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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汇局：3月末我国对外净资产 19511 亿美元 

⚫ 央行: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 应对外部冲击能力增强 

⚫ 4 家科创板企业完成注册平均耗时 77天 已有私募股权基金完全退出 

⚫ 工银理财发布私募股权产品：理财资金与 VC/PE 互相伤害还是再续前缘？ 

⚫ 华平投资成功募集 45 亿美元中国二号基金，新资金池达 90亿美元 

⚫ 中移动 5G 产业基金首期已募集超 70亿，总规模将达 300 亿 

⚫ 近 100 亿！君联资本完成人民币新基金募集 

⚫ 单细胞大数据公司百奥智汇获得 IDG 资本 A 轮投资 

⚫ 经纬中国投资企业「nice」完成数千万元美元 D轮融资 

 

【宏观】外汇局：3 月末我国对外净资产 19511 亿美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官网 6月 27日发布 2019年 3月末我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数据显示，2019

年 3月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 73817亿美元，对外负债 54306亿美元，对外净资产 19511亿美

元。＞全文（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 

    央行: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 应对外部冲击能力增强 

 6月 27日，央行官网发布消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2019 年第二季度（总第 85

次）例会于 6月 25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分析了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会议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呈现健康发展，经济增长保持

韧性，增长动力加快转换。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增强。稳健的货币政策

体现了逆周期调节的要求，宏观杠杆率高速增长势头得到初步遏制，金融风险防控稳妥果断推

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逐步提升。国内经济金融领域的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

但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突出矛盾，国际经济金融形势错综复杂，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

多。＞全文（证券日报） 

【国内】4家科创板企业完成注册平均耗时 77 天 已有私募股权基金完全退出 

科创板已受理发行人注册申请的公司中，已有 4 家注册生效。从获受理到注册生效，这 4

家企业平均注册时长在 77 天（含节假日）。 

记者注意到，在提交上市申请的 113家科技创新企业中，得到私募股权投资的企业数量达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18
https://money.163.com/keywords/5/2/592e884c/1.html
https://money.163.com/keywords/8/2/8d275e01653f7b56/1.html
https://money.163.com/keywords/9/d/91d1878d/1.html
https://money.163.com/keywords/4/b/4eba6c115e016c477387/1.html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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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92家，其中有 3家企业私募股权基金已完全退出。＞全文（每日经济新闻） 

【国内】工银理财发布私募股权产品：理财资金与 VC/PE 互相伤害还是再续前缘？ 

近日，工商银行全资子公司工银理财正式在北京亮相，与多家金融同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并发布 6款新规产品。其中，工银理财推出了科创主题的私募股权产品——“博股通利”，产

品将选取具有发展潜力的科技创新企业，在企业成长过程中直接投资未上市的股权，后续主要

通过科创板上市退出。 

除了工银理财，多家银行理财子公司都表示将发力私募股权投资领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副行长徐学明透露，理财子公司成立后，将参与未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然而，与公募行业大喊“狼来了”不同，私募股权投资人普遍认为，银行理财子公司与 VC/PE

间的合作将大于竞争。＞全文（母基金研究中心） 

【募集】华平投资成功募集 45 亿美元中国二号基金，新资金池达 90 亿美元 

2019 年 6 月 27 日，华平投资正式宣布成功完成华平中国二号基金的募集, 总额 45 亿美

元。中国二号基金将与华平全球基金一起以 50:50 的比例共同投资中国和东南亚, 新增总计 90

亿美元资金，是目前最大的专注于中国和东南亚的私募股权投资资金池之一。 

＞全文（华平投资） 

中移动 5G 产业基金首期已募集超 70亿，总规模将达 300 亿 

6 月 26 日消息，中国移动将设立的 5G 联创产业基金，总规模将达到 300 亿元，目前首期

已经募集 70亿-100亿元，该基金主要聚焦 5G技术和重点应用领域。＞全文（澎湃新闻） 

近 100 亿！君联资本完成人民币新基金募集 

6月 27日消息，君联资本宣布完成近 100亿元人民币基金募集。截止目前，君联资本总管

理资本量为超过 450亿人民币。 

投资界了解到，新基金的 LP 仍为多年稳定合作的长线投资人，机构投资人占绝对比例，

超过 90%，包括联想控股、全国社保基金、国有背景的母基金和金控、险资、上市公司与第三

方渠道。＞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单细胞大数据公司百奥智汇获得 IDG 资本 A 轮投资 

