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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持平于 50.2 

⚫ 深化增值税改革首月减税 1113 亿元，制造业减税占比超四成 

⚫ 私募基金助力科技企业发展 88 家科创板申报企业获股权创投基金投资 

⚫ 文化产业投融资呈下滑趋势 

⚫ 北京设立 50 亿元 5G 产业基金 ，重点投资高科技企业 

⚫ 华平投资拟募集 42.5 亿美元新基金投资中国和东南亚 

⚫ “Magic Cube”获新一轮 500 万美元融资 IDG 等 6 家资本出资 

⚫ 元禾原点投资企业「同程生活」完成数千万美元 A1 轮融资 

 

【宏观】5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持平于 50.2 

6 月 3 日公布的 5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录得 50.2，与 4 月持平，连

续三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显示中国制造业保持温和扩张态势。 

这一走势与国家统计局制造业 PMI并不一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5月制造业 PMI录得 49.4，

回落 0.7个百分点，重返收缩区间。＞全文（财新网） 

    深化增值税改革首月减税 1113 亿元，制造业减税占比超四成 

作为 2019年更大规模减税降费“重头戏”，深化增值税改革自 4月 1日起实施，5月 1日

起申报纳税。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深化增值税改革首月实现净减税 1113亿元。 

4 月份，由于深化增值税改革及配套措施落地，制造业合计新增减税 476 亿元，在各行业

中最高。1 至 4 月份，去年实施的增值税降率政策翘尾影响制造业减税 420 亿元。两项政策叠

加，1至 4月份增值税改革相关政策累计使制造业减税 896亿元。 

＞全文（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国内】私募基金助力科技企业发展 88家科创板申报企业获股权创投基金投资 

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介绍，在已经公布的 110 家科创板申报企业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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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私募股权以创投基金支持

科创企业效益显著，为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协调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根基。＞全文（中国证券报）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85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86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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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产业投融资呈下滑趋势 

近两年来，随着市场逐步成熟，曾经一度傲立潮头的文化娱乐传媒产业，发展似乎进入了

平台期。相关数据显示，文化产业投融资项目数量近年来有所放缓。但随着民众文化消费需求

提升趋势不变，同时政策上频频助力，以及 5G 等技术手段的更新，机构普遍认为，包括视频、

广电在内的文化产业创投或将重新回暖。＞全文（中国证券报） 

【募集】北京设立 50 亿元 5G产业基金 ，重点投资高科技企业 

5 月 30 日消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投融资平台亦庄国投、北京市科技创新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在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设立 5G 产业基金，

总规模为 50 亿元 

5G 产业基金是北京市首只政府参与组建的 5G 产业专项基金，基金将重点投资 5G 产业链

上中下游国内外技术领先的高科技企业。＞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华平投资拟募集 42.5 亿美元新基金投资中国和东南亚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提交文件显示，华平投资已经提交文件，拟募集新的联合

私募股权基金。该支基金目标是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进行投资，目标规模为 42.5 亿美元。 

    美国私募股权巨头华平投资的这支中国-东南亚二期基金，将是其第一支将重点放在东南

亚地区的基金，标志着华平投资意图在东南亚地区扩大业务。＞全文（投中网 CVCA） 

【会员动态】“Magic Cube”获新一轮 500 万美元融资 IDG 等 6家资本出资 

Game Token 发行交易平台“Magic Cube”宣布其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 500 万美元融资，

