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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5月银行间货币市场成交同比增长 21.54% 

⚫ 年内第 2波降费将“来袭” 全年总规模或逾 6000 亿 

⚫ 2018 年全球 CVC 行业发展现状与市场趋势分析 全球企业风险投资活跃 

⚫ 科技公司布局私募股权投资领域 

⚫ 科创板开板：预计两个月内首批企业上市 

⚫ 青岛 500 亿元科创母基金运营将启动，正招标寻找运营机构 

⚫ 近 50 亿元中金科元股权投资基金成立 将瞄准战略新兴产业 

⚫ 运去哪获 7000 万美元 C 轮融资，红杉中国、Coatue 联合领投 

⚫ 聚焦民企龙头，挖掘投资价值，弘毅远方首只旗舰 ETF 基金获批 

 

【宏观】央行：5月银行间货币市场成交同比增长 21.54% 

中国人民银行 17日发布 5月份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数据显示，5月份，银行间货币市场成

交共计 84.7万亿元，同比增长 21.54%，环比下降 1.84%。其中，质押式回购成交 69.0万亿元，

同比增长 21.30%，环比下降 2.12%；买断式回购成交 0.8万亿元，同比下降 27.25%，环比增长

7.39%；同业拆借成交 15.0 万亿元，同比增长 27.32%，环比下降 1.01%。 

＞全文（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年内第 2波降费将“来袭” 全年总规模或逾 6000 亿 

 今年以来，减税降费一直处于进行时。 

      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今年 2万亿元减税降费中以减税为主体，大约占七成，降费规

模在 6000多亿元，大约占三成。降费方面，5月 1日起，3000多亿元社保降费已正式实施；7

月 1 起，多项政府性收费和经营服务性收费将降低，实施后全年将为企业和群众减负 3000 亿

元以上。＞全文（证券日报·北京） 

【国际】2018 年全球 CVC 行业发展现状与市场趋势分析 全球企业风险投资活跃 

根据 CB Insights数据，2018年，全球企业风险投资总额达 529.5亿美元，同比增长 46.81%；

全年完成交易数量 2740 起，较上年增加了 672 起。 

全球企业风险投资的持续增长，也推动其在整体风投交易里的占比逐渐增加，2018年，企

业风险投资参与了所有风投支持的交易中的 23%，比 2017 年增加了 3%。＞全文（同花顺财经）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02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03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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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科技公司布局私募股权投资领域 

近年来，不少中国科技公司踏入了私募股权投资领域。BAT（百度、腾讯、阿里巴巴）之后，

小米、华为近期也成立了自己的创投子公司。业内人士认为，科技公司进军投资领域不少是基

于自身生态体系建设、主营业务延伸等方面考虑，这对于中国创投生态完善具有一定意义。 

＞全文（中国证券报） 

【国内】科创板开板：预计两个月内首批企业上市 

6月 13日，上海，在第十一届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开板仪式举行。

此时距离 2018年 11月 5 日科创板和注册制首次被提出，仅过去 7个月的时间。自今年 3月 22

日科创板首批受理企业出炉，至 6 月 13 日科创板开板，仅用时 83 天，上交所已经受理了 122

家企业的科创板上市申请 

6月 5日、6月 11日，科创板诞生两批、6 家过会企业。截至 6月 12日晚间，首批过会的

3 家企业已经提交上市注册申请，正在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科创板上市委已经发布了 8 次审

议会议公告，还有 15家企业正在等待上会。＞全文（新京报） 

【募集】青岛 500 亿元科创母基金运营将启动，正招标寻找运营机构 

6月 14日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青岛市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将尽快完成青岛科技创新母

基金管理人的确定及出资等工作，并尽快启动母基金的直投和子基金的组建工作。  

据介绍，青岛科技创新母基金聚焦硬科技，对标科创板，重点支持原始创新、成果转化及

高端科技产业化项目培育。母基金总规模 500亿元，首期 120亿元，政府性资金出资比例最高

可达 50%。青岛市在创投风投大会发布设立科创母基金以后，前来对接洽谈拟与科创母基金合

作的项目达到了 80余家，科创母基金撬动作用初步显现。根据首期 120 亿元规模，按照 1:3撬

动比例计算，预计将撬动近 400亿元规模。 ＞全文（中国证券报） 

【募集】近 50亿元中金科元股权投资基金成立 将瞄准战略新兴产业 

6月 13日消息，由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发起，中船重工集团、重庆市产业引导基金、两

江战略基金、重庆临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金启融基金、苏州华夏等共同出资成立的中

金科元股权投资基金在重庆成立。 

此次成立的中金科元基金总规模近 50亿元，投资方向为电子信息、物联网、新能源、航天

航空、电动汽车、高端制造、船舶、军民融合、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全文（重庆日报）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00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99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97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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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动态】运去哪获 7000 万美元 C轮融资，红杉中国、Coatue 联合领投 

国内领先的一站式国际物流在线服务平台，“运去哪”正式宣布已完成新一轮 7000万美元 C

轮融资，由红杉资本中国基金、Coatue联合领投，源码资本跟投。自 2018 年 11月至今，半年

左右的时间内，“运去哪”已完成 3轮融资。 ＞全文（猎云网） 

【会员动态】聚焦民企龙头，挖掘投资价值，弘毅远方首只旗舰 ETF 基金获批 

2018年，ETF基金迎来了爆发之年，基金的规模和发展速度都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作为

指数基金，投资标的明确，风险收益特征鲜明，交易便捷，投资成本低廉，工具属性突出，已

经成为机构以及普通投资者进行资产配置的优质标的。但从全球市场来看，我们目前的 ETF仍

然处于“小众”地位，ETF 市场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对比美国来看，截至 2017年底，美国投资

