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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央行累计净投放 4715 亿，创近半年单周最大规模 

⚫ 5217 亿元！国资委公布第三批国有股权划转社保规模，达前两批总和 6.4 倍 

⚫ 引导基金或可全部让利！山东这个政府基金政策力度空前 

⚫ IPO 之外这一退出渠道开始发力，VC/PE 并购退出显著回暖 

⚫ 青岛科创母基金成立，首期 120 亿欲撬动 400 亿项目 

⚫ 深创投旗下首只医疗基金正式运作，总规模超 20 亿元 

⚫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今年上市的第 4 家成员企业「斗鱼」在纳斯达克成功吃鸡 

⚫ 社交媒体营销服务商“悦普”完成 2500 万美元战略融资，基石资本跟投 

 

【宏观】本周央行累计净投放 4715 亿，创近半年单周最大规模 

据了解，央行 19日再次开展 1000亿元 7天期逆回购操作，因无央行逆回购到期，实现全

额净投放。 

据统计，本周央行累计开展逆回购操作 4600 亿元，开展 MLF操作 2000亿元，期间有 1885

亿元 MLF 到期，故本周公开市场操作累计实现净投放 4715 亿元，创下近半年来最大规模单周

净投放。如果算上周一央行继续对部分中小银行降准释放的约 1000 亿元长期资金，本周央行

通过各类政策工具和手段释放的资金量将近 6000 亿元，投放力度不可谓不小。 

＞全文（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5217 亿元！国资委公布第三批国有股权划转社保规模，达前两批总和 6.4 倍 

 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最近国资委正按照国务院的要求，研究提

出第三批 35 家划转企业名单，按照划转集团母公司 10%的股权测算，第三批将划转国有资本

5217.13 亿元。这一划转金额也达到之前两批划转金额总和的 6.4倍。＞全文（每日经济新闻） 

【国内】引导基金或可全部让利！山东这个政府基金政策力度空前 

记者从 7 月 18 日召开的山东省新动能基金公司新旧动能转换基金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平衡政府基金的政策目标与基金机构的市场盈利目标，是一个难题。山东财金集团副总经理、

省新动能基金公司总经理梁雷介绍，将从两方面来平衡化解这个问题。一是在工作中坚持市场

化公平运作。二是在政策上向基金机构让利，以市场化优惠手段平衡政策目标和市场盈利目标。   

＞全文（齐鲁网） 

https://money.163.com/keywords/5/2/592e884c/1.html
https://money.163.com/keywords/9/0/900656de8d2d64cd4f5c/1.html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43
http://www.cs.com.cn/?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44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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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IPO 之外这一退出渠道开始发力，VC/PE 并购退出显著回暖 

当前在 VC/PE行业里，退出渠道无非几个：IPO、并购、回购等。由于 IPO退出回报预期较

高，且能在投资案例中添上“上市公司”名头，长久以来，国内 VC/PE 行业都以 IPO作为主要

退出渠道。 

但在 VC/PE行业高度发达的美国，行业内则以并购退出为主要渠道。相比投资上万个案例，

一年只能通过 IPO退出几百个，并购退出在实操性、可行性上或许要更高一些。 

回顾今年上半年，尽管国内并购市场仍持续走低，但有数据统计显示，年初至今私募基金

参与并购市场活跃度逐渐加强，并购退出这一渠道正在国内逐渐走上主流。 

＞全文（证券时报） 

【募集】青岛科创母基金成立，首期 120 亿欲撬动 400 亿项目 

继在两个月前披露相关计划后，把深圳作为对标对象的青岛，如今终于有了自己的科创母

基金。 

7月 18日上午，《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青岛市政府方面获悉，由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指导的《全球创投风投行业年度白皮书（2019）》、《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年报（2019）》

在青岛正式发布，同时进行的还有青岛科创母基金成立揭牌仪式。 

根据青岛官方 7 月 18 日公布的数据，青岛科创母基金首期 120 亿元规模，预计将撬动近

400 亿元规模的高端科技产业化项目。＞全文（每日经济新闻） 

【募集】深创投旗下首只医疗基金正式运作，总规模超 20亿元 

7月 20日消息，近日，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深创投”）旗下首只医疗健康

产业基金——深圳红土医疗健康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红土医疗基

金”）完成基金备案并正式运作，标志着深创投在医疗健康投资领域的布局取得新进展。 

据了解，红土医疗基金总规模超过 20 亿元，首期规模 8 亿元，有限合伙人包括深创投、

深圳市引导基金、平安置业、鲲鹏投资、彬复投资、榕宁投资、兴业银行等。深创投发起设立

并控股的专业化基金管理公司——深圳市红土高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基金执行事务

合伙人。＞全文（投资界）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40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41
https://www.newseed.cn/vc/194
https://www.newseed.cn/vc/36904
https://www.newseed.cn/company/39926
https://www.newseed.cn/company/2934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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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动态】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今年上市的第 4家成员企业「斗鱼」在纳斯达克成功吃鸡 

美国东部时间 7 月 17 日，中国最大的游戏娱乐直播平台斗鱼成功登陆美国纳斯达克。按

发行价 11.5美元计算，斗鱼市值高达 37.3亿美元，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直播平台之一。 

斗鱼是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今年上市的第 4家成员企业。作为最早支持斗鱼发展的投资机构

之一，红杉中国在 A轮阶段就投资了斗鱼，且是该轮唯一的机构投资人。之后，红杉更是持续

多轮加码，并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数个关键战略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斗鱼发展成为电竞、

