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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部委部署 2019 年降成本重点工作 适时启动股权融资支持工具 

⚫ 美元强势贸易局势缓和，避险金价跌至两周低位 

⚫ 上海证监局对创业投资基金出具享受财税 55 号文税收政策无异议意见 

⚫ 一季度净利大增 PE 走出困境了吗？ 

⚫ 永柏系兑付危机蔓延：美元产品未备案、私募股权拼单卖 

⚫ 科创板问询：问出创投机构增减持路径 

⚫ 经纬中国投资企业高科技芯片设计公司「代码乾坤」获得新一轮融资 

⚫ 氪空间完成 10 亿元融资 IDG 资本等联合领投 

⚫ 中信资本投资城贸控股（Cityneon） 

 

【宏观】四部委部署 2019 年降成本重点工作 适时启动股权融资支持工具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5 月 17 日消息，为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好《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的各项降成本重点任务，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和人民银

行联合发布《关于做好 2019 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2019 年将重点组织落实好 8 个方面

27 项任务。 

具体包括以下八方面：继续推动大规模减税和降费、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持

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继续降低用能用地成本、推进物流降本

增效、提高资金周转效率、支持企业内部挖潜。＞全文（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 

    美元强势贸易局势缓和，避险金价跌至两周低位 

汇通网 5月 18日讯—— 5月 17日纽约时段盘中，现货金价延续震荡回落的走势。日内最

高自 1289美元，最低跌至 1275美元。金价延续周四以来的跌势，主要受美元走强的打压，同

时全球贸易局势缓和，美股回升，这也施压避险金价。 

周五(5 月 17 日)纽约时段盘中，现货金价延续震荡回落的走势。日内最高自 1289 美元，

最低跌至 1275美元，至两周低位。金价延续周四以来的跌势，主要受美元走强的打压，同时全

球贸易局势缓和，美股回升，这也施压避险金价。当前黄金更体现的是它的商品属性，而避险

属性并未给金价带来支撑，金价跟随商品下跌。＞全文（汇通网)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66
http://gold.hexun.com/quote/index.html
http://stock.hexun.com/usstock/
http://xianhuo.hexun.com/
http://gold.hexun.com/index-scroll.html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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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上海证监局对创业投资基金出具享受财税 55 号文税收政策无异议意见 

为推进创业投资基金享受税收政策有效落地，上海证监局近日发布公告，对创业投资基金

出具享受财税 55号文税收政策出具了无异议意见。 

创业投资基金主要指向处于创建或重建过程中的未上市成长性创业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以

期所投资企业成熟后主要通过股权转让获得资本增值收益的私募股权基金。 

＞全文（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 

【国内】一季度净利大增 PE走出困境了吗？ 

受资管新规、减持新规、IPO收紧和二级市场大跌“组合拳”影响，过去的 2018年，从事

股权投资的 PE、VC着实感到了寒冬。 

投中网梳理了 14 家在新三板挂牌或上市的 PE 机构 2018 年年报和一季报，发现去年机构

业绩普遍低迷。虽有少数机构虽营收向好，但收益并非得益于股权投资回报，而是由于子公司

游戏业务收入增长、减持上市公司股票等带来。 

多达 5 家机构录得净利亏损，10 家机构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其中天堂硅谷账目浮亏上

亿、天图投资营收和净利双双为负，亏损超十亿元。 

从 10家已经披露了 2019年第一季度报的机构来看，这一季度资本市场似乎又有回暖趋势，

大部分机构盈利，净利同比大增。＞全文（投中网） 

        永柏系兑付危机蔓延：美元产品未备案、私募股权拼单卖 

永柏系旗下产品兑付危机有愈演愈烈之势。近日，不少永柏系产品投资者赶往经侦部门递

交报案材料。 

据了解，这些投资者遍布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北京等多个地区，永柏系涉嫌违约的

产品类型包括地产私募股权、票据、美元债权及其他股权类。 

目前，上海证监局已受理相关投资者的反馈并出具受理告知书，上海长宁分局经侦支队也

已接报该案，但尚未决定是否立案调查。 

尽管永柏资本此前在官网发出声明，称公司一直合法经营。但据证券时报记者调查，由永

柏资本担保、红歆财富销售的美元债权融资产品有违规之嫌，两家公司以境外固定资产融资为

名吸收投资者资金，涉及资本项目外汇管理、境外投资等事项，未经外汇管理局、发改委、商

务部等相关主管机关批准及备案。＞全文（证券时报）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67
http://fundata.jnlc.com/SitePages/FundHeavyStock.aspx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68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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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创板问询：问出创投机构增减持路径 

从上交所最新公布的几批科创板受理企业问询函来看，股权结构是必问的焦点之一，其中

涉及受理企业历次股权转让与增资背景、原因、定价依据，以及上市后减持计划等各类问题。

由于问询函较招股说明书更为详尽，创投机构的增减持路径也因此清晰起来。 

一级市场股权交易受到关注 

过去一周，上交所陆续披露了多家科创板受理企业的问询与回复，包括诺康达、中国通号、

安博通等。从问询函内容来看，上交所对创投机构增减持给予了充分关注，这部分问询内容集

中在股权结构、董监高等基本情况。＞全文（中国证券报） 

【会员动态】经纬中国投资企业高科技芯片设计公司「代码乾坤」获得新一轮融资 

铅笔道获悉，高科技芯片设计公司“SENASIC”近日获得新一轮融资，资方为经纬中国。 

据企查查信息显示，5月 8日，“SENASIC”（宁波琻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228.68 万元增加至 264.26 万元，同时，该公司新增一名股东，即杭州创乾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经查证，新增股东系经纬中国的投资实体。 

据“SENASIC”的官网信息显示，SENASIC 成立于 2015 年，是由几位留学归国的复旦校友

和西电校友创立的高科技芯片设计公司。公司研发中心设在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主要专

注于汽车和工业物联网应用相关的高性能芯片的研发与设计。＞全文（铅笔道） 

【会员动态】氪空间完成 10亿元融资 IDG 资本等联合领投 

联合办公项目氪空间宣布完成 10亿元融资，由 IDG资本、歌斐资产、逸星资本联合领投。 

这已经是歌斐资产对氪空间的第三次投资。在 2018年 1月份，歌斐资产就参与了氪空间 B

轮融资，投资总额 3亿美元，共同投资方还有泛城资产。3月 14日，氪空间又拿到上一轮投资

者歌斐资产的数千万元的新一轮投资。 

自 2018年底起，国内联合办公就一片萧条，关店、裁员潮不断，直到今年 3月，联合办公

行业开始有了回暖迹象。3月初，纳什空间获批“渤海汇金-纳什空间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获