公司管理的净资产规模累计达到 22.51万亿美元，ETF规模 3.40万亿美元，行业占比 15%，而

国内 ETF占比远低于这一水平，未来十年，国内 ETF面临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  

＞全文（金融界） 

 

 

⚫ BPEA 系统培训第十四期圆满结束 

⚫ “BPEA 月度培训”第八十七期 -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与欧盟投资审查体系 

 

【协会新闻】BPEA 系统培训第十四期圆满结束 

2019 年 6 月 12 至 15 日，BPEA 系统培训第十四期在协会会议室如期展开。本期系统培训

为期四天，讲师们将从基金募集、投资、管理和退出四个方面全方位向学员介绍私募股权基金

运营全周期。 

    以下为讲师精彩观点。 

    远洋资本副总经理/基金业务董事总经理郑凡明指出当前股权募资面临艰难挑战，LP 普遍

面临强监管、去杠杆、源头受限等困境；GP投资策略趋同，同业竞争激烈；与此同时，强监管

政策下，合规性压力大，同行爆雷带来的行业形象受损，一二级市场价格倒挂，退出压力大。

在这种大环境下，GP如何用细节打动 LP，如何成为 LP眼中的理想 GP 就显得尤为重要。 

原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基金基金管理部部长张艳华认为当前政府引导基金主要面临的难

题有政府 LP 与 GP 的诉求存在冲突、基金募资难问题、绩效考核体系不完善、基金退出困难。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3815&idx=3&sn=3097847b3404340dd3e94ab9681a714e&chksm=bcc095808bb71c96c4eedc5f5c2a1564d337f681091aa7860066029bf9f9bc0c0aedd3e0467e&token=154325883&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3827&idx=4&sn=53b1acef90af3575f10c5eb28bcc6f55&chksm=bcc095948bb71c82f16e090b5dc550a9543de307ffe077615dbffc06b635399f079eb5c73c50&token=154325883&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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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政府引导基金选择 GP 主要从管理人/GP 主体资质、管理团队的选择、历史业绩的判断、

募资能力判断、行业认可程度、投资策略、储备项目、决策机制及风控流程等方面进行判断。 

紫荆资本董事总经理钱进介绍了国内外母基金行业发展现状，并从母基金自身的募、投、

管、退全流程及关注点进行了分享。他提到北美市场统计，在 VC基金的众多投资者中，私募股

权投资母基金是主要投资者之一。母基金优势在于它的专业度、资金持续度、资金容忍期限长

等特点。就母基金而言，也面临募资、投资、管理和退出四个环节。私募股投资母基金的资金

来源较为多样，包括金融机构、上市公司、非大型上市企业、政府引导基金、高净值个人以及

家庭财富办公室等，不同的投资者性质决定了其差异化的投资目标。母基金管理人需要根据资

金段的诉求，在产品存续期限、投资地点、投资产业、投资阶段等方面做出调整。 

真成投资管理合伙人李剑威表示科创板的出现，使得股权投资行业也在发生变化，会有更

多的人民币基金关注科技创新、关注一些更长期限的投资项目。科技创新会成为未来三年到五

年的主流投资方向之一。他认为科创企业投资最重要的是对技术的热情、想象力和信念；理解

底层的经济规律，识别出潜在的结构性机会；不仅仅重视“硬科技”，更要重视“软科技”。  

首都文化产业协会秘书长秦永华讲到，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十

九大报告指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切实巩固提升文化软实力。北京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具

有先天的资源禀赋和后天的集聚优势，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产业促进工作，出台了大量政

策以及推行系列举措，旨在推动文化产业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 

华盖文化基金执行总经理李玮栋从文化娱乐产业环境、市场规模、商业模式、资本市场、

投资机会等方面展开了文化娱乐产业投资趋势分享。他认为发掘优质文化项目的方法是不要只

按静态的行业分类框架发掘存量企业，要动态关注赋能与文化产业产生关联的领域；不要为项

目一时的辉煌而心动，要深入考察其持续成长的内在动力；不要纠结与资产太轻无法支撑估值，

要关注团队稳定性（股权结构）和现金流健康；文化企业的团队往往存在局限性（懂艺术不懂

商业，懂制作不懂销售，懂线上不懂线下），要考察创始人的学习能力与胸怀；脱虚向实，多

关注赋能与消费相结合的产业，太高雅太文艺的东西，商业上都难有大成功。 

尚珹资本合伙人金京华表示中国医疗行业经历了快速增长但水平依然较低，未来发展潜力

依然很大。数据显示预计到 2030年，中国 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超过 2.4 亿，占中国人口总量

的 17.1%，占全球老龄人口的四分之一，这表明中国老龄化趋势明显，且增长显著快于世界水

平。随着人口老龄化，城市化、生活方式西化，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需求差异化，医保覆盖

扩大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医疗行业正在经历结构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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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部主任孙明俊认为 AI 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驱动力。算

法、数据、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驱动力。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加速提升生产效率，带动

新一轮技术产业投资，加快经济模式的创新，因此，人工智能为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

