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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升 8点 

⚫ 今年前 5个月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 21893.4 亿元 

⚫ 注册制收窄套利空间 PE 机构投资前移 

⚫ 风险投资饰演“关键先生”八成以上科创板公司拥有私募股东 

⚫ 人民币 GP 美元募资调查：海外出资人投资意愿未减 

⚫ 险资迎来扩大股权投资窗口期 

⚫ 思灵机器人完成 pre-A轮融资，高瓴、红杉等加注 

⚫ 可降解支架企业浦易生物完成数千万元融资 投资方为征和惠通 

 

【宏观】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升 8点 

7 月 5 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升 8 点，报 6.8697，上一交易日中间价 6.8705。同时，

央行有 300亿元逆回购到期。本周共实现净回笼 3400亿元人民币。＞全文（第一财经） 

    今年前 5个月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 21893.4 亿元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 5个月，

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 21893.4亿元，同比增长 3.5%。服务出口增势明显，高技术含量、高

附加值服务出口优势逐步显现。 

商务部服贸司副巡视员朱光耀：今年前 5个月，我国服务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服务业生

产指数累计增速达 7.3%，拉动服务出口快速增长。服务出口占服务进出口比重为 35.5%，同比

提升 2.6个百分点，服务贸易逆差明显下降。＞全文（央广网） 

【国内】注册制收窄套利空间 PE机构投资前移 

科创板开市渐行渐近，注册制试点慢慢铺开。这个中国资本市场上的重大变革，让市场各

方参与主体都顺势做出了一些改变。一些专注于后期项目投资的 PE（私募股权）机构开始调整

投资策略，将目光投向具有较大成长空间的中早期项目，同时更加聚焦价值投资。 

业内人士指出，一级市场项目通过注册制科创板 IPO后，有望不会再因 IPO的稀缺性而产

生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价差套利空间，其要求更多的一级股权投资机构真正回归到价值投资

的主线。＞全文（证券时报） 

 

https://money.163.com/keywords/5/2/592e884c/1.html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25
https://money.163.com/keywords/8/3/8d386613/1.html
https://money.163.com/keywords/8/d/8fdb51fa53e3/1.html
https://money.163.com/keywords/6/0/670d52a14e1a/1.html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26
http://www.cnr.cn/
http://pubfund.jnlc.com/agency.aspx?iAID=400054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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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风险投资饰演“关键先生”八成以上科创板公司拥有私募股东 

伴随着科创板公司的上市在即，这一市场更多的隐形推动力正在浮出水面。 

记者从中基协获悉，截至 2019 年 5 月底，在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系统提交上市申请

的 113家科技创新企业中，获得私募股权投资的企业数量达到 92家，占比达 81.4%。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和 PE（私募股权）、VC（风险投资）为代表的股权类私募机构更加

关注、涉足科创板定位的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领域投资有关。＞全文（21 世纪经济报道） 

【国内】人民币 GP 美元募资调查：海外出资人投资意愿未减 

近期，华平投资、君联资本和大钲资本三家投资机构宣布的超百亿资金募资成功的消息被

刷屏，给沉寂了很久的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带来了一支兴奋剂，让更多还在募资道路上艰难前行

的 GP（管理合伙人）们也为之一振。 

在当前背景下，强劲的消费数据、创新增长以及不断扩大的数字经济市场使得中国经济仍

然能在亚太区处于领先地位。对于海外的机构 LP（有限合伙人）而言，长期投资中国并分享新

兴市场带来的成长性机会的意愿并没有改变，而越来越多的人民币 GP 也在抓住机会拓展管理

多币种的能力，捕获更多的海外资源。＞全文（证券时报） 

险资迎来扩大股权投资窗口期 

近年来股权投资已经成为保险资金配置的重要发展方向。银保监会最新披露的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 5月底，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达 17.02 万亿元，这也是险资运用余额首次突破 17万

