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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公布 3 月官方储备资产数据 外汇储备连续五个月上升 

 增值税改革全年减税预计超万亿 制造业最受益 

 十八届发审委审核 12 家企业 IPO 仅否 1家 

 正式放弃 VC 身份！硅谷顶级风投转身 FA，VC 变革时代来临？ 

 科创板受理企业增至 50 家 部分创投机构有望获利丰厚 

 福布斯 2019 全球最佳创投人榜单发布 沈南鹏蝉联全球第一 

 首支政府引导基金落户合肥滨湖 

 源码资本宣布完成 5.7 亿美元新基金募集 

 工业互联网企业“华瑞新智”获 3000 万元 A轮融资 资方为深创投 

 存储介质升级带来操作系统演变，MemVerge 获 2450 万美元 A轮融资 

 

【宏观】央行公布 3月官方储备资产数据 外汇储备连续五个月上升 

4 月 7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 2019 年 3 月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3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0988 亿美元，较 2 月末上升 86 亿美元，升幅为 0.3%，这是外

汇储备连续第五个月正增长。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表示，3 月，主要受中美经贸谈判、欧美央

行货币政策预期调整、英国退欧不确定性等多重因素影响，美元指数小幅上升，但金融资产价

格也有所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动等因素综合作用，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上升。＞全文（每

日经济新闻） 

    增值税改革全年减税预计超万亿 制造业最受益 

4 月 1 日，深化增值税改革正式实施。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深化增值税改革，逐步建立现代增值税制度是我国现阶段税制

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此轮深化增值税改革主要包括降低增值税税率水平，将制造业等现行

16%的税率降到 13%，将交通运输业等现行 10%的税率降到 9%，保持 6%一档税率不变。同时，

扩大进项税抵扣范围，试行期末留抵退税制度，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进项税额加计抵减，确

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预计全年减税降负规模将超过 1 万亿元。   

适用税率下调 3 个百分点，同时进一步扩大抵扣范围，试行期末留抵退税制度，制造业最

受益。＞全文（澎湃新闻) 

http://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09
http://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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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十八届发审委审核 12 家企业 IPO 仅否 1 家 

新一届发审委审核高过会率迹象明显，4 月 4 日，第十八届发审委审核 4 家首发企业，全

部实现过会。至此，自今年 3 月 12 日履职以来，第十八届发审委已经审核了 12 家首发企业，

其中 11 家获通过，过会率暂时高达 91.67%。 

目前，十八届发审委审核更加注重要求充分信息披露。 

如 4 月 4 日成功过会的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于该公司于 2016 年 4 月份超

额分配 2015 年度利润，2017 年 3 月份对此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在申报 IPO 前后共发生 5 次会

计差错更正。＞全文（证券日报） 

      科创板受理企业增至 50家 部分创投机构有望获利丰厚 

截至 4 月 7 日 17 时，科创板受理企业达到 50 家。借助科创板这一新的退出渠道，部分创

投机构有望获利丰厚。业内人士表示，就科创板后备企业而言，相比头部明星企业，稳健、可

持续增长的高科技企业同样值得关注。＞全文（中国证券报） 

          福布斯 2019 全球最佳创投人榜单发布 沈南鹏蝉联全球第一 

北京时间 4 月 2 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了 2019 年“全球最佳创投人”榜单（The Midas 

