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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3.4% 

⚫ 外汇局：4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 18.99 万亿元人民币 

⚫ 亚太地区 PE 投资机会凸显 中国市场将转向对企业的并购 

⚫ 再创新高！私募规模突破 13 万亿元 

⚫ 中基协注销 20 家异常经营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 北京怀柔区设立科创投资基金，总规模 20亿 

⚫ 信中利与张家港母基金共同设立 20亿规模的基金 

⚫ FLOW 福禄电子烟获数千万美元 Pre-A轮融资，经纬中国领投 

 

【宏观】1-4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3.4%  

据国家统计局 5月 27 日消息，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8129.4亿

元，同比下降 3.4%（按可比口径计算，考虑统计制度规定的口径调整、统计执法增强、剔除重

复数据、企业改革剥离、四经普单位清查等因素影响），降幅与 1-3 月份大体相当。其中，4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153.9 亿元，同比下降 3.7%，3 月份为同比增长 13.9%。      

＞全文（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 

    外汇局：4 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 18.99 万亿元人民币 

据外汇局 5 月 24 日消息，2019 年 4 月，中国外汇市场（不含外币对市场，下同）总计成

交 18.99万亿元人民币（等值 2.83万亿美元）。其中，银行对客户市场成交 2.22万亿元人民

币（等值 3307亿美元），银行间市场成交 16.77 万亿元人民币（等值 2.50万亿美元）；即期

市场累计成交 6.63万亿元人民币（等值 9873万亿美元），衍生品市场累计成交 12.36万亿元

人民币（等值 1.84万亿美元）。＞全文（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 

【国内】亚太地区 PE 投资机会凸显 中国市场将转向对企业的并购 

最近数年以来，亚太地区私募股权（PE）的投资热度一路高涨。 

贝恩资本近日发布的《2019年亚太私募股权报告》显示，过去 10 年里 PE投资在亚太地区

涨幅惊人。目前亚太地区管理着 8830 亿美元的资产，占全球私募股权市场的 26%，远高于 10

年前的 9%。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79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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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恩同期发布的另一份报告——《2019年中国私募股权市场报告》则显示，2018年，中国

PE 市场投资交易规模再创新高，达到 940 亿美元，中国因此成为亚太区 PE 市场增长的核心驱

动力。＞全文（第一财经日报） 

        再创新高！私募规模突破 13万亿元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9年 4月底，

协会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规模高达 13.31 万亿元，环比增长 4.04%。 

从不同类型私募基金规模变化情况来看，4 月份证券类私募基金、股权私募基金及创业投

资基金规模较 3月均有所增长。其中，得益于 A 股市场回暖，证券类私募基金规模增长最为明

显，截至 2019 年 4 月底，已备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规模 2.36 万亿元，较 3 月增加 2448.7 亿

元，环比增长 11.6%。＞全文（上海证券报） 

       中基协注销 20家异常经营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5 月 24 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发布公告，注销 20 家异常经营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协会表示，2018 年 3 月 27 日，协会发布《关于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异常经营情形下提交专

项法律意见书的公告》，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未能在书面通知发出后的 3 个月内提交符合规

定的专项法律意见书的，协会将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事项的公告》

的有关规定予以注销，注销后不得重新登记”。现有 20家私募基金管理人满足注销条件。 

＞全文（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募集】北京怀柔区设立科创投资基金，总规模 20亿 

5月 23日消息，据北京日报消息，北京怀科城科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正式完成工商

登记注册。北京怀科城科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是怀柔科学城公司参与的首支基金，总规模

为 20亿元，首期 5亿元，其中怀柔科学城公司认缴出资 1亿元。＞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信中利与张家港母基金共同设立 20 亿规模的基金 

据报道，在信中利长三角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基金签约仪式上，通过前期信中利与张家港母

基金的良好协作，双方达成了发起一支专注在高端装备和智能制造领域的基金，基金总规模 20

亿元，首期发行 6亿元。＞全文（投资界）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73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72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74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76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3686&idx=3&sn=a2244ac5c4b89d60720d6ec276d296dc&chksm=bcc095018bb71c1798ad52ff47ed645339dd81d1b038a4e96db2d124c604e08a961f5ee1eb49&token=1876332501&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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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动态】FLOW 福禄电子烟获数千万美元 Pre-A轮融资，经纬中国领投 