亿元。与此同时，伴随着去年以来政策利好接连发布，险资运用渠道也正在不断得到丰富与拓

展，股权投资就是其中之一。在近期召开的保险资金股权投资暨中国保险投资基金二期工作会

议上，银保监会资金部副主任郗永春表示，保险行业应努力提升股权投资能力，监管部门也将

在政策上赋予保险公司更多的投资自主权。＞全文（金融时报） 

【会员动态】思灵机器人完成 pre-A轮融资，高瓴、红杉等加注 

7月 3日消息，北京思灵机器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思灵机器人”）完成 pre-

A 轮融资，融资金额暂未透露，本轮投资方为高瓴资本、红杉资本、天智航和线性资本。此前，

思灵机器人已经获得由高瓴、线性投资的种子轮以及由高瓴、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线性投资的

天使轮投资。 

本轮融资资金主要将用于新产品的研发和投入。＞全文（投资界）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22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23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24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3968&idx=3&sn=a3557b499bea1483623bc66cd90be0a7&chksm=bcc096278bb71f3123b89374a2541b0564975909e65d05f061f7023e22aead9a4e37cca547ab&token=6833558&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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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动态】可降解支架企业浦易生物完成数千万元融资 投资方为征和惠通 

近日，浦易（上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后简称：浦易生物）完成数千万人民币 B轮融资，

北京征和惠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征和惠通）为本轮融资的主要投资方。浦易生物

总经理谢建表示，本轮融资将用于产品研发以及服务的升级迭代，进一步加强浦易生物的市场

运营能力。＞全文 

 

 

⚫ “BPEA 月度培训”第八十八期 ——投融资交易的常见争议及风险防范 

⚫ AI如何+出未来？“投等舱”创投课堂大解谜 

⚫ 2019 科技创新及投融资高峰论坛即将举办 

 

【活动预告】“BPEA 月度培训”第八十八期 ——投融资交易的常见争议及风险防范 

资金募集成功后，投资人需要将资金投资至目标企业，并做好管理、退出工作。在募投管

退的所有环节，都会产生大量的风险。设计、执行好交易文件是防范和化解风险的重中之重。 

如何设计投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确保交割顺利并且交割后投资人能按交易文件

行使权利？如何在投后管理中做好流程管理，从流程和进度上防范和化解风险？在调整交易架

构、目标企业准备上市时，应如何防止实际控制人金蝉脱壳逃避责任？如何做好档案管理，在

出现风险时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据给主管机关，通过举报、诉讼、仲裁等方式尽快获得理想的结

果？如何了解实际控制人家庭资产，在争议产生时通过财产保全迫使投资人和解，或者在投资

人不和解时投资人能通过强制执行实际获得清偿？ 

为解答上述问题，更好地保护投资人权益，协会特邀请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

林森律师为大家讲解投融资交易的常见争议及风险防范。本期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时间：2019 年 7月 18日（周四）14：00—17：00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侨福芳草地 

语言：中文 

参会费：RMB 1000元/人（BPEA会员享有部分免费名额） 

培训讲师： 

刘林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活动议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3952&idx=2&sn=d21542c2d36afb04b0b1ae0d2edabca4&chksm=bcc096178bb71f016af4c98059eb229d9b9732dfcfb4464a9dab60eac5fa68061fd170bd5442&token=6833558&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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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4:00    签到 

14:00-14:15    致辞 

14:15-16:00    主题演讲 

16:00-16:30    讨论及提问环节 

16:30-17:0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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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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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有免费名额，具体详情请咨询协会；其他参会嘉宾报名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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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另收取手续费 RMB300

元/人!谢绝空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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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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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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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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预告】2019 科技创新及投融资高峰论坛即将举办 

2019 年 2 月 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

习，强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特别提出：金融活，经济

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

生共荣。 

在创新驱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在家居建材行业五万亿的市场规模下，已经有一批优

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登陆 A 股、港股以及美股，行业创新创业方兴未艾，新技术、新业态、

新模式风起云涌，互联网家装、智能家居企业层出不穷。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 2019 年资本市场的一项重大改革任务，是扩大实体经济直接