List）。红杉中国的沈南鹏再次荣膺榜首，卫冕全球第一创投人的称号。去年，沈南鹏首次登

顶该榜单，不仅刷新了由他创造和保持的华人投资家最好纪录，也里程碑式地成为全球首位得

到此桂冠的华人风险投资人士。 

《福布斯》在评选理由中称：“几乎没有人能够比沈南鹏更有资格享有‘点金手’的美誉，

他是阿里巴巴、京东和拼多多等中国领先科技企业背后的重要投资人。”＞全文（投资界） 

正式放弃 VC身份！硅谷顶级风投转身 FA，VC 变革时代来临？ 

A16Z、经纬、红杉、GGV，都在引领着一场属于这个时代的 VC 变革。 

“意料之中。”某资深外资投行从业者对投中网表示。 

2019 年 4 月 2 日，《福布斯杂志》发布文章表示，A16Z 已经提交申请，将公司注册为 FA，

正式放弃 VC 基金的身份。 

“观察近年来 A16Z 的投资动态可知，它的最终目标是要下场投资数字货币。它确实有过

辉煌的风投业绩，但目前，传统的 VC 模式会成为它的‘绊脚石’。”＞全文（投中网） 

【募集】首支政府引导基金落户合肥滨湖 

 安徽省首只政府引导基金——“安徽省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落户合肥滨湖金融小镇，

http://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06
http://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12
http://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13
http://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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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达 20 亿元。 

作为安徽省首只政府引导基金，该只基金将对接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与国内外高

校、院所等创新源头及创业投资、龙头企业形成合力，通过放大科技成果转化投资规模，5 年

内总投资规模不少于 50 亿元。＞全文（安徽日报） 

【募集】源码资本宣布完成 5.7 亿美元新基金募集 

4 月 8 日消息，源码资本宣布完成 5.7 亿美元的新一期基金募集，覆盖早中期新经济投资。

截至目前，源码资本管理资金规模达到 15 亿美金，35 亿人民币 。过去五年，源码资本累积管

理六支基金（三支美元基金和三支人民币基金），均创造同年份最高水平 IRR 和 DPI，十多家

源码成员企业成长为独角兽乃至超级独角兽企业。＞全文（源码资本） 

【会员动态】工业互联网企业“华瑞新智”获 3000 万元 A轮融资 资方为深创投 

铅笔道获悉，工业互联网企业“华瑞新智”近日获得深创投 3000 万元 A 轮融资，本轮融

资资金将用于产品研发、团队扩张以及市场开拓。此前，华瑞新智已经获得过两轮融资：2017

年 5 月获得由信中利资本领投的千万级天使轮融资；2017 年 10 月获得磨铁集团数千万元的战

略投资。＞全文（铅笔道） 

 

【会员动态】存储介质升级带来操作系统演变，MemVerge 获 2450 万美元 A 轮融资 

每一次存储介质的改变，都会因引起操作系统架构变化。 

MemVerge 宣布获得了高榕资本、美国光速创投、北极光创投、JVP、LDVP 等 2450 万美

元的 A 轮融资。据了解，MemVerge 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核心业务为内存融合基础架构 （MCI），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圣•何塞，并在中国北京、上海设有分部。＞全文（36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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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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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07
http://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08
javascript:void(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tempkey=MTAwM19ZTnFFUzZTN3R1ZXErSzBWRnJKdUpXeFFBQk5Rd2RYN2RyUWhpZ2NiOW84NkxGTjdiTzdMZ1hHcm96V25mX0NJYnVmT2psRFpqMWlTa1Nsa2paY01xQXJfRzQ5bjRuc3IySmFMWlB6R3VrUlBGdHJ5NURRQ2Y5YW5RYk8xM1lwcHV2YVFhZVRPRzdMSENSV2VYTVktaFNjWjIxNV9qaERrLXlEQ09Bfn4%3D&chksm=3cc08b080bb7021ed36b48ee129b8630f79f609e27b84beed49cdbcf56df54b67368447c1218#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tempkey=MTAwM19DMUd5MzczN2t5N1dOWUU2RnJKdUpXeFFBQk5Rd2RYN2RyUWhpZ2NiOW84NkxGTjdiTzdMZ1hHcm96VXRabi05endUR3lsUHFhcUF6Q3FWR19VUWFaallCd1lrMHJ4QWZyQ2FyQTVrblJneUFlaWR6YVNhZVFkcVVycEozRUVIMkpMeW5oQU96SUVITUY1cTk0RXdQOWtEZWV5NFNuak1RWDhfR3VRfn4%3D&chksm=3cc08b210bb7023747096db5fd6825fa6396fe5d3f16e72bda2b9b1f549c1bdaa7696ed81e6d#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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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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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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rey Bontemps，众达律师事

