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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联储降息没悬念，中国货币政策有定力 

⚫ 基本养老基金委托投资提速明显，入市规模提升空间大 

⚫ 四川省省级产业发展投资引导基金绩效评价办法出台，符合两大条件即尽职免责 

⚫ 2019 上半年中国母基金在管规模增速下滑，行业进入结构化调整阶段 

⚫ 中基协增设已注销私募基金管理人信息公示 

⚫ 愉悦资本完成超 7 亿美元基金募集 

⚫ 中国科创产业母基金在京启动，总规模 1000 亿 

⚫ 鼎晖投资投资企业「家有学霸」完成 C轮融资 

 

【宏观】美联储降息没悬念，中国货币政策有定力 

美联储降息的“靴子”终于落地。北京时间 8月 1日凌晨，美联储时隔十年首次降息，宣

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 25个基点，并提前结束缩表计划。 

  人民银行同日并未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业内人士表示，美联储降息给中国货币政策带来腾

挪空间，但中国的货币政策仍将“以我为主”，未来人民银行或通过定向降准等方式引导市场

利率下行，达到降低实体融资成本的目的。＞全文（上海证券报） 

    基本养老基金委托投资提速明显，入市规模提升空间大 

 今年以来，养老基金委托投资提速明显。据人社部 7月 25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6月底，

18 个委托省（区、市）签署的 8630亿元地方基本养老金委托投资合同中已有 7062亿元到账投

资运营。这就意味着 3个月的时间，养老基金委托投资又新增到账 813 亿元。同时养老基金委

托投资运营规模占养老金总量不到 20%，由此可以看出，养老金入市规模依然有提升空间。 

＞全文（证券日报网） 

【国内】四川省省级产业发展投资引导基金绩效评价办法出台，符合两大条件即尽职免责 

近日，四川省财政厅印发《四川省省级产业发展投资引导基金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

再度明晰省级产业发展投资引导基金的使用规则，明确基金使用时，符合“产业合规”和“程

序合规”两大条件，即尽职免责。 

四川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产业合规”即投资对象要符合该基金所对应的产业发展

引导方向；“程序合规”即基金使用时要遵照国省两级、基金主管部门等出台的基金使用相关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63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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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全文（四川日报） 

【国内】2019 上半年中国母基金在管规模增速下滑，行业进入结构化调整阶段 

  7月 27日，在北京举办的“2019中国母基金峰会”上，母基金研究中心发布了《2019年

上半年中国母基金全景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中国母基金共有 323 只、管理总规模为 23498 亿元，

相比 2018 年底增长了 9.68%，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15.36%。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母基金管

理总规模虽在上升，但其增速却明显放缓。与此同时，受资本寒冬、资管新规、退出周期等因

素的影响，母基金募资端压力不减、投资继续放缓，行业整体进入了结构化的调整阶段。 

另一方面，则是随着政策环境的稳定、科创板推出以及银行理财子公司设立等利好因素的

落地，母基金也有望在下半年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全文（每日经济新闻） 

【国内】中基协增设已注销私募基金管理人信息公示 

为引导行业健康发展，加强私募行业全流程信用信息管理，提升投资者动态识别私募基金

管理人登记状态等信息的透明度，中基协增设已注销私募基金管理人信息公示。社会各界可通

过中基协统一对外公示页面查询已注销私募基金管理人名单。        

根据法律法规、中基协自律规则和相关公告的规定，注销机构主要分为“主动注销”、“依

公告注销”和“协会注销”三类。＞全文（中国基金业协会） 

【募集】愉悦资本完成超 7 亿美元基金募集 

7月 29日消息，愉悦资本宣布完成总额超过 7亿美元的早期及成长期基金募集，在管基金

总额按人民币计价超过 100 亿元。 

本次基金募集除得到了已有投资人（LP）的持续支持，又增加了数家顶级公共养老基金及

大型保险公司投资人。愉悦资本的投资人群体由全球知名的长期机构投资人组成，包括多家主

权财富基金、公共养老基金、母基金、教育捐赠基金及家族基金。＞全文（投资界） 

【募集】中国科创产业母基金在京启动，总规模 1000 亿 

中国科创产业母基金总规模 1000亿，首期 150亿。 

据悉，该基金由中国风投委和北京企业联合会、北京市企业家协会指导，水木资本等众多

大型集团共同出资组建。将以金融赋能科技创新，支持创新创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满足产