5月 23日消息， FLOW 福禄电子烟宣布完成由经纬中国领投、壹叁资本、Jager Capital

跟投的天使及 PreA等两轮融资，累计金额超 1000 万美金。 

 据了解，此次融资将用来进行持续的产品迭代和用户体验升级。 ＞全文（投资界） 

 

 

 

⚫ “BPEA 月度培训”第八十六期 ——“投贷奖”专项培训方案 

⚫ 日本产经周期轮替与中日产业并购新机会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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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预告】“BPEA 月度培训”第八十六期 ——“投贷奖”专项培训方案 

指导单位：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主办单位：首都文化产业协会、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培训时间：2019 年 5 月 30 日（星期四）上午 10：00—12：00 

培训地点：新华 1949 国际创意设计产业园（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4 号）2 号楼五层 510 报告厅 

培训语言：中文 

参会费：免费（报名需审核，BPEA 会员及会员投资企业优先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017 年 11 月 21 日，北京市文化改革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题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

市实施文化创意产业“投贷奖”联动推动文化金融融合发展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在全国

文化金融体系中打造了独特的“北京模式”，既满足了北京建设文化资本市场的需要，也实现了

财政资金改革的需要。1 年多来，“投贷奖”体系已组织实施两批奖励资金发放，合计金额超过

9 亿元，直接支持企业 1300 余家，其中中小企业占比 93.76%，对文化中小企业支持力度明显，

财政资金杠杆效用近 30 倍，政策展现出巨大的杠杆作用，平台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是文化

产业财政资金应用的成功创新。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联合首都文化产业协会共同主办本次“投贷奖”专项培训，特邀北京

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专家进行“投贷奖”政策解读，以及邀请“投贷奖”申报平台之一

文创金服进行申报流程详解。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3675&idx=2&sn=788bb33820d4ec1ec42b9b4ba5795c9f&chksm=bcc094fc8bb71dea63758f624d85d855992d96166a5eba7f1a5425f8160b886dc1e50e815a6b&token=1876332501&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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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协会关注文化创意产业投资的会员机构及会员机构投资企业参与此次培训活动！ 

 

 

培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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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9 日（周三）中午 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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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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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日本产经周期轮替与中日产业并购新机会论坛 

论坛背景 

 随着全球政经格局变化与中日关系改善，日本产业投资与合作价值重新被发现。中国大陆

企业 2018 年赴日投资并购交易达 59 宗，为五年来新高。 

 为促进中日投资与产业合作，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联合晨哨、北京产权交易所、拟于 6

月 5 日（北京）召开日本投资并购专题沙龙，并组织有投资并购需求的企业共同赴东京出席“中

日产业合作论坛”，对接具体合作机会。 

 一旦发现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是一场误读，敏捷的投资者已经采取行动。 

活动信息 

主办单位：晨哨集团 

联合主办单位：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北京产权交易所 

时间：2019 年 6 月 5 日 14:00-17:30 

地点：北京市 

活动议程 

13:00-14:00 嘉宾签到 

14:00-14:10 主办方、联合主办方领导致辞 

14:10-14:35 主题演讲：中日基金投融逻辑与合作方式 

演讲嘉宾：中投研究院副院长 陈超 

14:35-15:00 主题演讲：日本投资政策与机会 

15:00-15:25 演讲主题：中日企业实现共赢合作的行业分析 

15:25-15:40 茶歇 

15:40-17:30 共创交流 

联系方式 

联络人：谌先生 

电话：010-88086775 

Email：jjchen@bpea.net.cn 

网址：www.bpea.net.cn 

报名方式 

请于 2019 年 6 月 4 日中午 12：00 前发送“姓名-机构-职务-电话-邮箱”至上述联系人邮箱，报

名从速。 

http://www.bpea.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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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要求 

有对日投资意向的企业，因场地有限，报名需审核后，邮件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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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线投资人交流：培训课程拟邀请鼎晖、华盖、元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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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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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盖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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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区 VRAI 基金创始合伙人                钱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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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平投资高级副总裁                        林志红 

