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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份信贷增长略低于预期 货币政策仍有较大操作空间

 4 月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微升至 54.5

 打造全球创投风投中心 青岛发布“促进创投风投发展十条”

 挂牌上市 PE/VC 年报业绩普遍受挫，融资受限机构“抱腿”双创债

 资管新规一周年：社融持续收紧，VC/PE 募资格局洗牌

 文化传媒业首季 VC/PE 融资低潮延续

 TCL 加码股权投资 创投业务管理基金规模近百亿

 中美绿色基金与海峡能源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北极光创投投资企业“游戏生态公司”「代码乾坤」获 1亿人民币 A轮融资

【宏观】4 月份信贷增长略低于预期 货币政策仍有较大操作空间

在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人民币信贷“放量”增长后，4月信贷增长虽略低于预期，但增

速与历史平均水平持平。未来，货币政策仍将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需要注意的是，

企业部门融资需求有回落迹象。专家表示，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方向未变。若是外部冲击过大，

货币政策依然会发挥逆周期调节的功能，不排除加大定向偏松调节力度的可能。

5月 9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4月金融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88.4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5%。4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36万亿元，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1.02

万亿元。业内专家认为，在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人民币信贷“放量”增长后，4月份信贷增

长虽略低于预期，但增速与历史平均水平持平。未来，货币政策仍将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

理充裕。＞全文（经济日报）

4 月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微升至 54.5

5月 6日公布的 4月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服务业 PMI）录得 54.5，较 3月

上升 0.1个百分点，为 2012年 6月以来次高，显示服务业经营活动进一步扩张。

此前公布的 4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回落 0.6个百分点至 50.2，扩张幅度有所减弱，受此

拖累，4月财新中国综合 PMI录得 52.7，低于 3月 0.2个百分点。＞全文（财新网)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58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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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打造全球创投风投中心 青岛发布“促进创投风投发展十条”

5月 9日，2019全球（青岛）创投风投大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山东省委常委、青

岛市委书记王清宪宣布将设立青岛科创母基金，出台在全国范围内具备竞争优势的创投风投落

户政策。同时发布创投风投的“十条”政策，为进一步优化青岛创投风投发展环境，促进国内

外创投风投机构加快聚集发展，将青岛打造成创投风投中心城市，推进科技引领城建设，助力

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制定以下支持政策措施。

在扶持政策上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落户奖励力度大。实缴资金达到 2亿元以上的创

投风投机构，按照实缴资金的 1%给予奖励，最高 2000万元。对实缴资金达到 100亿元的特大

型创投风投机构，一次性奖励 5000万元。＞全文（经济参考网）

【国内】挂牌上市 PE/VC 年报业绩普遍受挫，融资受限机构“抱腿”双创债

根据数据统计 12家在新三板挂牌的 PE/VC，以及鲁信创投、九鼎投资等上市公司发现，

三分之二的上市挂牌投资机构去年业绩出现同比下滑，基金管理收入和投资收益普遍下降。

受减持新规、资管新规、IPO审核收窄、金融去杠杆、二级市场大跌等因素叠加，PE/VC

遭遇“募资难”和“退出难”，募资和投资能力向头部机构集中，行业进一步两极分化。

由于融资受阻，越来越多挂牌上市投资机构选择借用双创债募资，双创债期限长达 5年，

利息也低于向 LP的融资成本，因此受到创投的青睐。但并不是所有投资机构都有资格发债。

＞全文（第一财经）

资管新规一周年：社融持续收紧，VC/PE 募资格局洗牌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出台已有一年时间，

在打破刚兑、去杠杆和控通道的要求下，创投领域也开始面临募资困局。

有分析人士指出，靠内需拉动的国内经济依旧是创投发展的根基，未来 VC/PE的募资格局

将洗牌，围绕创投机构募投管退各环节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上演。

一年以来，对接实体经济的产业资本陆续收到“洗牌期”的阵阵寒风。从宏观上来看，社

融数据虽有增加，但Wind数据显示，4月份社会融资规模累计同比增加 10.40%，但增速相较

于 2017年年中的 14.80%已出现萎缩。＞全文（每日经济新闻）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60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61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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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文化传媒业首季 VC/PE 融资低潮延续