2019年 6月 26日，百奥智汇科技有限公司（Analytical BioSciences Limited）宣布近

期完成来自 IDG资本的 A 轮投资。 

公司创始人张泽民教授表示，百奥智汇将利用这笔资金加快推进面向人类医学的单细胞基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13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14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15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16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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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组研究能力、特别是建立单细胞大数据平台、智能分析流程和深度解读方案。 

＞全文（IDG 资本） 

【会员动态】经纬中国投资企业「nice」完成数千万元美元 D 轮融资 

球鞋交易平台 nice 正式宣布完成了数千万元美元的 D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 TPG 软银合资

基金和元璟资本共同领投，经纬中国和凡创资本跟投，凡卓资本为本轮融资独家财务顾问。本

轮融资完成后，团队会主要在产品技术、服务团队的拓张，同时也会在用户规模扩大上进行投

入。＞全文（铅笔道） 

 

 

⚫ “BPEA 月度培训”第八十七期活动成功举办 

⚫ 2019（第十届）清洁发展国际融资论坛 暨 2019（第九届）“十大绿色创新企业”颁奖典

礼 

⚫ AI如何+出未来？“投等舱”创投课堂大解谜 

【协会新闻】“BPEA 月度培训”第八十七期活动成功举办 

2019 年 6 月 27 日，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主办的“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与欧盟投资审

查体系”的培训，在协会会议室成功举办。 

本期月度培训邀请到的讲师是邀请西班牙顾博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Pablo Cubel、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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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基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郭敏就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以及欧盟审查体系问题展开了讨论。 

西班牙顾博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Pablo Cubel 表示，欧盟批准了关于建立欧洲投资审查

制度的新法案，新法案将于 2020 年 10 月 11 日正式实施，新法案不会阻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流入欧洲。经过十年快速增长，中国正在重塑对外国的直接投资，同时葡萄牙和西班牙是对外

国直接投资最开放的国家，所以对中国投资者来说在西班牙及葡萄牙拥有更多的投资机会。 

德国 Gleiss Lutz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Michael Burian 在德国与欧盟外国投资监管的讨论

中表示，德国法的法律框架规定于《对外贸易与支付法案》，它的主管部门是联邦经济事务和

能源部，德国法的最初目的是保护德国国防和加密行业。 

意大利凯明迪律师事务所顾问 SergioScanu 表示，意大利外商直接投资审查包括评估、调

查、授权、禁止或展开等程序。意大利将外商投资相关交易审查扩大至科技密集度较高的领域，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3926&idx=4&sn=c09db92f64e592f0adbf7bf99582ce8e&chksm=bcc095f18bb71ce7a859b2507e6ce2d6c79dc0fe65b6d33341e3cba5ad70da97ca0355a36b3a&token=1210696115&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3886&idx=2&sn=b30cedbf025c17ad5f41d0e93684bb0d&chksm=bcc095c98bb71cdfcd3682198ea3c98975ccd8d63fbb0c7908a584888e6571b2d96dae2f5015&token=1210696115&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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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关键或敏感基础设施，比如数据储存和管理，金融基础设施；包括关键技术，比如人工智

能、机器人、半导体、具有潜在双重用的技术、网络安全、航天或核技术等高科技领域。 

法国基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GuoMin在法国外商投资审查中讲到，28个欧盟成员国中 14个

国家已经建立了外商投资审查机制。法国的外商投资审查机制是从 1966 年开始的，可以说由

来已久，目前法国有 1323 个外商投资者获得了批准，在法国的外商投资国中美国占 18%，位列

第一，其次是德国、英国、荷兰、意大利等。 

欧盟批准了关于建立欧洲投资审查制度的新法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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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学员积极提问与讲师交流，本期月度

培训圆满结束。 

 

【活动预告】2019（第十届）清洁发展国际融资论坛 暨 2019（第九届）“十大绿色创新企业”

颁奖典礼  

◇主办 北京产权交易所 

北京金融资金交易所 

北京环境交易所 

国际融资（并承办） 

◇协办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余热利用与清洁能源供热专业委员会 

◇门户网站支持  中国发展门户网 

◇时间：2019 年 7 月 5 日 09:00-17:00 （08:30 签到） 

◇地点：北京产权交易所大厅（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甲 17 号） 

◇论坛主题：绿色创新+绿色金融共推新兴产业生态圈发展 

◇论坛宗旨：当重大绿色创新发现及成果实现产业落地的时候，作为核心技术持有企业

应该如何进行产业链布局？如何实现产业生态圈绿色创新企业的合作共生？绿色金融债、

VC/PE 如何在产业生态圈中发挥资本的杠杆作用？如何发挥绿色创新企业生态圈在产业

园区升级改造中的示范引领与吸附、引进项目之作用，使新兴生态圈快速裂变发力？这

些将是本届论坛探讨分享的重点。 

◇参会嘉宾：绿色创新企业、50 评委专家团、独立评审团专家、央企、民企、外企、合

资企业中的节能造能、治污减排、可再生能源、清洁技术、生态农业企业，以及将大数据、

区块链、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新动能企业；中外投融资机构；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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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绿色发展企业的会计事务所、律师所、管理及项目咨询公司、交易所、NGO 组织等