业发展的需求，合理运用金融工具重塑产业价值，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57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58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59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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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领域包括生物科技、硬科技、大健康、互联网/模式创新、文娱、消费升级等。 

＞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鼎晖投资投资企业「家有学霸」完成 C轮融资 

专注 K12在线教育的“家有学霸”近日完成 C轮融资，具体金额未透露。本轮投资方为鼎

晖投资和新东方，由多维海拓担任独家财务顾问。此前家有学霸曾完成四轮融资，上一轮融资

是在今年 4月完成，投资方同样为新东方与鼎晖投资，金额也未披露。 

家有学霸的核心产品于 2016 年 3 月上线，客户端包括 PC 端、WEB 端和移动端 APP。平台

通过严格筛选保证教师和教学质量的最优化，以老师为中心的强运营将学生与各科目的不同老

师连接。家有学霸目前已覆盖 1对 1、小班课、大班课，预计在下半年实现单月盈利。 

＞全文（亿欧网） 

 

 

⚫ “BPEA月度培训”第八十九期——股权转让与税收筹划成功举办 

⚫ 京津冀文化产业合作论坛暨 2019 文化创意项目北京推介会成功举办 

⚫ BPEA--2019 年 7月活动汇总 

 

【协会新闻】“BPEA 月度培训”第八十九期——股权转让与税收筹划成功举办 

2019年 8月 2日，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主办的“股权转让与税收筹划”的培训，在协

会会议室成功举办。 

本期月度培训邀请的讲师是中税集团财税实战讲师注册会计师邢娟就创投企业税收新政

以及股权转让的税收筹划方法进行了分享。 

讲师针对《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9】8 号文件的适用范围进行了介绍，创投企业税收新政的适用主体是符合一定条件的

创投企业的个人合伙人。 

单一基金核算和年度整体核算既有相同又有不同之处，两种方式创投企业该如何选择？讲

师结合具体案例分析表示，针对投资期越长、投资规模越大、收益越多的项目，选择按单一投

资基金核算的税率会更划算；创投企业往往先退出盈利的项目，而亏损的项目一般最后退出，

在整体核算下亏损不能往前弥补，因此单一核算不能结转亏损的限制条件则没有太大影响；纳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6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4189&idx=3&sn=a22f25609a898cf015da50561a92aea1&chksm=bcc096fa8bb71fecd21e5e7f3cfd05a13d6e9a55c39e963b5389275536829fdc54435afff4a9&token=1746527869&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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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核算方式三年内不得变更。三年一选确实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有可能出现选错而税负明显增

加的情况。 

在股权转让的税收筹划方面她提到投资的退出方式一般包括 IPO退出、回购退出、股权转

让、并购退出、破产清算等。讲师针对股权转让的退出方式综合多起案例表示，股权转让的税

收筹划方法主要有降低转让差额、巧用税收政策、改变转让主体等。同时她还分享了股权转让

的涉税风险等问题。 

本期月度培训圆满结束。股权投资机构在税务方面如有其它问题也可跟北京股权投资基金

协会进一步沟通交流。 

 

【协会新闻】京津冀文化产业合作论坛暨 2019 文化创意项目北京推介会成功举办 

7月 31日，由首都文化产业协会、天津市文化传媒商会、河北省文化和旅游产业协会共同

主办、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支持的京津冀文化产业合作论坛暨 2019 文化创意项目北京推介

会（以下简称“论坛暨推介会”）于 751D·PARK（751罐）顺利召开。首都文化产业协会副会

长赵永庄出席会议并致辞。首都文化产业协会、天津市文化传媒商会、河北省文化和旅游产业

协会以及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员单位等近 100 名代表出席了活动。 

论坛上，与会嘉宾就京津冀文创产品开发的协同创新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地讨论：首都文

化产业协会副会长中国木偶剧院院长赵永庄就儿童木偶文创问题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天津市

文化传媒传媒商会副会长黄晓丹分享了天津新媒体取得的成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业产业协会