文化传媒行业的 VC/PE融资低潮延续。今年一季度，文化传媒行业 VC/PE融资交易数量

持续走低，融资规模也大幅下滑。事实上，自 2018年二季度以来，文化传媒行业 VC/PE融资

交易完成数量持续下滑，今年一季度完成的 VC/PE融资交易规模为 2017年以来的最低值。投

中研究院分析师罗伊然认为，总体来看，文化传媒行业的资本寒冬仍在持续。

投中研究院日前发布的《2019年 Q1中国文化传媒市场数据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文

化传媒行业共计发生 69起 VC/PE融资交易，环比下降 18.82%，同比下降 52.08%。一季度 VC/PE

融资交易规模累计为 15.05亿美元，环比下降 62.24%，同比下降 52.07%。＞全文（金融时报）

【募集】TCL 加码股权投资 创投业务管理基金规模近百亿

企查查数据显示，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月 7日新增对外投资，成立广东粤财新兴产

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股权投资基金或是公司产业金融及投资创投业务的

一大动作。根据年初 TCL的资产重组方案，TCL集团以 47.6亿元的价格打包出售包括 TCL实

业 100%股权等在内的 8家公司股权给 TCL控股。重组后，公司的主要业务架构调整为半导体

显示及材料业务、产业金融及投资创投业务、新兴业务群三大板块。对于成立股权投资公司一

事，未见 TCL集团有公开说法。新京报记者就此联系 TCL集团，截至发稿尚未获得回应。TCL

集团 2018年财报称，产业金融及投资创投业务有利于公司围绕聚焦主业战略的产业链布局与

管理和运营效率提升，所带来的稳定利润贡献，也有利于平衡半导体显示行业市场周期波动的

影响。＞全文（新京报）

【会员动态】中美绿色基金与海峡能源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5月 8日，中美绿色基金与海峡能源有限公司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充分利用

各自资源和优势，通过股权投资、搭建投资平台、下属企业间商务合作等方式，加快推进相关

项目与技术的商业化落地与绿色发展。＞全文（中美绿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会员动态】北极光创投投资企业“游戏生态公司”「代码乾坤」获 1亿人民币 A 轮融资

5月 8日消息，游戏生态公司“代码乾坤”宣布完成 1亿人民币 A轮融资，由愉悦资本领

投，北极光创投、真格基金跟投，本轮估值 5亿人民币。本轮融资将用于研发和管理，完善平

台功能，搭建社区，以及生态建设，开发者和用户扶植、激励等方面。＞全文（投中网）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63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64
https://mp.weixin.qq.com/s/TfEcxx_mMmsNPNz7zgt14w
https://mp.weixin.qq.com/s/eYe8l6Tzv0mKYxaYu4XX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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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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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中韩 ICT 创新企业合作论坛暨洽谈会

 香港创业及私募投资协会第十八届中国私募投资高峰会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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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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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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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17:20

黑马基金与白马基金

6 月 13 日上午 9:30-11:30
模块三：科技创新投资专场

科技创新投资趋势分享

6 月 13 日下午 13:30-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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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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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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14:30

模块六：人工智能投资专场
人工智能行业发展趋势

6 月 14 日下午 14:4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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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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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0-16:40

科创板上市流程解读

授课地点：中国海淀区彩和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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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韩 ICT 创新企业合作论坛暨洽谈会

随着全球 5G时代的即将来临,ICT技术与产业掀起了重大的变革,不断推动着技术的创新与

通信技术的融合,AI网络的全面智能化,云计算大数据、智能设备的全方位赋能万物互联,同时也

带动了智慧城市的加速发展、新的规则与机遇。在此之际，我们会提供中韩两国在智慧城市,

物联网,AI等相关领域的深度交流与创造两国企业互利共赢的机会。

时间：2019.05.15(周三) 9:00~17:30

地点：北京凯宾斯基饭店 3层（朝阳区亮马桥路 50号）

主办: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北京代表处(KOTRA)

协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技术投资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清