批额度为 2 亿元人民币。4 月 4 日，龙熙地产对优客工场追加投资逾两亿人民币如今，氪空间

的本轮融资对正在回暖的联合办公行业打了一针强心剂。＞全文（铅笔道）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7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3549&idx=2&sn=421b12c8c2ebd6898450aa5322daed44&chksm=bcc0947a8bb71d6c51fafcaca46ce0e6bb57699b8c95772cdc897bcde5a00f1974aa0f24da45&token=2003467923&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3566&idx=3&sn=9471d64f12369019586bd14b4a75cf77&chksm=bcc094898bb71d9ff6a674395a6d515bb2a5e22721b96d2cac419780f20fd4c7419b08023b0a&token=2003467923&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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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动态】中信资本投资城贸控股（Cityneon） 

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中信资本”）欣然宣布，已与城贸控股有限公司（“城贸

（Cityneon）”、“本公司”、“城贸控股（Cityneon）私人有限公司”或与其附属公司统称

“本集团”）于 2019年 5月 10日达成协议，将以购买新股的方式投资本集团。 

城贸控股（Cityneon）私人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为改造客户与品牌体验的全面优质创意概念

服务公司，业务横跨室内建筑、主题环境、活动和展览等领域，并且拥有知名娱乐公司的 IP授

权，可筹办漫威娱乐的《复仇者联盟 S.T.A.T.I.O.N》特展（Marvel Avengers S.T.A.T.I.O.N）、

孩之宝的《变形金刚》及《侏罗纪世界》展览等。＞全文（中信资本） 

 

 

⚫ 聚势赋能 创变共赢丨 2019 特殊资产与特殊机会投资论坛盛大召开 

⚫ 打造资本高地，培育壮大新动能丨首届盛京基金小镇 PE 投资会议在沈举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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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会新闻】聚势赋能 创变共赢丨 2019 特殊资产与特殊机会投资论坛盛大召开 

2019 年 5 月 16 日，“聚势赋能 创变共赢”2019 特殊资产与特殊机会投资论坛在上海盛

大召开。本次论坛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特殊资产投资专业委员会主办，东方瑞宸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承办，上海盛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仁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协办。 

适逢中国不良资产行业从无到有的第二十个年头，本次论坛信息一经发布就受到业界人士

的高度关注与广泛支持。论坛活动当天现场精英荟萃、大咖云集，全场座无虚席。 

论坛期间，众多嘉宾积极分享、精彩发言，共同探讨新形势下特殊机会投资领域的潜在机

遇和挑战，全方位、多角度地发掘特殊机会投资领域，尤其是不良资产领域的行业价值。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秘书长李剑秋在开幕致辞中指出，特殊资产和特殊机会投资从投

资对象和投资策略等方面都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私募股权投资。当前私募股权投资行业面临募

资难、投资估值高、退出难等一系列挑战，处于低谷发展期。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全面转型升级

阶段，特殊资产作为市场中特殊的存在，与整体的经济走向相反，显示出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许多迹象开始表明特殊资产已然开始步入投资黄金期。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特殊资产投资专委会执行会长、东方瑞宸基金总裁邱海斌在开幕致

辞中指出：2018 年以来，不良资产风险化解的范围已从传统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延伸到非银行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3591&idx=3&sn=b37d1cb4eb36af2c6401e24ea8d0aaeb&chksm=bcc094a08bb71db6e97dbcd09a67cd19f65088bd379529923cd8612b2eaffbb04efe3f5dc47d&token=2003467923&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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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的不良、非金融业不良乃至资本市场的困境上市公司和违约债。不良资产处置行业对

风险化解的共识也已经从打折、打包、打官司的传统方式，逐渐转变为重组、重整、重构的特

殊机会投资方式，并借助投资银行的手段，通过行业整合和产业赋能，实现风险的平稳过渡和

实质性的化解。从专业意义上讲，现阶段的特殊机会投资业务的框架构成，需要搭建跨经济周

期的中长期特殊机会基金来支撑，要有高度的风险识别和风险定价机制、产融结合的专业运营

团队、工作前置的法律顾问团队以及特别良好的市场和法制环境。 

他表示，特殊资产投资专委会未来将在项目互通、资源互补、资金融通、政策建议、法律

支持以及国际机构合作等方面，为金融界、投资界提供专业化、行业性的服务。 

本次论坛邀请到众多重量级嘉宾，通过主旨演讲和圆桌论坛等形式，分别从宏观经济环境、

学术理论研究以及法律和投资实务等多个层面，详细、深入、立体地分享了特殊资产和特殊机

会投资领域的权威观点和前沿思考。 

特邀嘉宾、著名经济学家、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国人民银行原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

教授在本次论坛上作了题为《美国加征关税难改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的主旨演讲。盛教授指出，

应积极响应中央政治局会议“保持定力、增强耐力、勇于攻坚克难”的战略部署与要求，理性

看待中美贸易摩擦，保持定力，推进结构调整，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无论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内

生动力还是政策调整的空间看，美国加征关税难以改变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趋势。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主任顾功耘教授围绕不良资产行业发展现状和未来机遇进行了分

享。他认为，当前实体经济多年高速发展积累的风险逐步凸显，不良资产规模维持高位将给不

良资产市场上各个从业主体以及支撑性服务机构带来较大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近年来随着

市场准入不断放开，不良资产市场已经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格局，市场竞争会日趋激烈，

不同类型机构必须依据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找准市场定位，专注于不良资产细分市场和领域，聚

焦于自身的核心能力，才能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上海市破产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杨忠孝教授就债转股重整这一热点问

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交流。他认为，鉴于债转股清偿改变权利性质和清偿价值的不确定性，强

制批准仅含债转股的重整计划并不当然具有正当性，债转股式重整计划的清偿方式应当具有多

样性和可选择性。目前最高法纪要、司法解释以及深圳法院的指导意见都在审慎支持债转股重

整的规范化。金融界和法制界既要立足于解决当下问题又要考虑到中国未来的债转股关系的市

场结构和状态，为中国经济和持续长远稳定发展贡献力量。 

东方瑞宸基金联席总裁王静芳就特殊机会视角下的困境房地产投资这一不良资产细分领

域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享。她形象化地将困境房地产项目重组处置所需具备的能力分为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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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第一要素“前锋”代表的是实质性的债务重组和处置能力、第二要素“中场”意指底层资

产及项目的操盘运营能力、第三要素“后卫”则强调完善高效的投后动态管控机制。 

论坛期间，由东方瑞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起的《中国不良资产行业理论、政策与实践研