机构；相关的财经媒体等。 

◇第一单元：2019（第十届）清洁发展国际融资论坛（09:00-11:30） 

▷主持人：北京产权交易所常务副总裁、中国产权行业协会高级专家高佳卿 

▷金融机构致辞演讲贵宾 

○北京产权交易所总裁、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朱戈 

○国富资本董事长熊焰 

○丝路与金融国际联盟理事长、原国家开发银行行务委员郭濂 

○海泰戈壁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并总经理张威 

▷绿色创新企业演讲贵宾 

○宿迁宇能电力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金良 

○中海润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平 

○重庆太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吉维群 

▷50 评委专家团专家就演讲企业的绿色创新成果与模式做总结性发言 

○高兴资本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向阳 

▷11:25-11:30 提问环节 

◇第二单元：2019（第九届）“十大绿色创新企业”颁奖典礼（11:30-12:00） 

▷主持人：华夏国智（北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伟群 

中认畅栋（北京）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吴隽 

○《国际融资》杂志主编李路阳宣布 2019（第九届）“十大绿色创新企业”评选背景及

结果 

○主持人宣读独立评审团对“2019（第九届）十大绿色创新企业”的推荐词 

○独立评审团专家、50 评委专家团评委代表为获奖企业颁奖 

○独立评审团专家、50 评委专家团评委代表与获奖企业合影 

◇第三单元：投资人、专家与绿色创新企业专题对话（14:00-16:30） 

▷专题对话第一场——高耗能解决之道与产业生态链（14:00-14:50） 

○主持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产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陈及 

○对话贵宾： 

·绿色创新企业 

1.宿迁宇能电力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金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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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德若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阎崇光 

·评委、专家、投资人 

3.国富资本总裁邹晓虎 

4.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丁盛亮 

5.北京久银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安民 

6.上海领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陈波 

7.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张海冰 

▷专题对话第二场——绿色创新与“一带一路”项目（14:50-15:40） 

○主持人:北京尚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中国并购公会秘书长董贵昕 

○对话贵宾： 

·绿色创新企业 

1.江联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马茂先 

2.中海润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笑歌 

·评委、专家、投资人 

3.丝路与金融国际联盟理事长、原国家开发银行行务委员郭濂 

4.中国信保第二营业部总经理潘乐 

5.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新华丝路基金合伙人乔文军 

6.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总监郭宁林 

7.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刘红宇 

▷专题对话第三场——治污降耗与系统创新集结（15:40-16:30） 

○主持人: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余热利用与清洁能源供热专委会秘书长杨洁 

○对话贵宾： 

·绿色创新企业 

1.质源恒泰清洁能源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晓辉 

2.重庆太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吉维群 

·评委、专家、投资人： 

3.浩正嵩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胡斌 

4.君联资本董事王能光 

5.北京祥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秉军 

6.天津庆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孙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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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室主任张付申 

 

欢迎提交报名申请，报名请点击， 

报名审核通过者，我们将邮件回复您，并通知具体参会事宜。谢绝空降。 

咨询电话：张女士 010-68001738 

 

【活动预告】AI如何+出未来？“投等舱”创投课堂大解谜 

创业的第一步是生存，对于 AI企业来说也不例外。 

作为未来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向和必然趋势，AI技术正在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工智

能理论和技术日益成熟，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大，人工智能技术或将成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

和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 

随着商业落地的不断逼近，如何为市场解决痛点问题，梳理好自己的商业模式，规划好自

身的商业落地，大幅提升自己的实际营收，落地为王，落袋为安，对于各家 AI企业已是迫在眉

睫。 

那么，问题来了，广大 AI企业如何面对 AI 商业化大考的攻坚战？ 

7 月 17 日，“投等舱”创投沙龙的第一堂课邀请到数位行业专家、投资人，为 AI 创业企

业把脉问诊，帮助 AI创业者直面商业化大考。 

活动时间： 

2019年 7月 17日（周三）下午 13:30-17:30 

活动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3号鼎好电子商城 A 座写字楼 10层 创新工场 希望树活动室 

