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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1-7月国企营业总收入 344700 亿元，同比增长 7.7% 

⚫ 7 月非税收入大增 56%创年内新高 

⚫ 证监会重点打击非法集资伪私募，如何辨别"李鬼" 

⚫ 中基协自省 52 万亿资管行业症结 

⚫ 7 月 VC/PE 报告：头部机构寡头化明显，创投市场大浪淘沙 

⚫ 大趋势，但人工智能行业不再疯狂！融资集中在头部，未来这些 AI 公司将倒下 

⚫ 直客通宣布获 3亿元融资，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元璟资本、中青旅红奇领投 

⚫ 深创投投资企业「久趣英语」完成数亿元 C1 轮融资 

 

【宏观】财政部：1-7月国企营业总收入 344700 亿元，同比增长 7.7% 

8月 23日，据财政部数据显示，2019 年 1－7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称国有企

业）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应交税费低速增长，减税降费政策效果显著。 

营业总收入。1-7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 344700.0亿元，同比增长 7.7%。（1）中央企

业 199482.0亿元，同比增长 6.2%。（2）地方国有企业 145218.0亿元，同比增长 10.0%。 

＞全文（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 

   7月非税收入大增 56%创年内新高 

与税收收入逐月下滑不同，今年非税收入保持高速增长，尤其是 5 月以来，非税收入同比

增速超过了 4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 7月份全国非税收入 2155亿元，同比增长 56%，这一增速创年内新

高。1~7月，全国非税收入 17577亿，同比增长 24.8%。 

根据官方数据，今年前 7个月，中央非税收入增长 1.8倍，主要是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

企上缴利润以及部分中央金融企业分红收入，合计增加 2120 亿元，占全国非税收入增收额的

61%，拉高全国非税收入增幅 15.1个百分点。 

相比于中央非税收入超高速增长，今年前 7 个月，地方非税收入增长 10.7%，主要是地方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同比增加 856 亿元，占全国非税收入增收额的 24.5%，拉高全

国非税收入增幅 6.1个百分点。＞全文（第一财经）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80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81
http://www.yic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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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证监会重点打击非法集资伪私募 如何辨别"李鬼" 

8月 23日，证监会发布了组织开展私募基金投资者教育专项活动的通知，活动中表示为帮

助投资者正确认识私募基金，辨明真假私募，首先是私募基金不得公开募集，不得以任何方式

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其次是较高的资金限制，单个投资者投资额不得少于百万元；第三是不

能许诺高比例收益；第四是人数限定严格，人数多少是区分是否属于非法集资的关键点。 

＞全文（每日经济新闻） 

【国内】中基协自省 52 万亿资管行业症结 

从中基协获得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 月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资管业务规模已达 51.71

万亿。其中，公募基金 13.46 万亿元，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管计划 23.60万亿元，私募基

金资产规模 13.33 万亿元，资产证券化产品存续规模 1.46 万亿元。规模如此巨量的资管行业

背后的诸多问题，也一直被中基协所重视和反思。中基协归纳了目前资管行业仍然存在的四大

基本面问题： 

一是公募基金无法摆脱“基金赚钱、投资者亏钱”的怪圈，专业价值得不到充分发挥，投

资工具属性弱化，缺少从投资者需求到大类资产配置再到最终资产组合管理的完整生态。 

二是证券期货资管业务未能坚持资产管理本质属性，没有充分体现为投资人寻找最佳投资

标的这一资产管理的本源和使命。 

三是私募投资基金在推动创新资本形成、服务中小微企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仍有很

多“伪资管”业务甚至非法集资融资业务隐藏其中，整体而言，发展质量不高。 

四是行业尊重规律、尊重专业、信用立身文化不足，部分机构和从业人员风险合规意识淡

薄，职业操守和专业水平低下。＞全文（21 世纪经济报道） 

【国内】7月 VC/PE 报告：头部机构寡头化明显，创投市场大浪淘沙 

根据 CVSource数据终端显示，由于去年资管新规去通道、去杠杆、去资金池、消除多层嵌

套等监管措施，使得 VC/PE 市场深陷“募资难”并已渐成常态，即便顺利完成募集的机构，也

大多由于其在较早期就开始启动了基金募集计划，机构募资的周期逐步延长。 

同时，在严峻的募资环境下，仅少数头部机构依凭其过往出色的投资、退出表现，和长期

合作 LP 对其的信任，才能获得相对满意的募资结果，整个行业加速优胜劣汰的洗牌，机构将

向品牌化、寡头化发展。 

从中国各地区来看，2019年 7月完成工商注册的 236支新基金分布于 19个省市，广东省

等沿海地区成为最主要注册聚集地，其中广东省新注册基金 74支，强势领跑全国，江苏省、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86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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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分别注册基金 33 支、30支位居二、三位。值得特别说明的是，VC/PE市场较发达的北