由 IDG、JRR、巴比特投资、起源资本、向量资本、Bitblock 共同出资完成。 

资料显示，Magic Cube 是一个基于区块链的游戏资产生态系统，通过协助游戏开发者使

用智能合约发行游戏的核心通证，即 GTO（Game Token Offering)，通过降低游戏中的消费及

交易门槛，从而提升游戏的用户留存能力。＞全文（铅笔道） 

【会员动态】元禾原点投资企业「同程生活」完成数千万美元 A1轮融资 

“同程生活”近日宣布已完成了 Pre-A 轮数千万人民币、A1 轮数千万美元的融资。其中，Pre-

A 融资由百果园、真格基金联合领投，微光创投、元禾原点以及老股东同程资本跟投；A1 轮融

资则由亦联资本领投，金沙江创投和老股东真格基金跟投。山景资本担任独家财务顾问。  

＞全文（铅笔道）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82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83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3715&idx=4&sn=aa7654a2084a46a75ef29981e8bad2b0&chksm=bcc095248bb71c32dbb2b06239716f28905fa5f7cb161a9f45510631938ed84ef8fd7146211d&token=1890473154&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3708&idx=2&sn=f3483213a54ace243c3799732cad4e66&chksm=bcc0951b8bb71c0d6f504f4d67abbff754cd8216b0cefb52b2fc703225c682bbfdca18bc634f&token=1890473154&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3693&idx=2&sn=9f93c69356bccb4148c12621c9f61f85&chksm=bcc0950a8bb71c1c31f2a7d96758c67a15ee20fa65e39e906bb846ee4276093366d8341028b1&token=1890473154&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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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PEA 月度培训”第八十六期活动成功举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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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会新闻】“BPEA 月度培训”第八十六期活动成功举办 

2019 年 5 月 30 日，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联合首都文化产业协会共同主办的“投贷奖”

专项培训于新华 1949 园区 2 号楼 2510 报告厅成功举办。 

 培训会主办方特别邀请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投融资处副处长郑宇作“投贷

奖”政策解读，并邀请“投贷奖”运营平台——北京市文创金融服务网络平台进行申报流程详解。

来自文创企业、银行、投资机构的 100 余位代表参会，本次会议由首都文化产业协会秘书长秦

永华主持。 

 会上，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投融资处副处长郑宇首先为企业代表详尽解读

了“投贷奖”政策的发布背景、申报条件、注意事项等。之后，文创金服市场部秦恩科重点讲解

了平台注册与“投贷奖”政策申报流程。 

 会后，参会文化企业与讲师们进行深入交流，讲师们对有关“投贷奖”申报资格与申报流程、

通过文创金服平台实现融资等企业关系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本期月度培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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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拟邀请华平、华盖、紫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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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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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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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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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洋资本副总经理/基金业务董事总经理       郑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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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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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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天域资本医疗组合伙人                    金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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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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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确认讲师机构（按课程时间表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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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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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实务 

潜力股 

投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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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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清：加快发展资本市场 金融风险总体可控 

央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 

5 月 27 日，央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接受媒体采访，就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经

济的影响、近期人民币贬值的原因、金融风险化解处置进展，以及金融体系改革和对外开放等

发表看法。 

这是郭树清三天内两度公开发声，上周六他在“2019 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所发表的书

面演讲中针对上述话题也有所涉及。 

  郭树清在采访中表示，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对我国金融市场冲击有限，随着金融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推进，金融业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中国经济的韧性将得到进一步增强。 

“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一年多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虽然一度出现波动，但目前市场心态恢复稳定，

不再盲目恐慌。”郭树清称。 

  我国金融业正在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郭树清表示，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金融机构

体系，发展更多的中小银行、投资基金、股权基金，来支持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同时，还要

进行市场体系方面的改革，今年突出的工作重点，就是加快发展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使得资

本市场有更强的融资能力来支持国民经济的发展。 

  在金融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方面，郭树清透露，目前正在全面推进本月初公布的银行业

保险业 12 条对外开放新措施，希望有更多的外资机构，特别是表现好、世界著名的机构投资

者到中国投资。金融业开放的空间仍然很大，未来我国将推动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

清单的管理制度，对境内外金融机构一视同仁、公平对待。 

  金融业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在进行风险防范与化解。郭树清表示，当前我国宏观杠杆

率保持稳定，影子银行等高风险因素正在得到化解，金融风险总体可控。高风险资产两年压缩

了 12 万亿元，风险得到了有效控制，从过去的发散状态转向了收敛。 

  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也在增强。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金融机构各项

贷款增加 7.01 万亿元，同比多增 1.08 万亿元。投向科研技术、信息软件、居民服务的贷款增

速分别为 40%、17.32%、15.05%，显著超过贷款平均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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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郭树清再次针对近期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发表看法。他指出，5 月以来人民币贬值的

主要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加征关税，造成金融市场的不稳定，让市场认为中国对美

国的出口会受影响，世界的贸易经济会受影响。 

  “人民币出现走贬的趋势完全是市场作用的结果，我们从来没有采取过有意让人民币贬值

的做法，来应对贸易方面的冲突。”郭树清称。 

  他还再次强调，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是正常的，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基本面决定了人民币