华科技园，北京通信信息协会，驻华韩国大使馆，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

业协会， 中关村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东升科技园，车库咖啡，韩国创新中心(KIC)

规模：中国创新领域创新合作企业及投资机构等 200多家，韩国创新企业 44家

活动内容：优秀 ICT企业 1:1洽谈会， 智慧城市论坛，韩国创新技术论坛

领域：智慧城市，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机器人，健康医疗，投资商（VC）

联系人：谌先生

电话：010-88086775

https://mp.weixin.qq.com/s/5FOBQbcj0izESt6wFLj3YQ


中国 PE 与 VC 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7

邮箱：jjchen@bpea.net.cn

请发送姓名-机构-职位-联系方式-邮箱至上述联系人

详情请关注协会公众号 ＞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活动预告】香港创业及私募投资协会第十八届中国私募投资高峰会 2019

香港创业及私募投资协会第十八届中国私募投资高峰会就中国私募股权市场的最新发展

和趋势展开深入讨论并提供市场资讯。 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似乎处于一个中等个位数增长，

尽管增速仍然可观，但明显低于前几年。从普遍繁荣的“消费升级”，市场情绪变得更加低迷。

中美贸易紧张为经济蒙上了阴影，经历一系列谈判后两国努力达成共识，但双边关系仍存在不

确定性。当新的独角兽不断涌现，已有独角兽中一些继续繁荣发展，还有一些已摇摇欲坠或缩

减规模。经济转型中的两大“阿尔法行业”——医疗和教育，许多政策已变化。企业如何在新

环境中定位自己？投资者从哪里找新机会？下一个增长引擎是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5G？

中国私募投资高峰会是协会旗舰活动之一，去年吸引了逾 600名亚太地区风险投资和私募

股权从业者、领先企业及其他行业专业人士与会。其被业内公认为优质的代表会议。 香港创

业及私募投资协会第十八届中国私募投资高峰会将于 2019年 5月 30日于香港举办。

时间：2019年 5月 30日（星期四）

地点：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N101厅 （8:30 – 18:15）

报名方式：

点击报名链接，BPEA 和 CAPE 会员在报名表上输入折扣代码 CPES19_BPEA 或

CPES19_CAPE 享有非会员价八折优惠。 ＞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https://mp.weixin.qq.com/s/PGBYKxwNcPMg3j8R1G1EAg
https://mp.weixin.qq.com/s/IvytimKBVFWYL6qRulRv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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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民：营商环境的改善应该是无差别的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

“2019 中国营商环境研讨会”于 5月 11 日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

中国经济传媒协会、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第一财经研究院主办，将发布并解读 2019 城市营商

环境指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的演讲实录：

我跟前面嘉宾观点完全一致，但是增加了一个表达纬度和语言表达方式，套利消除与无问

东西。

今天看营商环境突然发现今天结论一定是营商环境的改善不是我对谁更好了，给谁更多的

好处和利益，而是应该无问东西的差别。如果我在一无所有的时候，零起步的时候可以，比如

改革开放之初用吸引外资的方法，FDI 给他好多好处那是因为内部经济主体根本就没有竞争力

和不存在的时候它就会来，而我没有办法跟它攀比。到我们今天如果已经有庞大的 GDP、税收、

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再说对谁好，如果对别人的好就是对你的差，这个时候你就会说对谁好

已经不能复合你在质量阶段要求的东西。

我们用对谁好的办法解决了很多的问题，比如所有地方如果发展的话，一定是说你赶快搞

个从开始的开发区到现在的自贸区，因为我们把对他进入这个区内的东西给了他可以享用的优

厚的政策和待遇。如果突然之间新时代求质量的时候发现宏观税收和宏观经济当中不能给他好

处，结果地方就开始用了地方给好处的办法，把地方可以收的税用五免五减半的方法实施，所

有企业到五免五减半的地方注册登记的时候，他的企业在这个地方存活多少年？一定是五年，

到另外一个地方注册登记还是五免，我为什么要五减半，五减半就成了还有更多的税收和负担。

如果再用这个东西放到了过去我们在所有生产要素端，产生端已经竞争的营商环境公平了，但

是要素端，资本，资本杠杆率，能不能 IPO，之后能不能定向增发，定向增发在什么时点，土

地从什么地方来，劳动是农村农民工，还是城里高端就业者等等社保体系不平衡，当看到所有

这些才是我们看到对谁更好，对谁不好的那一部分。只要不好的部分的存量大过对你好的引入

的流量，你的政策效应一定是负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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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几个数据思考，如果用差异化对谁好的方式实施政策的时候，突然发现最后宏观