副秘书长白增安，对于北京和天津在文创领域取得的成就表示肯定，同时表示，河北在文创旅

游上有其自身优势；重庆文化艺术品行业协会会长袁伟勇从川渝地区的文化谈到重庆的文创；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秘书长滕征辉从投资领域与大家一起探讨文创经济。 

本次推介会，项目推介代表积研讨会交流，包括北京中传文旅·猛犸市集、天津巨型装置

艺术展演“神兽集”、河北廊坊历史名人吕端城市 IP 动漫形象项目以及菩提香道、木偶剧院

“小木偶大市场”。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协会将继续“开门办会”，积极面对京津翼文创产业融合带

来的机遇与挑战，建立文化传承有效体系，推进文创产业升级转移，加快推进京津冀文创市场

一体化进程，努力形成京津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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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汇总】BPEA--2019 年 7月活动汇总 

1.初 心 不 变  我 心 向 党  北 京 股 权 投 资 基 金 协 会 热 烈 庆 祝 建 党 九 十 八 周 年

活动时间：2019年 7 月 1日 

 

集体观看“学习强国”平台为庆祝党的生日倾情创作的献礼短片《我宣誓--》  

2.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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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礼在京成功举行 

活动时间：2019年 7月 5日 

 

2019（第九届）“十大绿色创新企业”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3939&idx=1&sn=3c8e9017266345b8c21aca3d75090bdf&chksm=bcc096048bb71f12455df7d5542423cf0a09410b93795db0040431708788fc20ce5d8bad3875&token=1916629080&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3939&idx=1&sn=3c8e9017266345b8c21aca3d75090bdf&chksm=bcc096048bb71f12455df7d5542423cf0a09410b93795db0040431708788fc20ce5d8bad3875&token=1916629080&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4004&idx=2&sn=39ccda11d56c4495bfe4f0867f96e2d9&chksm=bcc096438bb71f55a1e6eea0be99afff505e5f81d37769258b575bf0dc65c8c2a2bf25e0389c&token=1916629080&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4004&idx=2&sn=39ccda11d56c4495bfe4f0867f96e2d9&chksm=bcc096438bb71f55a1e6eea0be99afff505e5f81d37769258b575bf0dc65c8c2a2bf25e0389c&token=1916629080&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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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等舱”创投课堂第一课“AI 商业化大考”圆满结课 

活动时间：2019年 7 月 17日 

 

活动现场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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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举办 

活动时间：2019年 7月 18日 

 

活动现场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4115&idx=2&sn=70a3401558bfef6f6ec8e7cb7cb6d490&chksm=bcc096b48bb71fa2af066615cc24340bdc5010a90c7113446dc8af1b33b0b3609e5bc497dc1e&token=1916629080&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4115&idx=1&sn=14b768541995c4d8f87cfa46ae7b0a6d&chksm=bcc096b48bb71fa2da3e3edea3f15b3752b9ce6c95f0b4b0fe67a8313ee66cd1a1964b499d5a&token=1916629080&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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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融资中国 2019股权投资产业峰会圆满落幕 

活动时间：2019 年 7 月 17 日至 18 日 

 

会议现场  

6.海淀区科技金融政策宣讲会成功举办 

活动时间：2019年 7月 23日 

 

会议现场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4127&idx=3&sn=29728523f5dfaf6f737fcd744023f9f4&chksm=bcc096b88bb71fae0174ae41ca014a0b9b145941eb973fadfb5bdea828f6728356d2dc131a87&token=1916629080&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4146&idx=1&sn=1dbc283d537ed7f9d8f05f91eba78615&chksm=bcc096d58bb71fc3e62b3a2a6561bb1fa7f69a0d71c40cffd871c8aecbe725aea5f6f372fa44&token=1916629080&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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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发展组合金融 聚力亦城腾飞 北京畅融工程第二季活动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办 

活动时间：2019年 7月 25日 

8. 2019中国未来金融峰会在京成功举办 

活动时间：2019年 7月 25日 

 