京市、上海市新注册基金却并不活跃。＞全文（证券时报网）   

【国内】大趋势，但人工智能行业不再疯狂！融资集中在头部，未来这些 AI 公司将倒下 

有数据显示，自 2018 年第二季度以来，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投资热度逐渐下降。今年 5 月

份，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中心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产业数据报告（2019Q1）》，该报告

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全球人工智能融资规模 126亿美元，环比下降 7.3%；融资笔数达 310

笔，在全球融资总额中占比达 29.7%。 

2018年，全球人工智能企业融资额再创新高。据乌镇智库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 2018年，

全球人工智能企业共计融资 784.8亿美元，其中美国 373.6亿美元，中国 276.3亿美元。数据

显示，2019 年第二季度以来，国内人工智能投融资数量和金额都进一步下降，仅完成 30 起融

资，同比下降 45.5%，融资总额达 50亿元，不足去年同期的 40%。＞全文（证券时报） 

【会员动态】直客通宣布获 3亿元融资，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元璟资本、中青旅红奇领投 

8 月 21 日，专注于“交易型 SaaS+服务”的数字化营销服务商直客通宣布完成 3 亿多元 C

轮融资。其中，C1轮融资由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领投，现有投资人 IDG资本、顺为资本、光速中

国均跟投；C2轮融资由元璟资本领投，红杉中国跟投；C3轮由中青旅红奇基金领投。 

＞全文（新芽 Newseed） 

【会员动态】深创投投资企业「久趣英语」完成数亿元 C1轮融资 

8 月 23 日消息，在线少儿英语品牌“久趣英语”宣布完成数亿元 C1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

百度领投，深创投、前海母基金跟投。 

久趣英语创始人兼 CEO 傅旭天表示，C1轮融资将主要用于加大人才储备，进一步提升久趣

英语在产品研发、教学体验及服务质量等方面的优势，加速新兴渠道布局、尤其是下沉市场的

开拓。＞全文（投中网） 

 

 

⚫ 协会近期新入会机构介绍 

⚫ 首届中国泛装饰行业中小企业发展大会 

⚫ 2019 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暨全球生物医药创新论坛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84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885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4336&idx=2&sn=699977d268a41920e2b501da70f72218&chksm=bcc097978bb71e81aa972106c39d3de840ac52e0b4cc5cc04eaa13185ea01f490b6b1e210f47&token=568081331&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4354&idx=3&sn=e98b9075754f596e5b49d669bd5c1261&chksm=bcc097a58bb71eb3ff1b9118aebda788140aced6bc1d537037d846df47ef580744d8e0541336&token=568081331&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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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协会近期新入会机构介绍 

近日，经协会理事会与常务理事会审核通过，北京望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真成

致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青岛新大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正心投资有限公司加入协会。北

京望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洪亮作为机构代表担任 BPEA 普通会员，北京真成致诺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管理合伙人李剑威作为机构代表担任 BPEA普通会员，青岛新大唐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纳新作为机构代表担任 BPEA 普通会员，北京正心投资有限公司创始

合伙人孙书滨作为机构代表担任 BPEA普通会员。 

北京望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机构介绍： 

北京望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年 10月 25日，为首创证券二级私募子公司，

主要从事股权私募基金投资和管理。公司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望京科技园，与望京各类高科创业

公司毗邻，利用这一优势，获得科技园内各种企业的最新信息。公司主要致力于信息技术、高

端制造、消费与零售、医疗健康等多方面领域的长期股权投资项目，根据自身对于政策和局势

的把握为这些领域的优秀企业提供资金和后续所需帮助，共同打造品牌公司。 

机构代表： 

王洪亮，1972年生人，中共党员。现任首创证券副总经理，北京望京投资基金董事长。王

洪亮先生已从业二十多年，先后担任过外汇交易员、营业部总经理、经纪业务部经理等多项职

务，具有丰富的业务经历，并在 2017年 12月，当选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北京真成致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机构介绍： 