究》课题举行了结题仪式，课题组代表华东政法大学李慈强博士向论坛作了深入浅出的结题演

讲。同时，课题各方在本次论坛上宣布进一步启动《中国不良资产行业年鉴（长三角区域篇）》

的研究工作。 

在圆桌论坛部分，先后 10 多位嘉宾分别就“困境企业投资重组法律与实务”和“特殊机会

投资策略、热点问题、行业机遇与挑战”两个话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首场圆桌论坛以“困境企业投资重组法律与实务”为主题，聚焦重组领域法律和投资实务

问题，参与嘉宾分别来自著名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重组投资机构和上市公司。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乃菲莎•尼合买提以破产重整案例为切入点，介绍了困

境企业濒临破产时债权人、债务人、原投资人股东、愿意再投资债权人等不同利益方对庭内、

庭外债务重组的不同诉求和利益博弈。 

安理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侯锦荣表示，在困境企业争议解决阶段诉讼手段并不一定能满

足债权人的实际目标，也不能让困境企业完完全全走出困境。快速、全面的清收才是核心目标。

他同时指出，在重组业务中，律师团队在利益博弈中应该保持理性、综合运用多种方法，以债

权目标和解、双赢为最终目标。 

东方瑞宸基金联席总裁沈梦认为，在不同经济周期下，困境企业投资重组进入路径与法律

相关方面存在一定变化。她也强调了基金管理人在整个困境企业重组过程中具备专业的法律思

维能力、手段和谈判能力的重要性。 

毕马威咨询特殊资产主管合伙人胡雪梅从交易撮合和重组顾问的角度，分享了困境企业、

困境资产的重组选择偏好。她认为，各市场主题要做好各自擅长的事，才能共同把困境企业投

资重组这块蛋糕做大做好。 

上海证大执行董事、行政总裁、金地集团原总裁张华纲作为房地产行业的资深人士，他表

示房地产企业重组是现在的热门领域，不同参与方之间需要高效协作，以资产价值提升为目标，

才能最终实现资源的整合利用，做活市场。 

第二场圆桌论坛以“特殊机会投资策略、热点问题、行业机遇与挑战”为主题，对行业重

点问题进行了探讨，参与嘉宾来自境内外知名投资及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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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破产重整与清算专业委员会总召集人朱林海，

重点指出了破产重整环节中的关键要素，包括政府介入、背书与协调，上市公司重整中的大投

行思维以及大律所沟通渠道优势等。 

铁狮门董事总经理郑斌分享了铁狮门针对中国一、二线城市存量不动产的更新策略，并介

绍了铁狮门关于盘活企业存量资产的方式方法。 

华润资本董事总经理王可旸介绍了华润资本对特殊资产收购、赋能、重组、重新定位和价

值提升的典型案例，也同时分享了华润资本将旗下优质 PE 股权项目导入特定资产，带动地产

和科技被投企业共赢的模式。 

中国资产证券化分析网创始人、兴业银行独立董事林华认为，美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其实

很大程度来源于处置不良资产的现实需要。他同时介绍了资产服务商作为不良贷款处置核心角

色的重要地位。 

本次论坛旨在搭建行业分享平台，以“深化不良处置、防控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为

题中之义，促进不良资产领域乃至整个特殊资产和特殊机会投资领域的充分沟通与交流，助力

中国不良资产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协会新闻】打造资本高地，培育壮大新动能丨首届盛京基金小镇 PE 投资会议在沈举行 

5 月 18 日，在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沈阳市金融发展局指导下，由盛京基金小镇主办，

辽宁省基金业协会、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清科研究中心、浑南区人民政府、沈阳日报社协

办的首届盛京基金小镇 PE 投资会议在沈阳创新天地成功举办。本次会议旨在通过加速资本与

产业创新的耦合，打造资本高地，培育壮大新动能，加速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党委副书记、副会长胡家夫、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局长柳磊、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刘波、辽宁省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省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

金管理中心)理事长(主任)崔健、沈阳市委常委、人民政府副市长高伟、沈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彭肇文、沈阳市副市级领导李卓然、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纪委书记赵生、沈抚新区管委会副

主任尹大勇、章东山、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沈阳市科学技术局、沈阳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沈阳市财政局、沈阳市金融发展局等部门主要领导和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清

科研究中心等研究院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交易场所嘉宾代表，

中国母基金联盟、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等商协会代表，国投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三峡资

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三峡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惠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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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四川投资有限公司、中核产业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北京首钢基金有限公司、招商致

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中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中科院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知名机构行业

专家和嘉宾、各投资公司代表、辽沈领军企业代表、媒体等近 400 人出席了本次活动。 

与会领导和嘉宾就聚焦和发挥基金乘数效应，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整合基金优势资源，助

推企业加速成长、链接创新创业高地，实现产业资本招商、激活优质存量资源，拓展创新后备

力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投资氛围标杆等方面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思想碰撞。当前，

我市正紧抓私募基金业迅猛发展历史机遇，不断推进东北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目前，我市私募

基金行业发展政策良好，依托沈阳产业基础、创新资源、发展环境，发展沈阳私募基金业、打

造东北区域金融中心前景可期。 

18 日上午的会议中，沈阳市委常委、人民政府副市长高伟首先致欢迎辞，随后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党委副书记、副会长胡家夫、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研究总监李诗林进行

了致辞和主题演讲。 

沈阳市委常委、人民政府副市长高伟在致辞中表示：“发展私募股权投资沈阳得天独厚、

潜力巨大。沈阳作为国务院批复的东北地区唯一特大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一直致力于建设东

北区域金融中心，金融机构数量位居东北地区前列。截至 2018 年底，全市金融及金融服务机

构已达 1028 家，在中基协登记基金管理机构 50 家，累计发行产品 85 只。全市金融业增加值

实现 489 亿元，占 GDP 的 7.8%；全市金融企业纳税 101 亿元，占全市税收的 8.8%，金融业已

成为沈阳重要的支柱产业。为吸引更多有实力的基金投资机构落户，沈阳正在推出一系列富有

含金量的政策和举措。” 

高伟副市长衷心希望借助此次会议搭建的平台，政、投、企、研各方精英深入研讨、交流

碰撞，为沈阳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言献策。衷心希望更多私募投资机构落户沈阳，积极

参与、共同分享新一轮东北振兴带来的无限商机。衷心希望盛京基金小镇加快聚集一批优质私

募投资机构，早日形成规模效应，充分发挥小镇和园区的平台优势，进一步优化运营模式，严

控金融风险，全面做好服务、做出特色、做优品牌，不断提高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努力为沈阳现代金融体系和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党委副书记、副会长胡家夫在致辞中表示：“私募基金行业蓬勃

发展，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力量。私募股权基金已成为我国创新资本形成的重要载体。截至

2019 年 3 月底，在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2 万 4 千余家，管理基金规模 12.79 万亿元，其