娱乐产业价值链上的先锋企业。＞全文（红杉汇） 

【会员动态】社交媒体营销服务商“悦普”完成 2500 万美元战略融资，基石资本跟投 

国内社交媒体营销服务商悦普宣布完成 2500 万美元战略融资，由兰馨亚洲领投，基石资

本跟投，云岫资本担任本轮融资独家财务顾问。 

悦普创始人兼 CEO林悦表示，本次融资将主要用于业务的战略布局和技术研发等，包含对

MCN 机构的增持投资，以及社交媒体大数据的开发和应用，为品牌和用户提供更多元化、更智

能的消费体验。＞全文（投资界） 

 

 

⚫ “BPEA 月度培训”第八十八期活动成功举办 

⚫ “投等舱”创投课堂第一课“AI商业化大考”圆满结课 

⚫ 北京畅融工程第二季活动路演分会场活动预告 

  

【协会新闻】“BPEA 月度培训”第八十八期活动成功举办 

2019年 7月 18日，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和大成律师事务所共同主办的月度培训 88期

——投融资交易的常见争议及风险防范，在大成律师事务所 1号会议室成功举办。 

本期月度培训邀请到的讲师是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林森律师，她就资金募集

成功后，投资人需要将资金投资至目标企业，如何做好管理、退出工作等环节可能产生的争议

及风险问题展开了讨论。 

培训中，刘律师从交易文件的设计、交易文件的执行与风险防控和争议解决中的程序问题

三个方面，通过丰富的案例分析进行了分享。例如投资协议中常见的董事委派权，刘律师强调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4095&idx=3&sn=b471c0b4d05678b1cc44589adf7ecfc0&chksm=bcc096988bb71f8ed8cfd2cdaea513e741457d385c5a0c9bbb3530d131409c2cb1ebc8bdec2b&token=361324475&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4115&idx=3&sn=1c7c03d1ad26999ae3c71c1fd6c9e4d6&chksm=bcc096b48bb71fa2a3e456c575b1e78114f7551b095eed74ce625d0f1c581ddc0e4b814489ed&token=361324475&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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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实践中未将委派董事的约定写入公司章程，则投资人董事随时可能被股东会撤换，且投资

人无有效的救济手段。 

提及近几年 PEVC 关注的强制售股权/回购权的热点问题，刘律师指出投资人与公司间的

“对赌”条款，并非完全不被认可。一些案例判决中，肯定了目标公司可以在经公司内部决策

程序的情况下对股东对赌回购义务提供担保的效力。实际操作中，刘律师建议，以创始股东程

度股权回购义务为主，辅以目标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且目标公司需就此担保事项向投资人提供

股东会决议（作为交割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对赌条款被认可的可能更高。要平衡好投资方、

公司股东、公司及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利益，比如回购价格不能超出通常股权投资所可以获得的

收益水平；公司承担回购义务的情形下，回购款项的支付不能对公司的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等。 

活动最后， 现场学员积极提问与讲师交流，会后在与会员机构沟通中，会员单位代表纷

纷表示本次活动干货满满且很实用，同时也希望协会能够多举办类似的培训会，本期月度培训

圆满结束。 

 

【协会新闻】“投等舱”创投课堂第一课“AI 商业化大考”圆满结课 

2019 年 7 月 17 日，由投中网和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联合主办，黑钻石传媒集团协办的

“投等舱”创投课堂第一课“AI企业如何应对商业化大考”在创新工场希望树活动室正式开课。

现场邀请到创新工场合伙人方益民、徳联资本合伙人贾静、国科投资总经理刘千宏、高捷资本

创始主管合伙人黎蔓和昆仲资本合伙人张彤五位重量级导师，为现场展示的未来黑科技、慧安

金科两个 AI项目进行把脉和点评。五位导师随后进行了“围炉对话”，共议 AI创业和投资的

热点话题。 

投等舱是由投中网发起的一个创新经济优质项目展示和提升的平台，旨在为创业者打造离

投资人最近的创业课堂，为创业者找到拥有话语权，具有优秀项目鉴定能力和投资经验的投资

人导师们，提供精准的项目辅导和咨询，同时依托投中专业的数据沉淀，为优质项目精准匹配

了投资机构，提供尽可能多的融资机会。 

“投等舱”创投课堂第一课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项目展示和导师点评；第二部

分是“炉边对话”，现场导师们聚焦 AI企业如何面对商业化大考进行精彩讨论。整场活动节奏

紧凑，导师与项目创始人互动频频，现场观众热情高涨。 

第一个进行展示的项目是未来黑科技。创始人徐俊峰介绍，未来黑科技是一家专注于汽车

显示技术及相关产品研发的高科技公司，公司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团队做了大量基础和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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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研究以及相应的产品化和工程化的开发，具备极强落地能力。未来黑科技拥有基于复杂

自由曲面成像的汽车平视显示技术（HUD）、基于超材料和光场的增强现实平视显示技术（AR 

HUD）、基于光场的无介质全息显示技术，和基于地理信息系统、机器视觉及深度学习的 AR融

合算法等核心技术。未来黑科技围绕各种新型显示技术开发产品，并为企业客户提供定制化研

发服务和高质量的平视显示器。截止目前，未来黑科技已获软银中国、凯辉基金、壹号资本、

德厚投资等知名机构的亿元投资。 

徐俊峰先生路演结束后，现场观众和导师们表现出很强的兴趣，就硬核科技展开了深入的

交流。徐总提到，在中国，基础创新的硬核科技公司估值相对欧美较低，而从事基础创新的研

发投入又比较大。就此，现场导师为在中国从事硬核科技的创业公司提出了宝贵的发展建议，

解答了创业者关于落地、出海和多元化的问题。此外，导师刘千宏和黎蔓还关注到未来黑科技

产品的交互设计和市场需求，导师贾静则更关心未来黑科技几十个专利背后的核心技术积累。 

第二个进行展示的项目是慧安金科。创始人黄铃博士介绍道，慧安金科是一家利用人工智

能、机器学习技术为各机构提供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技术企业。公司以自主研发的半监督主动