北京真成致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专注于早期(early)和成长期(early growth)的风险投资

基金，单笔投资金额通常在 2000 万-7500 万人民币，覆盖包括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和硬科技、

企业软件、云计算和大数据、内容创业与在线教育、金融科技、产业互联网等领域。投资了包

括罗辑思维、老虎证券、小鱼易连、有车以后、军武次位面、云洲智能、流深光电等细分行业

领导公司。两位管理合伙人过去 5年共投资出九个独角兽，其中有四家公司已经上市。 

机构代表： 

李剑威，真成投资的创始人/管理合伙人，投委会成员，负责真成基金的投资工作。投资组

合包括独角兽企业逻辑思维/得到和老虎证券，及小鱼易连、有车以后，销售易、军武次位面、

TheOne 智能钢琴、流深光电、基调网络（听云）等细分行业的领导企业。在主管真成投资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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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威先生担任真格基金合伙人/CIO，红杉资本副总裁，富达投资副总裁，波士顿咨询公司咨

询顾问。李剑威先生 2015 到 2018，连续 4年获得创业邦“40 位 40岁以下投资人”称号、2017

年 36KR 人工智能十大投资人、2017 中国计算机学会青竹奖获奖人。李剑威先生毕业于北京邮

电大学，获管理工程硕士学位，计算机专业辅修学位。 

 

新大唐资产管理集团 

新大唐资产管理集团创立于 2007 年，业务立足山东辐射全国，十一年精耕，业务范围涵

盖特殊资产投资、资产管理、企业重组、特殊资产基金、地产重组等领域。通过各业务模块的

标准化和系统化的管理，整合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第三方，打造全国化的资产管理网络，使

特殊资产经我们专业的团队和第三方共同筛选、评估、加工整理后快速提升价值并实现退出，

实现项目方、第三方、投资方的共赢。新大唐资产管理集团累计管理特殊资产规模逾 700亿元。 

机构代表： 

张纳新，新大唐资产管理集团董事长，曾就读中国海洋大学 EMBA 及美国 BSE 商学院，通

过国家司法考试，具备深厚的法律、财务、企业管理经验，拥有律师执业资格，是中国不良资

产行业优秀民营企业家。自 2007年起从事特殊资产行业，十年精耕、十年沉淀。张纳新独创性

地提出特殊资产尽调处置“标准化”、“信息化”理念，将复杂的特殊资产管理借助于工业化

手段进行精细分工，有效的将非标的特殊资产标准化，实现项目方、资金方、专业第三方的紧

密对接，让特殊资产实现特殊价值。2015 年，首届中国不良资产论坛在上海举行，张纳新当选

为“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副主席。 

 

北京正心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正心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5 月，主要从事一二级市场风险投资（天使、VC）

与私募（PE）类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市场调研等业务，公司目前已成立并管理多

只二级市场 PE 证券基金和一级市场天使、VC 股权基金（含新三板股权专项基金），并准备新

成立多只一级市场垂直产业投资（VC）基金与并购（M&A）基金。随着投资环境的不断变化，公

司敏锐的判断未来投资方向一定是在一级市场 VC 股权直接融资方面，未来一段时间将是一个

人无股权不富的时代，因此公司一直在积极拓展和专注于风险投资项目、新三板定增及股权投

资项目。 

机构代表： 

孙书滨，公司创始合伙人，毕业于中科院软件所并在软件所工作多年，90年代开始自主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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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期间和几位法国朋友共同创办了国内第一家面向外国人的房地产家居平台 RooFinder网站。

后加入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主导完成多项国家级 IT 平台建设。后担任中国农业大学

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证券部负责人，于 2014 年成立北京正心投资有限公司，专注于一

二级市场投资，尤其深入研究 TMT等行业。 

 

再次欢迎四家机构加入协会这个大家庭！ 

注：以上信息，由各机构自行提供，协会不保证其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活动预告】首届中国泛装饰行业中小企业发展大会 