中，其中私募股权与创投基金管理人 1 万 4 千余家，管理基金规模 9.12 万亿元。截至 2018 年

底，私募股权基金累计投资于境内未上市未挂牌企业股权、新三板企业股权和再融资项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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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10.01 万个，为实体经济形成股权资本金 5.57 万亿元，已成为我国直接融资体系中的重要力

量。” 胡家夫副会长同时就私募基金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发表了精彩的见解。并对未来行业

发展的方向提出了一些建议：一是从资金端发力，吸引长期资金，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长期资

本支撑。二是从产品端发力，为大类资产配置提供不同风险收益特征的投资工具。三是从投资

端发力，践行 ESG 责任投资，形成长期价值投资文化。 

胡家夫副会长最后表示：东北振兴是事关全局的国家重大战略部署，沈阳作为东北地区唯

一的特大城市备受瞩目和社会各界关切，相信通过本次论坛，一定可以凝心聚力，引资本之活

水，助力东北振兴，为辽沈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研究总监李诗林表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私募股权投资对促进创新发展、培育壮大经济增长新动能具有重要作用。中国

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在过去 30 年的发展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私

募股权投资市场，并形成了私募股权投资、企业家创新创业与多层次资本市场互动发展的良性

循环生态体系，对促进我国科技进步及产业升级发挥了重要贡献。”李诗林还从全球视野介绍

了国际及国内私募股权投资发展现状，分析美国、中国、以色列等国成功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市

场的经验，同时，根据清华大学《中国地区私募股权投资活跃度指数编制研究报告》的相关研

究成果，比较中国不同地区私募股权投资产业发展的差异及原因，并就私募股权投资产业发展

相对不充分的地区，如何有效促进本地区私募股权投资市场进行了探讨。 

签约仪式环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党委副书记、副会长胡家夫、中国证监会辽宁

监管局局长柳磊、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刘波、辽宁省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省产业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中心)理事长(主任)崔健、沈阳市委常委、人民政府副市长高伟、沈

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彭肇文、沈阳市副市级领导李卓然、浑南区委常委、副区长裴希岩等领导

的见证下，盛京基金小镇分别同凯辉资管、优选资本、兴途资本等知名基金管理机构举行了入

驻签约仪式。沈阳中钛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与三峡资本，沈阳富创精密设备有限公司与华控资本，

沈阳中科微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德鸿资本，举行了战略投资签约仪式。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

会与沈阳市基金业协会；清科研究中心、北京海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盛京基金小镇举行了京

沈合作签约仪式。 

在主旨演讲环节，沈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彭肇文进行了主题为《打造投银企命运共同体、

助力沈阳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演讲。彭副市长表示：“推动基金业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我市

强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迫切需要，是实现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调整发

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补齐经济结构短板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我市全面振兴、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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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要。”还从打造国际营商“好环境”，出台招商引资“好政策”，

培育壮大优质“好企业”，培养扶持创研“好土壤”，打造银企命运共同体“好举措”，建设

多层次资本“好市场”等方面分享了政府服务企业发展的做法，以及在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支持企业发展壮大等方面的探索和做法。 

演讲的最后，彭副市长表示：“为进一步加快振兴步伐，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沈阳市将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努力建设诚信政府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承诺兑现招商引资政策，承诺将

被投资企业优先纳入上市后备库，重点培育，优先推动挂牌上市，不断拓宽投资退出渠道，加

快投资退出，实现互利双赢目标，全力保障投资安全和投资回报。同时，鼓励引导社会各类资

本与政府引导基金、地方产业投资基金开展多种形式多种比例的务实合作，欢迎各类投资机构

和企业家来沈投资兴业，共促辽沈振兴发展，共享辽沈振兴发展成果。投资沈阳就是投资未来，

未来已来时不我待！” 

在上午最后的圆桌对话环节，大会分别就“共话振兴发展中的沈阳”和“沈阳 & PE 投资

机遇”主题举办了两场圆桌对话，对话主持人是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在“共话振兴发

展中的沈阳”主题对话中，对话嘉宾国投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舒小斌就国家级投

资机构希望跟地方政府的合作方式，以及辽沈地区优质产业和产业发展优势；中国母基金联盟

秘书长、北京清控水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管理合伙人唐劲草就全国性投资机构重点关注的

投资关键要素、核心方法论，以及母基金联盟为全国母基金提供的服务、在沈阳投资发展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中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风控总监杨云涛就全国性投资机构重点关注的被投企业

要素、未来在辽沈地区投资计划；辽沈地区优秀企业代表沈阳中钛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阎

东辉和辽宁远大诺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宏英就沈阳高新技术企业对投资的渴求，产业

与资本融合过程中积累的成功经验等话题分别进行了精彩的交流和分享。 

在另一场 “沈阳 & PE 投资机遇”主题对话中，对话嘉宾辽宁省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省

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中心）理事长（主任）崔健就省引导基金、产业发展基金的基

本情况，以及与外来基金的合作方式和路径；沈阳市科学技术局局长赵日刚就沈阳科技企业发

展现状及产业布局，科技产业发展规划和相关扶持政策、措施；沈阳市金融发展局局长项洪峰

就沈阳基金的现状和政策，以及推动企业上市的各项扶持政策；沈阳市财政局副局长刘莹光就

沈阳市引导基金的基本情况和下一步规划，以及市引导基金与产业基金、国家级基金、社会资

本的合作方式；盛京基金小镇联合创始人赵久宏就基金小镇的软硬件建设情况等话题进行了精

彩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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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 日下午的议程中，由沈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彭肇文主持的 PE 投资助力沈阳振兴分会

议以及由沈阳创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旭东主持的项目路演活动在沈阳创新天

地同时举行。 

在 PE 投资助力沈阳振兴分会议中，国投创新、三峡资本等知名投资机构、何氏眼科、向

日葵科技等辽沈优秀企业代表和市直相关部门领导参加了会议交流。与会的政府相关部门领导、

投资机构、重点企业代表等，重点围绕沈阳营商环境建设，招商引资政策，重点行业领域以及

对盛京基金小镇建设的意见建议等话题进行了座谈交流。领导、嘉宾、企业代表们群策群力，

共话 PE 投资助力沈阳振兴，大家普遍认为沈阳的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变的越来越好，逐渐成

为投资热土和机遇，对沈阳未来的高质量发展充满了信心。 

在项目路演活动中，沈阳美行科技有限公司、沈阳雅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沈阳无距科技

有限公司、辽宁途隆科技有限公司、体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沈阳科学仪器股份有

限公司、沈阳上博智像科技有限公司、瑞太干细胞中心（沈阳）有限公司等八家来自新一代信

息技术、生物医药、机器人、智能制造、IC 装备等领域的辽沈本土领军企业代表进行了精彩的

项目路演，展示了优秀创新型企业家的风采。 

盛京基金小镇联合创始人赵久宏表示：盛京基金小镇力争用 5 年时间，实现“五个一”目

标，即打造一个东北首屈一指的基金业发展集聚高地，引进一批国内外知名基金投资管理机构，

形成一个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投资体系，培育一批瞪羚独角兽等创新型高成长企业，走出一

