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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季度人民币汇率稳中有进，今年波动将增大

 美元创近两年新高黄金上演绝地反击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规模创新高，互联网科技占半壁江山

 掘金科创板 私募先布局

 VC/PE 募投依旧萎靡不振 管理规模为何高奏凯歌？

 智能制造投资正当时！国内多数领域内企业尚未获投 入局 VC/PE 井喷

 维思资本、深创投投资软体机器人公司“SRT”Pre-A、A 轮融资

 红杉中国投资企业「企鹅杏仁」完成 2.5 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超 10 亿美元

 北极光创投投资企业「唯儿诺儿科」获数亿元人民币 C 轮融资

【宏观】一季度人民币汇率稳中有进，今年波动将增大

进入 2019年，随着中美贸易谈判的积极进展，市场情绪好转，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

从 1月初的 6.85升至目前 6.7左右，且一度升破 6.7。

人民币汇率指数也转入上行过程，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自年初以来累计上升 2.36%，SDR

篮子指数升 2.71%，BIS 指数升 2.50%。

此外，一季度，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每个月小幅上升的趋势，央行公布的最新外汇储备

规模数据显示，3月中国外汇储备 30987.6亿美元，环比增加 85.8亿美元，增幅为 0.3%。＞全

文（第一财经）

美元创近两年新高黄金上演绝地反击

刚刚过去的一周，现货黄金主要呈现探底回升的走势，早些时候因为美元走强创近两年新

高，金价一度跌创近四个月低点至 1266.19美元/盎司，但随后金价展开反弹，美国加大对伊朗

的制裁，提升了市场对地缘局势的担忧，而欧洲经济数据较差也令市场对经济的担忧情绪有所

升温，金价最终收复 1280关口，最高触及 1288.70美元/盎司，收报 1285.87美元/盎司，周线

上涨 0.83%。＞全文（东方财富快讯)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41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41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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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规模创新高，互联网科技占半壁江山

2018年，中国私募股权市场经历了较为极端的发展。一方面，中国私募股权市场投资交易

规模再创新高，但另一方面，中国私募股权市场的募资情况不佳、增速放缓。＞全文（第一财

经）

【国内】掘金科创板 私募先布局

部分资金跃跃欲试，积极布局备战科创板。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了解到，目前不少私募基

金均在展开针对科创板申报企业的研究，客户更频频问询其科创板的动作。有私募更专门招揽

有科技创新背景专业化人才。

一私募人士透露，科创板受理企业有不少优质企业。但是，新的交易制度及大量新公司，

对他们的投研能力提出挑战，专业深入的调查研究才是盈利最重要因素。＞全文（中国证券

报·中证网）

VC/PE 募投依旧萎靡不振 管理规模为何高奏凯歌？

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简称“中基协”）最新公布的私募登记备案数据，截至 3月

底，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管理总规模达到 8.86万亿元，约占私募总规模的 70%。较 2018年底增

长 2600亿元。其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增长 2092亿元，创业投资基金增长 508亿元。

从备案产品数量来看，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一季度备案基金共增加 615只。截至 3月底，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PE）共 27486只，较去年底增加 292只；创业投资基金（VC）共 6831只，

较去年底增加 323只。

规模一路“高歌”，背后募投依旧处于“低潮”。2019年一季度，中国 VC/PE市场基金募资和

投资依旧存在困境。＞全文（公私风云）

智能制造投资正当时！国内多数领域内企业尚未获投 入局 VC/PE 井喷

在国家政策推动、制造业技术转型升级等背景下，中国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迅速，对产业发

展和分工格局带来深刻影响。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智能制造行业市场规模为 15150亿元，增

长率为 22.6%。伴随着技术的逐渐完善、应用产业的不断拓展，市场规模将持续增长，预计 2019

年市场规模将超 19000亿元。

尽管制造业在国家 GDP 增加值比例逐年在下滑，但在业内人士看来，未来制造业的发展

仍是构成中国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对于众多创投机构而言，这显然是不能放过的机遇。＞全文

（证券时报·创业资本汇）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43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44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45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46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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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动态】维思资本、深创投投资软体机器人公司“SRT”Pre-A、A 轮融资

4月 26日消息，软体机器人公司“SRT”宣布已于近 3个月连续完成数千万元的 Pre-A 和

A轮融资，分别由维思资本、深创投投资。本轮融资将用于生产工厂扩建、海外市场和工业外

场景拓展、以及后续研发投入等方面。＞全文（投中网）

【会员动态】红杉中国投资企业「企鹅杏仁」完成 2.5 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超 10 亿美元

非公医疗服务平台企鹅杏仁集团完成 2.5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腾讯、碧桂园创投和基汇