课堂安排： 

13：30 – 14：00 注册签到 

14：00 – 14：50 项目一展示，课堂互动，导师点评 

14：50 – 15：40 项目二展示，课堂互动，导师点评 

15：40 – 16：30 项目三展示，课堂互动，导师点评 

16：30 – 16：50 课间自由交流：投资人创业者自由交流，现场优质项目投票 

16：50 – 17：30 知名投资人行业热点话题“炉边对话” 

 

http://t69ujqwczr01r8hr.mikecrm.com/EECGz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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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联络人：杨女士 

电话：13485970787 

Email：yangy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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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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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毅投资赵令欢：独角兽不是新经济的专利 

弘毅投资董事长、总裁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 

6 月 25日，在“投中网、今日头条联合举办的#创新经济资本论”系列微访谈中，弘毅投

资董事长、总裁赵令欢就为何投资于 WeWork 等独角兽、并购基金如何结合数字经济、如何通

过存量创新创造价值等话题，阐述了弘毅的战略考量和业务逻辑。 

 

1.作为一家大型并购基金投资人，弘毅过往总是和中国玻璃、中联重科、石药集团这样的

传统行业领军企业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会突然杀入创投基金的领域，拿下 WeWork 这一类的新

经济独角兽？ 

 

赵令欢：弘毅投资的 PE 业务是以并购重组为主要模式的，我们将自己定义为一家立足中

国、以投资管理为专长的财务投资公司，这里面包括几层含义：有很好的战略资源和增值服务

能力，是中国的投资管理专家，但仍然是财务投资人。这个定义决定了我们的角色，是帮助被

投企业做成大而强的公司，帮助创业者、企业家成为相关行业和领域的领军者。 

 

这是我们的业务和业务模式。所以，WeWork 就像弘毅过去有缘投入、有幸支持的近百家企

业一样，我们都是看好企业、看好企业家，以我们的专长提供支持、帮助企业发展。 

 

但 WeWork的不同之处是，这是一个国外快速成长的早期创业企业。到目前为止，弘毅还不

是一个重点关注创业投资的公司，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就应该袖手旁观。如果问我们看到什么所

以投入，WeWork 投资的方法、投管的思路，实际上反映着我们关于投资的重要信念，其中之一

是“移动互联改变人类”。 

 

第一，WeWork代表的是一种对于工作方式的颠覆，不管是对个人创业者、小企业还是大企

业。什么引发了这个可能性呢？移动互联的生活方式。WeWork的创新中，很重要的是全球网络、

全球会员、新的办公方式、新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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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因为我们认同中国在崛起、在改变世界，一个美国了不起的独角兽公司，发展到关

键时候需要吸收中国的资本，会希望服务中国的市场。而方式不像以前那样，等做成了再来发

展国际业务。像这样的一个先进理念，中国有需求，而 WeWork有先进的实践，有一定的基础。

所以问题就变成了，怎么投才能投得更好。 

 

最终下这个决心，因为我们认为移动互联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趋势是真实的，弘毅在与时

俱进，拥抱数字经济。所以，我们虽然在国企改制、并购投资领域很领先，也很有业绩。但是

随着中国的变化，世界的变化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中国会在很多领域实现引领。我们作为一个

投资公司，要把握住这个时机，这在逻辑上也很清楚。 

 

2.进入中国三年以来，WeWork 在北京、上海、香港、杭州、成都、深圳等 10 个城市开有

超过 70 个办公地点，会员总数逾 85000 个（包括正式会员和闪座会员），其中大企业会员的

整体占比超过三分之一。2019 年，WeWork 还计划将业务继续拓展到武汉、广州、南京、苏州、

西安、重庆、天津等城市。在增长迅猛的数据之外，WeWork 作为创造者社区、设立房地产基

金……正在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属性，估值 470 亿美元的 WeWork，到底是什么？ 

 

赵令欢：弘毅入资 WeWork 三年来，一方面，WeWork 全球发展迅速，从不到 100 个办公空

间发展到超过 400 个办公空间；另一方面，WeWork 在中国市场以更快的速度扩充，拥有近 80

个办公空间。这体现了我们的两个主要判断：第一，WeWork拥有独特的业务模式和明确的领先

优势，就是全球社区的理念：不仅提供办公空间，更通过会员网络提供全球化的服务、资源；

不仅服务于创业者、初创企业，更创造了新的工作方式、吸引大企业入驻，30%的世界五百强已

经成为 WeWork会员。同时为企业量身定制的 Powered by WE 服务。第二，中国 WeWork的创新

设计和资本注入，创造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新模式，也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 

 

所以从投资人角度，我们认为，WeWork 在全球的领先优势已经建立，同时，中国市场的特

色、中国资本的助力，会帮助它成为一个十分本土化的全球公司， very localized 

international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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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那么，您认为，进化中的 WeWork，在多元商业模式下，未来有怎样的可能性？ 