条可复制推广的科技企业融资难慢贵的解决之路。至 2022 年，力争入驻基金公司机构总量突

破 200 家，在管资金规模 500 亿元以上，对当地企业投资达到 100 亿以上。 

本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以及在全市乃至东北地区引起的积极影响，必将有助于沈阳市深化金

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推动沈阳市私募基金产业的健康有序、跨越式发展，

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为沈阳金融业的整体发展提供强大助力。也必将有助于进一步培育

壮大新动能，加速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推进沈阳全面全方位振兴！ 

 

【活动预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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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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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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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关注政策解读和投资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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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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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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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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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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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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确认讲师及机构（按课程时间表排序）： 

原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基金基金管理部部长    张艳华 

紫荆资本董事总经理                        钱 进 

真成投资管理合伙人                        李剑威 

首都文化产业协会秘书长                    秦永华 

华盖投资文化基金执行总经理                李玮栋 

信通院云大所人工智能部副主任              孙明俊 

中汽知权投运营中心咨询事业部总经理        寿晶晶 

元禾控股高管 

 

待确认讲师机构（按课程时间表排序）： 

高瓴资本 

尚珹投资 

弘毅投资 

上交所 

 

支持协会（以首字母顺序排列）： 

重庆市科技创业投资协会 

湖南省股权投资协会 

辽宁省基金业协会 

上海国际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陕西省创业投资协会 

四川省股权与创业投资协会 

沈阳市基金业协会 

云南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浙江省股权投资行业协会 

深圳市私募基金协会 

珠海市横琴新区金融行业协会 

中关村并购协会 

江西省投资基金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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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文化产业协会 

香港创业及私募投资协会 

 

支持机构（以首字母顺序排列）： 

PE 实务 

潜力股 

投资界  

投中集团 

医药产业峰会 

并购优塾 

熙诚教育 

站长的 PE 早餐 

 

培训费用：  

模块 培训费用 

模块一：GP 高管解读基金募集 ￥1200 元 

模块二：母基金如何选择 GP ￥1800 元 

模块三：科技创新投资专场 ￥1200 元 

模块四：文化娱乐投资专场 ￥1800 元 

模块五：大健康投资专场 ￥1200 元 

模块六：人工智能投资专场 ￥1800 元 

模块七：投后管理专场 ￥1200 元 

模块八：科创板专场 免费（优先缴费学员报名） 

所有课程 ￥10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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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会员单位报名任意两个模块（含），总价享九折优惠，报名任意三个模块（含），总

价享八折优惠。 

✠协会会员单位在以上优惠基础上再享八折优惠。 

✠培训费用包含课件费用，不含餐费和住宿。 

✠报名学员，赠送《中国股权投资基金手册（2018 年版）》、《中国母基金实践指引白皮

书》、《北京地区股权投资行业报告》各一册，享有协会月度培训免费名额一次。 

 

报名流程： 

 

联系方式：  

联络人：霍小姐、宋先生 

联系电话：010-88086257，88087202   

手机：18210254596  1358179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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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庆民：努力构建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新格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党委委员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设立“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是中国资本市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件大事。非常高兴

和投资者、新闻媒体、市场机构、审判机关以及金融监管部门的代表，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的

时刻。首先，受易主席委托，我谨代表中国证监会，向大家长期以来对资本市场发展、对监管

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服务好国家战略和人民利益，保护好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证券监管部

门的本分和使命。我们将每年的 5 月 15 日设立为“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就是希望通过

这样一种形式，在全社会积极倡导理性投资文化，强化投资者保护意识，全面构建资本市场投

资者保护新格局。借此机会，就投资者保护同大家交流几点认识。 

一、投资者是资本市场发展之本 

资本市场是一个多元共生的生态系统，投资者是维系整个生态运行的基石，具有不可替代

的地位和作用。成熟市场的经验表明，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与投资者的成长成熟紧密相关。

投资者群体的理念、行为、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资本市场的整体发展水平。 

从资本市场的本质特征看，资本市场说到底是一个投融资的专业市场。投资与融资相互依

存、相互作用，构成资本市场生态系统中最基础、最根本、最重要的一对关系。投资者作为市

场流动性的提供者、市场预期的影响者、风险的承担者、公司治理的参与者，其行为直接影响

资本市场资源配置、资产定价和缓释风险等功能的发挥。 

从资本市场的历史演进看，各国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都与投资者的参与和推动密不可

分。无论是 18世纪末的“梧桐树协议”，还是“大萧条”后美国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无论是

20 世纪中期投资者保护基金的出现，还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加强投资者保护成为全球金融

监管改革的共识。其背后都体现了投资者的诉求和力量。资本市场制度变革和创新的历史，也

是投资者保护宗旨和理念不断强化的发展史。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3054&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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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市场的发展规律看，投资者作为一种战略资源，是各国资本市场吸引力和活力的重

要支撑和体现。现阶段，全球主要资本市场普遍把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点放在两个方面，一方

面是争取有前景的优质企业，另一方面则越来越重视吸引全球投资者的参与。一些国家对于本

国投资者参与他国证券期货交易实行注册管理，并相应提出监管要求。 

回顾我国资本市场近 30 年的发展进程，广大投资者始终与市场共担风雨、共同成长，为

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一点最值得我们珍视！时至今日，我国拥有全球规

模最大、交易最活跃的投资者群体，投资者队伍达到 1.5 亿人，其中 95%以上为中小投资者，

这在国际上是不多见的，也是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的基本特征。投资者保护做得如何，与亿万

人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是资本市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体现。尊重投资者、敬畏投

资者、保护投资者，是各类市场主体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监管的永恒主题 

资本市场专业性强，风险度高，在“资本多数决”规则和公众化集中交易等条件下，中小

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及大股东、中介机构和机构投资者相比，在资金实力、信息获取和风险承受

能力等方面相对弱势，容易受到不公平对待甚至违法违规行为的侵害。保护中小投资者，就是

要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让他们能够获取公平的交易机会，得到公正的对待。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形成融资功能

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证监会坚持把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年在投资者保护理念培育、

体系构建、机制优化、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一是秉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投资者保护理

念。根据《证券法》《基金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立法宗旨和规定，以保护投资者知情

权、参与权、收益权、求偿权等基本权利为核心，将投资者保护贯穿于发行上市、市场交易、

机构监管、稽查执法等监管工作全过程。二是初步形成运行有效的投资者保护组织体系。先后

设立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和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两家专门机构，近期又专门成立了投资者保