资本联合领投, 招银国际、嘉实财富、中俄投资基金、红杉中国、盛世景集团和中航信托跟投。

这是今年以来，诊所领域获得最大的一笔融资。

据悉，该笔融资将持续投入到其一站式综合医疗服务平台建设和健康服务体系构建中。本

轮融资完成后，企鹅杏仁估值超过 10亿美元。＞全文（猎云网）

【会员动态】北极光创投投资企业「唯儿诺儿科」获数亿元人民币 C 轮融资

国内高端儿科连锁机构唯儿诺获数亿元人民币 C轮融资。此轮融资由高盛集团、光信资本、

北极光创投、道彤资本五家投资机构共同投资。＞全文（北极光创投）

 世界知识产权日影视 IP 资产管理交流会成功举办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系统培训第十四期盛夏来袭——八大模块，招生进行时！

 私募基金欧洲访学项目

【协会动态】世界知识产权日影视 IP 资产管理交流会成功举办

今天是世界知识产权日，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大环境中，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对知识产权的

保护和推动影视文化事业创新发展。2018年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实施十周年，做

出有国际影响力的影视 IP 是中国影视从业者的时代使命，2019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核心政策

信号之一就是强化原始创新，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在此背景下，2019年 4月 26日，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及首都文化产业协会联合行业内

专业人士在新华 1949园区 2510报告厅举办世界知识产权日影视 IP 资产管理交流会。近百位

行业精英齐聚一堂，共商行业发展的痛点和前进方向。

首先，中国人民大学技术经济与管理学博士、中华版权代理中心衍生品事业部负责人吴玥

通过法律视角和商业视角两者相结合，分析影视产业多元化的发展格局，探索产业内版权方、

https://www.chinaventure.com.cn/cmsmodel/news/detail/343733.shtml
https://www.lieyunwang.com/archives/453933
https://mp.weixin.qq.com/s/wOsDBCyy7WjEeIf00dDW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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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方、渠道方、衍生方互为主体性、跨组织多维协同的共生逻辑及秩序，影视产业各链条只

有共创共享共同演进，才能使最后的利益价值最大化。著作权是影视产业链条跨组织链接多个

主体的纽带，著作权的授权、转让、以及共同开发利用将影视产业的各主体串联成的一个庞大

联合体，因此相应的产生版权的共赢的激励机制。产业链条上每个部分的主体的差异性也说明

了建立个性化激励机制的重要性。

接下来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部合伙人米新磊律师表示影视行业的投融资业务，以

对象不同可以划分为项目投融资和公司投融资，他主要围绕前者展开分享。

他表示在影视项目投融资的过程中，几乎最大的风险集中在与“权利”（主要是“著作权”）

有关的环节，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即：1、权利源头不详；2、权利内容不清；3、

权利期限不明；4、权利归属不定。

通过本次分享解读了影视投融资过程中频发的多个典型的纠纷或案例，最终帮助投融资双

方：厘清权利源头、明确权利内容、留意权利期限、落实权利归属，最大程度的规避上述四大

风险。

有人曾精辟总结过，中国娱乐产业已处于大航海时代。内容端生产的不确定性、主创团队

的多度依赖、财务数据的不透明，是文娱行业投资始终面临的主要挑战。如何绑定文娱项目的

核心资产 -“人”（如股份绑定、经纪约、优先合作权等问题），如何进行 IP版权链条核查和

发现潜在风险，如何管控项目账户和保障投资人的资金安全等，达辉律师事务所的李筠怡律师

将结合文娱类股权项目投资经验就股权项目的交易架构设计、权利保护、风险管控和退出路径

进行分享。

北京集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知识产权顾问孙越在影视娱乐与品牌保护方面分享了一

些案例和行业发展数据，他表示随着影视娱乐产业的蓬勃发展，知识产权在其中展示出更为重

要的商业价值。他从商标的角度与影视娱乐产业相结合，从影视、娱乐节目的名称与商标的关

系及保护、影视娱乐商品化权价值的体现和商标的保护、影视娱乐中艺名和商标之间的归属纠

葛三个方面讲述影视娱乐产业各个环节与品牌保护之间的关联。

可见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和市场秩序正在逐步完善、健全和国际接轨，影视行业原创

优质 IP在逐步建立起体系规则，这也是产业升级的历史性机遇。

最后，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与首都文化产业协会联合发起《影视知识产权保护倡议书》，

呼吁影视 IP 产业内各主体应自律监督，诚实守信，遵守行业规范，共同促进良好的版权交易

秩序的形成。首都文化产业协会、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作为行业协会将积极宣传知识产权保

护概念，共同致力于影视 IP 产业的健康发展，请所有影视企业、金融机构，在一系列鼓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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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支持下共同行动起来，协同营造影视 IP产业的良性发展环境。