融资的重要抓手，建材家居业内众多科技创新企业借此将迎来资本的关注和飞速发展的契机。 

经研究，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建材家居分会联合乐居财经定于 2019 年 7 月 28日下午在上海

举办“2019 科技创新及投融资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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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题： 

资本助力家居，科技改变生活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建材家居分会 

特约支持：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独家战略合作媒体：乐居财经 

会议日程（拟） 

13:30-13:45【致辞】 

协会代表：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建材家居分会秘书长 王岳飞 

13:45-14:00【致辞】 

媒体代表：乐居控股副总裁兼乐居家居总经理 魏晓飞 

14:00-14:30【演讲】 

主题一、科创板的历史机遇和未来趋势 

嘉宾：上海证券交易所 

14:30-15:00【演讲】 

主题二、股权投资行业发展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嘉宾：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领导 

15:00-15:30【演讲】 

主题三、家居行业的券商视角 

嘉宾：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副总经理、轻工首席分析师 周海晨 

15:30-16:00【演讲】 

主题四、建材家居产业的投资并购逻辑 

嘉宾：红星美凯龙副总裁 李秀秀 

16:00-16:30【演讲】 

主题五、消费升级下的家居产业创新实践 

嘉宾：待定 

16:30-17:15【论坛】 

圆桌论坛：资本市场变革下的家居产业新机遇 

论坛主持： 

乐居财经家居副主编 刘耀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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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嘉宾： 

1、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副总经理、轻工首席分析师 周海晨 

2、红星美凯龙副总裁 李秀秀 

3、棋盘资本 

4、金融机构 

5、会计师事务所 

6、家居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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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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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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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秉仁：创建活力城市 

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全球 PE论坛组委会主席 

无论是创意还是创新，都需要活力，活力不是口号，也不是领导的要求，而是亿万民众的

诉求，是每一个市场主体的自由平等竞争，是每个创业者的激情四射。 

近期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中国的对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

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核心利益，中美冲突是必然的、长期的。应对中美

贸易战，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基本经验告诉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

对国情有清醒认识和正确判断，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只有一心一意谋

发展，不断强大自己，才能有更大的发言权。一个充满活力，蒸蒸日上的中国就能抗住任何压

力，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战，中央会有统一的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和建

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有效的途径。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我们应做的是把本

地的事情做好，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活力。 

第一，要坚持解放思想。 

一个城市是否有活力，不仅取决于自然资源禀赋，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环境的宽松和思想的

活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思想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大突破。”在全面贯彻十八届三

中全会确定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中，更需要进

一步解放思想，既要依据国情，坚持共产党的初心和宗旨，又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解放思想，就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营造解放思想的环境，允许不

同思想的相互碰撞，在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中求得思想上的最大共识，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 

青岛市委提出“学深圳、赶深圳”的城市发展战略，向深圳学什么？深圳发展最核心的经

验就是解放思想。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姓社姓资”的争论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

是生命”的务实，深圳每前进一步都是思想解放的成果，也是深圳速度的灵魂。 

对比深圳，青岛包括山东最大的问题是计划经济思想影响很深，山东传统文化资源丰厚，

是儒家思想的发祥地，但轻商重仕的思想也很浓，尤其是官本位思想很重。官本位思想往往导

致政府行为的官僚化，不仅排斥平等、独立开放的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而且做一切都是墨守

成规，不敢大胆的试、大胆的闯。当前官僚主义又催生了形式主义的蔓延。所以，正在全党开



                                     中国 PE与 VC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10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记党的宗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转

变作风。为此，要上下联动，上级要尽量减少各种会议文件和无效的检查督导，以及不切实际

的“留痕管理”，下级要做实事不要喊空话，练虚功，特别要摒弃运动式的思维和标语口号。 

第二，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 

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坚持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方向，是中国发展前进的唯一正确

之路。企图开倒車走计划经济老路行不通，走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之路也不适合中国。 