务所巴黎办事处合伙人，企业并

购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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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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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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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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溯宁：5G时代商业模式的创新，是重要的早期投资机会 

宽带资本董事长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 

https://mp.weixin.qq.com/s/zy-eXSdPj7YmemVDsIjo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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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31日，由深圳市人民政府、数字中国联合会主办的 2019中国（深圳）IT领袖峰会召

开。宽带资本董事长田溯宁受邀出席「5G时代：未来通信颠覆性创新」高端对话，与数字中国

联合会主席吴鹰、华为消费者业务首席执行官余承东、中电信方舟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高宏亮、

达闼科技创始黄晓庆等行业领袖共话 5G新机遇新挑战。 

在一个多小时的对谈中，田溯宁就如何理解 5G、运营商在 5G时代的出路、5G时代新的

商业模式等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答。主要观点如下： 

 

❶ 5G将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自然界及人类本身 

主机时代出现了记录关键时刻、关键交易的数据——Data of Transaction；互联网时

代出现了记录情绪、状态的数据——Data of Sharing；5G 时代将出现第三种类型数据——

Data of Observing。这种客观且难以篡改的数据将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自然界以及人

类本身。 

 

❷ 5G时代商业模式创新：走向行业运营，走向客户运营 

我们不光要谈速率多快，连接多好，更应该想到 5G 时代新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样。5G 时

代商业模式的核心，一方面是走向行业的运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走向客户的运营——怎

么变成 Customer Operator，围绕 Customer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场景，提供不同的服务。 

 

❸ 5G时代计费模式转型：从 Volume 到 Value 

5G时代，计费模式应该从流量走向价值，从 Volume走向 Value。Value本身又跟时空有

关。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应用频率，以及不同的时延、安全的保证，将来都应该有不同的价

格和计费的机制。 

 

以下为现场对谈整理 

  

01. 

5G能带来什么，能颠覆什么？ 

 

刚才听了小加的演讲，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谈对 5G 的认识。计算机出现的本质是

对世界的一种处理，把很多东西记录下来。当 IBM发明主机的时候，整个的架构是记录每一

场交易，所以他的数据是 Data of Transaction，比如我打了一个电话、完成了一笔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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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记录了人生的关键时刻，只不过非常片段。所以，主机时代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一种非

常片段的但是关键的认识，也就是 Data of Transaction，这时出现了第一种类型的数据。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很容易就能分享图片、分享信息，这些数据大部分和情感有关，也

就是 Data of Sharing，我想把这件事跟你去分享。这类数据反映了状态与时空，比第一种

数据量大了非常多。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在什么地方，给谁分享了什么，这是人类对自然界

的第二种数据获得。但实际上，我们对自然界的了解或是对客观世界的了解还缺少一种特别

客观的数据。 

 

5G非常大的一个野心是万物互联，我要连接各种各样的客观世界，我们的世界出现了第

三种数据，一种非常客观的数据——Data of Observing。一个摄像机在那，一个物联网芯

片在我的鞋里，我跑了多少步，在什么地方„„我很难改变这些数据，它们是非常客观的、

大量的、持续性的一种数据。 

 

当我们有这三种数据的时候：Data of Transaction 是关键时刻、关键交易的数据；Data 

of Sharing是表现情绪、状态的数据；再加上最重要的数据 Data of Observing，我们对自

然界的认识会达到从未有过的深刻。 

 

从数据的来源、数据的类型和数据的广度来看，5G 如果能实现 mMTC 这个目标，实现

machine to machine telecommunication 这样的交流，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能达到无法想象

到的深刻程度。 

 