【协会活动】中国私募股权投资系统培训第十四期盛夏来袭————八大模块，招生进行时！

BPEA系统培训第十四期将于 2019年 6月 12日-15日（周三-周六）在京举办。每半天一

个模块，共八大模块。

改版升级的培训课程涵盖多个亮点：

 一线投资人交流：培训课程拟邀请红杉、IDG、高瓴等头部机构工作在一线的投资人

进行授课，案例讲授，更贴合实际。

 紧跟行业热点：本期培训投资行业聚焦大消费、大健康、文化和人工智能四大行业，

重点关注投资趋势及投资背后的逻辑分析。

 精准政策解读：本期培训特选择文化和人工智能两个行业，邀请政策制定者、行业

标准制定者为学员解读最新政策动态。

 聚焦股权投资全流程：授课内容涵盖基金募集、投资、管理和退出全过程，一站式

深入了解和掌握基金运营全周期。

 拓展人脉资源：参会学员来自股权投资机构、金融机构、企业投资部等多元化渠道，

面对面交流，获取更多经验。

课程安排：

时间 主题内容

6 月 12 日上午 9:30-11:30 模块一：GP 高管解读基金募集

6 月 12 日下午 14:00-15:50

模块二：母基金如何选择 GP
政府引导基金如何选择 GP？

6 月 12 日下午 16:00-17:50

黑马基金与白马基金

6 月 13 日上午 9:30-11:30
模块三：大消费投资专场

大消费行业投资趋势分享

6 月 13 日下午 14:00-15:00

模块四：文化娱乐投资专场
北京文化行业政策解读

6 月 13 日下午 15:10-17:00

文化娱乐行业投资趋势分享

6 月 14 日上午 9:30-11:30
模块五：大健康投资专场

大健康行业投资趋势分享

6 月 14 日下午 14:00-15:00
模块六：人工智能投资专场

人工智能行业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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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4 日下午 15:10-17:00

人工智能行业投资趋势分析

6 月 15 日上午 9:30-11:30
模块七：投后管理专场

投后管理的价值

6 月 15 日下午 14:00-15:30

模块八：科创板专场
科创板关注的行业技术趋势解读

6 月 15 日下午 15:40-17:10

科创板上市流程解读

授课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11号华一控股大厦 13层（具体地址以实际通知为准）

详情请点击协会网站链接。 ＞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活动预告】私募基金欧洲访学项目

课程价值

【听】诺奖得主解析全球经济金融走势

【得】全球顶尖商学院证书

【访】私募界翘楚交流分享

【投】寻找全球科创独角兽

【募】对接全球优质资本

【探】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私密度假圣地

招生对象

股权投资基金、资产管理公司的管理人员及其他有志于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人

课程安排

出访时间：2019年 6月 20日

日期 日程安排 地点

DAY 1 中国出发，抵达米兰 意大利

DAY 2

文化体验：

漫步伊塞奥的湖中岛Monte Isola

与诺奖得主共进晚宴

意大利

DAY 3 大师讲座： 意大利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09&aid=2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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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解读国际经济形势》

DAY 4

巴黎 HEC商学院主题课程：

《从欧洲视角看全球金融市场》

《欧洲风险投资监管与中国在欧洲投资》

法国

DAY 5

巴黎 HEC商学院主题课程：

《欧洲风险投资热点及趋势》

《风险投资投后管理》

法国

DAY 6

参访研学：

欧洲最大科技企业孵化中心 Station F

法国最大母基金及资产管理公司 AXA

法国

DAY 7 文化体验 法国

DAY 8 文化体验 法国

DAY 9

参访研学：

欧洲投资银行总部

欧洲投资基金

卢森堡

DAY 10

参访研学：

卢森堡金融局

卢森堡领先风险投资企业

卢森堡

DAY 11 结束行程，返回中国 中国

诺贝尔奖得主

埃尔文·罗斯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威廉·夏普

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9

迈克尔·斯彭斯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拟邀师资

Patrick Legland教授

前法国兴业银行全球行政委员会委员、瑞士联合银行总经理

Cyrille Chevrillon教授

现任英国金融集团 Candover的总经理、副董事长

曾任摩根大通投行以及所罗门兄弟财务总监、董事、董事总经理

Patrick Sayer

现任法国欧瑞泽基金董事长、巴黎商业法庭商业案件法官

前法国发展基金投资者协会主席

Olivier Younes教授

EXPEN的创始人和总裁

曾获“法国金融界 100位领导者”和“30位创新影响者” 封号

课程概要

从欧洲视角看全球金融市场

了解欧洲金融市场的历史与现状

后危机时代的全球金融市场

地缘政治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欧洲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

欧洲风险投资监管与中国在欧洲投资

对欧投资对中国企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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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欧洲投资的最新趋势

欧洲对外国投资的监管规定

欧洲对中国投资的审查与监管

中国对欧投资案例分析

欧洲风险投资热点及趋势

欧洲主要投资热点

英国脱欧带来的风险与机遇

金融科技格局和趋势

颠覆性技术：区块链和投资机会

风险投资投后管理

高质量的风险投资投后管理

风险投资投后管理案例分析

欧洲私募股权和 IPO市场交易

近期的并购交易案例分析

参访机构

欧洲投资银行总部：欧盟合资经营的政策银行

欧洲投资基金：欧洲最大风投机构

法国 Station F园区：全球最大初创科技企业孵化器

卢森堡基金行业协会：卢森堡基金行业官方机构

卢森堡金融局：全球基金业发源地

法国安盛公司（AXA）：全球领先资产管理公司

CVC：全球五大私募基金之一

欧瑞泽（EURAZEO）：法国百年历史基金

主办机构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成立于 2008年 6月 20日，由股权投资行业人士自愿联合发起成立，