领导力对话现场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4155&idx=1&sn=3b352b07ff638bee29900c6377ef67ac&chksm=bcc096dc8bb71fcad2d6bde96742b0aa0a5c48671229ee4fcc2889c9a346e1b85801ceb7e89b&token=1916629080&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4166&idx=1&sn=3d493bc79e715e56a069f57c3ec9cf43&chksm=bcc096e18bb71ff7d07a11591dba379703bedc57326379a27e104a322d5cd30dbb908eaaf9a2&token=1916629080&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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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雨露：继续深入推动区域金融改革各项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8 月 5 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

露介绍金融支持区域改革开放创新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陈雨露表示，人民银行将积极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指示精神，继续深入推动区域金融改革各项工作。 

以下为全文：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2019 年 8 月 5 日（星期一）上午 10 时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介绍金融支持区域改革开放创新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出席

今天吹风会的还有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先生，宏观审慎管理局局长霍颖励女士，金融

市场司司长邹澜先生。以下是吹风会文字实录。 

陈雨露: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媒体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出席今天的吹风会，首先我

代表人民银行向新闻界的朋友们多年来对金融工作的关注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国务院第 58 次常务会议部署深化区域金融改革试点，增强金融服务改革开放和服务实体

经济的能力，今天借这个宝贵的机会，我想就有关的情况向大家作一个介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五大新发展理念，要求金融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区域金融改革试点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

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试点，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实现良性互动。李克强总理也指出，

要以局部地区试点为全面深化改革积累经验，以区域金融改革创新试点为金融改革“探路”。

韩正、刘鹤、肖捷等国务院领导同志也多次作出批示。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围绕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牢牢

把握五大新发展理念，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区域金融改革试点工作，布局范围涵盖东部沿海发达

地区、中部工业化转型地区、西部欠发达地区、民族和边疆地区，内容涉及农村和小微等普惠

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以及金融支持自贸试验区建设等工作。总的来看，这些试点取得了

积极成效，为全局共性的问题探索总结了大量有益的经验和做法。 

一是普惠金融发展领域，河南兰考、浙江丽水、浙江台州等地推动农村金融和小微民营企

业金融改革试点。河南兰考围绕“普惠、扶贫、县域”三大主题，着力提升普惠金融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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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浙江丽水探索出林权抵押贷款、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便农取款等等一系列成功经验。

浙江台州形成以“专注实体、深耕小微、精准供给、稳健运行”为主要特征的小微金融服务经

验，在全国复制推广。 

二是绿色金融发展领域，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五省（区）的试验区推动绿色金

融创新改革试点，积累了建立绿色金融标准和项目库、成立绿色金融行业自律机制、建设一体

化信息管理平台、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发行绿色市政专项债券等经验做法。试验区已成为绿色

金融“中国经验”的一张名片。 

三是区域协调发展领域，人民银行积极推动金融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包括金融支

持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等。 

四是创新驱动发展领域，湖北武汉城市圈、江苏泰州、山东青岛等地积极探索金融支持科

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的有效模式。比如，武汉以机构设立、经营机制、金融

产品、信息平台、直接融资、金融监管等“六专机制”为特点，探索出了全生命周期金融综合

服务科技型产业发展的模式，由国务院在全国进行推广。 

五是深化金融开放领域，上海等自贸试验区在对标国际，以金融制度创新为核心，不断提

升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度，积极打造金融对外开放高地。目前，本外币一体化的全口径跨境

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跨国企业集团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等多项创新业务已在全国复制推广。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积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指示精神，继续深入推动区域金融改革各项工

作。 

一是坚持区域金融改革试验服务宏观政策大局，按照宏观政策的要求，统筹运用多种工具，

深入探索包括降低企业特别是民营、小微、科创企业融资成本的有效途径，以高质量的普惠金

融、绿色金融和科技金融改革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和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是与时俱进、统筹推进区域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工作。以金融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和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以区域金融改革支持乡村振兴战略，以金融

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金融科技的发展与监管等为重点，深入推进先行先试。 

三是更加注重压实地方责任，更加注重对试点地区的好经验、好做法进行总结凝练，将已

经形成的可复制的经验加快向更大范围推广。同时，要更加注重防范化解区域金融风险。 

四是建立动态调整的区域金融改革工作机制，对于试点期限已经到期并且顺利达到试验目

标的试验区要及时的结束试点，对于确有必要继续深入探索的试验区要在第三方科学评估的基

础上动态调整试点任务，形成“有进有退”的良性工作机制。（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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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科季报：2019 年第二季度 VC 市场募资金额同比下降 62.2%，投资金