式机器学习技术为核心，将专家经验与人工智能系统有机地融合，主动识别用户行为和关联的

异常，实现提前预警和主动防范，与国内多家大型金融机构、电商平台在反洗钱、反欺诈、内

控合规、监管科技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帮助机构主动防御内外部风险，提升机构的自主风险

控制能力。截止目前，慧安金科已获得由创新工场、高瓴资本等多家知名机构的亿元投资。 

路演结束后，现场导师和观众就中国的 SaaS 服务市场、创业公司经营现金流、营收平衡

和盈利、人才队伍搭建等创业者关心和忧心的问题与黄博士进行了深度交流。导师张彤将目光

放在了慧安金科的信息来源和竞争对手上，导师方益民在看到慧安金科产品优势的同时，也提

出产品的标准化和生态化将是今后发展的重点。 

在随后的“炉边对话”里，五位导师就 AI 商业化、AI 泡沫、创业者走过的弯路、落地难

点、AI 对各个领域的颠覆等问题展开了精彩的讨论。国科投资总经理刘千宏认为 AI 行业即将

进入过度失望期，AI 领域的创业者势必要过紧日子确保生存下来。高捷资本创始主管合伙人

黎蔓也称，整体来看，现在还是弱 AI的时代。徳联资本合伙人贾静指出，创始人的进化能力或

成为 AI 落地的核心风险。昆仲资本合伙人张彤还提出，AI 创业者要以客户为导向，实现商业

闭环。创新工场合伙人方益民称，技术的终点要回归到行业，仅靠人工智能很难突然开辟出一

个新的行业或者新的赛道，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在于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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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投等舱”创投课堂现场还为未来黑科技和慧安金科分别设置了两个交流台，便于

现场观众投资人和创业者进行深度交流。未来黑科技现场展示了产品 W-HUD 2.0，吸引了大批

投资人“围观”。  

 

【活动预告】北京畅融工程第二季活动路演分会场活动预告 

北京畅融工程第二季活动路演分会场活动议程 

一、时间 

2019年 7月 25日（星期四） 上午 9:30-10:30 

二、地点 

分会场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城财富中心 32层 

地址：北京经济开发区荣华中路 22号 

三、组织机构 

（一）分会场主办单位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二）分会场承办单位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三）分会场支持单位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四、出席嘉宾 

1、路演项目 

北汽特来电（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义翘神州科技有限公司 

2、点评嘉宾 

3、机构投资者 

4、中介机构 

5、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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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动议程 

9:30-9:35 介绍活动背景、与会嘉宾及路演规则； 

9:35-9:55北汽特来电（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路演及嘉宾点评； 

9:55-10:15北京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路演及嘉宾点评； 

10:15-10:35北京义翘神州科技有限公司路演及嘉宾点评； 

10:35      路演活动结束 

  

联系方式： 

联系人：谌先生 

电话：010-88086775 

邮箱：jjch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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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截止时间为 7

月 24日（周三）下午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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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钢：健全科创金融生态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 

7月 16日，由新浪财经主办的中国“科”公司峰会在北京千禧大酒店举行。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分享关于科创金融的话题。 

  他认为，科创金融是适应科技创新特点和需求的金融服务和产品体系。多年来，中国金

融在服务和支持科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科创金融方面还不够健全。 

肖钢总结科创具有五大特点： 

  1．不确定性大，技术迭代快。 

  2．投资量大，往往越尖端、前沿技术开发投资周期越长，可能需要若干年持续的投资。 

  3．成本、效益、质量竞争激烈。在座搞科研的公司一定会有这样的体会，当经过若干年

的努力研发出一个成果以后，在全球这个成果产品运用价格马上要普遍下降。因此企业不仅

要能够研发出来，而且还要面对成本、效益和质量的竞争，所以这方面是科创一个很重要的

特点。 

  4．人力资本及其无形资产高。 

  5．企业家冒险精神。企业家要承担风险，因为绝大部分科研还是以企业为主体。 

  他表示，从全世界来看，科研世界将走向多中心的特点。过去，意大利、法国、德国、

日本、美国是世界科创中心，但由于在新的全球化形势下，科研也将是多极化的，科研世界

会有多个中心。 

  未来科研全球化由于知识转移成本在下降，所以科研会更多体现为全球公共产品。当然

科研世界也会有一些分工，各个国家可以按照自己比较优势来发展科研。将来科研中心这个

物理的距离应该不是什么问题，未来科研的世界会呈现出多中心的局面。 

  从科研、科创来讲，最重要的软实力就是要尊重或发扬个人创造的精神，要崇尚创新，

改善创新环境，要实行开放，越开放的国家，科研越发展。 

  肖钢在演讲中提出研究科创金融生态的三个问题： 

  一、美国资本市场很发达，创投、直接融资发展的很快，对科创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但是像德国、日本等国家资本市场和美国相比并不是那么发达，为什么科创能力强？ 

  二、怎么样看待我国一些金融产品工具，我们这些年在金融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为科创服