经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市民政局核准设立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机构。北京股权投

资基金协会致力于促进行业环境建设，建立自律监管机制，维护会员合法权益，研究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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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培养相关专业人员并组织内外交流合作。

熙诚国际创新管理学院

熙诚国际创新管理学院专注于金融、地产、医疗大健康行业和国有企业转型升级，聚焦组

织发展的实际需求，强调理论和实践相融合，通过优化课程体系设置，为组织发展提供量身定

制的人才解决方案。

合作机构

巴黎 HEC商学院

巴黎 HEC商学院创建于 1881年，始终致力于管理科学方面的高水准教学与学术研究，培

育了众多全球政商精英。自 2006年以来，巴黎 HEC商学院多次被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评为欧洲第一的商学院。巴黎 HEC商学院的校友会是欧洲最大的校友会，52,000多名

校友分布于 132个国家，被《财富》杂志评为全球第四大校友网络。优秀校友代表如：法国前

任总统奥朗德、前世贸总干事拉米、前墨西哥总统、苹果公司欧洲前副总裁、欧莱雅 CEO、安

盛集团 CEO、家乐福前 CEO、法国电力主席、巴黎世家 CEO、巴黎银行 CEO、法国电信 CEO、

米其林 CEO等。

提交申请

有意报名者可以向熙诚国际创新管理学院或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提交入学申请书。入学

申请截止至 2019年 5月 20日。

录取与证书

入学委员会将根据申请人的专业成就及工作职责决定是否予以录取。合格的候选人将收到

录取通知书。成功完成整个项目学习的学员将获得巴黎 HEC商学院结业证书。

课程费用

人民币 148,000元，费用包含学费、讲义、机构参访、同声传译、食宿及欧洲不同国家间

的交通费用（不含往返机票）。

联系我们

了解更多详情 申请私募基金欧洲访学项目 请联系

熙诚国际创新管理学院 张老师

手机：13811281698

电话：010-66083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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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zhangchuang@bfscoc.com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杨老师

手机：13601277055

电话：010-88087035

邮箱：yyang@bpea.net.cn

注：以上日程信息仅供参考，最终日程及师资安排以开课通知为准。

＞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mailto:zhangchuang@bfscoc.com
mailto:yyang@bpea.net.cn
https://mp.weixin.qq.com/s/024WmpPXRWZRehfwwIgG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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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光创投邓锋：投资的本质是可持续地赚钱，而不是赚快钱

北极光创投创始人、董事总经理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

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办的“2019中国绿公司年会”上，北极光创投创始人、董事总经理

邓锋以“赢在商业本质”为主题，做了关于投资与企业发展之间关系的演讲。他表示：尽管如

今，中国的创新创业环境在不断改善，资本市场发展迅速，但对科技早期投资仍然不够。而投

资的本质是可持续地赚钱，而不是赚快钱。

邓锋提到，随着过去几年的飞快发展，很多企业为了赚短期的钱，脱离了自己的传统业务，

反之做了一些脱实向虚的事，到股票市场赚钱。结果当股灾到来的时候，企业发展受到严重的

阻碍，主营业务没有做好。如果没有长期盈利的模式，商业本质就是错的，这就背离了企业经

营可持续发展最主要的本质。

投资亦是如此，投资的本质是抓住有竞争壁垒的创新。离开投资的本质，就变成了投机。

“风口来了，所有钱都冲过去，风口过去了怎么办？没有可持续怎么办？钱烧掉了，造成很大

的社会浪费。”

同时，投资也是投人，尤其是对于早期项目的投资。“产品可以变，技术可以变，但是这

个人是很难变的，人是最重要的投资层面。”

然而资本环境也在变化，邓锋提到，去年中国人民币基金融资量比前年降低了 35%，人民

币基金融资都会碰到困难。他建议：“政府依然要有大的动作，提高配比，引导民间资本向科

技创新、早期投入，给予一些税收和返利的回报，这是今天虽然资本市场发展很快，但实际上

对科技早期投资不够。”

以下为演讲全文内容整理：

我作为风险投资人，想谈谈我对投资本质的理解。

大家都很清楚投资是怎么回事，就是找到一个可以赚钱的企业也好，项目也好，把钱放进

去，让钱增值，适当的时候再退出，有回报，本质就两个字，赚钱，这就是大家对投资的理解。

没错，赚钱是投资的一个方面，但站在今天来看是不够的。我投资了 15年，深深体会到

赚一时的钱和可持续赚钱是完全不一样的事，站在企业的角度、投资人的角度都不一样，投资

是可持续的赚钱。其实赚大钱不一定必要，没必要做大，甚至也没有做太强，做好就可以了，

可持续发展就很好了，也是投资的本质，能够找到可持续给我们带来利润的好的项目、好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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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来赚钱，这个心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今天社会的现象有很大的变化，过去几年发展的很快，企业为了赚短期的钱，脱离了自己