额同比下降 51.9% 

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9 年第二季度 VC 市场共新募集 135 支可投资于中国大陆的基

金，新增资本量为 482.17 亿元；投资方面发生 726起交易，披露金额 297.36亿元人民币；退

出方面共计发生 168笔交易。  

募集金额断崖式下跌 

2019年第二季度 VC机构共新募集 135支可投资于中国大陆的基金，数量同比下降 28.9%；

披露募资规模的 130支基金新增资本量为 482.17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62.2%；平均募资规模

为 3.71亿元人民币。 

 

人民币基金仍占主导地位 

2019 年第二季度 VC 市场人民币基金新募集数量同比下降 25.1%，外币基金仅募集完成 1

支，募集数量同比下降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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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二季度 VC 市场人民币基金募集金额同比下降 39.2%，外币基金募集金额同比下

降 89.2%。 

 

投资机构放缓投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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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二季度 VC 市场共发生投资 726 起，同比下降 42.8%；披露投资金额的 577 起投

资事件共涉及 297.36 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了 51.9%。 

 

2019年第二季度 VC 市场单起投资金额超 5亿元人民币的案例 9 起，同比下降 47.1%。

 

 

IT投资活跃度明显高于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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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行业投资额超越 IT 跃居首位 

 

北上广地区投资金额占比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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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市场有趋稳向好之势 

2019年第二季度 VC 市场共发生 168笔退出，同比下降 29.1%，其中 IPO退出仍是主流退

出方式，共计发送 95笔，占比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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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面对日益严峻的市场环境，VC市场活跃度下降，募资规模收缩，投资节奏放缓，投资机

构开始注重加强风控管理，坚持理性投资、价值投资、将重心转移至投后和退出，以保守谨

慎的策略抵御寒冬冲击。（来源：投中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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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7月 27日-8月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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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7.27 凯泰资本 派真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2019.7.27 中成金创资产 巍洋科技 其他 中国 NA 

2019.7.27 

孙吴兴城资本运营 

黑河市国投控股集团 

黑河国众产业引导基金

管理 

国源矿业 能源及矿产 中国 NA 

2019.7.27 河北建投创发 鹏诚环保 清洁技术 中国 NA 

2019.7.28 招商局资本 慧满分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28 

通德资本 

复星医药 

朗盛投资 

恒兴资本 

硅谷火炬基金 

成都鼎建新材料 

不公开的投资者 

海创药业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4000.00万美元 

2019.7.29 
蓝象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爱得文儿童

博物馆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29 
同创伟业 

启明创投 
触漫 娱乐传媒 中国 6000.00万人民币 

2019.7.29 远飏投资 美行思远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29 
拓金资本 

宁波思得投资 
伯镭科技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29 
铱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知贝儿科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29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三优亲子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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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29 

愉悦资本 

蓝驰创投 

盛景嘉成 

NOLO IT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7.29 盛趣游戏 易贝乐科技 教育与培训 中国 NA 

2019.7.29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三牛犇科技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29 不公开的投资者 力盟科技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29 极豆资本 UFO.BI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7.29 

启迪创投 

杭州荷清投资 

上海司林企业管理 

申矽凌微电

子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NA 

2019.7.29 华予世纪邮轮 币富宝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29 不公开的投资者 四季为农 互联网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7.29 天使投资人孙泽宇 D 社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7.29 

不公开的投资者 

JVC Investment 

Partners 

恩颐投资 

Pitango 

Magenta 

Medical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以色列 NA 

2019.7.29 

不公开的投资者 

海纳亚洲 

国际金融 

Hendale Capital 

MNC Group 

Jungle Ventures 

启明创投 

RedDoorz 互联网 新加坡 4500.00万美元 

2019.7.29 盐城锋润投资 鸿石智能 IT 中国 NA 

2019.7.29 麦星资本 梦之墨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NA 

2019.7.29 红杉资本（印度） Cred 金融 印度 40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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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29 