务，但为什么对科创支持的效果不那么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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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怎样进一步推进金融创新以支持科技创新？ 

  他分析称，美国、中国、德国、日本四国相比，美国银行信贷占 GDP 比重最低，为 62.7%；

中国是银行融资为主体，占 168%；日本银行信贷占 GDP 比重 158%；德国是 93%。 

  从股票市值来讲，美国最高，占 GDP164%；中国占 71%；日本占 127%；德国占 61%。 

  从美国创业投资情况来看，美国创业投资规模大，有一个数据：美国 PE 规模占 GDP 规

模达到将近 24%。从美国创业投资各阶段情况来看，企业种子期、扩张期、后期是全链条投

资。 

  从近三年投资情况来看，美国创业投资 2016、2017、2018年大体上对企业种子期投资项

目的比例都在 42%以上，有 49%、47%、42%。可见创投在企业种子期投的项目比重较大。由于

前期资金使用额并不大，因此投资金额大体上只占到创投的 10%以下，对于美国创投来讲，

每个阶段都有投资。这种投资对于科技创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德国直接融资比重没那么高，银行融资相对较高，德国创新资本形成有两个特点值得我

们重视： 

  第一，德国采取全能银行模式，也就是银行持有企业股份，银企关系比较紧密。 

  第二，政府有一个系统性的对于中小企业资助体系。德国创新很多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

德国中小企业资金来源状况，包括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政府资金和私募。从比例来看，私

募来源占比并不高，但政府资金、银行贷款，特别是自有资金三个方面的来源占比较高。 

  德国中小企业情况，和别的国家横向对比，如德国有专利的中小企业占 42%，高于欧洲

平均 30%的水平。在每个细分行业的龙头中小企业达到 1307家，远高于美国和日本。 

  日本是银行信贷占的比重较高，主银行制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银行也要给企

业参股，既发放信贷，也有股权投资，也参与一部分企业经营决策。当然，目前日本的主银

行制已经不是那么紧密了，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金融发生了一

些危机，银行不良贷款很高，进行了金融重组。现在主银行制在日本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了。

日本还强调银团服务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另外政府提供资金。如表，政府超过 20 人以上中

小企业中，拥有主银行比例达到 85%，由政府支持的信贷和担保贷款占比达到 15%。 

  谈及如何健全和完善科创体系，肖钢认为，总结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国家，特别是德国、

日本的经验，在支持科创方面政策性金融机构特别重要。如： 

  美国设立专门政策性金融机构——小企业管理局，是直接给中小企业提供风险资本，而

且要提供银行贷款、担保和免费咨询，这是在美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小企业局帮助小企业

签订与政府的一些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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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在政策性金融机构方面发展很有特色，有好几家政策性金融机构都跟中小企业提供

长期、低息贷款，利率一般比市场利率低 2.5 个百分点，政府担保机构提供贷款担保额达到

60%，最高能达到 80%。同时政府和银行共同出资组建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直接对科创项目投

资，或者对银行贷款给予补贴。 

  日本设立一系列政策性金融机构，专门直接为中小企业创新提供中长期优惠贷款，建立

信用担保体系，还要减税，通过拨款来给予支持。 

  归纳起来，政策性金融机构对于扶持中小微企业，特别是企业科创具有重要作用。 

  对于政策环境的重要作用，肖钢指出，目前在鼓励天使投资、创投和 PE，税收优惠上不

尽如人意，虽然对一些创投有免税措施，但对于 PE 投资还没有税收方面的优惠，还没有实

行税收中性的政策。企业所得税不能合并缴纳，实际上是不鼓励投资科创的。如果投资损失 

  可以当年抵补，对于企业集团增加股权投资，支持创新有积极作用。 

  美国允许创投公司发行十年期债券，由小企业管理局提供担保，而且付利息。 

  新加坡设立了创投风险补偿基金，补偿比例有上限，亏损只能补 50%，不能都补，否则

容易造成道德风险，也要掌握好这个平衡。 

  肖钢表示，目前在搞的政府引导基金很有意义。有一些科创项目要有政府引导基金来投，

带动社会资本的加入。但目前有些地方政府引导基金风险偏好很低，要求项目投资只能赢，

不能亏，就不能支持科创。科创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大。 

  同时国外一些大的商业银行内部建立支持科创的专业团队，这在我们国家大型商业银行

比较少。因为支持科创投资的文化和我们商业银行传统的信贷文化完全不同，所以商业银行

内部要有专门的团队。 

  总之，高质量的政策环境才能形成高质量的科创金融体系。 

  对于健全我国科创金融生态体系，肖钢提出了四点建议： 

  第一，健全政策性金融体系，加大政策性金融机构对科创的支持，特别是小微企业和民

营企业。 

  据统计，70%的新产品是由民营企业生产的，所以民营企业在支持新产品研发方面起到

主力军的作用，所以如何加大政策性金融扶持力度，现在三大政策性金融机构，如国开行主

要是基础设施以及棚户区改造等等，进出口银行主要是支持“两优”贷款，支持企业走出去，

农发行主要是为三农服务，这些政策性业务都非常重要。但现在怎么样支持科创，怎么样支

持小微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科创，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力度还要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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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扶持壮大 VC/PE 投资。 

  当前主要是募资难，同时也要看到 PE 投资、股权投资短期行为严重，大部分投资都不

是在种子期，基本在企业扩张期或后期投资。数据显示：现在全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管理