“首届中国泛装饰行业中小企业发展大会”将于 2019 年 9 月 5 至 6 日在杭州举办。北京

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作为本次大会的支持单位和特邀嘉宾，诚邀各位专家、各相关单位到会交流。 

大会以“把握时代·共创未来”为主题，由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主办，《中国建筑装饰装修》

杂志社、北京协力创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办，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浙江省建筑

装饰行业协会、中国建筑业合作平台作为大会的支持单位。大会将邀请行业专家对当前宏观经

济走势进行分析，通过解读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及新财税政策，搭建行业产融自由对接平台，

帮助参会单位深刻理解金融业与企业发展关系，把握新时代下建筑装饰行业的新机遇。同时，

大会还将发布“中国泛装饰行业具发展潜力数据榜单”，延续开展投融资项目路演、股权投资

行业培训、银行信贷一对一、科创板上市辅导、新财税深度学习等活动。  

一、活动信息 

（一）活动时间 

2019年 9月 5日（报到时间） 

2019年 9月 6日（会议时间） 

（二）活动地点 

杭州广电开元名都大酒店（杭州市萧山区弘慧路 399-8号） 

（三）主（协）办单位 

主办：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承办：《中国建筑装饰装修》杂志社 

    北京协力创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协办：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支持：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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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 

中国建筑业合作平台 

支持媒体:全球创新智慧融媒体中心、浙江经视、钱江都市频道、建筑材料品牌网、乐居财

经、新浪财经、凤凰网、亿欧网、金融之家、中国企业网、企业时报网、和讯网、中国心金融

网、投资家、创业邦、经济之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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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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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3日（周三）下午 17：30。此次活动免费，报名需审核，BPEA

会员优先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活动预告】2019 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暨全球生物医药创新论坛 

2019 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暨全球生物医药创新论坛是在历届诺贝尔奖得主医学峰会

下的主题论坛，此次论坛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与北京世诺医学交流中心、中国化学制药工

业协会生物医药专委会、四川省医药行业协会联合主办，重点着眼国际生物医药前沿趋势，聚

焦免疫治疗、整合医疗、精准医学、转化医学等新观点、新技术、新方法，展开广泛、深入探

讨与研究，推动生物制药技术领域的不断创新，有效推进生物制药产学研的快速融合。  

论坛将搭建政府、特邀嘉宾以及国外有意向合作企业、国内有意向落户企业深度互动交流

平台，以诺奖得主、中外院士及知名大健康产业专家智囊团为基础，引进顶尖人才、精选国内

外技术领先、产业化成熟度高的优秀项目及产业资目落户当地，打造产学研投一体化发展新模

式，健全并优化当地独特的医疗大健康产业链。论坛重点着眼国际生物医药前沿趋势，聚焦免

疫治疗、整合医疗、精准医学、转化医学等新观点、新技术、新方法，展开广泛、深入探讨与

研究，推动生物制药技术领域的不断创新，有效推进生物制药产学研的快速融合。  

活动时间： 

2019年 9月 18-20日 

活动地点： 

四川成都 ·世纪城会议中心 

活动规模： 

300+人 

活动主题： 

mailto:jjchen@bpea.net.cn
http://www.bpea.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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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共赢——中国在医药创新领域的发展与机遇 

联席主席： 

王国强、阿龙·切哈诺沃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北京世诺医学交流中心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生物医药专委会 

四川省医药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 

诺奖国际创新中心 

协办单位： 

美国迈平方成都医学城 

支持单位： 

四川省工商联 

美国国际商会 

中国以色列商会 

中日产学研投资促进中心 

HRRUSH摩创方恩医药 

指导单位：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 

参会嘉宾： 

政府部门 

国家部委、四川省人民政府相关部门、成都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 

特邀嘉宾 

2-3位诺贝尔奖 

2-3中外院士、行业领军学者 

10+国内外顶尖医疗、生物技术公司代表 

10+政府、园区代表 

20+国内外知名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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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投资机构高管 