数据失灵。当我们用宏观海关贸易端口的关税角度看问题，结果 6%，但是事实最后拿到是 2%，

那是因为在里面所有应该按名义的东西最后实际当中由于对谁好和对谁不平衡之间的东西，最

后得到的实际结果一定是差的。在税收方面的差别，有人喊高，那为什么有这么多公司存在，

而且每天还诞生那么多新公司，问题是因为在总体宏观税率当中有的高有的低，有的这样回避

掉了，最后产生的实际收税跟名义税率结果是不一致的。宏观数据一旦差别，特别是生产要素

端的影响了资本市场、劳动市场、技术市场结果的时候，这个数据会引导政策进一步偏离。

现在我要说的是一旦有了对谁好，和对谁不好的时候，所有的市场当中的灵活性因素和动

力强的因素都会找一件东西，套利。我把我变成你要对我好的东西的主体，和这个主体可享用

的规定性，我就做这件事，一旦做了就成了你定义的对象。改革开放之初对外资有政策，那我

就公司变成外国公司，我再投回来就享有这样政策。今天所有开发区，特别税收制度当中，今

天即使以增值税来说，我也可以用一些可以抵扣，但是没有内容东西把我变成可以享有这个东

西逻辑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而这个行为称之为套利。

当我们把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弄成对谁好、对谁不好逻辑的时候，当庞大社会

资本比新增社会资本还要更大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一个现象，基于资本市场上套利行为多于

直接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投入到实体经济当中，这就是我们过去的脱实向虚。我们脱实向虚做了

反套利，反套利的时候，渠道套利，监管套利等等的，到今天另外一个方法说不能用这种方法

套利，必须按其它做的时候，结果成了用新套利方法替代原有套利做这件事。问题是，当套利

作为你好我就应对你做的事情的时候，把我们好多市场行为导致在只为了获取套利而办企业活

动，甚至你把一些最前端的好事情都会用套利行为而涌现。比如光伏产业多好，突然说给光伏

产业各个端给好处，做光伏人发现这里做一个，另一个地方开发区又给我，只办这样公司就可

以把所有要素端的好处拿到手里，我根本不要在光伏端口产品当中挣钱。当这个逻辑产生的时

候，光伏产业就已经岌岌可危了，因为大家都在套利，而不是做产业。如果新能源汽车基于电

池端的，过去几年一定是靠大量补贴催生了套利的时候，结果产生出有公司一定是基于套利的

公司多。用套利可以把有先进性、有成长性、创新性的产业做到最后在套利环节纷纷实施，而

不能够真正发展产业，问题就是套利环节基于这样的商业模式形成以后，你不敢取消补贴，一

取消原来公司就补贴了，套利复套利，把你政策套在里面，没有办法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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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所有嘉宾论述公平、公开、透明、无差别的时候，我要说的一旦产生差别一定引导现