资产总额超过 12 万亿，这个数字不算小，但真正用于股权投资的不到 1 万亿，大部分是投

资于别的，还有二级市场的证券。虽然总量不算小，但真正支持科创的，用于股权投资的比

重较小。 

  很高兴地看到现在科创板申请上市的企业 80%以上是有 PE 和 VC 投资的，说明 PE/VC 在

支持科创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三，要增加长期资金来源。 

  中国不缺资金，但缺长期的资本。怎么样把短期资金变为长期资金，这里涉及方面比较

多。其中，怎么样建立一个合格的投资人制度，特别是严格的投资纪律，是改变资金性质的

关键。养老基金是长期资金，保险公司资金是长期资金，还有一些高净值人士的资金是长期

资金，虽然这些资金从机构划分来讲是长期资金，但真正要变为长期投资，还需要一些制度

性安排。如合格的投资人和受托人制度，如果没有这个制度，从投资者来讲，希望投资期限

短、回报高、风险最小化，但事实上是不行的。所以应该要从制度上搞好设计，选择投资者，

投资者也要选择受托人，同时拿了这个资金以后，对于投资者而言，必须要有严格的投资纪

律。否则，长期资金也会变为短期资金，只有把制度设计好了，才会促进短期资金变为长期

资金。 

  第四，创新发展科创金融的业态。 

  1．积极稳妥地发展商业银行的投贷联动，目前主要有三个模式： 

1）商业银行与外部的风投机构合作共同投资科创公司。这是目前主流的模式。 

2）商业银行自己有子公司，由子公司对科创项目进行股权投资。 

3）与外部机构共同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 

  2．研究设立科创投资银行。 

  科创投资银行不办储蓄、不办存款，运用批发性融资或到市场去募资，可以为科创企业

提供股权投资，也可以提供银行贷款，同时可以提供知识产权质押、认股权证等一整套金融

服务，实现科创的风险和收益相匹配。可以用投资收益弥补信贷的亏损，所以应该研究设立

科创投资银行。 

  3．发展企业风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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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指企业集团内部自己的投资，而是企业根据战略规划的要求，对外部企业的一种投

资基金。现在我国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了，有一些互联网企业、高科技公司都在做，这是对外

部企业风险的投资，目的是适应自己战略规划要求，为自己公司集团寻找新的增长点，特别

是在科技上的增长点。（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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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科观察：2018 年中国 VC/PE 机构投后管理调查研究报告 

机构投后管理意识增强，专业投后管理团队设置比例提高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的不完全统计，机构的投后管理意识已逐渐加强。2013年投后管理专

题调研显示，仅有 16.1%的机构设置了专门的投后管理团队，而 2018 年该数据已达 70.3%。

股权投资市场的快速发展，促使机构体制建设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但在投后管理方面，专业

的投后管理人员占比仍然较低。参与本次调研的机构中，投后人员占机构总人数的 10%以内

的机构占 16.7%，投后管理人员占 11%-20%的机构占 44.0%，比例最高，其次是投后管理人员

占总人数 21-30%的机构占 22.6%。投后管理人员人数的比重与机构的发展策略和对投后管理

的重视程度息息相关，投后管理的制度越完善、内容越丰富，人员的需求就越大。 

 

投后管理模式多样，机构注重量体裁衣 

根据公开信息及访谈调研信息，目前投资机构采用的投后管理类型主要有以下四种：投资

经理负责制、“投资+投后”共同负责制、投后管理部门负责制、Capstone 模式。机构可以根

据投资风格和管理要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投后管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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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经理负责制下，投前投后实现了一体化，以“谁投谁负责”为中心。在该制度下，

投资经理对所投项目进行持续跟踪，对项目有充分了解，能够对被投企业问题有针对性地跟

踪和改进。这种模式权责明确、绩效清晰，但是加重了投资团队的压力，且由于投资团队精

力有限，当在管项目增多时，被投企业的很多需求无法被有效覆盖和解决。 

由于投后团队在前期并未对被投企业进行深入了解，更换对接人和对接团队需要新的磨

合期，因此部分投资机构会采用“投资+投后”共同负责的方式。投资团队负责与被投企业

的对接工作，收集企业的运营资料、财务信息等，投后团队则集中于对接资源，为企业提供

系统性和针对性的增值服务。相较于前一种模式，投资人员的投后管理压力得到了减轻，投

后团队为投资团队提供了有力地补充。 

专业化投后管理团队的建立是 VC/PE 机构发展到一定阶段、拥有足够的投资规模后专业

化分工上的客观需求。通过设置独立的投后管理团队，可以分担大部分投资经理的投后任务，

投后管理部门负责项目管理、资源对接、定期回访、企业调查增值服务等工作。专业投后管

理团队的设置已成为目前初具规模的投资机构进行投后管理的主流需求。 

Capstone 模式源于 KKR， Capstone是 KKR 旗下专注于管理和战略咨询的服务团队，拥

有世界一流的经营管理咨询人才，为 KKR的投资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投后增值服务，包括

产品管理、销售和市场营销、运营、采购、IT 和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旨在帮助 KKR的被投

企业进行全面的管理提升和改进，在运营上独立于 KKR并向被投企业收费。KKR成立 Capstone

与自身以并购和大股权投资为主的投资策略紧密相关，因此很多国内外的大型并购基金也多

采取这种模式，并根据自身机构的发展阶段和管理规模大小，组建规模不等的管理咨询服务

团队，如国内的弘毅投资 、中信产业基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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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机构投后管理手段丰富，对人员综合素质要求高 