中汽知权投运营中心咨询事业部总经理        寿晶晶 

远洋资本高管 

 

待确认讲师机构（按课程时间表排序）： 

尚珹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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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投资基金业协会 

辽宁省基金业协会 

首都文化产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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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私募基金协会 

沈阳市基金业协会 

香港创业及私募投资协会 

云南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浙江省股权投资行业协会 

珠海市横琴新区金融行业协会 

中关村并购协会 

 

支持机构（以首字母顺序排列）： 

并购优塾 

PE 实务 

潜力股 

投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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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中集团 

熙诚教育 

医药产业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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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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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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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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报名表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09&aid=2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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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磊：买基金不能幻想保本保收益，不做盲目投资冲动投资，直指私

募六大乱象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 

5 月 25 日，私募行业盛会——“第五届全球私募基金西湖峰会”在杭州举办。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在会上致辞，除了介绍中国私募基金行业最新发展，还重点阐述了行业

乱象和治理方向，他呼吁投资者买基金时不能抱有保本保收益的幻想，不做盲目投资、冲动投

资。 

洪磊点出，在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些突出问题值得警惕，集中体现在六大乱象： 

从机构层面来看，突出表现为三类情形：一是全牌照业务引发利益冲突和风险传染；二是

集团化倾向加剧了募资难、融资贵；三是高管团队缺乏专业性。 

从产品层面来看，部分产品以私募基金名义申请备案，却不符合受托管理、组合投资、风险

自担等基金本质要求，突出表现为：一是名为基金，实为存款；二是先备后募；三是变相自

融。 

88 家科创板申请企业获得 PE/VC 投资 

科创板是今年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战略之一，而私募基金行业在对科创企业支持上做出了

很大贡献。据洪磊介绍，在已公布的 110 家科创板申请企业中有 88 家企业获得了 686 只股权

创投基金的投资，在投本金 346 亿元，另有 3 家企业获得过投资，但已完全退出。私募股权以

创投基金支持科创效益显著，为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协调发展打下了良好根基。 

私募基金始终都是国内直接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创新资本形成的关键力量。洪磊表

示，截至 2019 年一季度末，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达到 2.44 万家，

合计管理资产规模达到 13.24 万亿元，其中私募股权与创投基金管理人 1.45 万家，管理规模

9.28 万亿。私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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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达到 10.37 万个，为实体经济形成股权资本金 5.79 万亿元。2018 年当年私募基金投向境内

未上市、未挂牌股权的股本金新增 1.2 万亿元，相当于同期新增社会融资总额规模的 6.3%，为

丰富直接融资体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与其他资金投放方式相比，股权投资基金通过高度分散的市场化投资直达实体经济，承担

投资风险，支持企业创新。其投向以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为主，是改善金融质量、激发经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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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关键力量，创投基金更是早期中小企业、新技术企业及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孵化器和助推器。