我以前学生物学，最难学的一门课是植物分类，就是“界门纲目科属种”，这个学科从

达尔文开始已经存在了两百多年。我当时学习的时候非常困惑，我觉得科学太不准确了，所

有对植物这个复杂世界的认识只有靠标本实现。一个植物生长的不同阶段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只是在一个阶段把花识别出来，就定义这是什么目什么科什么种。 

 

我一直在想，未来每棵树可能都有一个芯片，都能够被观测，将来一定会有树联网。在

那个时代，我们对植物的认识比起今天不知道会客观多少。大家想想，我们人类历史上的危

机，很多都是靠植物化解的，比如奎宁的发明。未来 5G 改变生活，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

数据将变得更客观，连接将更广泛。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将前所未有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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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5G时代，运营商的出路？ 

 

这些年我也在反思自己在网通七八年有什么经验和教训，那时候小网通就是混合所有

制。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比起 IT 公司、互联网企业，全球运营商的创新力都不是

太足，企业文化也不一样。你到巴塞罗那去看，IT公司、互联网公司和运营商的服装不一样，

开会的形式不一样，公司的管理架构也不一样。 

 

第一，全球所有的运营商拿到牌照的时候必须要有一大堆的监管责任，你要 USO（普遍

义务服务，Universal Service Obligation），你必须在北京建网，也要在西藏建网。你所

有的网络必须要适合各种各样复杂的监管规定。由于运营商太重要了，所以全球所有的运营

商都要适合非常复杂的监管，非常复杂的普遍服务，同时要保证网络 7×24小时不能断，所

以造成整个公司的文化非常严谨，端到端的服务以不出事情，以 mission critical（关键业

务）为整个文化的核心诉求。当你建立这样一个体系的文化，创新、风险在这里不能说不重

要，但是很难。 

 

第二，我最近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像吴鹰和 Bill（黄晓庆）都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很

久，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五六十年代的历史，人类最主要的创新都跟贝尔实验室有很大的关系，

半导体技术、Unix、激光、无线通讯等等。我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贝尔实验室有这么多伟

大的发明？我有一个未必合适的观点：这跟 AT&T 运营商有关系，它与贝尔实验室的距离很

近但又没那么近，运营商在运营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拿到贝尔实验室去研究，研究之后很

快能去实践。然而今天我们的距离是很远的，一个创新成果要到运营商去实践很难，而今天

的运营商也缺乏这样的研发能力。在 5G 时代，运营商和研发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也是一

个非常大的课题，但是我目前没有答案。 

 

今天全球的运营商都在谈论 5G，我觉得 5G 商业模式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不光要谈

速率多快，连接多好，我们更应该想到在 5G 时代新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样。5G 时代当网络一

旦被切片化之后，可能会出现很多行业的运营商，一个运营商可能就是为机器人来用的，可

能是分享，也可能是合资，或者是股权投资；一个运营商可能是为了支付用的；另一个运营

商可能是为了把每只鞋连接在一起„„会出现大量的 vertical Operator。 

 

03. 

5G时代有哪些可捕捉的计费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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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T&T 那个时候，运营商实际上有最好的计费模式——按时空计费，打国际长途、本

国长途、本市电话价格都不一样。IP网络出现之后，按流量计费取代了时空计费。我觉得在

5G时代，就应该从流量走向价值，从 volume走向 value。value本身又跟时空有关。 

 

我觉得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应用频率，以及不同的时延、安全的保证，将来都应该有不

同的价格和计费的机制。这里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包括商业模式的创新，举个例子来讲，当

5G能把每个停车场都布上传感器的时候，这个停车场就知道你的车停了多长时间，车的大小，

这台车是不是老用户，停车费是餐馆来负担还是运营商的流量来负担。我们可以设想出许多

复杂的计费模型，一个停车场加上传感器再加上 5G 的 NB-IoT，就能创造出非常多的商业模

式。 

 

这个商业模式的核心，一方面是走向行业的运营，另一方面是走向客户的运营——怎么

变成 Customer Operator，围绕 Customer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场景，提供不同的服务。 

 