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营造人人关心改革、人人投身改革的环境和思想舆论氛围。

要真心实意搞改革，不要口号式改革，更不能把倒退也叫改革。 

改革要允许差异化。在顶层设计下，要鼓励各地根据自己的优势和情况，找准自己的问题

突破，进行改革探索。改革还要允许出现失误，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使得地方能大胆的干、

大胆的闯，这也是深圳的基本经验之一。 

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好两点： 

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改善投资环境，而不是进行资源配置，更不是直接插手具体

经济事务和投资项目，要真正让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多服务，少管制，

慎用权，少审批。有很多时候，政府不管恰恰是环境最好的时期，管的越多，经济和社会越没

有活力。深圳发展历程表明，从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凡是政府直接投资或直接主导的竞争性

领域的大规模建设项目，包括电子信息、汽车以及其他高科技项目，基本上都没有壮大起来，

有些还以失败告终。凡是坚持以市场为主导的产业，包括信息通信产业、互联网产业等，都经

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最终成为支撑深圳经济发展的顶梁柱。随着市场优胜劣汰的

竞争机制的充分发挥，深圳的产业结构自身不断得到优化和调整，政府不需要花力气用行政手

段督促企业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 

二要处理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 

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各种经济

成分是平等的，不是主和次的关系，更不是亲和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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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是国有企业比重较大的地区。改革开放初期曾涌现出海尔、青岛啤酒、澳柯玛等知名

企业，但是后来在国企改革和发展民营经济方面进展不大，被深圳远远甩在了后面。深圳通过

经济布局和国有企业布局调整，市政府集中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发

展，逐步形成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结构，民营经济无论在企业数量、质量、效

益，还是在对 GDP的贡献、税收、就业方面都占绝对的优势，使得深圳成为全球现代制造业基

地、高科技创新中心和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孕育出一大批如华为、腾讯等全球知

名企业。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现在缺的不是方法而是共识。首先要明确在国有企业的定位和战略布

局上，是发挥国有企业在国计民生和国家战略安全领域的关键作用，而不是在一般竞争性领域

与民争利；国有企业改革要坚持政资分开、政企分开；国有企业内部机制转换的方向是向市场

机制接轨，向现代企业制度接轨，只有达成这样的共识，才能将国有企业改革真正深入开展下

去。 

民营企业是一个地区经济的活力所在，是承载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基础。近几年由于多种因

素的叠加，当前民营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严重危机。特别是近期中

美贸易战升级情况下，大量出口企业、合资企业发展遇到瓶颈，将会出现大量失业。如果民营

经济的状况继续恶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就很难稳住。有段时间出现的“民营经济离场论”、

“公私合营”等论调，严重干扰了中央的决策和部署，扰乱了民营企业家的思想，纷纷出现逃

离、撤资和资本外流。所以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讲话，充分肯定了民营经济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落实习总书记讲话精神，让民营企业在当前复杂的形势下，真正感到温

暖和安全。我注意到前些天青岛的领导同志关于企业和企业家的讲话，这是一篇真正懂企业，

了解企业家需求，支持企业家创业的讲话。如能落实，何愁青岛经济不活？ 

第三，要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一个地区活力的保障。在此前提下，从人才和资本结合方面切入。 

人才的成长需要合适的环境。首先，政府要转变职能，着力解决错位、缺位、越位和不到

位问题。其次，要鼓励支持青年人创业，鼓励他们不断提高学习的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这是

创新人才的必备条件。什么时候青年人的创业热情超过了报考公务员热情，这个地区肯定具有

活力。 

引入人才上要充分发挥民企作用，用市场去招人、引才，而政府主要是创造人才发挥作用

的环境。这方面，深圳的经验非常值得青岛借鉴。深圳没有一家名牌大学和国家级研究机构，

但却有近一万两千家高科技企业，其中 95%以上都是民营企业。所以深圳才能成为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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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竞相创新的乐园。深圳能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政府由“主导型”转变为“服务型”，加上

民营企业具有清晰的产权制度，有强大的创新动力，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在优胜劣汰的市场