不可能持续贬值，投机做空人民币必然遭受巨大损失。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具

备良好的市场空间和增长潜力。当前，我国经济基本面总体向好，为金融市场稳定提供了最重

要的支撑。（证券时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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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科观察：国内 PE 二级市场已经萌芽，各方倒逼市场快速发展 

经过 40多年发展，全球 PE二级市场交易规模和二手基金募集规模不断增长，交易机制不

断完善，市场参与主体也日渐成熟且多元化。与此同时，我国股权投资市场历经 20多年发展，

管理资本量已接近 10万亿，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监管政策的调整增加了市场对于 PE二手基

金交易的需求。与普通私募基金相比，投资 PE 二手基金具有规避投资风险、提高投资人资金

流动性、优化投资组合等优势，正受到越来越多国内投资者的关注，清科研究中心也将对此进

行持续跟踪研究。 

根据国内外有关 PE 二级市场交易的研究，清科研究中心对私募二级市场及私募二级市场

基金的定义进行了总结： 

当投资者参股一支基金后，在基金完全实现清算退出之前，投资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将

所持有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份额或其他类型基金份额转让给其他有意向购买的投资者，这一转

让及购买行为被统称为私募基金二手份额转让交易（Private Equity Secondary Investment）

行为。基金二手份额的转让允许私募股权投资者（LP）提前从基金退出，为其提供流动性，从

最初仅交易私募股权基金单一份额或基金组合，已经发展和延伸到非上市企业资产组合的二手

份额交易，这类交易被称为直投二手份额（DirectSecondaries，or Directs）。由上述交易组

成的市场通常被称为私募二级市场（即 Private Equity Secondary Market），俗称 PE二级

市场。私募二级市场交易对象涵盖范围较广，包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包括早期投资基金、创

业投资基金以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房地产投资基金、私募债权基金、基础设施投资基金、

未上市企业股权组合等。 

从交易模式来看，目前私募二级市场交易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基金二手份额转让，即投资

者直接购买其他投资人持有的基金份额，以获得基金份额相应的权利与义务；二是直投二手份

额，即投资者直接购买其他投资人持有的公司股权，交易标的一般为投资组合，而非单一资产；

三是结构化二级投资，即基金组合的结构化投资，投资人出资购买卖方所持基金的部分权益，

而卖方释放了部分流动性，且不必放弃未来全部基金的升值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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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基金二手份额转让交易的基金被统称为私募二级市场基金（即 Secondary Funds），

俗称二手基金或 S 基金，是一种特殊的母基金。根据被交易的主要基金类型，私募二级市场基

金还可被分为：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即 PE 二级市场基金，房地产投资二级市场基金，基础

设施投资二级市场基金等。根据主要交易基金的成立时间，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可分为三类：

早期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主要投资成立时间在 3年及 3年以内的二手基金份额）；成长期

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主要投资成立时间在 3-6年的二手基金份额）；成熟期私募股权二级

市场基金（主要投资成立时间超过 6年的二手基金份额）。 

全球私募二级市场交易规模不断增长 

GP主导的二手交易成为市场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随着股权投资市场不断扩容，全球私募二级市场交易规模随之增长，参与主体专业

度和交易活跃度也不断提升。根据 Preqin统计数据，全球私募二级市场的交易量自 2005年开

始显著上升，究其原因，一方面，2005-2008 年全球机构投资者对于私募二级市场基金的接受

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初期，基金份额持有者出于恐慌情绪以及资金周转等需求也

是促使基金二手份额交易量显著上涨的原因之一。此后，全球私募二级市场自在 2009 年经历

了交易量大幅收缩后，又进入了稳定增长时期。2014 年，全球私募二级市场交易量出现小高峰，

交易量增至 420亿美元，是 2004年的近 6倍，如 2014年上半年 Ardian 从 GE Capital手中购

买了 13 亿欧元的私募股权基金。2015 年和 2016 年的交易量相比于 2014 年出现小幅下滑，而

2017 年交易量又攀升至 580亿美元，相当于 2016 年全年交易量的 1.57 倍，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有 2017年 Ardian出资 17.5 亿美元购买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 Mubadala Capital 持有的基金

份额和股权资产，包括 14 个投资北美的并购和成长基金二手份额以及 14个直投二手份额。 



                                     中国 PE与 VC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13 

图 1 2003 年至 2017 年全球私募二级市场交易规模变化情况（成交量，十亿美元）

 