力。 

第十区 VRAI 基金创始合伙人钱雨博士表示人工智能是解决当前中国社会诸多结构性挑战

的关键，具备战略投资价值，在当前时点具有绝佳投资机会。他认为传统行业和人工智能相结

合应该是“各行各业+人工智能”的模式，在选择被投项目时特别选择能够直接帮助行业用户最

终提高营收或者降低成本的项目进行投资，也就是要投资能为客户带来实际的商业价值，解决

客户“痛需求”的项目，而不是客户可有可无的“痒需求”甚至没有实际意义的“伪需求”。  

华平投资集团高级副总裁林志红首先对几种常见的投后管理模式进行了讲解，着重介绍了

华平目前采用的推动者模式，提倡“价值创造，助力成长”，从战略，组织，人才，运营，及 IT

系统的规划和落地上为被投企业提供全方位的资源和服务。随后从实操角度，详细讲解了如何

根据企业在不同发展时期所需的帮助，进行有侧重点的助力，并就经典投资案例进行了分析。

她表示，对于被投企业，投资人更像合作伙伴，而不是老师，双方在充分沟通的过程中，逐渐

建立信任，共同成长。华平在投后运营中，通过大家庭活动、增长训练营、专家网络、人才库

等一系列服务，为被投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中国汽车产业知识产权投资运营中心咨询事业部总经理寿晶晶指出，科创板重点支持新一

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特别关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企业。随后，寿晶晶分享了

利用知识产权产业金融大数据对六大产业分布、技术状况等开展的调查研究结论，同时从投资、

技术、市场、行业等角度对燃料电池汽车、人工智能、机器人、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等

六大热点领域的发展状况和趋势进行了洞察分析。 

随后，上海证券交易所北京中心工作人员就科创板发行上市规则进行了培训。 

为期四天的 BPEA 系统培训十四期课程圆满结束，在募资难、投资贵、退出慢的市场环境

下，本期系统培训讲师为学员全方位分享了基金募集、投资、管理和退出四个方面以及科创板

上市规则。课上讲师为学员分享工作的经验，学员与讲师积极互动交流，四天课程可谓是一场

干货满满的盛宴。欲知协会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协会微信公众号：bpea-bp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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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BPEA 月度培训”第八十七期 -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与欧盟投资审查体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最近十年的上半场蓬勃发展，但现在正遭受动荡。2017 年，中国采取

行政措施，以遏制非理性对外投资。其后 2018 年中国对外投资大幅下降：美国为-85％，欧洲

为-40％。与美国的 2019 年贸易争端使得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恢复。 

对于欧洲而言，一方面，它可能受益于美国的贸易战变得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具吸引

力。另一方面，一些欧洲国家最近批准了新的欧洲投资审查体系，这些国家在对待“一带一路”

倡议和对待外国投资方面有所分歧。 

欧盟刚刚批准了关于建立欧洲投资审查制度的新法案 2019/452，其不会阻止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流入欧洲。欧洲仍然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极具吸引力的目的地。那么，中国投资者应该了

解哪些可能出现的变化呢？面临随时出现的变化应做好哪些应对风险的准备呢？针对以上问

题协会特邀请西班牙顾博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Pablo Cubel、法国基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Guo 

Min 、意大利凯明迪律师事务所顾问 Sergio Scanu 、德国 Gleiss Lutz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Michael 

Burian 为大家讲解中国对欧洲以及欧盟投资的热点关注问题及风险防范。本期精彩内容不容错

过！ 

  

时间：2019 年 6 月 27 日（周四）14：00—17：00 

地点：协会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11 号华一控股大厦 13 层） 

语言：英文（现场有中文翻译）  

参会费：RMB 1000 元/人（BPEA 会员享有部分免费名额） 

  

培训讲师： 

Pablo Cubel        

西班牙顾博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Guo Min              

法国基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Sergio Scanu       

意大利凯明迪律师事务所顾问 

Michael Burian    

德国 Gleiss Lutz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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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议程： 

签到 

13:30-14:00 

致辞 

14:00-14:15   

主题演讲 

14:15-16:00    

讨论及提问环节 

16:00-16:30 

茶歇 

16:30-17:00     

  

联系方式： 

联络人：霍女士 

电话：010-88086257    

Email：rh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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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6 日（周三）下午 17：00，此次培训限 40 席位，请尽早提前

报名预留座位！BPEA 会员每家有一个免费名额，具体详情可与协会联系；其他参会嘉宾报名

费用为 RMB1000 元/人；如选择汇款方式，请将汇款单底联传真至协会；如现场报名付费，将

另收取 RMB300 元/人的手续费!谢绝空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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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的担忧：贸易问题或触发全球竞争性贬值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 

6 月 14 日，在第十一届陆家嘴论坛(全体大会五)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前

行长周小川和 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共同获得者、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 Paul Romer 接受主持

人提问，回答了中美贸易摩擦、人民币国际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诸多重要问题。 

以下是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发言全文： 

周小川眼中的贸易摩擦治本办法  

中美贸易摩擦深受全球关注，主持人首先向周小川抛出了一个问题：国际贸易大背景的变

化，会如何影响全球经济、中国经济甚至包括美国经济，同时对全球金融市场包括对中国金融

市场的影响？ 

周小川表示，首先，大家都说打贸易战没有赢家，大家都输。意思是大家的 GDP 都面临不

同程度的收缩，首先从宏观上来讲，增长放缓或者收缩会带来副作用，一般会采取一些更为积

极或者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在调整经济增长速度和增强信心方面，因为贸易摩擦会打击不同人的信心，也打击了金融

市场。这种情况下，宏观政策的调整肯定会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与此同时，这些宏观政策一