投后管理源于对被投企业运营状况的监督和考察，投资人为保证投资机构和 LP的利益，

需要及时了解企业的运营状况、监督法律和财务状况。除此之外，为了实现更好的投资回报，

投后管理又加入了帮助企业提升价值的增值服务内容。投后管理内容主要包括日常管理和监

督、风险监控、外派人员管理、提供增值服务四大部分。 

 

日常管理和监督：包括对被投企业财务和运营数据的持续跟踪、协议的跟进、被投企业

的定期评估、不定期走访、资料的收集和归档等监管工作。 

风险监控：风险监控就是对项目建立投后管理风险评价体系，制定不同的风险等级，达

到识别风险、及时预警的效果。风险评价体系一般包括外部环境的监测、被投企业战略实施

情况、经营发展偏离情况、其他重大风险等。 

外派人员管理：对于重大事项的管理，机构主要采取外派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方式。外派“董监高”是机构对于重点投资企业的常规做法，而外派最多的就是独立董事和

监事。在调研机构中，超过一半的机构以外派“董监高”的方式进行投后管理。 

提供增值服务：增值服务是指投资者向被投资企业给出所有有价值的增值性服务的总称。

投资机构在行业内的各种资源和丰富的投资经验是其独特的核心价值，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

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职能上看，投资机构主要为被投企业提供战略咨询、人力资源、市场

营销、财务管理、管理提升、投融资建议、资本运作等增值服务。机构需要配备财务、法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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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公关、市场等多维度的专业人才，投后管理人员应具备行业分析、财务分析、战略咨

询、流程优化、技术改进等专业能力。而目前机构的对投后管理人员能力无严格要求，投后

管理人员专业水平稂莠不齐，增值服务能力受限。 

投后管理“对症下药”，应采取差异化管理策略 

目前主流投资机构根据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管理完善程度、投资机构的投入程度进

行投后管理的资源分配和规划，进行差异化的投后管理服务。机构的资源和人员精力有限，

因此按照一定的标准，将被投企业合理分类，并按照优先级分配资源，对于不同的企业，实

施差异化管理，可以帮助投资机构最大限度的利用投后资源提升被投企业效益达到精准投后

管理的目的。 

1、按被投企业发展阶段： 

不同阶段的被投企业因各自发展需求不同，需要不要的投后管理及服务。处于早期阶段

的企业，创业团队人员结构不够完善，股权架构也尚未清晰，这时，投资机构应加强对人员

配置的管控，并优化股权结构。处于成长阶段的企业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商业模式，在完善商

业模式的基础上，企业需要提升实力达到盈利水平，实现良性增长。处于成熟阶段的企业，

具备了完善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这一阶段，机构的投后服务主要集中在协助完善产业链

和资本运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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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被投企业成熟程度、管理完善程度： 

分层管理制度是机构普遍使用的项目管理方式，分层管理的本质在于能精细识别管理对

象的发展层次，设计相应的层次管理手段、方法，实施层次对应的有效管理，提高管理的效

率，减少因管理手段、方法层次与管理对象发展层次的不对称，而导致的管理资源浪费。复

星锐正在投后管理中就巧妙地利用了分层管理制度，将企业分为五个等级，并通过每次企业

回访实时更新，动态滚动调整，对于不同分层的项目，资源对接力度和关注角度实行差异化。 

 

3、按机构投入程度： 

在对被投企业进行机构投入程度的划分时，投资规模和投资占被投企业的份额是机构常

用的两大指标，投资规模反应出投资机构与被投企业的绑定程度和面临的潜在风险大小，而

投资占比则反应出机构在被投企业的话语权。机构可以根据这两大指标确定资源的大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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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牌机构投后管理优势明显，早期/VC/PE 机构各有千秋 

成立时间较长、进行市场化投资较久的机构，投后管理体系设置、团队建设较完备，并

且为被投企业提供的投后管理服务也更全面。随着投资机构的发展壮大、在管项目的增多，

机构对投后管理的重视程度逐渐升高，并不断对自身的投后管理体系、团队以及投后的服务

进行提升。伴随着机构的成长，投后管理逐渐成为投资机构越来越重视的工作。报告中对早

期、VC、PE分别列举了两家标杆机构，详细介绍了其投后管理形式和主要内容。早期/VC/PE

机构的投后管理各有千秋： 

早期投资机构：少而精的投资风格匹配深耕细作的个性化投后管理，而多而全的投资风

格更适合标准化投后管理。 

VC投资机构：投后管理体系相较早期投资机构更加完善，投后管理有了更加明确的责任

人和更完备的管理体系。从内容上看，VC机构对于人才引进、资源对接、销售拓展等方面更

加侧重。 

PE投资机构：投后管理模式最为丰富，内容上也更加全面。扩张期企业虽然已较为成熟，

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各种问题，改善这些问题也是提升企业实力的关键。PE投资机构的投资

风格千差万别，关注企业改制、企业增值的机构倾向于配备更加专业的投后管理团队，在战

略、财务、管理、运营、资源整合、资本运作等各个方面为被投企业提供增值服务。专业化

的投后管理团队甚至是专家顾问团队、咨询团队对于 PE投资机构来说，显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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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机构投后管理意识增强，但仍存在诸多问题 