护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加强投资者保护工作的统筹协调和推动落实。三是基本构建起符合我

国市场实际的投资者保护工作机制。建立了涵盖适当性管理、持股行权、纠纷多元化解、先行

赔付、支持诉讼及示范判决等方面的立体化保护机制，累计帮助投资者获得约 25 亿元补偿。

此外，行政和解试点也于近期开始实施。四是高标准打造投资者服务平台。搭建起 12386投资

者服务热线、中国投资者网、投资者教育基地等平台，免费为上亿投资者提供教育服务，累计

处理投资者诉求 60 余万件。中国投资者保护的做法和经验，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



                                     中国 PE与 VC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20 

银行的评估肯定。在世界银行《2019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我国“保护中小投资者”单项

指标大幅提升 55位。 

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保护工作还面临不少挑战和问题。一是市场

快速发展对投资者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如，在证券期货市场全面开放的背景下，投资者

结构和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跨境监管执法和投资者保护面临新挑战；资管新规出台后，基金、

投资顾问等行业深刻变革与转型，给投资者保护与监管带来新课题。二是一些市场主体落实投

资者保护责任不到位。有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实控人对投资者缺乏应有尊重，有的甚至全然不

顾投资者合法权益。有的中介机构执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不严格，没有真正做到“了解你

的客户”。有的机构重市场开发、轻权益保护，重业务拓展、轻风险揭示，甚至还有个别从业

人员违反职业操守，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三是中小投资者自我保护意识不强。“买者自负、

风险自担”的理念还没有深植于心，投资文化自觉尚未形成。有的投资者盲目跟风，迷信小道

消息；有的投资者明知股票即将退市，还存侥幸心理买入。另外，资本市场投资者赔偿救济机

制还需进一步探索完善。 

三、加强投资者保护需多方合力、多措并举 

加强投资者保护是事关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是需要各方共同参与和支持的工

作，必须常抓不懈、聚集合力，切实把“大投保”理念贯彻和体现到实践中，使投资者保护工

作落地有声、落地有效。 

第一，全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对投资者最好的保护，是投资者实

现投资价值、分享经济成长红利的关键。在上周末的上市公司年会上，对于如何提高上市公司

质量，更好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会满主席已作了充分阐述，核心是要树立

“四个敬畏”、坚守“四条底线”。通过证监会和各相关方的共同努力，达到：给投资者一个

真实透明、治理规范、内控有效的上市公司。 

第二，强化交易所和中介机构责任。交易所作为市场交易的组织者和一线监管的承担者，

肩负着为投资者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交易服务和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秩序的重要职责。要进一

步优化交易制度，进一步完善异常交易监控标准，加强对交易的全程监管，让投资者有公平交

易的明确预期。 

中介机构是连接投资者和融资者的桥梁，在保荐承销、会计审计、评级评估、法律服务等

方面发挥好“看门人”作用，对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至关重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会计师

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各类中介机构要切实归位尽责，严格落实客户服务和管理、投资者保护

的基本职责，强化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建立健全投资者保护奖惩机制。证券公司、基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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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公司和私募基金管理人要主动履行对客户的诚信义务，全面落实“了解你的客户”原则，

加强客户分类和动态评估，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当的投资者。要主动承担知识普及、风险提

示和信息咨询等投教义务，依法依规及时妥善解决投资者诉求。这是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义不容

辞的责任。对不守法规、不讲操守、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公司及从业人员，要严肃追责。 

第三，有效打击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没有惩治就谈不上保护。必须持续净化市场生态，

对资本市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动真格、出重拳、击要害，让新风正气落地生根，让各类市场主

体像珍视自己的眼睛一样，认真对待投资者权益保护。我们将突出执法重点，坚持精准查处、

靶向打击，坚决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公平交易原则、侵犯投资者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加

强与公检法机关的协同配合，推动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工作机制，着力提升稽查执法

效能。 

第四，下大力气建设投资者保护大格局。通过相关部委、地方政府、市场机构、新闻媒体

等有关方面的共同参与和支持，形成“法律保护、监管保护、自律保护、市场保护、自我保护”

的投资者保护大格局。重点包括，撬动法规制度的“约束力杠杆”。推动建立符合中国市场实

际的集体诉讼制度，完善证券侵权民事赔偿诉讼制度，健全示范判决等机制，研究建立投资者

专项赔偿基金。当前，对因上市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违法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中小投资

者服务中心等机构通过开展纠纷调解、支持诉讼维权、推动示范判决等方式，积极探索纠纷多

元化解和民事诉讼的有效新路径。这些创新举措值得广大中小投资者关注，相信对于保护投资

者权益也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撬动舆论宣传的“传播力杠杆”。各类媒体包括自媒体，是

公众投资者了解政策、获取信息、形成预期的重要渠道。希望广大媒体及从业者勇担社会责任，

恪守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秉持客观公正独立的立场和原则，向投资者传递声音、普及知识、

倡导理念，切实做投资者保护的引领者、推动者。撬动教育引导的“影响力杠杆”。持续推动

将投资者教育全面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进一步发挥各类投资者服务平

台作用，创新投教形式，丰富投教手段，拓展投教载体，积极倡导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

投资，培育成熟理性的投资文化。 

第五，深化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改革是破解投资者保护难题的制胜法宝。要进一步完

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大发行、交易、退市、信息披露等制度改革力度，为投资者提供更

丰富的产品和更优质的服务。精准做好各类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有力有效打击非法证券期货活

动，让投资者远离市场乱象。加大科技智能手段在投资者保护工作中的运用，依托“人智”与

“机智”的有机结合，提升投资者保护工作水平。积极创新工作思路方法，既要多做让投资者

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善谋为资本市场发展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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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专门提示一下投资者的自我保护。自助者，天助之。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关

键在于投资者自身。我们希望和呼吁，广大投资者要自觉强化风险意识和理性思维，加强对资

本市场相关知识的学习，选择适合自身的产品，不盲目跟风。要学法、知法、懂法、守法，自

觉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依法依规行权维权，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保护投资者是一项神圣而光荣的使命，也是亿万投资者的共同期盼。

让我们携起手来，积极行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想投资者之所想，虑投资者之所

忧，解投资者之所难，共同开创投资者保护和资本市场发展的新局面。 

谢谢大家！（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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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科研究：清科独家解读 

《2019 年 Q1 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回顾与展望》 

近日，清科研究中心重磅发布《2019 年 Q1 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回顾与展望》（简称“百页

PPT”），回顾 2019 年第一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变化，展望未来行业发展趋势。清科研究中