机制作用下，科技创新能力必然会不断提高，活力不断地涌现和迸发。 

创新需要人才和资本的结合。引进资本方面，要放宽市场准入，减少“负面清单”，要“放

水养鱼”，不要“关门打狗”。防范金融风险不能一刀切地停止一切投资类的基金审批设立。

要走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需要充分发挥私募股权

投资功能，引进风投、创投、天使等各类基金，使得青岛成为基金创新、基金投资的中心。投

资要围绕青岛原来的优势产业，如服务贸易业、制造业等，围绕这些产业，引导基金投向实体

经济，提升原有的产业水平。新发布的《青岛市打造创业投资风险投资中心若干政策措施》，

我感觉这是迄今为止国内股权投资领域最优惠的政策，要点赞。政策发布后受到投资界的高度

关注，只要能落实，相信青岛不久就会成为继深圳、苏州、杭州之后的又一创投中心。 

对外招商引资的重点，应放到日本、韩国这些国家，青岛要与烟台、威海等地协调功能定

位和产业分工，携手共同打造东北亚的开放门户，这也是当前国际形势下的正确选择。 

最后，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必须健全法制，法制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加强对产权的保

护，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有公平的司法制度，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规范，勇于纠正过

去曾经发生的错案冤案，这比任何政策都有说服力。只有这样才能让投资企业和企业家放心、

安心的在青岛发展。 

在当前外部压力不断加大的形势下，政府和企业，无论国企和民企，都要以“不管风吹浪

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气度，踏踏实实把自己的事做好，重新审视我们的体制和法规，哪些影

响创新和活力，都要扎实地通过改革去破除。唯有如此，才具备打一场持久战的底气和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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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科季报：2019 年第二季度中企 IPO 数量和金额回升，上交所发布科

创板企业过会申请 

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2019年第二季度，中企境内外上市总数量有 68家，同比上升 44.7%，

环比上升 19.3%；总融资额为 808.08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8.2%，环比上升 66.1%。此外，

2019 年第二季度，平均首发融资额 11.88亿元人民币，较 2019年第一季度平均融资额 8.53亿

元人民币上升 39.3%。截止目前，科创板已申报企业达 141家，其中已受理企业 24家，已询问

企业 85家，15家企业提交注册，16家企业注册生效，仅 1家企业中止。2019年 6月 5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召开科创板上市委 2019 年第一次审议会议，审议微芯生物、安集科技和天准科

技 3家企业发行上市申请，科创板首批三家成功过会，平均排队 5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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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能源仅斩获一个涨停板，上市第三天跌停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1月，公司主营业务为现代煤化工产品的

生产与销售，分为三个分部，即烯烃产品分部、焦化产品分部、精细化工产品分部。公司秉承

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动科技创新，通过集成国际国内一流的技术设备，现已逐步实现煤炭资

源由燃料向化工原料的转变及清洁、高效利用，致力于用科技改变中国的能源结构。 

2019 年 5 月 16 日，宝丰能源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每股定价为 11.12 元

人民币，共计发行 73336.00 万股，募得资金总额为 81.55 亿元人民币。但公司上市后仅斩获

了一个涨停板，之后在上市次日 5 月 17 日开板；5 月 20 日作为公司上市后的第三个交易日，

宝丰能源便出现大跌超 9.91%的情形。本次 IPO 所募资金，其中 6 亿元用来偿还银行贷款，其

余 74亿元投向焦炭气化制 60万吨/年烯烃项目。 

根据宝丰能源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 2016-2018 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80.27 亿元、123 亿

元和 130.52 亿元；同期净利润分别为 17.18 亿元、29.23 亿元和 36.96 亿元，年化增长率近

30%，高于同行业平均增长水平。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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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0.65、0.37 及 0.30，速动比率分别为 0.60、0.31 及 0.24。

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且大部分债务为短期债务，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较低，公司存在一定的