截至 2019 年一季度末，创业投资基金在投项目 3.05 万个，在投金额 5443 亿元，其中在投中小

企业项目 2.39 万个，占比 78.3%，在投金额 2953 亿元，占比 54.3%。从行业分布来看，创投基

金在投金额前五大行业分别为：计算机应用、资本品、医疗器械与服务、医药生物和其他金融，

在投金额合计 3131 亿元，占比 57.5%。”洪磊指出。 

六大乱象成突出问题 

在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些突出问题值得警惕，集中体现在六大乱象。 

洪磊点出，从机构层面来看，突出表现为三类情形： 

一是全牌照业务引发利益冲突和风险传染。部分私募机构或其关联机构从事P2P民间借贷、

保理、融资租赁等类金融业务，与私募基金财产存在利益冲突，甚至将类金融风险传导至私募

基金领域。 

二是集团化倾向加剧了募资难、融资贵。实践中同一实际控制人经常因各种原因申请登记

多家同类型私募基金管理人或增设多级子公司，导致管理层级复杂，增加资金流转成本。 

三是高管团队缺乏专业性。部分申请机构为规避利益冲突的监管，通过代持的方式组建高

管团队，表面上符合了从业资格要求，但实际上不具备勤勉尽责的条件和专业胜任的能力，实

际控制人在背后操控一切。 

从产品层面来看，部分产品以私募基金名义申请备案，却不符合受托管理、组合投资、风

险自担等基金本质要求，突出表现为： 

一是名为基金，实为存款。部分产品名为基金，实为高息揽储，在募集端，对投资者承诺

保本保收益；在投资端，充当信贷资金的通道，为单一项目提供融资，组合投资工具异化为了

资金中介。 

二是先备后募。部分产品在完成备案后随意扩大募集对象和募集规模，甚至刻意借助登记

备案信用为私募行为背书，这种行为一旦突破合格投资者底线就容易沦为非法集资。 

三是变相自融。部分机构设立私募子公司不是从投资者利益最大化的出发寻找最有投资价

值的投资标的，为投资者提供专业理财服务，而是为筹集资金，满足自身或关联方的融资需求，

无法有效保障投资者的权益。 

多措并举推动规范发展 

洪磊表示，为推动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发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将进一步加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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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方面   

协会自 2016 年 2 月起，持续完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要求管理人承诺对申请项目

和申请文件的合法性、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要求法律意见书对管理人运营基本条件、专业化

经营、股权结构、组织架构、防范利益冲突等事项充分论述，并发表结论性意见，加强高管专

业性胜任能力和从业人员自律管理，建立中止办理与不予登记制度，强化底线审核和经营异常

管理，对存在违规募集、虚假登记、兼营 P2P、民间借贷等利益冲突业务，机构或高管存在严

重失信或违法记录等情形的申请机构不予登记。同时，公示不予登记的申请机构及所涉律师事

务所的律师情况。 

产品方面   

协会持续完善并更新了产品备案须知，强化产品基金属性要求，对保本保收益等违背专业

化和投资者根本利益的产品建立不予备案制度，对于先备后募、变相自融等问题，协会将进一

步完善产品备案须知，明确先募后备、组合投资、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相关要求，厘清合规募

集与非法募集的界限，化解单一资产投资和变相自融带来的风险。 

过程信用建设方面   

协会将加强从业人员持续培训，建立基金经理业绩记录，给予机构合规性、稳定度、透明

度和专业度，全面推进私募基金会员信用信息报告制度建设，为全部会员私募基金管理人提供

信用积累和信用展示服务，进而通过信用公示与社会监督、信用约束与自律处分、信用竞争与

自主发展，打破市场与监管博弈的行为惯性，推动私募基金行业实现信用一生、信用自治。 

洪磊认为，完善的市场化信用体系，有赖于司法行政与自律协调共进。对于既登记又备案，

且先募集再备案的机构，根据《基金法》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应当以自律管理为主；对于有违

反《基金法》第十章，突破私募基金业务底线的机构，包括突破合格投资者制度，应当托管未

托管、公开推荐、不登记备案或先登记后募集，基金信息不真实准确完整、甚至欺诈的应当以

行政监管为主；以私募基金名义从事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应当以司法惩戒为主。 

投资者不能轻信保本保收益承诺 

最后，洪磊呼吁投资者在购买基金时要更加理性，不能轻信保本保收益承诺。 

“投资者要正确理解投资的本质、基金的本质，购买基金是一种投资行为，投资者按照基金

份额承担风险、获取收益，基金管理人收取特定水平的管理费。承担风险、获取收益是基金运

行的基本法则，凡是事先承诺固定收益、超额收益的全部或绝大部分归产品发行人的产品都不

是基金，它得不到《基金法》的保护。投资者在购买基金时不能抱有保本保收益的幻想，更不

能轻信任何保本保收益的承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当了解基金投资策略、资产投向和风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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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特征，在自身风险承担能力的范围内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和审慎专业的基金管理人，不

做盲目投资、冲动投资。”洪磊表示。（券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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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科数据：4 月并购市场小幅缓降，新一届并购重组人员大幅缩减 