的传统业务，做一些脱实向虚的事，到股票市场赚点钱，结果当股灾到来的时候，企业发展受

到严重的阻碍，主营业务没有做好，这背离了企业经营可持续发展最主要的本质。

做投资更是如此，过去这些年有很多现象，烧钱的模式，资本向头部集中，在一定程度上

这是有道理的事，因为可以加快淘汰的过程，但是用到极致就会发现，不是头部企业的时候，

很多企业烧了很多钱，结果那个模式不行，没有起来。

风口投资，就是看到这个事来了，所有钱都冲过去，风口过去了怎么办？没有可持续怎么

办？钱烧掉了，造成很大的社会浪费。

有些企业为了融资，不在乎企业的未来

还有 TO VC模式？看到一个企业也许能融资，这轮投了，下轮退出来，企业好坏无所谓。

企业想我只要能够让 VC给我投钱，发展包括流量，包括消费人数，根本不在乎企业未来是不

是可以盈利。短期盈利，互联网企业可能不需要，但是长期盈利如果没有，商业本质就是错的，

导致很多企业永远盈不了钱。甚至还出现了像赌博一样，去年上半年最热的区块链，本身是很

好的技术，也可以用在很多基础设施上，但是当区块链用在虚拟货币，投资就不是 VC或者职

业投资人的本质，就变成了带有半赌博性质的，肯定有人能赚钱，有人亏就有人赚，但是已经

离开投资的本质，变成了投机。

投资、投机都是想赚钱，但做投资不是靠一时运气好赚钱，是靠怎样把投资的本质做好。

问题就来了，到底投资本质是什么？怎么看待长期投资赚钱？站在更高层的角度投资，从

社会和政府角度来看投资到底是什么？投资的本质是把各种各样资源向先进的生产力倾斜，使

得在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先进的生产力可以做得更好，提高劳动生产力，进而带动整个社

会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如果站在更大的角度，投资对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重要意义，能够保证更好的遴选机制是

好的企业、好的生产力，能够做得更好。

什么是雪中送炭？什么是锦上添花？我是做风险投资的，要为风险投资说一句华，风险投

资是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很重要的投资力量。风险投资跟很多投资不一样，跟银行贷款也不一样，

我们是股权投资的一种，用一块钱赚十块钱，在高投入、轻资产的行业里回报率很高，担风险

很大。凭什么回报率可以很高？做什么东西可以回报率很高？

风险投资的关键词，我们投资的是创新，企业规模从小到大的成长还不是创新的事，担风

险投资往往投资的是从零到一的创新，以小博大，放点钱进去，就可以赚的很多，但一定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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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成长新的行业，一定有竞争壁垒的创新。如果没有竞争壁垒的创新是不行的。

创新有很多，可以有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用户体验创新，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组合

创新，但必须要有创新。更重要的是创新的想法、理念、技术，最重要的还是创新人才，有了

创新的人才，才能建成创新的体系，不断创新。

我们并不看一件事、两件事，到一个地方投资，更看重的是创新创业的生态系统怎么样，

不断产生新的创新企业，不断有创新人才的出现，才是应该投资的地方。

投资的本质是抓住创新

我们投资的本质，就是抓住创新。

什么是创新生态系统，有哪些关键要素需要做好？人才是很重要的方面，市场也很重要，

今天的中国市场已经不成问题，很快变成全世界第一的 GDP。过去认为是很小的市场，一旦联

上网，就变得很大。过去想开一门课，中东历史研究，在线下开没有几个人来，但是在线上就

会发现中国还有这么多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除了人才，还有资本市场，还有一条，最近讲的

营商环境，这些都是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

人才是创新最重要的东西，投资就是投人，特别是早期投资，产品可以变，技术可以变，

但是这个人是很难变的，人是最重要的投资方面。

我记得刚刚回国的时候，国内的公司连产品经理都没有，找 CFO 也很困难，今年已经培

养了大量的人才，在中国的研究中心培养了很多高科技人才，吸引了很多海归回来，这方面有

长足的进步。

今天中国的创新创业越做越好的很大原因，是各个方面的人才都在不断进步。但是从另一

个角度来看，因为它是最重要的，如果把中国和世界上最有创新力的几个地区相比较，我们最

大的差距也是人才方面，虽然我们有这么多进步，但是仔细想想，比如跟美国硅谷、以色列比，

我们的市场比以色列的大很多，但是我们的人还是有问题，好的方面是把人招来就可以了，但

是难的方面不是这么简单，今天不能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而美国硅谷可以吸引全球最优秀

的人才。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希望引起政府的注意，大量开放技术移民，大量招收人才。