100+国际上市公司、成熟企业、高科技创新企业。（来自美国、欧洲、以色列、日本等海

外上市公司及创新项目及有意向来中国投资及商务合作的国际性企业） 

活动日程 

9月 18日 （星期三） 

07:00-20:00 

论坛注册 

9月 19日 （星期四） 

10:00-12:00  

政企闭门对接会（定向邀请） 

14:00-14:10 

论坛开幕及领导致辞 

14:10-14:30 

主题演讲（拟）：中国在医药创新领域的挑战与机遇 

14:30-15:20 

高端对话 1:如何打造世界一流的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区及创新平台 

高端对话 2:世界一流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区的构建 

15:20-15:40 

四川省生物医药产业推荐 

15:40-18:00 

主题发言（拟议题）： 

• 国内外药品监管法规最新进展 

• 中国自主创新药的国际化进程 

• 肿瘤免疫抗体药物的研发分享 

• 医药技术转移案例及项目对接 

18:00-18:20     

诺奖得主大健康产业俱乐部授牌仪式 

18:30-20:00 

未来之夜（定向邀请） 

9月 20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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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2:00 

国际项目对接洽谈会——人工智能+生物医药、IVD、医疗器械等项目路演推荐（每个项目

15 分钟路演及问答交流，共 8-10个项目） 

媒体支持 

中央电视台（一套、二套、新闻频道、英文频道）、凤凰卫视、四川卫视、香港卫视、中

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健康时报、健康报、医师报、中国医学

论坛报、新华社《半月谈》、四川日报、中新社、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腾讯网、凤凰网、

科学网、健康界、看医界、爱奇艺科技频道、生物谷、新氧 APP、医脉通、活动家、路透社、

美通社等。  

报名方式 

报名费用为人民币 1200 元/人，通过协会报名有部分免费名额，免费名额需协会审核后邮

件形式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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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jjchen@bpea.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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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泽望：雄关漫道二十载，扬帆破浪再启航 

深创投董事长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 

2019 年 8 月 25 日，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召开 2019 年投资年会暨 20 周年庆，政府领导、

各行业专家、企业家、基金 LP等出席活动，共同探讨行业趋势。以下是深创投董事长倪泽望在

20 周年主题活动上的讲话全文：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今天莅临现场共同庆祝深创投成立 20 周年，我谨代表集团全体员

工，对诸位的到来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刚才播放的视频，简要介绍了深创投 20 年来的发展历

程。正如大会主题所言，“雄关漫道二十载，扬帆破浪再启航”，20周年，是集团发展的里程

碑，也是新征程的起点。 

一、回首过往：感恩与致敬 

（一）深创投 20 年取得的成绩 

截至今年 7 月底，在管理规模方面，集团的基金管理规模达到 3472 亿元，基金结构不断

完善，由最初的政府引导子基金单一业态逐渐发展成为涵盖创投基金、母基金、公募基金、并

购基金、不动产基金的一体化基金群。投资项目方面，20年来集团共接洽项目数万个，已投资

项目 1016个，涉及信息科技、互联网/新媒体与文化创意、生物技术/健康、新能源/节能环保、

新材料/化工、消费品/现代服务以及高端装备制造等七大领域，累计投资额 452亿元，投资地

域覆盖国内 28个省级行政区及美国、以色列、日本、德国、英国等国。项目退出方面，集团所

投企业在境内外公开资本市场上市数量达到 151 家，包括国内 A股市场 111家和美国、中国香

港等境外市场 40 家。投资的 A 股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占 A 股创业板总量的 6%，市值占 A 股创

业板总市值的 12.4%。国内科创板 28家上市企业中，集团投资的企业数量达到 5家，数量占比

近 18%。除此之外，我们还有 7家企业已被科创板受理，20家企业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等

待过会。经营业绩方面，截至 2019 年 7 月底，集团总资产 340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20%，

净资产近 200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19%，年化内部收益率约 35%。社会荣誉方面，公司在各

类权威榜单连续多年名列前茅，在最近 10 年的清科内外资机构综合排名榜单中，集团有 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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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列榜首，4 次排名前三。在最近 10 年的投中内外资机构综合排名中，集团有 5 次获得第一，

3 次排名前三。 

（二）感恩时代 

集团二十年来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中国改革开放黄金发展的时代机遇。一是经济高速

增长。中国 1999年 GDP 9 万亿，2018年 GDP 90 万亿，二十年增长了 10倍，深创投赶上了这

波经济增长浪潮。二是资本市场不断壮大，2004 年中小板开板、2009 年创业板开板、2019 年

科创板开板，深创投赶上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机遇。三是新兴产业和创新企业持续涌现。从