此外，根据 Coller Capital 最新发布的《The Private Equity Secondary Market》报告，

也同样印证上述趋势。该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私募二级市场交易总量高达 720亿美元，再次

刷新市场记录，且 GP主导的二手交易逐渐成为私募二级市场重要组成部分，预计 2019年全球

私募二级市场交易总量继续增长，涉及交易总额将高达 800-900亿美元。 

与普通的私募基金相比，私募基金二手份额转让交易具有以下三个明显优点，第一，规避

盲选风险。投资者在私募二级市场投资的基金都是已部分或全部完成搭建的投资组合，一般至

少已经投资 50.0%的承诺资本，投资组合风险更容易被识别。第二，规避 J 曲线效应，补充现

金流。私募股权基金的期限一般时间较长，基金运营前期现金流一般为负，随着时间推移，基

金运营到中后期，投资价值逐渐显现，基金的后期收益会快速收正。PE 二级市场投资可以规避

基金生命周期中的低估阶段，同时享受中后期的收益，有效缩短持有期限。同时，二手份额转

让方可通过出售持有的基金份额以及时获得所需现金，增强资金流动性。第三，分散投资组合

风险。当前社会技术创新周期日益缩短，产业生命周期越来越短，投资不确定性增加。通过私

募二级市场投资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不同投资策略，优化投资组合，在确保投资收益的同

时，降低投资风险。 

2018 年全球 S 基金募资放缓 

亚太地区交易需求增长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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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Preqin 统计数据，2008 年至 2018 年 11 月，全球共募集 341 支私募二级市场基金，

募集总金额为 2,636.60 亿美元，历年募集的私募二级市场基金的平均规模维持 8.43 亿美元。

Ardian、Strategic Partners Fund Solutions（2013年被黑石收购）、Lexington Partners 

等均为全球较大的私募二级市场基金管理机构，其中，Aridan在私募二级市场基金领域的管理

资本量最大，其管理的 Ardian Secondary Fund VIII 规模高达 120亿美元，是迄今为止规模

最大的 S基金。此外，亚洲地区开展私募基金二手份额转让交易和私募二级市场基金业务的机

构数量较少，较为知名的机构为韩国的 STIC和日本的 ANT Capital。 

具体来看，2017 年全球二手基金募资创历史最高纪录，募资数量和已募集金额分别为 47

支和 465.4亿美元，同比上升 34.3%和 57.6%，如黑石集团旗下私募二级市场投资平台 Strategic 

Partners Fund Solutions募资完成 75亿美元的七期基金，GoldmanSachs AIMS Private Equity

旗下的 Vintage Fund VII 募集 72亿美元、Alpinvest Partner 管理的 Alpinvest Secondaries 

Fund VI 募集完成 65 亿美元，三支基金总规模约占当年全球 S 基金募资规模的二分之一。此

后，2018年前 11月全球二手基金募集下降至 34 支，已募集金额也仅有 261.4亿美元。前 5大

S 基金募资总规模达到 153.5 亿美元，占 2018 年前 11 月全球 S 基金总募资金额的 59.0%。其

中，landmark Partners 管理的 Landmark Equity Partners XVI 基金规模最大，达到 70亿美

元，但整体来看，S基金的设立规模略有下滑。 

图 2  2008-2018 年前 11 月全球私募二级市场基金募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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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投资地域来看，Preqin调研显示，目前未来 1至 2年全球基金二手份额交易出售

方仍然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欧洲地区，但亚洲增速较快，目前占比已从 2018 年 Q1 的 10%上升至

17%，这主要得益于亚洲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快速发展。 

组合管理、流动性需求、策略转变 

是基金二手份额转让的三大动因 

根据 Preqin发布报告调研显示，从私募基金二手份额转让的基金类型来看，与 2016年类

似，2017年全球私募二级市场小型和中型并购基金是主要交易标的，但是中型并购基金的交易

占比已从 2016 年的 76%下降至 2017 年的 59%。除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外，市场继续满足投资者

进行多元化投资组合的需求，2017年基础设施基金购买占比已从 2016 年的 11%上升至 14%，私

募债权投资基金的比例从 16%上升至 19%，私募二级市场投资者投资策略更加分散。 

图 3  2016VS.2017 年全球私募基金二手份额交易基金类型分布

 

从基金二手份额转让的原因分析，根据 Preqin 调研统计显示，2017 年全球私募二级交易

市场 82%的基金二手份额购买者是出于投资组合管理的需要。在全球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不断