 

赵令欢：从投资时点我们就认为，WeWork不仅是很多人眼中的共享办公企业，它的业务实

质是未来的办公空间和生活方式，通过打造全球社区，其可扩充性（Scalability）是巨大的：

这一方面体现在办公空间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它会横向延伸到生活方式的方

方面面。例如，今年初 WeWork 将公司品牌调整为 We Company，包括 WeWork，Welive，WeGrow

等业务。我们可以看到，这都是围绕着人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展开和打通的。 

 

4.对于外界给予 WeWork 的巨大亏损、模式等质疑，你怎么看？ 

 

赵令欢：正如前面所说，对于 WeWork 的模式问题，在投资时点我们看到的是 WeWork模式

的先进性：全球网络、全球会员、新的办公方式、新的生活方式。而经过三年发展,尤其是中国

WeWork 设置两年来，我们对业务模式的信心越来越足。同时，这个模式还在不断地演化和优化

之中，到今天来看远远超越了共享办公这个概念。同时，WeWork做到了先进的本地化，可以通

过机制、体制、人才、管理，在不同的地域有特别好的发展。中国市场就是一个例子。 

 

在我们的投资决策时点，WeWork 在全球拥有 50 多个办公空间、4 万多会员，目前拥有超

过 400个办公空间、超过 40万名会员。这都是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发生的，它的变化还在加速。

对于亏损问题，我认为这是 WeWork为继续实现战略领先和超前布局所进行的长期投入。 

 

5.综合来看，弘毅过往投资了包括国企在内的传统行业领军企业，与现在更多关注的新经

济独角兽相比，企业家层面存在哪些异同？ 

 

赵令欢：我们有一个信念，“投资是投人”，对于看准的企业家和团队，我们除了带去资

本，还通过我们的增值服务，对企业的发展发挥独特的作用，不管是存量的整合还是企业的成

长。 

 

弘毅将自己定位为帮助企业家圆梦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所投资的企业家具有很多

共性，例如他们都是具有企业家精神、有战略、有能力、有梦想的人，只是所在的领域、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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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阶段不同。当然，对于数字经济领域快速成长的企业来说，相较于传统行业企业，创

业者、企业家会更快地面对一些重大的机遇和挑战，例如国际化等，需要为此更快地做好准备。 

 

6.上述案例是否意味着弘毅投资战略布局开始向新经济领域倾斜？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存

量创新也是现阶段弘毅投资重要的战略重点。 

 

赵令欢：我更愿意用“数字经济”来概括弘毅的实践。弘毅是一个以价值投资、长期投资

为关键词的投资管理公司，存量、增量都是我们要做的。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在一家公司要上

量、走国际化道路、需要提升管理时，发挥作用。但为了更好地做好这件事，我们需要全面拥

抱数字经济、自我颠覆。这是存量+增量投资的逻辑。 

 

所以，除了像 WeWork、字节跳动这样的投资，数字经济也会直接切入和影响传统存量经济

领域，例如零售线上线下的结合。数字化会让存量变得更有效，从而更可持续。 

 

例如，弘毅所投资的中联重机近期与美国 Landing.AI 的结合，就是最传统的存量和最先

进的技术的结合。中联重机是中国第二大农业机械生产制造商，我们推动它和美国最先进的人

工智能公司合作，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农业场景，延伸到智慧农业。这就在最古老、最传统、好

象最没有科技含量的地方，实现了智能化。这种生产效率和整体效益的提升，是以前的简单相

加不能比拟的。 

 

以此为例，在存量经济的各个方面，很多企业不但已经做好了准备，也已经做了很多有效

的工作，效果逐渐会显现出来。 

 

7.存量创新具有怎样的特征？  

 

赵令欢：包括传统制造消费行业、大型国企与中小民企为代表的存量经济，是中国经济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要真正实现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创新创业与经济增量部分固

然重要，也需要实现对存量经济的创新。存量的优化、效率的提高，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投资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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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前期成长型的投资机会，大量新经济初创企业会进入成熟期，大量国有企业面临市

场化转型，大量领先企业也面临国际化拓展。市场化、国际化、数字化是非常重要的三个转型

方向。  

 

8.过往弘毅所投资的案例中，会注重哪些方面？如何选择介入新技术、新模式的时机？ 

 

赵令欢：从与新技术、新模式的结合而言，我认为，数字经济的下一轮发展一定是以发达

的数字基础设施为核心，与传统产业、传统行业、传统服务相结合，对这些产业产生颠覆性的

改变。前面说到的中联重机和 Landing.AI的合作，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 