互联网时代的创新很大程度上是商业模式的创新，雅虎开始的广告，谷歌开始的后付费、

search 等收费方式的变革„„5G 广阔的时代才刚刚开始，需要创业者、运营商、新的设备

制造者共同努力不断把新的商业模式做出来。有人问我，5G时代的投资中哪个领域会有更大

的创新，我认为 5G时代商业模式的创新，会是新型的早期投资非常重要的机会。（宽带资本） 

 

 

清科观察：冬去春来，科创板终落地，已受理 2 批 17 家 

◆ 大事记：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历时 3个月正式落地 

◆ 政策解析：科创板上市规则梳理及对比解析 

◆ 受理名单：科创板已受理 17家企业（截至 3 月 27日） 

◆ 区域性支持政策汇总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历时 3个月正式落地 

自 2018年 11月 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拟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

册制以来，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相关工作快速、稳步推行，至 2019 年 3 月 1 日证监会正

式发布管理办法、上交所和中国结算相关业务规则发布历时仅 3个月。此番政策的快速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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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政府推进资本市场改革的坚定决心，也是监管层为推行资本市场制度创新长期准备和积

累的结果。 

3 月 22日，上交所公布首批受理 9家企业名单及招股说明书。5日后，上交所继续公布 8家企

业名单及招股说明书。随着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在实际操作层面的逐步推进，将给予市场

各方主体更明确的指引。 

 

科创板上市规则梳理及对比解析 

1、分权管理，上交所制定科创板主要上市规则，证监会重在顶层指导与监管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简

称“实施意见”），由上交所负责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证监会负责科创板股票发行注册。因此

科创板股票的主要上市规则，由上交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简称

“上市规则”）等文件进行明确，不再同于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规则由证监会发布文件，

权限已下放至交易所。而本次证监会发布的《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和《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督管理办法（试行）》为顶层指导性文件，证监会职能转向对上海

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2、科创板定位于服务科技创新企业，七大领域重点关注 

根据《实施意见》，本次在上交所新设科创板，主要服务于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

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并明确以下六大领域企业有望优先登陆科创板：新一代

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详见表 1）。此外符合科创板

定位的其他领域也在重点专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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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及科创板主要上市规则对比 

科创板在具体上市规则上与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有显著差异，我们节选了部分（详见表 2）进

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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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公司治理要求上，科创板对比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增对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性要

求，同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管一致要求最近 2 年内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科创板主要面向高新

技术产业，因此企业核心技术人员是保证企业持续平稳运行的关键要素。 

（2）科创板对申请上市企业财务指标不再采取“一刀切”模式，而是实行了市值及财务指

标“5选 1”更加灵活的方式（详见表 3）。以市值为中心，结合净利润、营业收入、研发投入

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等财务指标。可以看到，企业预计市值的最低门槛是 10 亿元，且

只对预计市值未达到 15 亿元的企业要求已实现盈利。若企业预计市值不低于 40 亿元，已无硬

性财务指标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题》对研发费用进行解释，指

费用化的研发费用与资本化的开发支出之和。 

针对红筹企业和“同股不同权”架构企业，市值/财务指标单独进行设置（详见表 4）。预计

市值最低门槛为 50 亿元；若预计市值不低于 100 亿元，已无其他盈利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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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市值指的是指股票公开发行后按照总股本乘以发行价格计算出来的发行人股票名义

总价值。3 月 3 日上交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对市值审核

及监管要求进行说明，保荐机构需对发行人市值承担较大的评估责任。 

（1）保荐机构对发行人市值预评估，并在《关于发行人预计市值的分析报告》中出具结

论性意见。 

（2）发行人预计发行后总市值不满足所选择的上市标准，应中止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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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预计发行后总市值与申报时市值评估结果差异重大，保荐机构需说明差异情况，