般是总量政策，它很难直接补偿到那些因为贸易受到损失的出口者和进口者，数量宽松嗯嗯货

币政策想传导到具体的点是有很大难度的。 

在周小川看来，不只是美国，各个国家都一样。这些政策虽然有正面的作用，但针对性不

可能太强，不可能对症下药。在短期宏观政策调整下，还是应该追求更治本的办法。 

“从我看来治本办法有两个：一是通过贸易谈判，通过 WTO 改革要使搞错的贸易政策回归

正常，这是对症下药。二是对于中国来讲，对美国出口减少的部分要尽可能通过扩大销售渠道

出口到其他国家，我认为中国这方面的潜力还是蛮大的。中国现在出口的产品质量相当不错，

价格适中合理，全世界 70 多亿人口，即使少几个亿的需求，也还有很多地方可以销售这些产

品。”周小川指出，政策制定上要有一些鼓励出口多元化发展的政策，用两三年时间慢慢找到新

的出口市场，建立起新的出口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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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多元化以后，金融现象反过来对于汇率会产生一定的压力。一方面宏观政策要作出一

些响应，另外一方面还要治本，贸易上出的问题还是要靠贸易上的办法来根本解决。在这个解

决过程中，肯定对金融市场上的不同产品不同板块会产生一些冲击。 

担忧：可能触发全球多个国家竞争性贬值  

此前，周小川称“7”不见得要当做人民币汇率底线一度引发热议。6 月 7 日，央行行长易纲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及汇率是否有红线，易纲不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某个具体数字更重要，他

表示贸易战可能会给人民币带来暂时性的贬值压力，但噪音过后，人民币将回归稳定，“关于保

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这一点，我们非常有信心。” 

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周小川坦言：“我个人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走向最近没有太多研究。但

贸易领域产生的问题有可能再度触发全球多个国家竞争性贬值。如果不希望受到贸易上的损失，

往往造成的可能性就是汇率贬值，很容易再度出现像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所谓竞争性贬

值。” 

G20 国家在上海开会时，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曾达成过共识，大家要共同努力防止出

现竞争性贬值，周小川认为这是 G20 工作机制中取得的一项很重要的成果。贸易战如果打起来，

很容易再次出现汇率的变化，有可能过去达成防止竞争性贬值的共识会重新受到挑战。如果大

家都靠竞争性贬值的话，整个世界的金融秩序会混乱，大家都不会得到好处。 

周小川接着说，现在有很多是市场参与者做出的反应，他们觉得受到损失了，需要作出调

整。“我希望这件事情一是随着贸易政策争取调整回正轨，这样信心可以得到恢复；二是 G20 大

阪峰会马上要召开，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应该借这样的场合，重点研究这个问题，对全球金融

市场给予一定的稳定信号。” 

中国在某些方面的领先阻挡不了  

“这么多年我们研究宏观经济，其中一个任务就是研究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人们想弄清楚

生产是怎么涨上去的/消费是怎么提高的。科技发展是一个什么函数，这取决于是什么因素推动

了科技的发展，我认为有两类：一种科技发展是和科技投入有相当的关系，包括人才培养、教

育程度还有科研经费和研发经费。研发经费往往有很长的时间滞后，由研发经费吸引人才，建

立实验室，买实验室的设备，又经过数年的积累，最后形成产品。”周小川介绍。 

在全球来讲，相当大一部分的技术是可以买卖的，比如使用权是可以买卖的，科研设备是

可以买的。“过去你没有实验室，你把这些设备都买来了，你就会雇佣很多科研人员，积累慢慢

就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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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 80 年代，中国当时的技术人才很少，科研经费、研发经费也很少，研发条件很差，那

时候就不容易出成果，有些人宁愿到其他发达国家去做实验，在那里发展。而这些情况慢慢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是政府的有关政策，即是否对研发给予充分的激励。中国在改

革开放早期，财政捉襟见肘拿不出钱，后来对于研发的投入以及对于研发税收的扣除等各方面

的政策都做了相当大的改进。“我认为中国的研发也会慢慢产出相当多的成果。” 

从有了投入、有了政策激励，有了设备、有了人才到出结果，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

现在有很多科技领域的发展能够追上，但还有一些领域就是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

积累。出现这种情况时，双方都要冷静地看待。 

“中国在某些方面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不过，周小川指出，“铁幕”其实最后不会

有太大的结果，也不能根本阻止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科技进步。中国将来在有

些方面可能会领先，有些方面也能创造出很多很有市场潜力的新科技和相关产品，这是阻挡不

了的。像贸易领域一样，大家合作形成的生产力是最有效率的，对大家都最有益。硬要割裂的

话，就降低了大家的发展速度，提高了大家的成本。 

回忆次贷危机：人民币和美元有互补性  

主持人提出，讲到中国的金融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在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下一步

中国的价值链和中国制造可能要更多转移到新兴市场，人民币在其中又会扮演怎样的角色？贸

易摩擦让人民币国际化的进一步推进和资本项目的开放都面临一定的挑战和压力，如果人民币

国际化进展不顺利，整个贸易和价值链转移没有金融的承托，又该如何应对挑战？ 

周小川表示，中国的金融需要巨大的转变和改革。过去的基础是集中型的计划经济，那时

候也没有真正的银行，后来先把银行体系建立起来了；我们的股权市场很薄弱，因此相当长一

段时期里风险投资和支持科技发展的融资也都很缺乏。现在所有的成果都是靠开放带来的，靠

开放才知道怎么改，这是一点点进步的过程，所以，开放对中国来讲是非常必要的，进一步的

金融开放非常重要。 

在中国，无论是银行市场、保险市场还是资本市场，外部资金或者外部机构所占的比例还

非常低，所以开放还有很大的潜力。对外开放过程当中，本币要从过去的估值扭曲、限制较多

慢慢走向可自由使用和可兑换，但也一定要注意当前世界资本市场有时候是有异常流动的，同

时还要有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等这些必要的管理。 

周小川表示，刚才说的好几个方面都需要人民币发展，这个过程中，需要大家对人民币给

予重视。“我个人理解，人民币的使用和人民币下一步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和美元有互补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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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在美国，次贷危机在美元发生，美元波动、流动性不足，创造了大家