加快的背景下，LP为增强投资组合的抗风险能力并保证投资组合的整体收益，会综合考虑不同

产业的新特点，进行投资组合调整。其次，资金流动性需求引发的 LP 基金份额出售占比达到

71%，排名第二；一般而言，私募基金的存续期较长，投资者的流动性需求在投资基金存续期间

可能有所改变，为实现资金周转目的，投资者会将所持有的还未到期的基金份额进行转让。此

外，还有一些 LP 因投资策略转变、基金表现和规避监管政策冲突而参与基金二手份额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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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根据发布的新巴塞尔协议Ⅱ的规定，监管部门要求银行提高准备金来应对私募股权投资

可能发生的非预期性损失，这一规定直接提高了银行投资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机会成本。在

此情况下，部分银行为降低投资成本将持有的部分或全部私募基金份额进行转让。在国内市场，

2018 年 4 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简称“《资管新规》”）

禁止了金融机构资管产品资金池、多层嵌套、期限错配等乱象，这一规定也成为国内投资者为

应对监管压力而出售 LP 基金份额的一项重要原因。 

图 4  2016VS.2017 年基金二手份额交易的动因分布（根据买家统计）

 

全球市场二手基金收益达 21% 

历史收益基本高于全球私募基金收益 

根据 Preqin 发布最新数据统计显示，2005-2014 年全球二手基金收益率大体呈现上升趋

势，且二手基金之间业绩差距较大。具体来看，2014年全球二手基金收益率中位数为 21%，比

2005 年高 14个百分点。另外，从二手基金收益率内部看，2014年全球二手基金收益率上四分

位为 25%，而下四分位仅为 15%，基金业绩差距较大。此外，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相比，二手基

金收益率明显较高，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收益率仅相当于二手基金下四分位的收益率。 

私募二手基金收益高于普通私募基金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私募二级市场基金的投

资策略决定了其投资失败率相对较低。被转让的基金份额由于已运作一段时间，基金已投项目



                                     中国 PE与 VC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17 

已能被投资者所了解，易于投资者根据基金运作情况合理判断其未来表现情况。因此投资者从

众多备选基金份额之中选出优质基金份额进行投资的难度较小。第二，投资周期较短。私募二

级市场基金所购买的都是基金运作期间被转让的基金份额，这使得私募二级市场基金整体的退

出周期也相对较短。第三，能够捕捉大量套利机会。私募二级市场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情况使

得私募二级市场基金能够捕捉大量价值被低估的基金份额，从而获取较高的投资收益。 

图 5  2005-2014 年全球二手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净收益率分布情况

 

国内 PE二级市场交易基础已具备 

各方需求倒逼市场快速发展 

近年来，在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国内基金二手份额转让的需求正日益增长。根

据清科研究中心研究显示，国内私募二级市场交易的动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随着国内股权投资市场规模的不断增长，退出压力迫使基金二手份额交易需求更加

迫切。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股权投资市场资本管理量已扩张为 10 万亿级别的庞大市场。

截至 2018年 12月，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国内私募创业投资、股权市场投资机构

已超过 1.4 万家，市场参与主体不断增多。市场规模的扩大为 PE 二级市场的发展提供土壤。

与此同时，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投资活跃度不断攀升，但基金退出压力较大，2018年市场退出案

例总数不足投资案例数的三分之一，部分基金现金回报不容乐观，面临延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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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08-2018 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投资案例数和退出案例数对比

 

第二，《资管新规》和《减持新规》等政策间接助推私募二级市场在国内的发展。近年来，

国内 VC/PE 市场政策频发，监管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推动了国内私募二级市场在国内的发展，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资金错配和多层嵌套引发的基金二手份额转让。长期以来，带有资金

池业务属性的资管产品规模庞大，是股权投资基金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资管新规》发布之

后，部分不符合规定的资管产品将面临逐步被清理的局面，已对股权投资基金承诺出资的资管

产品将可能无法完成后续出资，股权投资基金的正常投资运作受到一定影响。与此同时，为尽

快完成整改，资管产品转让所持有的股权投资基金份额的需求将增多。再加上《资管新规》对

“未上市企业股权及其受（收）益权的退出日不得晚于封闭式资产管理产品的到期日”的规定，

国内私募 PE 二级市场交易需求猛增。2、《减持新规》迫使股权投资基金的存续期被动拉长，

基金存续期的延长或助推 PE 二级市场发展。2018 年证监会分别发布《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统称“《减持