 

在选择行业和领域的时候，我们会聚焦于有积累、有专长的领域。例如，中国餐饮行业体

量大、发展快，但由于资金、资源的匮乏，还没有成长出可与国际大型餐饮企业比肩的企业，

企业小而散，缺乏规范的管理。这是一个典型的存量经济领域。弘毅以“为中国老百姓打造安

全、便捷、美味、放心的餐饮服务”为目标，打造了投资管理平台百福控股，目前旗下拥有十

多个餐饮品牌，帮助各企业规范管理、提升能力、实现协同。在医院管理行业，我们看到了医

疗服务需求日益增长、国家鼓励社会资本办医，也看到了医疗领域投资大、周期长、管理难、

缺乏通畅退出通道的问题。为此，打造“弘和仁爱”作为投资管理平台，发挥“管理+投资”的

优势，以打造百姓身边最好的医院为目标，致力于构建覆盖全国的医疗服务网络。这都是典型

的通过模式创新提升存量的例子。 

 

近年来，弘毅的地产金融业务发展迅速，我们的专注策略是价值增值型投资，重点是改造、

功能调整、运营提升、资产解困，通过运营提升释放价值。目前已投资 15个项目、32栋楼宇，

多数项目都是收购存量资产、通过改造和运营实现资产增值。这也是存量创新在不同投资领域

的实践。 

 

9.固有“并购专家”之名，人们经常将弘毅投资的印象固化在“擅长国企改制”，或“在

行业深化转型中进行经典的并购投资”，其实已不能涵盖弘毅投资现在投资行为的全部。数据

显示，弘毅投资管理资金规模超过 800 亿元，除私募股权投资，在地产金融、公募基金、海外

对冲基金、创新投资等方面也早有布局，业务的延展的策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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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令欢：经过多年的准备和摸索，今天弘毅的确已经不仅仅是一家 PE 机构，拥有规模领

先、特色突出的 PE业务，战略清晰、发展迅速的地产金融业务，目前“地产+金融+运营”的特

色已十分清晰，AUM和资产规模国内领先。在二级市场投资领域，在境内申请了公募基金牌照，

弘毅远方基金目前已发售三支产品，在境外建立了对冲基金平台金涌投资，已成为香港上市公

司。同时，还针对颠覆性的新模式，建立了一支创新投资队伍，投出了像“完美日记”这样的

新锐品牌。 

 

从投资管理类别的角度和监管的角度，这些业务是独立运作的，但都搭建在一个高效协同

的基础上。我们追求在符合监管、高度透明、依规合法的前提下，公募和私募、境内和境外、

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生态体系。对被投企业，做好增值服务，对投资人，提供优秀回报，并

且都围绕着价值投资、服务实体经济。这是我们打造弘毅所有业务的逻辑和基础。 

 

10.从“投资”到“投资管理”，成为一个领先性的投资管理公司，如何达到这一愿景？ 

 

赵令欢：弘毅希望做成一个以中国经济为基础，但拥有全球投资的能力与特长，以价值创

造为标识的投资管理公司。同时，希望在为投资人创造优秀回报的同时，把自身打造成一个值

得信赖、受人尊重的公司。 

 

具体的做法是，在多个投资管理领域打造优秀的投资产品，服务于不同类别出资人的需求，

并能创造优良的回报，而优良的回报是通过我们的价值创造能力实现的，因此对企业成长和实

体经济发展都能够发挥我们独特的作用。（投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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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科数据：5 月募资基金数量连续三个月回升 

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2019 年 5 月国内股权投资募资市场共计 191 支基金发生募

集，数量同比上升 35.5%，环比上升 20.1%，这也是自今年 3 月以来，连续三个月环比保持回

升态势。披露募资金额的 170 支基金共募集 688.07 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71.6%，

较上月相比下降 44%；新设立基金共计 122 支，数量环比下降 19.7%，披露目标规模的基金 20

支，计划募资 464.49亿元人民币。总体来看，五月份新募集基金的数量在持续上升，但尚未看

到金额方面的明显上升趋势，基金设立方面也尚未确立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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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新募集基金的数量有所回升 

募集金额回落 

五月新募集基金在数量上有所回升，共计 191 支基金发生募集，数量同比上升 35.5%，环

比上升 20.1%；披露募资金额的 170 支基金共募集 688.07 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71.6%，较上月相比下降 44%；平均募资规模 4.05 亿元，本月募集金额在 10亿元以上的大额基

金共计 23支，募资 402.9 亿元人民币，占总募集金额的 58.55%。 

从基金币种来看，2019 年 5 月新募集的基金中，人民币基金募集 191 支，占比 100%，披

露募资金额的 170支基金共募集 688.07亿元人民币，平均募资规模 4.05 亿元人民币。 

 