偿债风险以及较大的短期偿债压力。股权结构显示，党彦宝直接持有发行人 8.36%的股份，通

过直接持有发行人控股股东宝丰集团 95.59%的股份间接持有发行人 39.52%的股份，通过持有

发行人股东东毅国际 100%的股份间接持有发行人 30.30%的股份，直接及间接合计控制发行人

516,047 万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78.19%。 

申万宏源 H 股上市首日破发，成为第 12 家 A+H 上市券商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控股的投资控股集团，由原申银

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 月合并而成。公司旗下包括申

万宏源证券、申万宏源产业投资、申万宏源投资、申万宏源期货、宏源期货、宏源汇智、宏源

汇富等子公司。公司采用“投资控股集团+证券子公司”的双层架构，将在巩固和扩大原有证券

业务优势的同时，进一步吸纳银行、保险、信托和租赁等金融业务资源，建设以资本市场为依

托的投资与金融全产业链，实现不同类型业务之间客户共享和客户需求的深度挖掘，为实体经

济提供综合化的全面金融服务。 

2019 年 4 月 26 日，申万宏源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申万宏源每股定价为

3.63 港元，发售约 25.04 亿股，筹资约为 90.90 亿港元，但申万宏源 H 股首日表现不尽如人

意，盘中一度跌破 14%，上市首日收盘，下跌 11.85%，报收 3.2港元。据悉，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 50%将用于发展证券业务，其余 30%、20%将分别用于本金投资、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股权

结构方面，申万宏源大多股权被大型国有投资公司所持有。其中，中央汇金直接持有公司已发

行的总股本约 22.28%，中国建投持有公司已发行的总股本约 29.27%(中央汇金持有中国建投

100%股权)，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约 0.88%(中央汇金持有中

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光大集团持有公司已发行的总股本约 4.43%(中央汇

金持有光大集团 55.67%股权)。 

招股书披露，申万宏源 2016年、2017年及 2018 年前三个季度总收入分别为 214.81亿元、

206.38 亿元和 157.99亿元。值得一提的是，申万宏源本次发行共引入 13位基石投资者，包括

工银资管、华夏人寿、中国人寿、中国再保险、新华人寿、国企结构调整招商并购基金、苏宁

国际、四川发展、太平人寿保险、中国赛特(香港)、长江养老保险、太平洋资产管理、中国人

保，共认购约 17.89亿股 H股，占全球发售项下发售股份约 71.44%，累计认购金额近 8.6亿美

元，其中工商银行、华夏人寿分别认购 3亿美元、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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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在线成立于 2005 年，是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旗下的在线教育网站，拥有新东方在

线(旗舰品牌)、东方优播、酷学多纳、酷学英语、新东方教育云等五大业务品牌，其销售的课

程涵盖 K12教育、职业教育、英语学习等。2019 年 3月 28日，新东方在线赴港交所正式敲钟，

每股发售价格定为 10.2 港元，在港融资额为 16.80 亿港元，上市首日收盘价与发行价持平。 

根据招股书显示，新东方在线共进行过三轮融资，合计 1.64 亿美元。第一轮由腾讯旗下

Image Frame 投资 5088万美元，持股 12.06%；第二轮由 Dragon Cloud 和 ChinaCity Capital

分别投资 7345 万美元、1924 万美元。第三轮由俞敏洪的投资公司 Tigerstep 投资 2066.87 万

美元。 

据《2018 中国 K12在线教育消费者调查报告》称，基础教育阶段无论是小学、初中还是高

中，英语学科都是家长最重视的。其中，在小学阶段更是有 88％的家长会为孩子在在线英语教

育领域有所投入。报告显示，新东方在线被评选为最受家长欢迎的三大品牌之一，其客户满意

度也超过了 80％，位列第一梯队。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新东方在线的业务还可以分为面向个

人的在线课堂服务(B2C)及面向学校及机构的在线教育服务及品牌授权服务(B2B)，因此公司整

体是处于比较独特的双业务驱动模式。（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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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6月 29日-7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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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6.29 弘泰基金 佳固士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500.00万人民币 