且执业质量评价会受到影响。 

4、投资者结构向以机构为主转变，个人投资者设定 50 万元门槛 

我国 A 股市场一个显著特征即散户较多，个人投资者持有市值明显高于美股等发达市场，

换手率也较高。但散户普遍对证券市场并不具备专业投资能力，风险承担能力较低。而科创板

主要针对尚未盈利的科技创新企业，投资风险较高，且重在由市场去选择最具投资价值的公司，

对投资者专业投资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要求更高，因此明确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必不可少。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个人投资者参与科创板股票交易，需

满足： 

（1）申请权限开通前 20 个交易日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的资产日均不低于人民币 50 万

元（不包括该投资者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 

（2）参与证券交易 24 个月以上； 

（3）上交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上交所于 3 月 19 日发布《关于科创板投资者教育与适当性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上证

发【2019】33 号），对个人投资者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资产、参与证券交易经验的认定设定

了具体标准。 

而市场部分投资者认为 50 万元门槛过高，监管部门则表示，鼓励小散户通过公募基金等

机构投资者投资科创板上市企业，由此引导投资者结构向以机构为主转变。 

5、严格实施退市制度，明确四类强制退市情形 

注册制此前被延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上市公司退市制度与注册制尚不匹配。市场入口和

出口两道关都必须把好。根据本次《上市规则》，退市制度分为“重大违法强制退市”、“交易类

强制退市”、“财务类强制退市”、“规范类强制退市”四类强制退市情形，较 2018 年下半年证监

会与沪深两市发布的退市相关办法中“证券重大违法退市”与“社会公众安全类重大违法退市”划

分更为明细，触犯条件以及退市流程设定也进一步明确。 

17 家已受理企业一览（截至 3 月 27 日） 

从所属产业来看，新一代信息技术 8 家，数量占比近 50%，主营业务以半导体、集成电路、

芯片研发制造为主。生物医药 5 家，涉及医药研发以及医疗设备等细分领域。高端装备 2 家，

分别从事工业机器人和锂电池智能制造。新材料 1 家，从事纳米级碳材料产品研发。新能源 1

家，从事锂电池正极材料研发制造。 

从成立年份来看，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领域共 13 家企业“年龄”均在 10 年以上。科

创板重点支持的“硬科技”大多属于长周期行业，但半导体、芯片、生物医药相关领域从研发投

入到应用落地耗时相对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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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所属地域来看，全部位于我国中东部地区，江苏省和广东省各 4 家，广东省中 3 家

均位于深圳市。湖北省和浙江省各 2 家，北京、上海、山东、安徽、福建各 1 家。 

从企业上市标准选择情况来看，11家企业选择市值指标“不低于 10亿元”，5家企业选择“不

低于 30 亿元”，1 家企业选择“不低于 15 亿元”。根据前文上市规则解析，保荐机构对市值承担

较大的评估责任，若预计发行市值不足选择的上市标准将被中止发行，且影响保荐机构执业质

量评价。因此可见 17 家企业的申请大多采取了更为审慎的态度。 

从企业盈利情况来看，17 家企业中 16 家均已实现盈利，只有和舰芯片制造最近一年仍处

于亏损状态，但其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均超过 30 亿元。 

从 17 家企业历年 VC/PE 投资情况来看，企业所属地区国资背景创投机构、政府引导基金

普遍对企业支持力度较大。 

从中介机构分布情况来看，华泰联合证券推荐企业数量最多，共 3 家，民生证券、招商证

券和中信证券各 2 家，其他券商均推荐 1 家。 

上交所在公布名单的同时进一步强调要“准确把握科创板定位要求”。可以看出，这 17 家

企业均非一级市场上投资热度最高、最具知名度的企业，大多成立时间较早，是以技术研发为

核心竞争力的 TO B 型企业。对于 VC/PE 机构来说，科创板支持导向的明确性有助于前期投

资策略的制定和对标的企业的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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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支持政策汇总：资金补贴、举办座谈会、储备企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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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强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包容性，更好地服务