寻求使用人民币的机会。“ 

“从我当时做央行行长的角度来讲，那个时点出现对于人民币的需求超出我们事前的预料。

大家既然有需求，对于全球的贸易结算、贸易融资，对于邻国金融信心的稳定都有好处，我们

就推进。推进过程中，有的阶段美元或者欧元表现非常好，这时市场参与者会觉得这挺好的，

这就是一个互补的过程。”周小川回忆。 

周小川接着表示，像经济学家所说的，无论怎么努力，金融危机或大或小总会发生。我们

看到了很多经济危机，这之前也有纳斯达克股票泡沫的危机。观察全球，90 年代末有亚洲金融

风波，没过十年又有全球金融危机，欧洲、北欧很多国家出现过房地产危机，这都是不可避免

的。因此，未来危机还会不断出现，只是类型可能有所变化。这种情况下，大家对于储备货币、

对于价值、对于购买力、对于支付系统的方便性等问题的考虑，都会随着大环境而不断波动。

“我很难想象直线型的前进，尽管当前在很多方面大家都觉得人民币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这

仍然是全球市场参与者的自主选择和他们对风险控制的自主考虑。” 

金融中心的核心应是资本市场建设  

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建议，周小川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咨询委员会昨天正式成

立，将会讨论如何建设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我始终认为，金融中心的核心可能就是资本市场

里的这些内容。如今，电子化非常发达，有很多金融业务在哪个地方运作其实都可以，并不需

要人聚集在一个城市，通过不断见面/不断讨论来做事情，所以需要看到金融中心哪些事是最需

要大家聚集到一起来做的。” 

周小川提到，我们的咨委会还没有开始正式讨论，先出了几个题目，有些方面和 Paul Romer

先生说的内容类似，比如强调股权市场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标准必须要提高，特别强调提高

会计标准。同时还要考虑和国际标准的接轨，货币可兑换程度也需要提高。现在，我们的监管

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以金融产品为主的市场需要按照标准强化监管。此外，人才聚集、信息

畅通这些事情都需要不断往前推进。“上海这些年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大家的期望值也很

高，我们还需要做很多事。（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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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科数据：5 月 VC、PE 市场成交量持续下滑，大量资金涌入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5月 VC/PE 市场共发生 264起投资案例，同比下降 74.4%、

环比下降 21.9%；总投资金额为 411.46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57.3%，环比上升 28.3%。本月

股权投资市场总体投资案例数较上月 338 起有所回落，但融资总额涨幅超过 20.0%，投资金额

在 10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大额投资案例的总融资金额大幅增加，涉及投资金额超 300 亿。从投

资策略来看，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在本月备受 VC/PE机构关注，共发生投资金额 123.52亿

元人民币，占总投资金额的 30.0%，较上月的 34.14 亿元人民币上涨约 2.62倍。从投资地域来

看，最受资本青睐的是北京地区，涉及金额为 207.32 亿元人民币，稳居各地区融资总金额第

一位。从退出方面看，5 月共发生退出事件 170 笔，其中 IPO退出数量为 118笔，并购退出 33

笔，新三板挂牌退出 19 笔。本月各渠道退出数量增幅明显，IPO 与新三板退出数量均有增加。 

在政策导向方面， 5月 29日晚，邮储银行发布公告称，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筹建中

邮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银保监复﹝2019﹞540 号），该行获准筹建中邮理财有限责任

公司。至此，国有六大行均获批筹建理财子公司。理财子公司获得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类

信托”综合全能型牌照，将成为唯一能够同时开展这三类业务的资管机构。此外，《商业银行

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对理财子公司资管产品销售起点、股票投资、非标投资、委外合作、产

品分级等方面予以放松，子公司作为商业银行产品线与客群拓展的重要战略延伸，可有效辅助

母行提升外拓资源的能力。去年以来，资管新规、理财新规以及《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

法》相继出台，为满足监管最新要求，推动理财业务回归资管行业本源，上至国有大行、股份

制银行，下至城商行、农商行等地方小型银行相继发布了设立的理财子公司的消息。根据理财

子公司管理办法规定，注册理财子公司需要达到 10 亿元资本金“门槛”。多家股份制银行拟

设立理财子公司的注册资本则在 20 亿元至 100 亿元。目前宣布设立银行理财子公司的银行数

量已突破 30 家大关，且参与其中的银行构成也正趋于多元化。地方银行同样不愿缺席，一些

有实力的此类银行也均对外披露拟设立理财子公司。 

5月 VC/PE市场投资案例数有所回落大额投资案例的总融资金额超 3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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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见图 1】，5 月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共发生投资案例 264起，

环比下降 21.9%，其中披露金额的案例 177起，共涉及投资金额 411.46 亿元人民币，环比上升

28.3%，平均投资金额为 2.32亿元人民币，环比上升 49.7%。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见图 2】，本月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投资规模小于 1,000 万