2019年 5月 5日，证监会并购重组委遴选委员会研究确定了第七届并购重组委委员拟任人

选，人数缩减的同时细分领域的专业性却大幅提升，覆盖的领域也更多。从委员背景来看，证

监会是希望利用并购重组的手段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除此之外，证监会还专门

为此完善了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新增适用“豁免/快速”通道的产业类型，包括高档数控机

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新能源、生物产业等。并购重组委换届并非简单的人员更替，

背后暗合了监管周期和监管思路的变动，在换届名单落定的近两周，并购重组的审核节奏有提

速的迹象。 

 

 

2019 年 4 月并购市场的整体情况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显示，2019年 4月中国并购市场共完成 123 笔并购交易，同比下

降 36.6%，环比下降 8.2%。其中披露金额的有 98 笔，交易总金额约为 479.36亿人民币，同比

下降 50.6%，环比下降 4.3%，平均每起交易资金规模约 3.90亿人民币。从并购交易类型来看，

本月国内交易共发生 113 笔交易，占并购案例总数的 91.9%，其中披露金额的案例 91笔，披露

金额是 468.43 亿人民币，占总金额的 97.7%；海外交易共发生 8 笔交易，案例数占比 6.5%，

其中披露金额的案例 5 笔，披露金额是 0.49 亿人民币，占总金额的 0.1%；外资交易共发生 2

笔交易，案例数占比 1.6%，披露金额是 10.45亿人民币。本月交易金额较大的两笔并购案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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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对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交易金额 48.45 亿人民

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受让北京奇安信科技有限公司 22.59%股权（交易金

额 37.31亿人民币）。 

 

 

2019 年 4 月并购事件在地区和行业的分布 

 

 

具体来看，2019 年 4 月并购市场共完成 123 笔并购交易，按被并购企业所属省份来看，

123 笔交易分布在北上广以及江浙等 35 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和海外地区。从案例数量来

看，江苏省位列第一，共完成 17笔并购交易，占本月并购案例数量的 13.8%；上海市位于第二

位，共完成 15 笔并购交易，占本月并购案例数量的 12.2%；浙江省位于第三位，分别完成 14

笔并购交易，占本月并购案例数量的 11.4%。 

并购金额方面，上海市在 4 月并购交易中表现突出，涉及交易金额达 103.46 亿人民币，

占本月总交易金额的 21.6%。本期发生在上海市的交易金额最大的案例为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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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成功对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增资金额为 48.45亿人民币。接下来江苏省的

交易金额达到 65.99 亿人民币，占总交易金额的 13.8%，排名第二。其中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

限公司成功收购江苏五星电器有限公司 46.0%股权一案，较大的拉高了江苏省的交易金额。北

京市以 62.54 亿人民币占比 13.1%的成绩排名第三，发生在北京市的交易金额较大的案例有中

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37.31亿元成功受让北京奇安信科技有限公司 22.59%股权。 

 

 

本月并购交易共涉及 22个一级行业，从案例数量来看，IT行业居第一位，共完成 15笔并

购交易，占本月案例数量的 12.2%；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机械制造行业和建筑/工程行业

并列第二位，分别完成 12 笔交易，分别占本月案例数量的 9.8%。电子及光电设备行业排在第

三位，共完成 11笔交易，占本月案例数量的 8.9%。 

金额方面，金融行业位居第一，涉及金额为 67.21 亿人民币，占本月总交易金额的 14.0%；

本月发生在金融行业交易规模最大的案例为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对国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增资金额为 48.45亿人民币，该案拉高了金融行业在本月统计中的整体水

平。房地产行业以 54.62 亿人民币的交易金额排在第二位，占总交易金额的 11.4%；排在第三

位的是 IT行业，共涉及交易金额 49.58亿人民币，占比为 10.3%。  

本月金额较大的国内并购典例 

中国平安成功收购华夏幸福 5.69%股权，响应险资入市号召 

2019年 4月 8日，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收购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

司 5.69%股权，交易金额 42.0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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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是一家金融保险、银行、投资等金融业务为一体的整合、紧密、多元的综合性金