过去的传统汽车、LED、光伏、智能手机，到现在的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深创

投赶上了一波又一波的新兴企业的浪潮。四是创投行业蓬勃发展。2007 年，股权投资行业管理

规模约 1万亿，伴随创新创业成为国家发展战略，近几年出现爆发式增长。2018年股权投资行

业管理规模约 10万亿，行业政策越来越完善，行业发展也越来越规范。 

（三）感恩信任 

集团一路发展至今，首先要感谢市委市政府和市国资委的信任。作为政府出资成立的国有

创投，集团在实际经营中坚持按市场化运作，正如创立之初， 当时的市委市政府定下了深创投

发展的基调“立足深圳，面向全国，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按经济规律办事，向国际惯例靠

拢”、“政府不塞项目不塞人”，这些理念在当年是十分超前的，毕竟当时注册的 7亿资本金

来自于市财政和市属国企，市委市政府允许公司到全国各地去选择投资项目，这是非常不容易

的。与此同时，市委市政府和市国资委大力支持，给了集团富有竞争力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得

公司在国有创投、甚至是整个创投行业里开创了很多第一，为行业树立了若干个标杆和表率，

集团因此才能真正做到市场化运作，将资金切实投给成长潜力大、创新能力强的企业。 

饮水思源，深创投今日的成就，也源自于全体股东和 LP 的信任、各界合作伙伴的携手互

助。在 2007年之前，公司对外投资主要依靠资本金，各位股东大力支持，在公司发展的重要时

期及时出资到位，通过股东会董事会制订公司的发展战略并坚定地支持公司经营班子的工作。

2007 年，公司率先在苏州设立了全国第一支政府引导创投子基金，这之后，我们一共设立了 109

支政府引导子基金，得到了全国 24 个省市地方政府的响应和支持，形成了目前创投界唯一的

遍布全国各地的政府引导基金网络。真诚地感谢各位股东、各位 LP 的信任，这份信任既是压

力、也是动力，每一位深创投人唯有全力以赴、奋勇前行，方能不负这一份信任，为股东和 LP

们交出一份满意的成绩单。在公司业务拓展过程中，合作伙伴也给予了鼎力支持，感谢各界合

作伙伴的携手共进！ 

（四）感恩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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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维艰，集团的起步和发展可谓一波三折，最终能在资本市场站稳脚跟，离不开首任总

裁阚治东带领第一批深创投人筚路蓝缕的奋斗，是他们开创了国内国有创业投资的基本打法，

奠定了公司的发展基础，让集团闯过了股权分置改革前的至暗时刻；雄关漫道，靳海涛董事长

来到集团时，公司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在靳董带领下，在深圳建行等金融机构支持下，集团

上下凝心聚力，重铸集团发展根基，迎来了创业板开板时的收获季节。回顾公司这 20 年取得

的成就，离不开历任领导的魄力与智慧。 

集团 20 年来的发展，要感谢每一位员工的奋斗与坚持。前台部门以敏锐的行业嗅觉和积

极的工作态度，为集团发掘并抓住每一个优质的投资标的；后台部门以扎实的专业能力和严谨

的风控意识，为集团的发展提质增效。深创投的每一点进步，都是集团上下同舟共济、共同奋

斗的结果。 

（五）致敬拼搏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集团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企业提供资本服务，助力创新企业成长。

因此，我们要致敬每一位带领团队不断拼搏的企业家，集团这 20 年来取得的成就，归根到底

是被投企业努力拼搏所创造的价值。集团坚持“发现并成就伟大企业”的使命，是渡人，也是

渡己。 

二、审视现在：挑战与机遇 

（一）宏观环境 

审视当下，我们正面临着宏观环境的严峻挑战，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持续扩张之后，全球

各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均有所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世界各大国均意识到要在信息科技、通

信、金融和能源等核心产业上加强自主可控程度，全球化进程陷入泥潭。在这种外部冲击和国

内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动能趋弱，经济波动增大，产业结构

亟待升级。 

（二）创投行业面临发展困难 

与此同时，中国的创投行业正在经历近 20 年来较为艰难的时刻。第一是募资难：在金融

去杠杆、资管新规、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许多业绩一般的私募机构、甚至一些业绩不错的