就整个市场而言，投资机构投后管理依旧存在以下问题： 

投后管理机制欠缺。快速增长的在管资金规模使投资机构无法及时调整自己的投后管理

模式，多数新晋明星基金都不同程度的遭遇了投后管理跟不上在管项目发展速度的窘境。机

构没有合理有效的投后管理制度，投资和投后管理的职责不清晰，绩效不合理。 

投资后价值发现欠缺。目前的投后管理大部分以监督和风险控制为主，而忽略了价值发

现和增值服务。投后管理以被动管理为主，与企业的联系不够紧密，对企业的实际经营了解

逐渐减少，没有深入帮助有潜质的企业挖掘自身潜力，实现价值增值。 

专业水平良莠不齐。为对接企业提供增值服务，要求从业人员不仅要具备金融学、管理

学素养，还需对被投企业的技术、行业趋势等有所了解。机构还需要配备财务、法务、人力、

公关、市场等多维度的专业人才，并能够利用关系网络提供外部资源。而目前机构的投后管

理人员无严格要求，具备上述综合能力的人员稀缺，增值服务能力受限。 

投后管理缺乏连续性。在投后管理过程中，市场环境的变化、主要项目负责人的离职和

机构战略的调整是影响投资机构投后管理效果的主要因素。而在高流动性的金融行业，缺乏

有效合理的档案管理和信息系统，常常影响项目推进效率。 

机构对投后管理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未来创新空间巨大 

在管项目只增不减，投后管理压力增大。机构面对大量的在管项目，投后管理压力不断

增大。项目退出缓慢、投后管理周期较长、管理内容多样等问题也让机构的投后管理更加艰

难。在国内 IPO审核趋紧、海外上市公司频频破发的环境下，机构的投后压力未来仍旧不减。 

机构投资竞争加剧，投后增强品牌优势。在国内经济转型、行业逐渐成熟的现行经济环

境下，机构面临着资产端和资金端的双重压力，而投后管理也成为机构竞争的重要一环。良

好的投后管理体系和增值服务能力不仅能为被投企业带来价值，也会加强机构的品牌优势，

从而增强募资能力和获取项目的能力。 

投后管理意识增强，增值服务有待提升。股权投资市场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机构体制

的发展。但目前机构的投后管理仍处于初级阶段，侧重于风控和监管，增值服务能力参差不

齐。未来，机构可以通过开展创业培训，提供政策、法律、财务、投融资、企业管理、人力

资源、战略等增值服务，增强与企业互动关系，实现互利共赢。 

专业投后人员缺失，咨询人才或成首选。高效的增值服务要求机构具备专业的投后管理

人才，具备行业分析、财务分析、战略咨询、流程优化、技术改进等专业能力。未来具备咨

询、审计、技术、猎头等背景的人才，将成为机构专业化投后管理部门的最佳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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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杆机构优势明显，创新空间仍然巨大。标杆机构在投后管理方面的优势十分明显，知

名机构都建立了完善的投后管理体系。但同时，在投后管理的标准化、信息化、流程化上仍

有较大改进空间。未来，投资机构可以结合国内企业的文化背景和自身的投资风格，进一步

完善投后管理策略，形成有效监管、专业服务、适度管理的良性投后关系。（来源：清科研

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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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7月 13日-7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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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7.13 北京兰璞资管 风兴科技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13 不公开的投资者 
我家智能精

选便利店 
连锁及零售 中国 NA 

2019.7.13 正生投资 
健翔医院集

团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10亿人民币 

2019.7.13 不公开的投资者 毛球殿下 食品&饮料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7.13 

兴开国际 

盛大资本 

北京华韫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钛媒体 互联网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7.13 QDll Coin WR Global 金融 中国香港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14 

粤传媒 

德同资本 

真成投资 

变衣科技 娱乐传媒 中国 5000.00万人民币 

2019.7.14 深度资本 币帝 金融 中国香港 3000.00万美元 

2019.7.14 

迪士尼 

高通风险投资 

Fidelity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The Void IT 美国 1000.00万美元 

2019.7.14 
咖啡生态 

布洛克财经 
GLOSFER IT 韩国 NA 

2019.7.15 

凯珩投资 

中比海富资本 

深创投 

金鼎资本 

毅达资本 

福贝宠食 食品&饮料 中国 3.00亿人民币 

2019.7.15 同创伟业 安智杰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15 
顺禧资本 

创新产业投资 

八月瓜知识

产权 
互联网 中国 50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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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15 杭州炘炘投资 乐湃科技 IT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7.15 
不公开的投资者 

文化科技租赁 
机蜜企租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15 
不公开的投资者 

银杏谷资本 
深绘科技 IT 中国 6000.00万人民币 

2019.7.15 美信联邦 蔚汇徕 金融 中国 NA 

2019.7.15 

LB 投资 

众海投资 

光速中国 

宠加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500.00万美元 

2019.7.15 

嘉兴红杉坤盛投资 

鼎创海富投资 

上海鼎迎 

钟鼎创投 

立创商城 互联网 中国 2.50亿人民币 

2019.7.15 锐盛 黄小递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7.15 
不公开的投资者 

概念资本 
StayPlease 连锁及零售 中国香港 100.00万美元 

2019.7.15 

襄源投资 

红杉中国 

线性资本 

观远数据 观远数据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7.15 
鸿瑞达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点钻猫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15 赣州金控 吉宏股份 其他 中国 4.38亿人民币 

2019.7.15 不公开的投资者 鼎荣科技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15 深圳基础设施投资基金 捷顺科技 IT 中国 6.38亿人民币 

