2019/3/18

Atomico

百度风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Automation

Hero
IT 美国 1450.00 万美元

2019/3/19

合创资本

合创信达投资

时代伯乐

海睿投资

架桥富凯

南通衡麓

浙商创投深圳

深圳力合科创创投

河北沿海产业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导远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3/19
红杉中国

云天使基金
智途云天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3/19

远翼投资

七海资本

蓝驰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高仙机器人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9/3/19

红杉中国

CrunchFund

SV Angel

ChrisDixon

Aydin Senkut

Remotive IT 美国 500.00 万美元

2019/3/19

软银集团

高通风险投资

Grupo Salinas

卢旺达政府

不公开的投资者

OneWeb IT 英国 12.50 亿美元

2019/3/20
达晨创投

前海长城基金
小熊 U 租 IT 中国 1.50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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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9/3/21

同创伟业资管

远致富海

长江小米基金

利和兴 IT 中国 1.28 亿人民币

2019/3/21
津盛泰达

济南风投
瀚高基础 IT 中国 4017.40 万人民币

2019/3/21 吉林养老基金 青鸟软通 IT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2019/3/21

顶峰投资

微软创投

Porsche Automobil

西门子

不公开的投资者

Markforged IT 美国 8200.00 万美元

2019/3/18

高捷资本

长江国弘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

使投资基金

华登国际

悦芯科技 半导体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2019/3/21
上海火山石投资合伙企

业
普林芯驰 半导体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3/22
中银国际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云天励飞 半导体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9/3/18 Airbus Ventures
CesiumAstr

o
电信及增值业务 美国 1240.00 万美元

2019/3/19

红杉中国

源码资本

金沙江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51 赞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3000.00 万美元

2019/3/20
国泰瑞丰

不公开的投资者
金客拉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3/20

宝宝树

BAce Capital

Omidyar Network

Healofy 电信及增值业务 印度 1000.00 万美元

2019/3/19
博将资本

博将资本
星汉激光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NA

2019/3/20

Mark Cuban

Nat Turner

Mark Pincus

我播盒子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90.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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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21 不公开的投资者 吉尔电子烟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200.00 万人民币

2019/3/22
蚌埠中城创投

高新投资
高华股份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6094.00 万人民币

2019/3/16 华平投资 易酒批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美元

2019/3/16

北京启迪创业孵化器基

金

沃捷投资

北京清控金信投资

小司文化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3/17 天放投资 小城达人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019/3/17

红杉海外

美国光速

经纬（海外）

EkAnek

Networks
互联网 印度 1000.00 万美元

2019/3/18
洪泰基金

钟鼎创投
海智在线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9/3/18

iFly.vc

Goodwater Capital

硅谷银行

微光创投

Weee! 互联网 美国 1000.00 万美元

2019/3/18
天使投资人周沙

君晖科技
书签购物 互联网 中国 600.00 万人民币

2019/3/18 逐鹿资本 会麦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3/19 辰海资本 伐木累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3/19 光大控股 歌德盈香 互联网 中国 10.00 亿人民币

2019/3/19

鼎晖投资

Accel

不公开的投资者

GlowRoad 互联网 美国 1000.00 万美元

2019/3/19 中融信托 星链电商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9/3/20 荣瑞投资 芥末留学网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3/20 原创资本 羊驼教育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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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2019/3/20

杭州大头投资

睿铂极因

宝宝巴士

悉之教育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3/20

HashKey Group

分布式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LongHash 互联网 新加坡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3/20

红杉海外

老虎基金

星火资本

Glossier 互联网 美国 1.00 亿美元

2019/3/20 北京源慧 讯飞幻境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3/21 富士康 云工厂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3/21 天使投资人罗永浩 盖得排行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3/21 不公开的投资者 睿问 互联网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2019/3/21
接力基金

思科瑞新资产
浩登材料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4001.25 万人民币

2019/3/19 广州中小企发展基金 宇洪科技 机械制造 中国 1188.00 万人民币

2019/3/18 银河系创投 中装速配 建筑/工程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3/18 家豪测绘 博奥科检 建筑/工程 中国 1003.00 万人民币

2019/3/21
无锡国联创投

江苏源天投资
美尚生态 建筑/工程 中国 9.30 亿人民币

2019/3/19 兴城投资 中化岩土 建筑/工程 中国 15.66 亿人民币

2019/3/18 风物资本 时光迹 教育与培训 中国 500.00 万人民币

2019/3/18 始初本道投资

高思教育

柏宏锐尔科技投资

优思家教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http://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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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亚洲 TOP5 并购事件

（3 月 18 日-3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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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
MindTree Limited

(66.69% 股权变动规模)
印度

Larsen & Toubro
Limited

印度
计算机服

务业
1,543

3 月 21 日
Navitas Limited (81.99%

股权变动规模)
澳大利亚

Consortium for
Navitas Ltd

澳大利亚
服务业（其

他）
1,361

3 月 18 日
OneWeb Limited (未透露

股权)
美国

SoftBank Group
Corp; Grupo
Salinas;

Government of
Rwanda; and
Qualcomm

Technologies Inc

日本
电信业：运

营商
1,250

3 月 18 日
Westland Co-operative
Dairy Company Limited

新西兰

内蒙古伊利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
消费品业：

食品
403

3 月 19 日 Epic Gas Limited 新加坡
BW Group
Limited

百慕大 运输业 3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