融服务集团。其控股股东为深圳市国资委。华夏幸福成立于 1998年，最初业务为房地产开发，

随后数年持续探索产业新城模式，并成为该领域龙头企业。2015 年 4 月，中国平安入股碧桂

园，随后碧桂园业绩异军突起，股价也开启主升浪，中国平安账面获利至少 5倍以上。四年前

尝到甜头的中国平安，如今再次向“非典型房企”华夏幸福抛出橄榄枝。此次交易有助于华夏

幸福在业务范围及质量方面得到延伸；同时，平安在地产及产业园领域的经验及布局使得双方

优势互补、彼此赋能。 

中国电子成功收购奇安信 22.59%股权，奇安信入列网络安全国家队 

2019 年 4 月 30 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37.31 亿元成功受让北京奇安信科

技有限公司 22.59%股权。 

奇安信原为 360集团旗下负责企业安全业务的公司，在 360借壳上市回归 A股后被剥离独

立，此举也是为了帮助奇安信独立上市。中国电子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独资特大型集团公司，

也是中国最大的国有综合性 IT 企业集团。近年来致力于打造国家网络安全核心能力，全面开

展本质安全、过程安全和产业安全建设。此次战略入股是国企与民企共同推动网络安全产业做

大做强的一次重要实践。中国电子可以为奇安信带来更多的业务机会，奇安信也可以与中国电

子的既有业务形成互补、协同发展。中国电子将带动奇安信跻身“国家队”行列，推动双方加

快迈进世界一流网信企业行列。     

 

 

本月金额较大的跨境并购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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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雷投资成功收购罗莱生活 10%股权，罗莱现代化管理水平有望升级 

2019年 4月 19日，凯雷投资集团成功受让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股权，作价 7.26

亿元。 

罗莱生活是中国大陆较早涉足家用纺织品行业的企业，面对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罗莱生活

与时俱进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与各大主流电商平台开展紧密合作，线上业务迅猛增长。凯雷投

资集团是一家全球性投资公司，专注于一级市场的长期战略投资，持有周期相对较长，通过基

于对行业和宏观经济的判断以及对企业经营能力和管理层的判断开展投资活动。此次战略投资

也是基于认定罗莱的头部企业地位，认为其将受益于消费升级，看到了提升的机会。对于罗莱

生活来说，凯雷将向公司董事会提名一名董事，对优化公司董事会结构、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

平有着积极的意义。凯雷在消费品行业丰富的投资经验将帮助罗莱生活在战略发展、经营管理

以及产业并购等各个方面提升能力。同时，引进战略投资人也有利于罗莱生活建立现代化管理

制度，管理职业化、去家族化，优化公司的股东结构。 

FUCHSIA 成功收购合肥华联瑞诚 100%股权，增强行业竞争力 

2019年 4月 9日，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合肥华联瑞诚购物广

场商业运营有限公司 100%股权成功转让给 FUCHSIA (CHINA) MALL PTE.LTD.，作价 3.19亿人

民币。 

FUCHSIA主营业务为商业物业相关的投资，其实际控制人 GUOK CHIN HUAT SAMUEL 拥有超

过 40年多个商业领域的经验，包括投资银行、风险投资、私募基金、以及地产相关等。合肥华

联是一家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商。主要经营范围是出租商业设施、自有房屋并对一些商业广场停

车场的管理等。从北京华联角度来看，本次交易对部分商业物业的权益进行策略性的转让，是

一种实现投资物业资本循环利用的资本管理举措，是为了践行轻资产运营模式转型而实施的具

体方案，符合北京华联未来总体发展战略转型的要求，与其业务发展目标与计划相匹配，对其

资产优化、布局扩张与战略提升等有决定性作用。此次北京华联股权转让的同时与合肥华联瑞

诚签署物业管理服务的相关合同,合肥华联瑞诚旗下购物中心依然由北京华联进行运营管理,

此次股权转让实施后,对北京华联运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 PE与 VC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21 

 

VC/PE 渗透金额过半，金融行业交易规模拔头筹 

4月 VC/PE支持并购案例共有 50笔，环比上升 6.4%，数量渗透率为 40.7%；涉及并购金额

为 203.99亿人民币，环比下降 14.1%，金额渗透率达 42.6%。 

VC/PE支持的并购交易中，标的地区分布在北上广以及江浙等 22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