新规》”），引导资本有序退出、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但不可避免的是上市

减持时间的延长导致部分基金存续期被迫延长。清科研究中心认为，基金存续期的延长将助推

二手份额交易需求的大幅增长，从而倒逼私募二级市场的发展。 

第三，部分政府引导基金在完成政策目标后或将提前退出，存在大量二手份额转让需求。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显示，中国已设立政府引导基金 1,636支中，以母基金模式设立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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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基金共 784支，占比接近一半，成为大量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 LP。然而政府引导基金作为

政府资金，具有特殊政策目标和引导市场的天然属性。经过多年发展，部分政府引导基金已达

到政策目标，完成阶段性历史使命。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快政府资本循环，部分完成目标

的政府引导基金提前退出意愿强烈，大量基金份额转让需求涌入二级市场。 

母基金具有天然优势 

将成为我国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发展主力 

整体而言，我国私募二级市场发展已迎来重要机遇，在各方需求的推动下，国内 PE 二级

市场的规模将进一步增大，基金二手份额转让也将成为我国股权投资 LP市场重要的退出途径，

有助于股权投资基金 LP 流动性的不断提升。2014 年，中国证券业协会建立了机构间私募产品

报价与服务系统，并同时发布《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管理办法（试行）》，旨在打

通私募市场报价、发行与转让业务各个环节，尽管撮合完成的私募基金交易不多，但该系统的

上线已表明我国私募二级市场已具备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条件。然而，现阶段国内私募二级市场

规模尚小，交易机制不健全，涉足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机构不多，交易也较为分散。 

作为专业的机构投资者，母基金往往对私募股权市场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了解市场上

大多数 VC/PE机构的投资风格和投资能力，且具备丰富的行业资源，在私募股权基金二手份额

转让交易以及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管理运作中，母基金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具体原因有以

下几点：一是，渠道优势明显。母基金能够通过过往合作 VC/PE 机构、其他 LP 等各类渠道获

取优质私募基金二手份额转让信息，并以较快速度接触到买方和卖方；二是，投资经验丰富。

母基金能够凭借多年投资经验对待转让基金份额未来投资回报进行合理预测，进而得出合理的

估值，且其在交易中往往享有一定的议价权。以优惠的价格达成的私募股权基金二手份额转让

交易往往意味着丰厚的投资回报。目前，国内部分母基金管理人已设立，或正在研究和筹备 S

基金，积极开拓和发展二手基金业务，如歌斐资产、宜信财富、国创开元、盛世投资等。 

清科研究中心认为，母基金将凭借对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深刻的理解、专业的投资能力以及

丰富的行业资源，成为私募股权二手基金市场的主力。除此之外，政府引导基金、险资等机构

化 LP也将因监管和自身需求开始涉足私募二级市场，国内 PE二级市场将进入快速发展期，而

率先设立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的专业投资机构将面临较小的竞争压力和更广阔的市场机遇。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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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5月 25日-5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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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25 

中科创星 

友邦投资 

恒邦资本 

中科闻歌 IT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5.25 巅峰智业 蜜蜂 TV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5.25 航奇资本 宏东资本 金融 中国 3000.00万人民币 

2019.5.27 

唯猎资本 

梅花创投 

红杉中国 

嘉程资本 

群响 Club 金融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5.27 

亦联资本 

金沙江创投 

真格基金 

同程生活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美元 

2019.5.27 东证锦信投资 
九次方大数

据 
金融 中国 NA 

2019.5.27 

太平洋资产管理 

上海汽车香港投资 

上海实业贸易 

上海建工投资 

普陀科技 

浦江国际 建筑/工程 中国 2.38亿港币 

2019.5.27 达晨创投 万物安全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5.27 波米尔集团 GameCell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5.27 阿里巴巴网络 千方科技 IT 中国 35.95亿人民币 

2019.5.27 贝恩资本 秦淮数据 IT 中国 5.70亿美元 

2019.5.27 暴风投资 迅鲨科技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2019.5.28 

IDG 资本 

瑞鼎钜融 

巴比特 

Magic Cube IT 中国 50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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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资本 

向量多维 

Bitblock 

2019.5.28 线性资本 Beepay 金融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5.28 招商启航 友杰智新 IT 中国 NA 