元人民币的小额投资事件共发生 26 起，环比下降 25.7%，共涉及金额 0.66 亿元人民币，环比

下降 36.2%；投资金额在 1,000 万到 5,000 万元人民币之间的投资事件共发生 73 起，环比下

降 14.1%，共涉及金额 10.72 亿元人民币，环比下降 24.8%；投资金额在 5,000 万到 1 亿元人

民币之间的投资事件共计发生 19 起，环比下降 9.5%，共涉及金额 11.70 亿元人民币，环比下

降 8.6%；金额在 1 亿到 10 亿元人民币之间的投资事件共发生 45 起，环比下降 21.1%，共涉

及金额 87.45 亿元人民币，环比下降 41.8%；投资金额在 10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大额投资共计

发生 14 起，环比上升 55.6%，共涉及金额 300.94 亿元人民币，环比上升 111.1%。本月股权

投资市场总体投资案例数较上月 338 起有所回落，但融资总额涨幅超过 20.0%，主要得益于投

资金额在1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大额投资案例的总融资金额大幅增加，涉及投资金额超3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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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轮依然稳居榜首，上市定增进入本月前十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见表 1】，5 月中国股权投资市场的投资轮次从数量分布

上来看，A 轮仍处于领先位置，排名第二的是 B 轮，天使轮居第三位，案例数分别为 78 起、

49 起、44 起，案例数占比合计 64.8%。在投资金额方面，本月位居榜首的是 A 轮，涉及投资

金额 151.13 亿元人民币。本月单笔融资金额排前十位的案例中，涉及上市定增的轮次有三起，

受其影响，上市定增轮次融资金额本月位居第二位，涉及投资金额 66.33 亿元人民币，主要得

益于本月阿里健康 22.72 亿港币增资、芒果超媒近 20 亿人民币增资及优信二手车的 2.3 亿美

元增资。位居第三位的是其他轮次，涉及投资金额 60.62 亿元人民币。 

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本月融资过 10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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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见表 2】，5 月 VC/PE 市场投资共涉及 20 个一级行业。

从案例数量上来看，IT、互联网及生物技术/医疗健康仍然位居前三位。其中，排名第一位的互

联网行业共发生投资事件 61 起，第二位的是 IT 行业，发生投资事件 60 起，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行业发生投资事件 25 起，位居第三。在投资金额方面，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备受瞩目，

本月 10 亿元以上的大额融资事件中，关于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的有 4 起，其中，金额最大

的为 5 月 9 日，京东集团旗下医疗健康平台京东健康的 10 亿美元 A 轮融资。受其影响，本月

排名第一的是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涉及投资金额 123.52 亿元人民币，占比 30.0%。此外，

本月 IT 行业涉及投资金额 100.77 亿元人民币，占比 24.5%，位居第二位。排名第三位的是互

联网行业，涉及投资金额 48.24 亿元人民币，占比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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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融资金额占据半壁江山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见表 3】，从投资地域上看，5 月发生的 264 起投资事件

涉及 27 个省市。从案例数量上看，排名前三的地区总案例数量为 144 起，占比 54.5%。其中，

北京地区排名第一，共发生 61 起投资事件，占投资案例总数的 23.1%；排名第二的上海地区

共发生 46 起投资事件，占比 17.4%；深圳地区排名第三，发生投资事件 37 起，占比 14.0%。

在投资金额方面，本月 14 起单笔投资金额在 10 亿元以上的投资事件中，有一半发生在北京地

区，受其影响，北京地区以 207.32 亿元人民币的融资金额，稳居本月第一位，占比 50.4%。位

居第二位的是上海地区，涉及投资金额 45.38 亿元人民币，占总投资金额的 11.0%。江苏地区

涉及投资金额 45.35 亿元人民币，占比 11.0%，位居第三位，融资金额与第二位的上海地区仅

仅相差约 0.02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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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典型案例 

京东成立“京东健康”子集团，获超 10 亿美元 A 轮融资 

2019 年 5 月 12 日，京东在其 2019 财年 Q1 财报中宣布成立“京东健康”子集团，就在财报

发布前一天，京东健康获得了中信产业美元基金、中金资本和霸菱亚洲等投资者超过 10 亿美

元的 A 轮融资。这是继京东数科和京东物流后，京东集团打造的第三大战略级独立业务。融资

完成后，京东仍是京东健康的控股股东。京东方面透露，此轮融资将促进京东健康进一步扩大

核心业务，吸引行业人才并在大健康领域积极探索新业务。京东健康是京东集团旗下一家互联

网+医疗健康服务提供商，主要经营与大健康相关的业务，将依托京东集团的各项能力和资源

优势，在现有医药零售、医药批发、互联网医疗、健康城市四个业务版块基础上，逐步完善 “互

联网+医疗健康”产业布局。成立子公司前，京东的医疗业务隶属于京东生活服务事业群。2018

年年底，京东宣布新一轮组织架构调整，按照“业务模式和业务场景”调整后有 3C 电子及消费品

零售事业群、时尚居家平台事业群及生活服务事业群三大事业群。 

秦淮数据获贝恩资本 5.7 亿美元投资，系中国数据中心单笔最大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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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27 日，云计算基础设施服务提供商秦淮数据正式宣布获得贝恩资本 5.7 亿美