和海外地区。从案例数量来看，浙江省位列第一，共完成 10 笔 VC/PE 支持的并购交易；排在

第二位的是上海市，完成了 6笔 VC/PE支持的并购交易；北京市和江苏省位于第三位，各完成

5 笔 VC/PE支持的并购交易。上述地域累计完成 26笔 VC/PE支持的并购交易，占 VC/PE支持并

购案例数量的 52.0%，占本月并购案例总数的 21.1%。从交易金额来看，河北省位列第一，涉及

交易金额为 42.03 亿人民币，占 VC/PE 渗透案例交易金额的 20.6%；其次是浙江省，涉及交易

金额为 41.62亿人民币。 

VC/PE渗透的标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电子及光电设备、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连锁及零售、IT，

共完成 21 笔并购交易，累计占 VC/PE 渗透案例数量的 42.0%，占本月并购案例总数的 17.1%。

从交易金额来看，VC/PE 渗透的标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房地产、IT、互联网，分别涉及交易金额

46.21 亿人民币、39.78 亿人民币、31.89 亿人民币，累计占 VC/PE 渗透交易金额的 57.79%，

占本月总交易金额的 24.59%。 

本月并购案背后支持的 VC/PE机构，排名第一的是新君联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昆吾九

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昆石投资有限公司，各支持了 3 起并购事件，占本月 VC/PE

支持总案例的 6.0%，占本月案例总数的 2.4%。排名第二的是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支持了 2起并购案，占本月 VC/PE支持总案例的 4.0%，占本月案例总数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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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4 月并购市场基本保持平稳状态，案例数量和交易金额与上月水平基本持平，

目前中国并购市场已进入相对平稳的阶段。整体来看，在第七届并购重组委换届名单落定的近

两周，并购重组审核节奏有提速的迹象，从上一届并购重组委最后审核的风向来看，已对一些

大额并购或者借壳项目的控制有所放松，因此对于新一届并购重组委是坚持此前的监管红线还

是会放松管制，市场将保持密切关注。（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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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5月 18日-5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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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18 

Great Momentum 

苏宁国际 

Great Matrix 

Suning 

Smart Life 
连锁及零售 中国 7.50亿美元 

2019.5.18 新浪爱问 
A+品牌直购

团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5.18 美图 美得得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5.20 
广州中小企发展基金 

广东文化产业投资 
新励成 教育与培训 中国 NA 

2019.5.20 

小即是大 

深圳凯盈天成 

贝恩资本 

金科君创 

博雅工道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5.20 
大米创投 

三一集团 
普菲特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5.20 
光信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百应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20亿人民币 

2019.5.20 
真格基金 

经纬中国 

ABC诊所管

家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5.20 
Consensus FinTech 

Group 
Bitsdaq 金融 中国香港 NA 

2019.5.20 

鼎兴量子 

星河控股 

中集集团 

闪电仓 物流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5.20 
红星美凯龙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三立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NA 

2019.5.20 

广发乾和 

深创投 

上海临芯投资 

深圳鹏德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锐石创芯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5.20 不公开的投资者 天天开工 互联网 中国 30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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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20 

Atlantic Bridge 

Amadeus 

Passion Capital 

腾讯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Prowler.io IT 英国 2400.00万美元 

2019.5.20 
麦耘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职声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2000.00万人民币 

2019.5.20 瑞鼎钜融 AI Master 金融 中国香港 NA 

2019.5.20 

恩颐投资 

Lundbeckfonden 

Ventures 

Pappas Capital 

RiverVest Venture 

Partners 

Reneo 

Pharmaceut

icals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美国 5000.00万美元 

2019.5.20 正涵投资 青青稞酒 食品&饮料 中国 NA 

2019.5.21 立人教育发展基金 学果果教育 互联网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5.21 
源码资本 

源渡创投 
掌上辅材 互联网 中国 3000.00万人民币 

2019.5.21 
双湖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三节课 互联网 中国 1.30亿人民币 