有社会生产要素和存量，沿着套利逻辑行动，会引起复套利。如果生产要素端，而不是贸易、

商品端口，这个社会影响会是长期的普遍的。

怎么就无问东西了呢？我们把东西两个字拆开开，东西是种类，是你是什么东西，我不是

个什么东西，是你是什么种类的东西。我们现在如果定义东西是种类的话，不管你是国外还是

国内，不管是民营还是国有，不管你是高大上还是低微的，不管你是高端人口还是低端人口，

无问任何东西，所有的营商环境都是一致统一的。把营商环境放到一个我们今天看在相对隐性

的社会保障当中来，失业保障金、养老保险一切都应该按照一致逻辑做，我们今天城里人养老

保险社会保障制度和农民还是不一样的，以至于农民今天身份在我们劳动价格当中身份定义当

中表现巨大差异。我把无问什么东西表明在不管什么类别的定义下的身份下的差别。

无问东西放在过去东西之间差异，放在今天全球化，放在 WTO，我们会说过去基于东方和

西方的两个方向上的定义的东西，今天要无问东西，无差别。放在全球竞争当中的一致性中看，

如果把东西看成是东市和西市，市场化逻辑过程中不管它是产品端口还是要素端口，还是今天

基于社会保障和人的服务的众多的服务的支付和投资逻辑来看，也无问什么市场中的行为和市

场上逻辑都应该不问差别。这就是一再强调的中性原则。

所有中性如果这样理解，无问东西还有一个时间端的东西，只有一致性才可以产生我用新

的东西才可以产生出新的对待，无问东西的时候新东西才可以层出不穷，基于老东西里的套利

空间才可以逐渐消减，而所有套利都来自于创新做出新东西的成长来获得利润。如果这四个纬

度的无问东西和营商环境不是比对谁好了，当然也不是比谁坏了，比的是无差别、无例外、一

致、公开、透明。谢谢各位！（新浪财经）

投中统计：2019 年 Q1 中国消费服务行业市场数据报告（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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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投中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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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4 月 29 日-5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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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4/29 中信资本 悠可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4/29 中海金岳投资 中安信联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4/29
广州中小企发展基金

广发信德
纽诺育儿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4/29
不公开的投资者

华冠投资
万爱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4/29

不公开的投资者

华兴新经济基金

上海北斗

深圳领袖资本

阿凡达智能

名片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2019/4/29 空中网 嗨翻 娱乐传媒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2019/4/29 数字天空技术 毒 APP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2019/4/29
即联即用创业投资

华岩资本
PiKPiK IT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019/4/29 钟鼎创投 中谷股份 其他 中国 NA

2019/4/29 华山资本 Algoblu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9/4/29 淳信资本 梆梆安全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2019/4/29
同创伟业资管

达泰资本
物联亿达 IT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2019/4/29 新榜 新阅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2019/4/30

三峡鑫泰基金

国家航空产业投资

民银国际

不公开的投资者

安声科技 IT 中国 6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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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30 不公开的投资者 熊猫云聘 互联网 中国 800.00 万人民币

2019/4/30 软银集团 Rappi 物流 哥伦比亚 10.00 亿美元

2019/4/30 国际金融
Hero Future

Energy
清洁技术 印度 4330.00 万美元

2019/4/30 光大汇益伟业
平原智能装

备
机械制造 中国 6998.25 万人民币

2019/4/30 厦门恒一国科投资 靠谱云 互联网 中国 1999.20 万人民币

2019/4/30
盈科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星恒电源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8.10 亿人民币

2019/4/30 光大控股 星汉股份 IT 中国 NA

2019/4/30

三星

华登国际

Aviva Ventures

Swingvy 互联网 马来西亚 700.00 万美元

2019/4/30
软银集团

峰瑞资本
天雷动漫 娱乐传媒 中国 NA

2019/4/30 infinitus 全立体育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4/30

不公开的投资者

晨晖创投

紫江创投

光潾网络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4/30 不公开的投资者 弹个工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019/4/30 东湖零度投资 球之道 娱乐传媒 中国 NA

2019/4/30
掌阅科技

影文企业管理
掌阅影视 娱乐传媒 中国 NA

2019/4/30 红榕创投 得威 汽车 中国 NA

2019/5/1 鼎晟创投 熊猫格子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5/1 广东天使会创业服务 企服优选 互联网 中国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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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2