中兵慧明 

兴投资本 

共青城名华 

共青城鸿天 

星恒电源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NA 

2019.7.29 曲江永徽大健康投资 华仁药业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1.49亿人民币 

2019.7.30 
众麟资本 

快创营 
品览数据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30 天使投资人杨浩涌 彩贝学堂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7.30 
洪泰基金 

农银国际控股公司 
盛世泰科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7.30 
五星控股 

不公开的投资者 
众能联合 互联网 中国 1.50亿人民币 

2019.7.30 
鼎晖投资 

新东方 
家有学霸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7.30 

洪泰基金 

无锡金投 

宁波睿耘 

不公开的投资者 

泽成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80亿人民币 

2019.7.30 aa 资本 新迈尔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30 联恒投航基金 有充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3000.00万人民币 

2019.7.30 

不公开的投资者 

高通风险投资 

恩颐投资 

歌石投资 

Canaan Partners 

Accel 

NVP 

MindTickle IT 美国 4000.00万人民币 

2019.7.30 

歌斐资产 

浅石投资 

华软科技 

吉象财经 IT 中国 1500.00万人民币 

2019.7.30 

红杉中国 

斯坦福大学 

科斯拉风投 

Menlo Ventures 

Founder Collective 

Truework IT 美国 120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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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30 深圳清华高盛创投 汉鼎绿能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NA 

2019.7.31 
天鹰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美均电子 汽车 中国 NA 

2019.7.31 赛富投资基金 纳斯机构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31 佳发教育 选校网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7.31 磐谷创投 鲸集 IT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7.31 

中南创投 

富坤创投 

KIP 

蘑菇云 金融 中国 4200.00万人民币 

2019.7.31 益普索 智关信息 IT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7.31 珠海大横琴投资 Bee+ 房地产 中国 NA 

2019.7.31 富泰投资 
万达地产集

团 
房地产 中国 5263.00万人民币 

2019.7.31 
盖茨基金会 

不公开的投资者 
Lyndra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美国 1300.00万美元 

2019.7.31 

索尼 

NKB 

Earlybird Venture 

Capital 

Coparion 

Bitwala 金融 德国 1300.00万欧元 

2019.7.31 
信得宝投资 

投哪儿 
动销帮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7.31 易知出国 中羽运动网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8.1 浅石创投 东点西点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8.1 
供销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金华佗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8.1 凯辉基金 Medifa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德国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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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2019.8.1 

险峰长青 

Oriza Venture 

Tekton Ventures 

L.P 

Calin SJG Fund 

不公开的投资者 

Tripalink 房地产 美国 1000.00万美元 

2019.8.1 高榕资本 觅瑞早筛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4000.00万美元 

2019.8.1 

武汉东科创星咨询 

育成基金 

不公开的投资者 

华引芯 半导体 中国 1500.00万人民币 

2019.8.1 华晟投资 MediBeacon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美国 3000.00万美元 

2019.8.2 

国泰君安创新投 

苏州启元股权投资管理 

君联资本 

博恩登特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2019.8.2 海纳亚洲 大地量子 互联网 中国 100.00万美元 

2019.8.2 
东方资本 

公元链 
中融界 清洁技术 中国 20.00亿人民币 

2019.8.2 挂号网 杭齿前进 机械制造 中国 6.22亿人民币 

2019.8.2 伊利股份 Westland 食品&饮料 新西兰 2.46亿新西兰元 

http://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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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亚洲 TOP5 并购事件 

（7月 30日-8月 02日） 

【并购/投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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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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02 日 

Campbell Soup Company 

(Certain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澳大利

亚 

Kohlberg Kravis 

Roberts & Co LP 
美国 

消费品

业：食品 
2200 

7 月 30 日 和睦家医疗 中国 
New Frontier 

Corporation 
中国香港 医疗业 1321 

7 月 31 日 

HongCi Healthcare Group 

(Drug rehabilitation centers 

and hospitals) 

中国 
北京京东世纪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 医疗业 1162 

8 月 01 日 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 
中国海洋石油集

团有限公司 
中国 能源业 773 

7 月 31 日 新里程医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 中科健康 中国 医疗业 436 

http://www.mergermarket.com/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