从基金类型来看，本月成长基金与创业基金仍占主导地位，两者数量占比达 95.8%，其中

成长基金占比达到 68.6%，募资金额 586.07亿元人民币，其中山西交控智能创新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本月发生募资，由山西交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山西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珠海横琴东方银利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山

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山西省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共募集 23.02亿

元人民币；此外本月还有 6支早期基金、1支基础设施基金和 1支并购基金发生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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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募集规模方面看，新募资基金规模最大的是上饶市光大文旅产业发展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本月募资 75亿人民币，该基金由上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绍兴河洛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上饶市金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由浙江绍兴河洛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负责管理。 

规模排名第二的是国华卫星应用产业基金（南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目标规模 200.00

亿元人民币，本月募资 40.25 亿人民币，由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国创投

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南京未来科技城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及

国华卫星应用产业基金管理（南京）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由国华卫星应用产业基金管理（南

京）有限公司负责管理，基金重点支持基于自主卫星的通信、导航、遥感应用以及卫星制造技

术应用四大领域的市场化应用服务。 

位居第三的是武汉数谷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月募资 25亿人民币，该基

金由武汉东湖国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武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烟台中金数据系统有限公司、武汉中金数谷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武汉国创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及中金数据系统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由武汉东湖国

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 

 

 

5 月新设立基金持续下滑 

清科旗下私募通统计显示，2019年 5月新设 122支基金，数量环比下降 19.7%，披露目标

规模的 20支基金计划募资 464.49亿元人民币，目标规模环比上升 33.8% 。 

从基金币种来看，2019 年 5 月新设立人民币基金 119 支，共募集 463.61 亿人民币，披露

规模的 20 支基金平均目标规模为 24.4 亿元人民币；外币基金有 3 支，平均目标规模 0.88 亿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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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金类型来看，占比最多的仍是成长基金，共新设 87 支，占新设立基金总数的 71.3%，

其中中国信科 5G 产业投资基金目标规模 50.00 亿元人民币，由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与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由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基金积极培育壮大 5G创新企业，共同布局和谋划湖北省的 5G产业集群，

使之成为全球移动通信领域的领军力量。数量位居第二的是创业基金，本月新设立 29 支，占

比 23.8%。此外还有 4支基础设施基金和 2支房地产基金也在本月设立。 

 

值得关注的是，5 月新设立的基金中，目标规模最大的有应急产业发展基金和苏州科技金

融及产业基金，目标规模 100.00 亿元人民币。应急产业发展基金，由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

协会、中青创投（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九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天府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及伊宁市鼎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共同发起设立，基金将重点支持两大方向：一是

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应急产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和技术创新型项目；

二是先进适用、安全可靠的应急产品生产和服务项目。苏州科技金融及产业基金，由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国发创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相城

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由苏州国发创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负责管理，基金

投资支持有较好发展前景、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的优质企业，尤其是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

解决地方科创型企业的股权投资资金需求。（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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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6月 22日-6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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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6.22 

中科创星 

国科嘉和 

沃衍资本 

中科极光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NA 

2019.6.22 

方广资本 

元禾控股 

中亿明源 

问卷网 互联网 中国 1.40亿人民币 

2019.6.23 青蓝地和投资 轩妈食品 食品&饮料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6.24 

德太集团 

元璟资本 

经纬中国 

凡创资本 

Nice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万美元 

2019.6.24 
曼图资本 

DCM 资本 
掌单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6.24 不公开的投资者 海格管家 其他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6.24 

Ally Bridge LB 

Cormorant Asset 

Management 

高瓴资本 

高瓴资本 

奥博资本 

锦欣生殖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50亿美元 

2019.6.25 
深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皇包车 互联网 中国 5000.00万美元 

2019.6.25 
中集物流产业基金 

青赢基金 
普拉托科技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6.25 
金沙江创投 

明势资本 
云扩科技 IT 中国 1000.00万美元 

2019.6.25 
浩方创投 

PNP 
梧童科技 IT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6.25 中通云仓 去那存 互联网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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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25 

华大半导体 

中信资本 

华芯投资 

深创投 

元禾厚望 

安路科技 半导体 中国 NA 

2019.6.25 

琢石投资 

同创伟业 

辰海资本 

单身粮 连锁及零售 中国 6000.00万人民币 

2019.6.25 诺基亚成长伙伴基金 小鹿医馆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2000.00万美元 

2019.6.25 元生创投 尚沃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6.25 
信雅达投资 