2019.5.28 
复星集团 

光点资本 
疯狂小狗 连锁及零售 中国 3.00亿人民币 

2019.5.28 寓乐湾 
魔力科学小

实验 
教育与培训 中国 NA 

2019.5.28 阿里巴巴 VMate 互联网 印度 1.00亿美元 

2019.5.28 

摩根士丹利 

One Peak Partners 

不公开的投资者 

Quentic IT 德国 1500.00万欧元 

2019.5.28 颉羿资本 Vntrip 互联网 越南 NA 

2019.5.28 

丰元创投 

斯坦福大学 

ShangBay Capital 

不公开的投资者 

Apostle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美国 333.00万美元 

2019.5.28 

谷歌风投 

高盛 

丰田通商 

Katalyst Ventures 

Temase 

Baillie Gifford & Co 

Bright Success 

Capital 

Oakhouse Partners 

Design To Improve 

Life Fund 

德太集团 

ZipLine IT 美国 1.90亿美元 

2019.5.29 海纳亚洲 斗牛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万美元 

2019.5.29 
招银国际 

天使投资人胡郁 
乐森机器人 IT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5.29 
北京瑞鑫资管 

杭州沨华投资 
寓乐湾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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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29 

58 同城 

华平 

德太集团 

不公开的投资者 

优信 汽车 中国 2.30亿美元 

2019.5.29 

高瓴资本 

高瓴资本 

景林资产 

奥博资本 

方达控股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美国 8500.00万美元 

2019.5.29 

Hudson Bay Capital 

天使投资人郑志刚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

基金 

太盟投资 

尚珹资本 

康宁杰瑞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6000.00万美元 

2019.5.29 
中科创星 

不公开的投资者 
昕瑞再生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5.29 不公开的投资者 YouMe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7360.00万人民币 

2019.5.29 

软银集团 

科银资本 

Vlane Capital 

Green Square 

Holdings 

不公开的投资者 

Myou 娱乐传媒 日本 NA 

2019.5.29 经纬中国 吉及鲜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5.29 澳德巴克斯 爱车小屋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5.30 用友网络 目睹直播 互联网 中国 1.10亿人民币 

2019.5.30 三生制药 迈博药业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2500.00万美元 

2019.5.30 

腾讯投资 

乐搏资本 

国融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智普信 IT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5.30 
阿里巴巴 

不公开的投资者 
作业盒子 互联网 中国 1.50亿美元 

2019.5.30 一普大数 VIADNA IT 中国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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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2019.5.30 中泰华盛 出去玩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万美元 

2019.5.30 光合资本 MFA会员说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5.30 
卡塔尔投资局 

不公开的投资者 
Sofi 金融 旧金山 5.00亿美元 

2019.5.30 北京六合 牵手果蔬汁 食品&饮料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5.30 不公开的投资者 薪付宝 IT 中国 500.00万人民币 

2019.5.30 线性资本 智领云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5.30 
合牛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企轻松 互联网 中国 6000.00万人民币 

2019.5.30 
IDG 资本 

华住酒店 
H连锁酒店 连锁及零售 中国 NA 

2019.5.30 不公开的投资者 辰天科技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5.30 京东 联想来酷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NA 

2019.5.31 易合资本 一起学语文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5.31 九合集团 中国华戎 IT 中国 NA 

2019.5.31 信雅达投资 鸭嘴兽 物流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5.31 
华盖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遂真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5.27 万达电影 万达影视 娱乐传媒 中国 105.24亿人民币 

2019.5.28 青松股份 诺斯贝尔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24.30亿人民币 

http://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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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亚洲 TOP5 并购事件 

（5月 25日-5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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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日 
Lotte Card Co., Ltd. 

(79.83% 股权变动规模) 
韩国 

MBK Partners-

Woori Bank 

consortium 

韩国 
金融服务

业 
1,165 

5 月 28日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5% 股权变动规

模) 

中国 

阿里巴巴（中

国）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 

中国 
计算机软

件业 
521 

5 月 25日 
上海申通地铁一号线发

展有限公司 
中国 

上海申通地铁集

团有限公司 
中国 运输业 311 

5 月 25日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9.91% 股权变

动规模) 

中国 
蓝润发展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中国 

消费品

业：食品 
178 

5 月 31日 四川盛屯锂业有限公司 中国 
广东威华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 矿业 124 

http://www.mergermarket.com/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