2019.5.21 

不公开的投资者 

华金资本 

朗玛峰创投 

达泰资本 

中建投资本 

亿智科技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NA 

2019.5.21 

蓝驰创投 

纪源资本 

海纳亚洲 

善诊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美元 

2019.5.21 德太集团 旺店通 IT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5.21 

亚马逊 

富达国际 

英特尔投资 

North IT 加拿大 4000.00万美元 

2019.5.21 新财界 炟己商店 互联网 中国 2000.00万人民币 

2019.5.22 宝顶创投基金 DOCO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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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22 

红杉资本（印度） 

经济发展局投资 

MassMutual Venture 

健客网 

不公开的投资者 

Biofourmis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新加坡 3500.00万美元 

2019.5.22 

青岛迈通创投 

青松基金 

海都集团 

诺安百特生

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2000.00万人民币 

2019.5.22 
Coatue 

不公开的投资者 
Marqeta 金融 美国 2.60亿美元 

2019.5.22 奥创联盟资本 十牛小镇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5.22 鸿博资本管理 景安网络 IT 中国 3000.00万人民币 

2019.5.22 

Robert Bosch Venture 

Capital 

博世创投 

Mind of Ventures 

North First Ventures 

Veego 

Software 
IT 以色列 500.00万美元 

2019.5.22 
波司登 

波司登投资 
永辉资源 清洁技术 中国 NA 

2019.5.23 

VisionMax Health 

Fund 

不公开的投资者 

联医医疗 互联网 中国 2000.00万美元 

2019.5.23 享象资本 嘉因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5.23 

经纬中国 

壹叁创投 

Jager Capital 

FLOW福禄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89.20万美元 

2019.5.23 

腾讯投资 

泛大西洋投资 

启明创投 

元钛长青基金 

联创资本 

毅园投资 

蚂蜂窝 互联网 中国 2.50亿人民币 

2019.5.23 
朗盛投资 

中电数融投资杭州 
芸泰网络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5.23 

铂雅公务航空 

英谊资本 

星谊影业 

嘉明财富 

舒适 娱乐传媒 中国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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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2019.5.23 红点中国 柚格财经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5.23 思佰益 Startbahn 金融 日本 NA 

2019.5.23 联合企业集团 安泰保险 金融 中国 1560.00万人民币 

2019.5.23 长江国弘 合成药业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5678.09万人民币 

2019.5.23 川大智胜 华翼蓝天 机械制造 中国 4009.60万人民币 

2019.5.23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一路无忧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5.23 
图灵资本 

筹帏资本 
美丽链 HEY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5.23 

深圳市拾玉投资 

正心谷创新资本 

肆坊合 

汉仁投资 

元生创投 

高科新浚 

南京高科新创 

国投创合 

德屹资本 

华新世纪投资 

潜龙投资 

艾力斯医药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1.80亿人民币 

2019.5.24 
千乘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衡开智能 IT 中国 3000.00万人民币 

2019.5.24 凡卓投资管理 捷佳润 IT 中国 5000.00万人民币 

2019.5.21 露笑科技 顺宇洁能 清洁技术 中国 14.85亿人民币 

2019.5.22 姚记扑克 成蹊信息 IT 中国 6.68亿人民币 

http://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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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亚洲 TOP5 并购事件 

（5月 18日-5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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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 

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

限责任公司 (60.98% 股

权变动规模); 中国黄金

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

司 (90%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中金黄金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

和服务业 
1，230 

5 月 23日 

Reliance Nippon Life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32.12% 股权变

动规模) 

日本 

Nippo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日本 
金融服务

业 
647 

5 月 23日 
Kidman Resources 

Limited 
澳大利亚 

Wesfarmers 

Limited 
澳大利亚 矿业 507 

5 月 18日 

江苏东恒海鑫置业有限

公司 (20%  股权变动规

模); 广州增城区泰禾嘉

鑫置业有限公司 (51% 

股权变动规模); 广州增

城区润昱置业有限公司 

(51% 股权变动规模); 佛

山市顺德区中维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30% 股

权变动规模) 

中国 
世茂房地產控股

有限公司 
中国 房地产业 376 

5 月 23日 
Schwan's Company (19% 

股权变动规模) 
美国 Bain Capital, LP. 美国 

消费品

业：食品 
319 

http://www.mergermarket.com/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