2019.6.29 
招商局资本 

小商品城金融 
纵腾网络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6.29 
征和惠通 

不公开的投资者 
浦易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6.29 
霏澈科技 

正森国际贸易 
凯美特气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3.81亿人民币 

2019.6.30 
五岳资本 

TalkingData 
深度搜索 IT 中国 NA 

2019.6.30 

中航资本 

广发全球投资基金 

浙商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同盾科技 金融 中国 1000.00万美元 

2019.6.30 加华资本 新明珠陶瓷 建筑/工程 中国 3.63亿人民币 

2019.7.1 蓝驰创投 企保科技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1 

齐一资本 

老鹰基金 

青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海鲜君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1 

深圳市拾玉投资 

苏民投 

开元国创 

新锐股份 

乐成医疗 

乐普医疗 

乐普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9.00亿人民币 

2019.7.1 不惑创投 笔神作文 IT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7.1 天使投资人徐易容 妈咪星球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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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1 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嗨翻屋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1 

阿里云 

好贝资本 

桦峰资本 

Hoope Capital 

Hoostay 房地产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7.1 
不公开的投资者 

征和惠通 
英诺伟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1 

IVP 

SQ Capital 

不公开的投资者 

Buyandship 互联网 中国香港 220.00万美元 

2019.7.1 360 金融 未来集市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7.1 

深圳南山永晟 

时代伯乐 

卓德投资 

深圳任君资管 

华付信息 金融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7.1 

纳川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高捷资本 

胜科纳米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1 

创徒投资 

君联资本 

高通风险投资 

纵目科技 IT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7.1 

不公开的投资者 

高盟新材 

润资集团 

投控东海 

紫荆资本 

盛世国金 

沃衍资本 

科华微电子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70亿人民币 

2019.7.1 
不公开的投资者 

康帝生物 
易健科技 IT 中国 NA 

2019.7.1 滨海基金 创芯国际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2019.7.1 
天壹紫腾资产宁波 

中银投资资产 
壹米滴答 物流 中国 NA 

2019.7.1 贵阳创投 贵阳众安 IT 中国 NA 

2019.7.1 康利达集团 磁场科技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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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1 阿里巴巴网络 
德殷德润实

业 
其他 中国 46.65亿人民币 

2019.7.1 

光速创投 

贝恩资本 

Spark Ventures 

The Chernin Group 

凯鹏华盈 

Cameo 娱乐传媒 美国 5000.00万美元 

2019.7.1 

不公开的投资者 

The Group Ventures 

昆泰医药 

Belong.Lif

e 
IT 美国 1400.00万美元 

2019.7.1 
成都同德创客投资 

成都创新风投 
观想科技 IT 中国 3500.00万人民币 

2019.7.2 
真格基金 

高兴资本 
算数力科技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2 兴韬投资 易控智驾 汽车 中国 6000.00万人民币 

2019.7.2 

梅花创投 

水木资本 

科鑫资本 

远镜创投 

机器之声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2 韩投伙伴（中国） 萧雅股份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2 翊翎资本 Aftership 物流 中国香港 100.00万美元 

2019.7.2 不公开的投资者 
圳鹏汽车供

应链 
汽车 中国 1500.00万人民币 

2019.7.2 寿君商业 五六点教育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2 不公开的投资者 和府捞面 连锁及零售 中国 2.15亿人民币 

2019.7.2 软银集团 
Ola 

Electric 
汽车 印度 2.50亿美元 

2019.7.2 创元投资 
泰山财产保

险 
金融 中国 NA 

2019.7.2 

摩根大通 

高通风险投资 

Bose Ventures 

RealWear IT 美国 800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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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2 远致创投 海斯比 机械制造 中国 1400.00万人民币 