成都川商兴业

富泰来投资

珠海展博盛源一号股权

投资

险峰长晴

餐北斗 物流 中国 NA

2019/5/2 蚂蚁金服 路歌 物流 中国 NA

2019/5/4
GV

Accel
Sense 互联网 美国 1350.00 万美元

2019/5/4

德思泰

Insight Venture

Partners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Blossom Capital

Endeavor Catalyst

不公开的投资者

Checkout IT 英国 2.30 亿美元

2019/5/5
红杉海外

Surge
Flynote 互联网 印度 134.52 万人民币

2019/5/5 比特时代 币小白 IT 中国 NA

2019/5/5

Madrona Venture Group

IVP

红杉海外

谷歌资本

Accel

T. Rowe Price

Associates

Sands Capital Ventures

Wellington Management

Dragoneer Investment

Group

Coatue

UiPath IT 美国 5.68 亿美元

2019/5/5 不公开的投资者 洪记两轮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5/5

普上资本

Manzo Group

不公开的投资者

壹陆肆 互联网 中国 1500.00 万美元

2019/5/5 元康投资 小布壳 IT 中国 NA

2019/5/6

金沙江创投

BAI

纪源资本

黑湖智造 IT 中国 1.50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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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格基金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9/5/6
赛富投资基金

不公开的投资者
爱因思维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5/6
艾索拉

不公开的投资者
芈农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5/6 新链空间 魔橙网络 娱乐传媒 中国 NA

2019/5/6 Signum Capital PiexGO IT 中国 NA

2019/5/6 中通快递 晶链通 物流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9/5/6

苏州乾融创禾资本

清研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清研微视 汽车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5/6
YC

不公开的投资者
百检网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5/6
浑元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点师成金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019/5/6
联信策为投资

新软软件
火星财经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5/6 不公开的投资者 再鼎医药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2.00 亿美元

2019/5/6

纪源资本

小米

Airbnb

Thunes 金融 新加坡 1000.00 万美元

2019/5/6 弘浩国际控股 Tokenbank 金融 韩国 NA

2019/5/6 鹭青文化 蚂蚁民宿 互联网 中国 500.00 万人民币

2019/5/7
中信双创

不公开的投资者
同感科技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019/5/7
广发信德

不公开的投资者
阿卡索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9/5/7 不公开的投资者 EAI 科技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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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7

软银集团

泛大西洋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Clip 互联网 印度 1.00 亿美元

2019/5/7 不公开的投资者 起飞线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5/7 国中创投 百趣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5/7 不公开的投资者 EAI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5/7
蚂蚁金服

不公开的投资者
QEDIT IT 海外 1000.00 万美元

2019/5/7

愉悦资本

北极光

真格基金

代码乾坤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9/5/7

华盖资本

华方资本

昌金博雅

元禾原点

泰有投资

启德医药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9/5/8 启明创投 租租车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2019/5/8
创世伙伴

不公开的投资者
农广传媒 互联网 中国 6000.00 万人民币

2019/5/8 East Ventures 7 点 5 度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5/8

天使投资人何清涛

祖翔

壹五叁资本

成都亿太云

纸条 IT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2019/5/8

红杉海外

星火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Tourlane 互联网 德国 4700.00 万美元

2019/5/8
飞亚资本

Bitblock
美丽链 HEY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5/8 吉林科技投资基金 金沙数控 机械制造 中国 1200.00 万人民币

2019/5/8 腾讯产业共赢基金 兴盛优选 连锁及零售 中国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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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8

亿合投资

微禾投资

桑海汇通

金鹏佳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EcoFlow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5/9
天使投资人孙泽宇 Bee360 互联网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019/5/9
心元资本 烟客 清洁技术 中国 100.00 万美元

2019/5/9
兴业创辉 中启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019/5/9
不公开的投资者 迈睿机器人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5/9

中信金石

松禾资本

东证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华大智造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2.00 亿美元

2019/5/9
劲邦资本 海螺家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5/9 BitRock Capital

Cyberport Macro Fund
OneDegree 金融 中国香港 3000.00 万美元

2019/5/9
金投资本 沃格股份 机械制造 中国 1400.00 万人民币

2019/5/9
深圳东方富海创投

涂鸦智能
汇思锐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5/9

博信资本

前海方舟资产

不惑创投

万千紧固件 互联网 中国 4500.00 万人民币

2019/5/10
樾宸投资

红星易鸣创业投资
欧瑞博 IT 中国 1.30 亿人民币

2019/5/10 钟鼎创投 宝兑通 互联网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9/5/10 汇桥资本 Pulmonx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美国 6500.00 万美元

2019/4/29 五洲交通 岑兴高速 金融 中国 14.18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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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7

中际旭创 旭创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5.23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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