具有核心技术、行业领先、有良好发展前景和口碑的企业。可以看出，政府对本次资本市场制

度改革创新非常重视，各类主体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机构也都跃跃欲试，市场展现出许久未见

的活力。对于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来说，一方面机构将更多关注“硬科技”企业，另一方面多层次

资本市场的建立有利于机构退出途径多元化发展。（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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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3月 30日-4月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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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30 北塔资本 猴有戏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3/31 

以太国际 

OPTC 基金会 

亚洲数字资金 

澳大利亚主权财富基

金 

世界绿色银行 

不公开的投资者 
 

Aman 金融 中国香港 2000.00万港币 

2019/3/31 

TCV 

老虎基金 

柏尚投资 

T. Rowe Price 

Associates 

不公开的投资者 
 

Toast 金融 美国 2.50亿美元 

2019/3/31 意谷投资 31 智农 农/林/牧/渔 中国 NA 

2019/3/31 北京通用投资 通运腾达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4/1 

鑫牛股权投资 

熙涛智能科技 

新势力投资 
 

吉姆考拉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4/1 上海弘骥 瀚联医疗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4/1 浙江汇孚资管 东鼎股份 IT 中国 1001.00万人民币 

2019/4/1 广州中小企发展基金 森宝电器 机械制造 中国 2000.00万人民币 

2019/4/1 川创投 思多科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2019/4/1 Translink资本 优必爱 IT 中国 100.00万美元 



                                     中国 PE与 VC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24 

2019/4/1 君联资本 金匙基因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4/1 
爱倩海投资 

汇智投资 
 

优车库 互联网 中国 5000.00万人民币 

2019/4/1 招财鱼投资 瘦蜜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4/1 
李先生 

天使投资人李康林 
 

白熊心品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4/1 原创资本 大白互联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4/1 
寒武创投 

启程投资 
 

芝麻地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4/1 英特尔投资 云拿科技 IT 中国 NA 

2019/4/1 

紫牛基金 

正心谷创新资本 

正心谷创新资本 
 

少年得到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2019/4/1 

汉能投资集团 

厦门如川投资 

普思资本 

嘉兴水滴资产 

众海投资 

祥峰投资 
 

乐乐茶 连锁及零售 中国 2.00亿人民币 

2019/4/1 
启迪智汇港 

天津远方资产 
 

佰才邦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2019/4/1 
简道众创 

长江入海 
 

尚科办公社

区 
房地产 新加坡 NA 

2019/4/2 
今日资本 

源码资本 
 

邻几便利店 连锁及零售 中国 3000.00万美元 

2019/4/2 
源码资本 

杭州真新投资 
 

众能联合 互联网 中国 5000.00万美元 

2019/4/2 

创世伙伴 

高榕资本 

IDG 资本 

天使投资人俞敏洪 

天使投资人干嘉伟 
 

快陪练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美元 

2019/4/2 
曼图资本 

海通创意资本 
及刻 IT 中国 1.00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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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星锐正资本 
 

2019/4/2 青岛华耀资本 于小菓 食品&饮料 中国 2000.00万人民币 

2019/4/2 

长翕信息 

太平洋医疗健康管理 

太平洋保险养老产业

投资 
 

妙健康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5.00亿人民币 

2019/4/2 

招商局资本 

创新工场 

晨兴资本 

高榕资本 

纪源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追一科技 IT 中国 4100.00万美元 

2019/4/2 

IDG 资本 

红杉中国 

不公开的投资者 
 

刷刷看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美元 

2019/4/2 
江都区重大项目专项投

资基金 
三工钢桥 建筑/工程 中国 2500.00万人民币 

2019/4/2 

前海中科招商 

前海中科招商 

中科凤凰 
 

盛齐安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2193.83万人民币 

2019/4/2 安元投资基金 安众科技 汽车 中国 1980.00万人民币 

2019/4/2 
前海添富（深圳）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 
壹创国际 建筑/工程 中国 1326.16万人民币 