今天的资本市场对科技早期投资仍然不够

资本是很重要的，中国有很多风险投资的资本，但是这些资本去年碰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特别是人民币基金，有一个统计数据，去年中国人民币基金融资量比前年降低了 35%，原因是

很多人是富裕的企业家，由于资本市场的影响，企业业绩的影响，去年拿不出钱来，如果没有

资本，创新投资是没法做下去的，政府过去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引导基金，已经改变了从过去

政府引导投向哪个行业、哪个企业，现在是跟市场化的社会资本合作，这是巨大的进步，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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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变得更市场化。

但是即便如此，在去年的情况下，包括现在为止，人民币基金融资都会碰到困难，即便给

了市场引导基金，一般 20%-30%，甚至 70%、80%，还是融不到钱，我的建议是政府还要有跟

大的动作，有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了，包括北京市政府，一个是提高配比，引导民间资本向

科技创新、早期投入，变得耐心投入，给予一些税收和返利的回报，这是今天虽然资本市场发

展很快，但实际上对科技早期投资不够。

营商环境，政府去年下半年开始特别重视，包括降费减税，贷款给中小企业，很清楚的一

点，企业是真正的创新主体，而在企业里，中小企业是创新主体，我没有分国企、民企，中小

企业创新碰到的很多问题，包括营商环境，政府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包括减税降费，包括贷

款，也包括准入牌照。

举一个例子，有很多准入非常严格的要求，但实际执行的时候又非常松，导致一些要求标

准甚至比美国的都严，执行力很松，就变成了好的遵守规则的企业没法做，而不好的企业会通

过欺骗的手段反而能进来，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政府现在也开始注意到了。总的来说，发展

很好的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是做好长期投资的根本。（来源：猎云网）

清科数据：清科海外 LP 系列研究之《2018 年海外养老金研究报告》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快，全球养老金市场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 22个主要经济体的养老金资产规模总计达到 40.17万亿美元。在全球

养老金市场发展、改革之际，清科研究中心推出《2018年海外养老金研究报告》，分析总结了

现阶段海外养老金的发展情况，系统性的介绍了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四个典型国家

养老金的运营管理情况，并选取美国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美国 401（K）计划、加拿大养老

金计划、安大略教师养老金计划、日本政府养老金投资基金、澳大利亚服务行业接待年金等多

支具有代表性的养老金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中国养老金的管理和运营提供国际化视野，同时

为我国股权投资市场募资方面发展提供新方向。

全球养老金发展概况

特点 1

总规模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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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由于国际经济形势、股市以及汇率波动，主要经济体养老金总规模有所下降。

根据全球养老金咨询机构韦莱韬悦咨询（Willis Towers Watson）发布的《Global Pension Assets

study 2019》数据，2018年全球 22个主要经济体[1]的养老金资产总规模为 40.17万亿美元，同

比下跌 3.3%，占该 22个经济体 GDP的 60.4%，下跌 6.6个百分比。全球养老金总规模下降的

主要原因是受国际以及国内经济形势影响，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主要国家养老金

资产同比缩减。

特点 2

分布集中

根据《Global Pension Assets study 2019》报告显示，全球养老金集中分布在美国、日本、

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瑞士 7个国家，该 7个国家的养老金总规模占 22个主要经

济体九成以上。其中，美国养老金总量最大，2018年美国养老金总量约为 24.7万亿美元，占

22个主要经济体的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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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3

股权比例下降，其他资产配置比例提升

养老金的投资方向一般没有严格的限制，可以配置于股票、债券、现金、另类资产（包括

但不限于房地产、基础设施、对冲基金）等各类资产中。根据《Global Pension Assets study》报

告，1998-2018年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瑞士 7个经济体股权市场(Equity)

配置下降 20 个百分点，另类资产(Other)投资上升 19个百分点。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近 20

年来，房地产、基础设施以及私募股权三大类资产的配置比例明显上升，从 4%上升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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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4

投资亚洲的活跃度上升

近年来，各国养老金资产配置均呈现出国际化和多元化的趋势，增加对于新兴市场尤其是

亚洲市场的投资。以加拿大养老金计划（Canada Pension Plan，CPP）为例，依据加拿大养老保

险基金投资委员会（Canada Pension Plan Investment Board，CPPIB）官网基金年报，截至 2018

年 3月 CPP资产约有 20.4%配置于亚洲市场，相比 2016年 3月的 15.6%提高 4.8个百分点。此

外，美国加州公务员养老金、加拿大安大略教师养老金等在亚洲市场也较为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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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养老金发展概况

关键词 1

三支柱体系

美国的养老保险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支柱：第一支柱是政府强制建立的社会保障计划，即美

国社会保障信托基金（ the Federal Old-aged and Survivors Insurance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

TrustFunds, OASDI），也是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险基金，由养老遗属信托基金（Federal Old Age &