元投资。秦淮数据目前是定制化超大规模信息基础设施运营商，本次融资是中国数据中心行业

历史上单笔最大融资额。关于本次融资，贝恩资本董事总经理竺稼表示，投资秦淮数据，是因

为秦淮数据处于快速增长的行业，并在行业中有领导地位且秦淮数据管理团队具有战略眼光。

本次融资是贝恩资本在中国的第一笔大数据领域投资，后续贝恩资本将会联合国内金融机构及

国际财团通过夹层基金等各种方式来大力支持秦淮数据的超大规模项目投资，并为秦淮数据的

海外拓展提供帮助，尽快帮助秦淮数据通过登陆资本市场的方式来拓宽融资渠道。秦淮数据是

一家云计算基础设施服务提供商，专注于云计算基础设施的产业生态规划、投资、建设、测试

和运营。在数据中心建设运营、IT 服务器硬件定制运维、宽带接入增值业务、长途传输链路解

决方案等业务的资源开发、项目运营和维护方面提供给合作伙伴全生态产业链的产品与服务。 

造车新势力迎来资本潮，博郡汽车完成 25 亿融资 

2019 年 5 月 30 日，博郡汽车与中化国际旗下的银鞍资本等合作伙伴正式牵手，总计获得

25 亿元人民币融资规模。据悉，参与本轮融资的其它投资方还包括盛世投资、中科产业基金、

住友商事、 宝时得、浦口高投、园兴投资等。博郡汽车表示，本轮融资的资金将主要用于公司

的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投入。博郡汽车本轮融资的主要投资方—银鞍资本，是一家具有央企背

景的产业资本。同时，这也是银鞍资本对博郡汽车的第二次投资，双方的第一次合作始于电池

产业投资。博郡汽车连续两次获得央企产业资本的青睐，充分表明资本市场对博郡汽车的未来

抱有极大的期待。而且，资本方将对博君汽车的投资扩大到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条，体现了

资本界对博郡自主正向研发理念以及在电动车核心技术上的实力的充分认可。博郡汽车是一家

智能电动汽车研发商，依托原思致团队在底盘平台、整车性能、三电技术、轻量化工艺及智能

驾驶系统方案的核心优势，专注中高端电动汽车、智能汽车系统、车联网服务的设计、开发和

生产。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安全可靠、舒适便利、高效环保的极致智能电动汽车产品体验。 

各渠道退出数量大幅上升，IPO 退出数量涨幅超过 60%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见表 4】，5 月共发生退出事件 170 笔，环比上升 60.4%，

共涉及企业 37 家。其中 IPO 退出涉及 17 家企业，并购退出涉及 10 家，新三板挂牌退出涉及

10 家。本月 IPO 退出数量较上月的 72 笔增幅明显，共计 170 笔，环比上升 60.0%；与此同

时，本月新三板退出的数量也由上月的 5 笔增加至 19 笔，涨幅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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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退出事件为经纬中国退出新氧科技和德太集团 TPG 退出兑吧集团。

2019 年 5 月 2 日，美容整形平台运营商新氧科技正式登陆纳斯达克，交易代码为“SY”，被业界

称为“互联网医美第一股”。新氧科技以每股 13.80 美元价格发行 1300 万股美国存托股票，本

次募资总额大约为 1.794 亿美元。新氧是一个美容整形平台运营商，平台提供美丽日记、安心

购、云诊所等功能，可实现用户与医生之间的互动，并提供每家医院及医生评分，用户也可以

在新氧分享自己的整形经历，记录自己的术后恢复历程。经纬中国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投资

新氧科技 20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1.34 亿人民币），本次上市退出后，获得 10.99 的回报

倍数。经纬中国合伙人王华东表示：“经纬中国在 A 轮投资新氧后曾多次增持，看着新氧科技

从最早的社区到现在的交易平台，新氧科技团队对于市场和产品的理解及执行让资方非常欣赏，

经纬团队期待新氧科技在医美及女性市场领域的更多拓展。”2019年 5 月 9 日，用户运营 saas

平台兑吧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兑吧发行价最终定为 6 港元/股，全

球公开发售 1.11 亿股，总计共筹得约 6.6 亿港元。兑吧是一个致力于帮助互联网企业提升运营

效率的用户运营服务平台，包含拥有积分商城管理工具、活动配置工具、签到工具三大核心产

品，帮助开发者有效提升 App 的用户活跃度和留存率，丰富开发者的运营手段，降低开发者的

成本。德太集团 TPG 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投资兑吧 33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2.27 亿元人

民币），本次上市退出后，获得 1.32 的回报倍数。德太集团 TPG 中国区管理合伙人孙强曾表

示，按接入平台的移动 app 数量排名，兑吧位居中国用户运营 SaaS 市场首位；兑吧集团旗下

推啊位居中国交互式广告市场首位，市场份额超过 50%。”孙强表示，其对兑吧未来的发展充

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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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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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6月 7日-6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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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6.9 

中国趋势 

中国创新投资 

亚洲机构海外投资基金 

不公开的投资者 

御宿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6.10 

华山资本 

红杉中国 

孝昌水木投资 

浙民投 

云智慧 IT 中国 2500.00万美元 

2019.6.10 

阳光保险集团 

昌发展 

丝路华创 

山蓝资本 

君联资本 

昆仲资本 

联想之星 

道彤投资 

同渡资本 

深睿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6.10 

时代资本 

远东宏信 

Idinvest Partners 

不公开的投资者 

地上铁 汽车 中国 7000.00万美元 

2019.6.10 不公开的投资者 菠萝校车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6.10 美信联邦 拓金海外 金融 中国 NA 

2019.6.10 穷游网 
LUXE City 

Guides 
其他 中国香港 NA 

2019.6.10 绿地控股 城云 IT 中国 3.00亿人民币 

2019.6.10 灯火区块链 云一传媒 互联网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6.10 
顺灏股份 

东风股份 
美众联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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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10 绿地控股 涂鸦智能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2019.6.10 
不公开的投资者 