心发布数据显示：2019 年第一季度，募资端寒意尚存，新募基金数为 507 支，同比下降 59.3%，

共募集 2,492.72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25.9%；投资市场也持续降温，机构普遍出手谨慎，投

资金额为 1,339.76 亿元，同比下降 47.7%，涉及 1,816 起投资案例，同比下降 37.0%；受市场环

境影响，退出案例数继续下跌至 388 笔，同比下降 43.4%，但被投企业 IPO 案例数逆势增长至

212 笔，同比上涨 26.2%，而回报倍数却走低。可见，伴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转变与新政策的

出台落地，我国股权投资市场募、投、退均呈现出新变化，清科研究中心将围绕百页 PPT，带

您深度解析中国股权投资市场。 

图 1：2019 年 Q1 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发展形势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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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环境与政策 

 

 

 

2019 年十大任务出台，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 

《2019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2019 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任务重、挑战多、要求高，同时发

布完善宏观调控、扩大开放、培育壮大新动能等十大任务，确保我国经济继续高质量增长。另

外，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9 年第一季度我国 GDP 同比增长 6.4%，超出预期 0.1 个百

分点，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为全年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但我

国仍面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以及中美贸易战再次升级等不确定性外部因素以及国内结构性矛

盾突出的内部问题，经济下行压力犹存。 

 

 

 

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与对外开放，更多“保增长”政策出台 

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的政策频出。具体来看，2018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9 年 3 月两会、2019 年 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均强调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本年度政府颁布多部结构性减税降费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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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1 月《关于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9】8 号）、《关

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 号）、3 月《关于深化增值税

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务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2019】39 号）。同时，国企改革纵深推进全面提速，科创板正式落

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浪潮中，我国股权投资市场投资结构有所改变，科技创新领域备受关

注。此外，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2019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出台，积极促

进外商投资，利好外资参与我国股权投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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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资 

 

 

 

募资端寒意尚存，新募基金数和总金额同步下降 

受宏观经济金融环境以及监管政策影响，我国股权投资市场“募资难”趋势延续，新募基

金数、总金额双双下降。2019 年第一季度新募基金数为 507 支，同比下降 59.3%，新募 2,492.72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25.9%。其中，本季度早期市场新募金额 13.66 亿元，仅为去年同期的

两成；PE 市场新募集金额为 2,067.96 亿元，同比下降 26.3%；VC 市场新募金额为 411.10 亿

元，降幅最小,但同比下降比例也达到了 17.2%。 

从平均募资金额看，在募资难背景下，本季度我国股权投资市场平均募资额为 4.99 亿人民

币，同比上升 78.9%，资金进一步向头部机构和国有机构集中。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

2019 年第一季度，募集规模为 30 亿以上的基金 20 支，同比增长 42.9%，其中，近 7 成基金获

得国有资本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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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程度加深，外币基金表现良好 

受对外开放政策影响，外币基金募集金额大幅上升。2019 年第一季度，我国股权投资市场

共有 17 支外币基金完成募集，总募集金额为 295.89 亿人民币，同比上升 76.2%。清科研究中

心发现，本季度的外币基金绝大多数是由外资机构或具有双币种基金管理经验的老牌机构募集

完成，本土机构由于欠缺海外 LP 资源，新设立和募集外币基金仍存在较高难度。《外商投资

法》的落地有望进一步提升我国股权投资市场外资活跃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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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投资金额下降近一半，项目估值略有回调 

在募资端收紧和项目估值倒挂等因素影响下，2019 年第一季度中国股权投资机构投资谨

慎，投资活跃度和投资金额均大幅下降。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2019 年第一季度，中国

股权投资市场投资案例数为 1,816 起，同比下降 37.0%，投资金额为 1,339.76 亿元，同比下降

47.7%。同时，平均投资额下降至 0.96 亿元，同比下跌 5.3%，主要原因是超大额投资事件明显

减少，项目估值略有回调。其中，早期市场投资案例数为 280 起，涉及投资金额 22.82 亿元人

民币；VC 市场投资案例数为 789 起，投资金额为 312.81 亿元；PE 市场投资案例数为 747 起，

投资金额为 1004.12 亿元。本季度值得关注的投资案例主要有车好多、地平线机器人、掌门 1

对 1 等。 

此外，机构避险情绪明显，种子和初创期项目投资占比下降。2019 年第一季度我国股权投

资市场种子期和初创期项目投资案例数为 785 起，占总案例数的 43.2%，占比相比去年同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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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5.8 个百分点。经济下行压力带来的不确定性导致投资机构避险情绪明显，倾向于布局盈利

模式清晰的中后期成熟企业。 

 

 

 

 

科创领域投资活跃，生技行业受资本青睐 

目前，我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该阶段的重要

举措，全国范围内的产业升级成为政策导向，而科技创新是成功关键。2019 年第一季度，我国

股权投资市场加强科创领域布局，IT 继续保持第一，机械制造、电子及光电行业跻身投资案例

数 top5。值得注意的是，受港股上市政策利好以及其自身逆周期性，生物科技/医疗健康行业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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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投资机构青睐，位居第三。此外，娱乐传媒行业受政策影响，投资活跃度大幅下降，排名下

降至第八位。 

 

 

 

 

江浙直追北上深，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 

2019 年第一季度，北、上、深投资案例数和投资金额仍名列 Top3。江、浙地区因产业和地

域优势，投资占比逐年提升。2019 年第一季度，江浙地区总投资案例数占全国的比例为 18.4%，

同比上升一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城市群的建设，将持续给北上

深江浙的经济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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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案例数和投资金额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清科研究中心认为，因地

制宜，发展地域性优势产业占据比较优势，同时以中西部城市群为依托，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

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的新模式，或将提高中西部地区股权投资活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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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 

 

 

 

总退出案例数大幅下降，VC 市场降幅最大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统计显示，2019 年第一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市场退出案例数为 388 笔，

同比下降 43.4%。其中，VC 市场退出案例数降幅最大，由 2018 年 Q1 的 259 笔下降至 2019 年

Q1 的 130 笔，早期、PE 市场退出案例数分别为 22 笔和 236 笔，同比下降约 3 成。从退出结构

来看，早期机构主要退出方式为股权转让，VC 和 PE 则以被投企业 IPO 为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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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企业 IPO 数逆势上升，科创板或利好退出 

2019 年第一季度，被投企业 IPO 案例数为 212 笔，同比上升 26.2%，共涉及 29 家上市企

业，同比下降 14.7%。在退出市场整体降温时被投企业 IPO 数逆势上升的主要原因是 2018 年

港交所新政（接受同股不同权企业和允许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来港上市）红利释放，赴港

上市企业数量由去年同期的 2 家上升至今年的 7 家，贡献 74 笔被投企业 IPO 案例数。生技行

业也成为本季度退出案例数最多的行业。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被投企业 IPO 数量同比上升，但