Survivors Insurance Trust Fund，OASI）和残联保险信托基金（Federal Disbility Insurance Trust

Fund，DI）两部分组成，前者覆盖退休者、遗属及其家人，后者覆盖残疾人及其家属。第二支

柱是政府和企业建立的雇主养老金计划，政府建立的雇主养老金计划为公共部门养老金计划

（Public Sector Plans），由联邦、州、地方政府为其雇员提供，以美国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

（CalPERS）为例；企业建立的雇主养老金计划为私人养老金计划（Private Pension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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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企业为其雇员提供，以 401（K）计划为代表。第三支柱为个人自愿建立的个人退休金账户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s，IRAs）。

关键词 2

规模排名世界第一

美国养老金市场发展较为成熟，养老金规模排名世界第一。从长期来看，美国养老金规模

稳定增长，除 2015年和 2018年外，其他年份均实现正增长。养老金总规模从 2010年的 15.27

万亿[2]美元增长到 2018年 24.71万亿美元，复合增长率为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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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3

股权稳居第一，但占比略有下降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养老基金资产配置偏好股权市场(Equity)，依据《Global Pension Assets

Study 2019》报告，2018 年美国养老金投资于股权市场的比例为 43%。从中长期维度分析，

2003-2018 年间美国养老金投资于股权市场的比例有所下降，投资于另类资产(Other)和现金资

产(Cash)的比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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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案例

美国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Cal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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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海外养老金市场正在蓬勃发展中，一方面可借鉴其发展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对我国

利用海外养老金发展本国资本市场具有重要意义。（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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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4 月 20 日-4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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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4/20

交大天使基金

纬创资通

群益创投

第一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行动贝果 IT 中国 500.00 万美元

2019/4/20

上海建信资本

恩然创投

重山资本

华方创量投资

宁波怀格健康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维立志博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9/4/20
清源创新

不公开的投资者
Enspectra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美国 750.00 万美元

2019/4/20
Surge

不公开的投资者
uiza.io

广播电视及数字电

视
新加坡 150.00 万美元

2019/4/21
正心谷创新资本

启诚资本
金斧子 金融 中国 1.72 亿人民币

2019/4/22 复星 小绿人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9/4/22

彤程新材

艾想投资

高利盛竹

上海千章

领筑智造 建筑/工程 中国 NA

2019/4/22

广发乾和

深圳市中小担人才股权

投资基金

杉岩数据 IT 中国 NA

2019/4/22 瑞骏投资 云一传媒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4/22 不公开的投资者 云摄影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9/4/22

顺为资本

IDG 资本

纪源资本

腾讯投资

糖豆广场舞 互联网 中国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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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22 杭州卓识投资基金 诺康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4000.00 万人民币

2019/4/22

深圳凯盈天成

上海昊君投资

上海昊君投资

云衡科技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4/22 东方卓永 科学队长 教育与培训 中国 NA

2019/4/22 国开熔华产业投资 鹏欣资源 能源及矿产 中国 6.00 亿人民币

2019/4/23
长和投资

汇安基金
恒实科技 IT 中国 1.09 亿人民币

2019/4/23

不公开的投资者

纪源资本

蓝驰创投

宜买车 互联网 中国 1.50 亿人民币

2019/4/23 宝莱特 君康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3268.00 万人民币

2019/4/23

超脑基金

数链资本

君合资本

链汇资本

杭州启征投资

Unitopia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500.00 万美元

2019/4/23

Canvas Ventures

Moment Ventures

1984 Ventures

YC

Flowspace 物流 美国 1200.00 万美元

2019/4/23

青松基金

嘉兴武岳峰投资

深圳力合科创创投

启迪之星

博升光电 半导体 中国 NA

2019/4/23
华聚资本

华合资本
智卷教育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019/4/23

Bitblock

飞亚资本

筹帷资本

哈鲁资本

衔梯网络 IT 中国 NA

2019/4/23 九次方大数据 众应互联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4/23 红筹投资 上海沪工 机械制造 中国 1.43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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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23 百安创投 埃睿迪 IT 中国 NA

2019/4/23
源星资本

达泰资本
Renextop 娱乐传媒 中国 NA

2019/4/23 天泓创富投资 美华系统 IT 中国 NA

2019/4/23
诺涵投资

华青资本
有酱料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4/24

中航信托

盛世景投资

红杉中国

中投公司

嘉实财富

招银国际资本

基汇资本

碧桂园

腾讯投资

企鹅杏仁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2.50 亿美元

2019/4/24
原创资本

浩方创投
云吞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4/24 腾讯投资 小象互娱 娱乐传媒 中国 1.25 亿人民币

2019/4/24

高榕资本

启明创投

天使投资人王江

天使投资人张晓高

连咖啡 互联网 中国 2.06 亿人民币

2019/4/24

九泰基金

国新投资

中原股权

鹏华基金

福建安芯投资

光迅科技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8.14 亿人民币

2019/4/24
汇桥资本

药明生物
多宁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9/4/24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中经合

Eversource Retirement

Plan Master Trust

伟高达

RWDC 化工原料及加工 新加坡 2200.00 万美元

2019/4/24 华大基因 优迅医学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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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24