2019/4/2 
江都区重大项目专项投

资基金 
新时股份 能源及矿产 中国 3000.00万人民币 

2019/4/2 阿米巴资本 领鸟云 IT 中国 NA 

2019/4/2 天使投资人曾李青 Koku 互联网 新加坡 200.00万美元 

2019/4/2 中自投资 极限元 IT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4/2 

Laurion Capital 

Management 

葛兰素史克 

ArrowMark Partners 

Samsara BioCapital 

Surveyor Capital 

SpringWork

s 

Therapeuti

cs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美国 1.2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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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F Partners 

HBM Healthcare 

Boxer Capital 

LifeArc 

辉瑞风投 

贝恩资本 

奥博资本 

Perceptive 

Advisors 
 

2019/4/2 

不公开的投资者 

LDVP 

JVP 

北极光 

美国光速 

高榕资本 
 

MemVerge IT 美国 2450.00万美元 

2019/4/2 英特尔投资 Landing.ai IT 美国 NA 

2019/4/2 THL H Limited 微盟集团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4/3 

Elephas Global 

Master Fund 

Franchise Fund 

GCYZ Holdings 

Mega Prime 

Development 

Poyang Lake 

Investment 
 

有赞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9.11亿港币 

2019/4/3 

金科君创 

联想之星 

中路资本 

老腊肉投资 
 

新云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2000.00万人民币 

2019/4/3 汇众医疗 腾云视光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2019/4/3 引力创投 百居易 房地产 中国 400.00万人民币 

2019/4/3 
比特大陆 

IDG 资本 
 

Liquid 金融 日本 NA 

2019/4/3 

华泰紫金 

秉鸿资本 

毅达资本 

弘晖资本 
 

弈柯莱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亿人民币 



                                     中国 PE与 VC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27 

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2019/4/3 奥银湖杉 猫王收音机 IT 中国 NA 

2019/4/3 

奥博资本 

瓦里安 

强生控股 

雅登投资 

鼎丰生科资本 

Perceptive 

Advisors 

TPG Biotech 

Rock Springs 

Capital 

FACIT 

Genesys Capital 

Seroba Life 

Sciences 

Healthcap 
 

Fusion 

Pharmaceut

icals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加拿大 1.05亿美元 

2019/4/3 浙江弘日宝玺创新投资 飞润生物 食品&饮料 中国 1897.50万人民币 

2019/4/3 红鑫汇投资 海南沉香 农/林/牧/渔 中国 8350.00万人民币 

2019/4/4 
1898创投 

正念资本 
 

艾尔美校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4/4 
仙瞳资本 

紫牛基金 
 

博脑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4/4 道格资本 思存科技 IT 中国 2200.00万人民币 

2019/4/4 

同创锦绣 

中广投资 

广州番禺产投 
 

粤嵌科技 IT 中国 3000.00万人民币 

2019/4/4 经开投资 同济医药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30亿人民币 

2019/4/4 龙熙地产 优客工场 金融 中国 2.00亿人民币 

2019/4/1 巨东股份 华龙巨水 建筑/工程 中国 1.73亿人民币 

2019/4/2 栖霞建设 棕榈股份 建筑/工程 中国 2.79亿人民币 

http://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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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亚洲 TOP5 并购事件 

（4月 1日-4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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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05 日 

 

Automotive Holdings 

Group Limited 

(71.16% 股权变动规模) 

澳大利亚 
A.P. Eagers 

Limited 
澳大利亚 

消费品业：

零售 
1,221 

4 月 01 日 

 
宁波继烨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汽车 1,102 

4 月 05 日 

 
Lakshmi Vilas Bank Ltd 印度 

Indiabulls Housing 

Finance Ltd 
印度 

金融服务

业 
587 

4 月 03 日 

 

英利国际置业股份有限公

司  

(41.09% 股权变动规模) 

新加坡 
中國光大控股有限

公司 
中国香港 房地产业 566 

4 月 02 日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

有限公司  

(15.79%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国投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中国 

计算机软

件业 
2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