恒生电子 
百应科技 IT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6.25 

顺为资本 

光速中国 

IDG 资本 

戈壁 

直客通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10亿人民币 

2019.6.25 

腾讯投资 

蓝驰创投 

弘毅投资 

微光创投 

北京华联长山兴投资 

创致资本 

美术宝 互联网 中国 4000.00万美元 

2019.6.25 银杏谷资本 依柯力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6.25 不公开的投资者 力洋数据 IT 中国 5000.00万人民币 

2019.6.25 不公开的投资者 任意门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2019.6.25 申能（集团） 申能股份 能源及矿产 中国 19.84亿人民币 

2019.6.26 
深圳市拾玉投资 

珠海铧盈 
普米斯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6.26 
施氏控股 

南大传媒 
宇怀窖酒业 食品&饮料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6.26 博将资本 睿沿科技 IT 中国 30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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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26 

Madrone Capital 

Partners 

Baillie Gifford & Co 

红杉中国 

淡马锡投资 

阿科玛 

Adidas Ventures 

Johnson & Johnson 

Innovation 

Fidelity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JSR Corporation 

Carbon 机械制造 美国 2.60亿美元 

2019.6.26 圣创资本 爱茶人 互联网 中国 200.00万人民币 

2019.6.26 红杉资本（印度） 
Kopi 

Kenangan 
互联网 印度尼西亚 2000.00万美元 

2019.6.26 

君联资本 

蓝湖资本 

险峰长青 

虎鲸跳跃 IT 中国 700.00万美元 

2019.6.26 

Coatue 

红杉海外 

Fifth Wall Ventures 

Cobalt 

Robotics 
IT 美国 3500.00万美元 

2019.6.27 

凯辉基金 

双湖资本 

光速中国 

来也 互联网 中国 3500.00万美元 

2019.6.27 
深圳红土吉盟投资 

顺择创投 
凡米科技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6.27 红杉中国 积目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6.27 贝壳找房 牛牛搭 互联网 中国 2000.00万人民币 

2019.6.27 不公开的投资者 妙手医生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2019.6.27 

本钢集团 

建信（北京）投资基金

管理 

中证投资 

招商局创投 

诚通基金 

太钢创投 

中国外运 

建龙重工 

欧冶云商 互联网 中国 20.20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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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隆冶金 

海兴集团 

宝钢集团 

宝钢国际经济贸易 

宝钢股份 

2019.6.27 IDG 资本 百奥智汇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2019.6.27 彩时投资 UZO新雾种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3600.00万人民币 

2019.6.27 阿卡索 乂渠 教育与培训 中国 800.00万人民币 

2019.6.27 
乔景资本 

征和惠通 
亿欧大健康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6.27 不公开的投资者 它岛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6.27 

祥峰投资 

Kalaari Capital 

InnoCells 

Active.ai IT 新加坡 300.00万美元 

2019.6.27 

泛大西洋投资 

数字天空技术 

纪源资本 

GV 

Battery Ventures 

StockX 互联网 美国 1.10亿美元 

2019.6.27 共识实验室 DAppLinks 互联网 海外 NA 

2019.6.27 不公开的投资者 开源网安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6.28 
天津远镜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彼岸教育 互联网 中国 500.00万美元 

2019.6.28 复容资本 鸭嘴兽 物流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6.28 
嘉定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肌肤管家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6.28 不公开的投资者 红聊 互联网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6.28 不公开的投资者 宠爱国际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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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2019.6.28 
高瓴资本 

晨兴资本 
呆萝卜 互联网 中国 6.34亿人民币 

2019.6.28 飞马金控 客一客 金融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6.24 朗新科技 易视腾 
广播电视及数字电

视 
中国 30.76亿人民币 

2019.6.28 华泰证券 
华泰创新投

资 
金融 中国 30.00亿人民币 

http://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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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亚洲 TOP5 并购事件 

（6月 23日-6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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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 

家乐福中国 (80% 股权变动

规模) 

中国 
苏宁易购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 

消费品

业：零售 
1416 

6 月 27 日 Transaction Services Group 新西兰 

Advent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美国 
计算机软

件业 
1000 

6 月 25 日 
Bombardier Inc. (Canadair 

Regional Jet Program) 
加拿大 

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 Ltd 
日本 

工业产品

和服务业 
750 

6 月 24 日 Interprint GmbH 德国 
Toppan Printing 

Co Ltd 
日本 建筑业 437 

6 月 24 日 

ICR Cyprus Holdings 

Limited (75% 股权变动规

模) 

塞浦路

斯 

新濠博亚娱乐有

限公司 
香港 休闲业 375 

http://www.mergermarket.com/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