英诺天使基金

臻云创投

中欧商学院校友基金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上海大学产业园

天使投资人张立军

驼小铃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9/4/24 济南胜悦投资 逻得岛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4/24
喜悦星动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特拍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4/24
滨海基金

康佳投资
飞的出行 汽车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4/24 老虎基金
Innovappti

ve
互联网 美国 1630.00 万美元

2019/4/24

百度风投

Northpond Ventures

不公开的投资者

Sherlock

Bioscience

s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美国 4900.00 万美元

2019/4/24 软银集团 Wirecard 金融 德国 9.00 亿欧元

2019/4/24 旭日东升投资 智恒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4/24 老虎基金 Ninjacart 互联网 印度 9000.00 万美元

2019/4/24 腾讯投资 Uala 金融 阿根廷 NA

2019/4/24 不公开的投资者
焱论产品数

据库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4/25 中路股份 满电未来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NA

2019/4/25 文泰资本 淘好车 互联网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2019/4/25 北京海贝资管 卓晟互联 IT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019/4/25 启赋资本
小怪兽创新

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500.00 万人民币

2019/4/25 水木梧桐创投 乡墅 互联网 中国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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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25

不公开的投资者

信达汉石投资

国泰基金

光控华登全球基金一期

纪源资本

招商局资本

同盾科技 金融 中国 1.00 亿美元

2019/4/25 三星 Ledger IT 法国 260.00 万欧元

2019/4/25

Global Brain

Corporation

红杉资本（印度）

Falcon Edge Capital

Vue.ai IT 美国 1700.00 万美元

2019/4/25 厚朴投资 瑞驰信息 IT 中国 2.40 亿人民币

2019/4/25

talenta 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铭达资本

首信天赐集团

BACC IT 新加坡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4/25

工商银行

中国人寿

新华保险

招商慧合

中国太保

太平洋资产管理

中国人保

申万宏源 金融 中国 8.60 亿美元

2019/4/25 小樱桃基金 彦祖文化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019/4/25 链杉资本 EvenToken IT 新加坡 NA

2019/4/25

红杉海外

Go-Jek

时代互联网

RTP Global

Beenext

Base Growth

Venture Highway

MPL 娱乐传媒 印度 3550.00 万美元

2019/4/25 光远资本 100audio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4/25

华夏基金

财通基金

汇安基金

星湖科技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1.68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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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25

拉萨民和投资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

中航基金

至纯科技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4.30 亿人民币

2019/4/25

SEEK Group

恩颐投资

Future Fund Investment

Coursera 互联网 美国 1.03 亿美元

2019/4/26 深创投 软体机器人 IT 北京市 NA

2019/4/26 贵州德福投资 科新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上海市 3000.00 万人民币

2019/4/26

高特佳投资

一村资本

银河源汇投资

丰实资本

云锋新创

宁波镇海朗盛百汇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国药在线 互联网 上海市 3.00 亿人民币

2019/4/26 青山资本 少年派影业 娱乐传媒
伊犁哈萨克

自治州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4/26

光速中国

BAI

真格基金

多保鱼 金融 杭州市 1000.00 万美元

2019/4/26
君联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东软慧聚 IT 北京市 2.10 亿人民币

2019/4/26 科银资本 块信 互联网 新加坡 NA

2019/4/26 玫瑰盛放 即刻金服 金融 广东省 3000.00 万美元

2019/4/26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

中国电信集团投资
六分科技 IT 北京市 1250.00 万人民币

2019/4/26 不公开的投资者 车和家 汽车 北京市 10.00 亿人民币

2019/4/27

华润正大生命科学基金

瑞友资本

深圳前海旋石

天际联想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圣诺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苏州市 2200.00 万美元

2019/4/27 灯火区块链 CyberVein 互联网 深圳市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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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2019/4/28

一汽轿车

东风汽车

广汽集团

不公开的投资者

联通智网 互联网 北京市 NA

2019/4/28 51 信用卡 高格证券 金融 香港 NA

2019/4/23 天华院

China

National

Chemical

金融 卢森堡 60.62 亿人民币

2019/4/24 恒实科技 辽宁邮电 建筑/工程 沈阳市 17.88 亿人民币

http://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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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亚洲 TOP5 并购事件

（4 月 20 日-4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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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
JR Automation

Technologies, LLC
美国 Hitachi, Ltd. 日本

工业产品

和服务业
1425

4 月 25 日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

浙江东音泵业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

医疗业：医

药
1125

4 月 20 日

天津巴莫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衢州华友钴新材

料有限公司 (15.68%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浙江华友钴业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

化学和材

料产业
607

4 月 22 日
Essel Propack Ltd (75%

股权变动规模)
印度

Blackstone

Group LP
美国

制造业（其

他）
549

4 月 22 日

Eli Lilly and Company

(rights and

manufacturing facility

of Ceclor and Vancocin)

中国
亿腾医药投资有

限公司
中国香港

医疗业：医

药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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