从回报倍数来看，无论是境内市场还是境外市场，2019 年第一季度被投企业 IPO 的上市账面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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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倍数持续走低，国内经济形势下行和中美贸易摩擦或将影响企业二级市场估值，进而影响股

权投资机构的投资回报。 

 

 

 

 

 

此外，截至 2019 年 5 月 8 日，已有 103 家企业科创板上市申请已受理，其中 84 家已接受

询问。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103 家中有 91 家获得 VC/PE 支持，参与机构近 600 家，合计投

资金额近 1,000 亿元。科创板的落地，或将缓解 VC/PE 退出压力，利好股权投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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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并购市场整体降温，机构并购退出数量亦大幅下降 

2019 年第一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市场以并购方式退出案例共发生 86 笔,较去年同期 138 笔

下降 37.7%。本季度并购市场延续了 2018 年降温趋势，企业普遍现金流紧张的问题仍然存在，

并购交易数量显著下降，以致机构以并购方式退出数量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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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5月 11日-5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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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11 基石资本 深潜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5/11 君联资本 
SpiderStor

e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5/12 

东方富海 

达晨创投 

子于资本 

竹云科技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9/5/13 
三生创投 

合享投资 
VETO 食品&饮料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5/13 
巨峰科创 

不公开的投资者 
飞熊领鲜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5/13 联想(北京) 深慧视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5/13 
快手 

元璟资本 
精准学 教育与培训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2019/5/13 不公开的投资者 拓拉思 互联网 中国 850.00 万美元 

2019/5/13 

中科创星 

江苏置柏投资 

麒麟资本 

中科图灵 

不公开的投资者 

控维通信 
广播电视及数字电

视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5/13 
中科创星 

久友资本 
未感科技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5/13 
安赐投资 

汇胜耀航投资 
紫天科技 机械制造 中国 4.46 亿人民币 

2019/5/13 华予世纪邮轮 比特未来 互联网 海外 300.00 万人民币 

2019/5/13 
国丰投资 

深大科技基金 
商票圈 金融 中国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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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3 保利地产 粤财通 金融 中国 NA 

2019/5/13 
不公开的投资者 

戈壁 

Maria 

Health 
互联网 

菲律宾共和

国 
100.00 万美元 

2019/5/13 
普华资本 

上海永堪投资 
洛启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NA 

2019/5/14 

舜翌投资 

中关村发展创业投资基

金 

灵犀微光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5/14 蓝驰创投 积目 互联网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5/14 
逐鹿资本 

青山资本 
LANDBASE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5/14 京东振越 新宁物流 物流 中国 3.76 亿人民币 

2019/5/14 钟鼎创投 批批网 互联网 中国 6000.00 万人民币 

2019/5/14 

NEO Global Capital 

Lemniscap 

Edenblock 

不公开的投资者 

Nym 

Technologi

es 

IT 美国 250.00 万美元 

2019/5/14 不公开的投资者 
Simple 

Token 
金融 美国 650.00 万美元 

2019/5/14 中粮包装美特 华鹏瓶盖 其他 中国 5339.87 万人民币 

2019/5/14 道生资本 加小传媒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 万人民币 

2019/5/14 杏泽资本 雅创医药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1000.00 万美元 

2019/5/14 霍尔果斯乐学 
腾跃校长社

区 
教育与培训 中国 2304.96 万人民币 

2019/5/14 上海南翔创投 
氘峰医疗器

械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NA 

2019/5/15 

不公开的投资者 

泛城资本 

IDG 资本 

歌斐资产 

氪空间 房地产 中国 10.00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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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5 

东方富海 

未来家资本 

天使投资人崔欣欣 

不公开的投资者 

家页传媒 互联网 中国 500.00 万人民币 

2019/5/15 招商局资本 九曳供应链 物流 中国 NA 

2019/5/15 涌铧投资 鲸鱼机器人 IT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5/15 

上海市集成电路产业基

金 

国科嘉和 

顺为资本 

晨晖创投 

南芯半导体 半导体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9/5/15 
珠海华金领创投资 

央企贫困地区基金 
珠海港 物流 中国 10.20 亿人民币 

2019/5/15 湖北高投产控 吉宏股份 其他 中国 5.16 亿人民币 

2019/5/16 
耀途资本 

云启资本 
新石器 物流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9/5/16 
源码资本 

蓝驰创投 
孚临金科 金融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5/16 不公开的投资者 火眼智能 IT 中国 4000.00 万人民币 

2019/5/16 不公开的投资者 新特汽车 汽车 中国 NA 

2019/5/16 

晋承鼎盛 

东方富海 

达晨创投 

前海长城基金 

小熊 U 租 IT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9/5/16 韬蕴资本 易到用车网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5/16 
Insignia Ventures 

Partners 
YouTrip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香港 2550.00 万美元 

2019/5/16 
盛宇投资 

前海旗辉 
万里云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1.00 亿人民币 

2019/5/16 金伯睿基金 斩货 互联网 中国 3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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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2019/5/16 启明星辰 烽台科技 IT 中国 NA 

2019/5/17 启赋资本 正商书院 教育与培训 中国 5000.00 万人民币 

2019/5/17 北大创投 义采宝 互联网 中国 2000.00 万人民币 

2019/5/17 

华创资本 

愉悦资本 

元璟资本 

超级零 食品&饮料 中国 100.00 万美元 

2019/5/17 

连力创投 

宜来投资 

老鹰基金 

比格飞序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 中国 1000.00 万人民币 

2019/5/17 前海京信供销基金 法天使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5/11 星海时尚物业 
第六棉纺织

厂 
纺织及服装 中国 7.97 亿人民币 

2019/5/14 紫天科技 亿家晶视 娱乐传媒 中国 9.24 亿人民币 

http://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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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亚洲 TOP5 并购事件 

（5月 13日-5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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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3日 
Vodafone New Zealand 

Ltd 
新西兰 

Infratil Limited; 

and Brookfield 

Asset 

Management Inc 

新西兰 
电信业：

运营商 
2，245 

5 月 16日 
Vingroup  (6.1% 股权变

动规模) 
越南 

SK Holdings Co 

Ltd 
韩国 房地产业 1，000 

5 月 13日 
Greensill Capital (UK) 

Limited (未透露股权) 
英国 

SoftBank Group 

Corp 
日本 

金融服务

业 
800 

5 月 14日 Atlantic Gold Inc 加拿大 
St Barbara 

Limited 
澳大利亚 矿业 571 

5 月 13日 
TOSHO Printing Co Ltd  

(48.57% 股权变动规模) 
日本 

Toppan Printing 

Co Ltd 
日本 

制造业

（其他） 
259 

http://www.mergermarket.com/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