2019.7.15 

老虎基金 

高盛 

Declaration Partners 

Madera Technology 

Partners 

Madrona Venture 

Group 

Amperity IT 美国 5000.00万美元 



                                     中国 PE与 VC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24 

2019.7.15 
时代伯乐 

不公开的投资者 
云知光 互联网 中国 3000.00万人民币 

2019.7.16 盐城东方 立霸股份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6.58亿人民币 

2019.7.16 
磐霖资本 

腾远（长兴）投资管理 
亲合力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6000.00万人民币 

2019.7.16 
拉萨鸿新资管 

不公开的投资者 
盖亚环境 清洁技术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7.16 广发信德 潮宏基 互联网 中国 1.99亿人民币 

2019.7.16 峰谷资本 创联科技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16 不公开的投资者 时薪小程序 互联网 中国 300.00万人民币 

2019.7.16 联易融金融 企企通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16 数字天空技术 RELX悦刻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NA 

2019.7.16 网易 

Behavior 

Interactiv

e 

电信及增值业务 加拿大 NA 

2019.7.16 木屋资本 Blocklike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7.16 华登国际 Intecells 电子及光电设备 美国 100.00万美元 

2019.7.16 
启诚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奥格智能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16 

架桥资本 

深圳恒信华业投资 

智宸投资 

爱美颜习社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16 江苏海州湾 云洲智能 机械制造 中国 NA 

2019.7.16 不公开的投资者 阳光小玛特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7.16 不公开的投资者 钜成宽度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40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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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16 
四川省农业会展 

中交西南投资 
绿城小镇 建筑/工程 中国 2.00亿人民币 

2019.7.16 
戈壁 

Teleport 
EasyParcel 物流 马来西亚 1060.00万美元 

2019.7.17 
和玉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MOTI电子

烟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3100.00万美元 

2019.7.17 

赛富盛元 

上海娅宝方和投资 

北京汉新行胜投资 

慧拓智能 IT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7.17 中信正业 荣易达 物流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17 

BTG 

杭州睿赢资产 

中超投资 

纽瑞特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16亿人民币 

2019.7.17 招商局资管北京 润和软件 IT 中国 4.88亿人民币 

2019.7.17 不公开的投资者 WINTEL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17 

高新投 

深圳中小担人才股权投

资基金 

国芯物联 半导体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17 不公开的投资者 胡嘛科技 IT 中国 30.00万人民币 

2019.7.17 不公开的投资者 集宿 连锁及零售 中国 200.00万人民币 

2019.7.17 
海纳亚洲 

不公开的投资者 

Second 

State 
IT 美国 300.00万美元 

2019.7.17 

华夏基金 

合肥国有资产 

嘉实基金 

安徽铁路建设投资基金 

皖投工业 

国新央企运营投资 

华富嘉业 

科大讯飞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29.27亿人民币 

2019.7.17 天使投资人孙泽宇 
BeeXplore 

Technology 
金融 塞舌尔 NA 

2019.7.17 恒舜资本 米林财经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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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17 
GPC 

不公开的投资者 
Near IT 新加坡 1.00亿美元 

2019.7.18 

腾讯投资 

基汇资本 

华兴新经济基金 

海峡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新天域资本 

碧桂园创投 

源码资本 

高瓴资本 

贝壳找房 互联网 中国 12.00亿美元 

2019.7.18 

阿里巴巴 

云锋基金 

BAI 

C资本 

小盒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50亿美元 

2019.7.18 美的控股 奇异科技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18 
基石资本 

兰馨亚洲 
悦普网络 悦普网络 中国 2500.00万美元 

2019.7.18 翼支付 众安小贷 金融 中国 2.10亿人民币 

2019.7.18 红星美凯龙 银座家居 建筑/工程 中国 NA 

2019.7.18 

Accel 

经纬（海外） 

红杉海外 

Falcon Edge Capital 

Stanza 

Living 
房地产 印度 2.50亿人民币 

2019.7.18 科银资本 D 社 互联网 海外 NA 

2019.7.18 
深安云服 

上海华民投资管理 
小持科技 IT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7.18 合肥高投 麦游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18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腾讯投资 

Valar Ventures 

N26 IT 德国 1.70亿美元 

2019.7.18 不公开的投资者 黑帕云 IT 中国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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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2019.7.19 中民资 探宴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19 

Vida Ventures 

LLC 

Omega Funds 

Nextech Invest Ltd 

GV 

Perceptive Advisors 

Invus 

Polaris Partners 

Kronos Bio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美国 1.05亿美元 

2019.7.19 不公开的投资者 Coffee Now 连锁及零售 中国 NA 

2019.7.16 云南旅游 文旅科技 娱乐传媒 中国 20.17亿人民币 

2019.7.17 元利科技 重庆元利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9.32亿人民币 

http://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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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亚洲 TOP5 并购事件 

（7月 13日-7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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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 
贝壳找房（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 (未透露股权) 
中国 

腾讯控股有限公

司等投资者 
中国 

互联网/电

子商务业 
1200 

7 月 13 日 

北京中电飞华通信股份有

限公司; 安徽继远软件有限

公司; 四川中电启明星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电普

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 
四川岷江水利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计算机软

件业 
664 

7 月 18 日 
福建中闽海上风电有限公

司 
中国 

中闽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 能源业 372 

7 月 16 日 

国投重庆果园港港务有限

公司; 重庆珞璜港务有限公

司 (49.82% 股权变动规

模); 重庆市渝物民用爆破

器材有限公司 (67.17% 股

权变动规模) 

中国 
重庆港九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 运输业 270 

7 月 16 日 
长园中锂新材料有限公司 

(68.42%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长园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中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莘县湘融德创企

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中国 
化学和材

料产业 
254 

http://www.mergermarket.com/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