贝恩资本 
Legacy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国外 150.00万美元 

2019.6.10 

启明创投 

顺为资本 

Nexus Venture 

Partners 

Omidyar Network 

Contrarian Vriddhi 

Fund 

WEH Ventures 

Pratilipi 电信及增值业务 印度 1500.00万美元 

2019.6.10 NEO Global Capital DappReview 互联网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6.10 

高通风险投资 

英特尔投资 

三星 

SiFive 半导体 美国 6540.00万美元 

2019.6.10 
金星投资 

Astrend Incubaror IV 
好易点 IT 中国 NA 

2019.6.11 

红杉中国 

Coatue 

源码资本 

运去哪 互联网 中国 7000.00万美元 

2019.6.11 
深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数列网络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6.11 不公开的投资者 翔飞教育 教育与培训 日本 1000.00万人民币 

2019.6.11 不公开的投资者 瑞因智控 机械制造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6.11 

鼎丰生科资本 

南丰生科 

浙商产融 

华领资产 

久友资本 

火山石资本 

Panacea Venture 

韩投伙伴（中国） 

KB Investment 

不公开的投资者 

鼎航医药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美国 800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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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11 
祥峰投资 

韩投伙伴（中国） 
GlowRoad 互联网 美国 1150.00万美元 

2019.6.11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Booking 
Yanolja 互联网 韩国 2.00亿美元 

2019.6.11 
丹麓资本 

山蓝医疗 
至善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6.11 NEO Global Capital Liquefy 金融 中国香港 NA 

2019.6.11 

老虎基金 

晨兴资本 

光速印度 

Venture Highway 

YC 

不公开的投资者 

OKCredit 金融 印度 1550.00万美元 

2019.6.11 中科电投资 凤凰光学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4.00亿人民币 

2019.6.12 
清科创投 

中寰投资 
博鸟绘本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6.12 九宜城 
你今天真好

看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500.00万人民币 

2019.6.12 中金资本 嘉驰国际 互联网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6.12 不公开的投资者 海豚家 互联网 中国 1.00亿美元 

2019.6.12 
和智投资 

央企贫困地区基金 
壹号食品 食品&饮料 中国 5.00亿人民币 

2019.6.12 招商局资本 
羽迹

Avatar 
IT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6.12 

凯智资本 

元钛长青基金 

高榕资本 

中金资本 

腾讯投资 

博裕资本 

水滴互助 金融 中国 10.00亿人民币 

2019.6.12 不公开的投资者 UF7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6.13 
浙信投资 

蓝焱资本 
因诺航空 机械制造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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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零资本 

百富源资本 

2019.6.13 金浦投资 三联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6.13 不公开的投资者 麦竞文化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6.13 

以太资本 

清科创投 

五岳资本 

梅花创投 

华映资本 

德同资本 

上海雄厚投资 

初心资本 

清泉石资本 

云启资本 

老鹰基金 

险峰长青 

翔谷投资 

凯思博投资 

建发新兴 

国都创投 

征和惠通 

不公开的投资者 

母基金周刊 娱乐传媒 中国 3000.00万人民币 

2019.6.13 
赛迪凤凰 

杭州鼎萃投资 
北京链安 金融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6.13 
毅达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软通智慧 IT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6.13 

GIC Private 

博裕资本 

Ally Bridge LB 

奥博资本 

奥博资本 

奥博资本 

涌金资产 

涌金资产 

Map 109 Segregated 

Portfolio 

Map 147 Segregated 

Portfolio 

高瓴资本 

高瓴资本 

翰森制药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27.01亿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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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Cormorant Asset 

Management 

上海医药（香港） 

维梧资本 

维梧资本 

2019.6.13 长润资产 知识视觉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6.13 

安徽金通智汇投资管理 

赛富盛元 

赛富投资基金 

厦门赛富金湾投资 

海通创新 

苏州银晟投资 

亚投银欣投资 

盈科资本 

青岛盈科汇金投资 

海通开元 

海通新能源 

博信资本 

星恒电源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1.02亿人民币 

2019.6.14 
不公开的投资者 

北京华智资本 
ABC SKY 教育与培训 中国 2000.00万人民币 

2019.6.14 

创世伙伴 

清流资本 

盛万文化 

粒子狂热 纺织及服装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6.14 
源码资本 

DCM 资本 
弘玑 IT 中国 1000.00万美元 

2019.6.14 

嘉御基金 

蓝驰创投 

联想之星 

墨云科技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6.14 亚欧工贸 博绿网 互联网 中国 2000.00万人民币 

2019.6.14 黎帆投资 凯璟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500.00万人民币 

2019.6.12 天泽信息 有棵树 互联网 中国 34.00亿人民币 

2019.6.14 露天煤业 霍煤鸿骏 能源及矿产 中国 27.05亿人民币 

http://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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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亚洲 TOP5 并购事件 

（6月 10日-6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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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2 日 KCF Technologies Co Ltd 韩国 SKC Ltd 韩国 
化学和材

料产业 
1017 

6 月 11 日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

司 (50%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上海厚皑科技有

限公司; 宁波焕

禧实业有限公司; 

林明清; 王翔宇 

中国 
工业产品

和服务业 
397 

6 月 12 日 Gympass BV (未透露股权) 巴西 

SoftBank Group 

Corp; General 

Atlantic Service 

Company LP ; 

Atomico; and 

Valor Capital 

Group LLC 

日本 
互联网/电

子商务业 
300 

6 月 10 日 
EDAC Technologies 

Holding Company 
美国 

Hanwha 

Aerospace Co Ltd 
韩国 国防业 298 

6 月 13 日 
Lotte Town Dongtan Co Ltd 

(49% 股权变动规模) 
韩国 

Lotte Shopping Co 

Ltd 
韩国 房地产业 289 

http://www.mergermarket.com/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