2019.7.2 

动平衡资本 

温州易津通江创投 

达晨财智 

嘉岩供应 连锁及零售 中国 5300.00万人民币 

2019.7.3 
金沙江创投 

中植集团 

WeTrip西

游计 
互联网 中国 800.00万美元 

2019.7.3 

赫斯特资本 

元璟资本 

华创资本 

红点中国 

只二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美元 

2019.7.3 
腾讯投资 

国药资本 
森亿智能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2.50亿人民币 

2019.7.3 

线性资本 

天智航 

红杉中国 

高瓴资本 

思灵机器人 IT 中国 NA 

2019.7.3 瑞思学科英语 
纽约国际儿

童俱乐部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3 不公开的投资者 贝壳旅游 其他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7.3 

青松基金 

盛港投资 

杭州九幽雀投资 

集素资本 

汝乐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3 

上上签科技 

Smart Gamefactory 

Technology 

Co-challengers 

Growth 

在线途游（香港） 

家乡互动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69亿港币 

2019.7.3 普华资本 大心电子 IT 中国 NA 

2019.7.3 

Curie Capital 

博瑞生物（香港） 

ModiQuest B.V 

BOM Brabant Ventures 

Citryll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荷兰 1500.00万欧元 

2019.7.3 不公开的投资者 唯智信息 IT 中国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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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3 集成融资租赁 睦湃科技 房地产 中国 1185.00万人民币 

2019.7.3 
重庆市供销合作发展基

金 
阿兴记 连锁及零售 中国 2500.00万人民币 

2019.7.3 东辰银杏投资 蚁族网 互联网 中国 600.00万人民币 

2019.7.4 斯道资本 莱诺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4 
不公开的投资者 

海通开元 
英方股份 IT 中国 NA 

2019.7.4 不公开的投资者 鲸小酒 食品&饮料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7.4 一站网 滴滴健康 互联网 中国 500.00万人民币 

2019.7.4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中金汇财 

鑫宏欣资产 

本翼资本 

灵犀 LINX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4 
光速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Freight 

Tiger 
物流 印度 800.00万美元 

2019.7.4 

Golden Gate Ventures 

众为资本 

集富亚洲 

Ritase 物流 印度尼西亚 850.00万美元 

2019.7.4 不公开的投资者 美刻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4 优贝迪 T 网 金融 中国 NA 

2019.7.4 腾讯投资 销售易 IT 中国 NA 

2019.7.4 

深圳前海贝增资产 

倚锋创投 

宁波怀格健康投资 

中信建投 

坤鼎投资 

宁波国钰资产 

国生生物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中逸安科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2.50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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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2019.7.4 新里程医院集团 兰州重离子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2019.7.4 不公开的投资者 
JNS小虎检

车 
汽车 中国 NA 

2019.7.5 海纳百川股权投资 展湾信息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5 天使投资人王展 珍肉 食品&饮料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7.5 
昆仲资本 

云启资本 
睿企科技 IT 中国 1000.00万美元 

2019.7.5 

米哈游网络科技 

火山石资本 

厚德前海基金 

艾漫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5 360 金融 瀚思科技 IT 中国 NA 

2019.7.1 津智国有资本投资 百利装备 机械制造 中国 92.09亿人民币 

2019.7.3 世纪华通 盛跃网络 
互联网 

中国 298.03亿人民币 

http://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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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亚洲 TOP5 并购事件 

（7月 1日-7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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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 日 

SCB Life Assurance Public 

Company Limited (99.17% 

股权变动规模) 

泰国 FWD Limited 中国香港 
金融服务

业 
3035 

7 月 1 日 Kokusai Electric Corporation 日本 
Applied Materials 

Inc 
美国 

计算机

业：半导

体 

2200 

7 月 2 日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哈尔滨高科技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 
金融服务

业 
1455 

7 月 3 日 Ascendas Hospitality Trust 新加坡 
Ascott Residence 

Trust 
新加坡 房地产业 1233 

7 月 1 日 
君乐宝乳业 (51% 股权变

动规模) 
中国 

石家庄君乾企业

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and 

Shijiazhuang 

Penghai Venture 

Capital Fund 

(Limited 

Partnership) 

中国 
消费品

业：食品 
586 

http://www.mergermarket.com/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