私募机构都很难继续募得资金，2019年上半年创投基金募集数量下降 52%，基金募集金额下降

30%。第二是退出难：2018 年 IPO 过会数量刹车，全年 A 股 IPO 只有 105 家，同比下降 76%，

2019 上半年 IPO数量与去年同期仍基本持平，只是 7月份科创板开板才略有好转，而且一二级

市场出现了一些估值倒挂的案例。第三是投资难：前几年宽松的投资环境助长了不少野蛮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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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机构，不理性的资金导致项目的估值过高，虽然目前一级市场逐渐趋于理性，但随着央

企大型基金和产业资本大量入局，投资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 

（三）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发生根本改变 

挑战中也孕育着机遇，随着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的消失，我国以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为主

的发展道路已难以为继，经济发展从速度优先迈向质量优先，驱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要素已

开始从人口红利和固定资产投资转向科技创新。2018 年，我国研发投入经费支出为 1.96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1.6%，占 GDP的比重达 2.18%，专利申请数同比增长 16.9%，授予专利数同比增

长 33.3%，全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58.5%。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科技创新正成为

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四）产业发展从低端向中高端跃迁 

不仅如此，我国的产业结构也正处于从低端向中高端优化跃迁的进程中。一方面，消费升

级趋势明显，内需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今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0.1%，服务型消费占比不断提高，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势能

不断累积，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5G技术、生物医药以及新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领域的技

术已接近爆发的临界点。 

对投资机构而言，经济发展新旧增长动能切换之时，产业优化跃迁之际往往蕴藏着丰富的

投资机会。 

三、展望未来：变与不变 

（一）变化 

一方面是国际化战略。8月 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意见提出，到 2025年，深圳的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达到世

界一流。到 2035 年，深圳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到本世纪中叶，深圳成为

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集团早在前几年已全面开启国际化战略，在全球范围内投资尖端科技领域的优秀企业，通

过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提高自身的投资能力和企业服务水平，目前，集团已成立中美基金、

中韩基金、中以基金等六支国际化基金，投资了包括 Desktop Metal、Grail、Codasip等全球

知名高科技企业。集团在全球 16 个交易所均有成功退出案例。当前我们正在募集规模 5 亿美

元的欧洲基金，投资网络将从覆盖全国逐步升级到遍布全球。作为现阶段为数不多的具备“走

出去”条件和能力的本土创投机构，深创投责无旁贷，必须主动承担这样一个历史使命，助力

深圳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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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平台化战略。创投行业需要平台型企业，投资机构目前正面临洗牌，在微观、

宏观各种挑战和问题面前，平台型企业是应对各种挑战的最佳策略。平台型企业有几个特点：

第一是开放，可以向合作伙伴开放能力和资源；第二是沟通，各个组织融入平台，平台做好各

个组织的沟通桥梁和连接通道；第三是赋能，为平台大生态的各个组织提供服务，当好店小二；

第四是共赢，各个合作伙伴都能够实现共生、共赢。 

创投行业的平台型企业应当是一个创投生态平台。具体而言，有一个主导方：即平台型机

构，三个核心参与方：分别是 LP、GP和创业企业，以及多个战略参与方：包括 FA、法律财务、

券商、人力资源等。通过把所有的资源整合在一个平台上，最终为 LP服务，为创业企业服务。 

集团募集规模 100亿元的母基金和 100亿元的 S基金，未来希望能成为创业企业的服务中

心、创投资金的聚集中心、创投行业的知识中心、创投人才的培训中心、创投项目的信息分享

和交易达成中心，让创投行业的所有参与方都能实现合作共赢。 

（二）不变 

作为国内第一批创投机构，集团屹立行业 20 年，是引领者，也是探索者，更是收获者。

2007 年，集团创立政府引导基金模式，顺应了地方政府资金管理和支持本地企业的需求。2010

年，集团所投资的企业中共有 26 家 IPO 上市，创下了全球同行业年度 IPO 退出世界纪录，其

中 10 家登陆创业板，占当年创业板 IPO 数量的约十分之一，顺应了国家的创业板战略。截至

2019 年 8 月 15 日，集团已经有 5 家企业登陆科创板，位列所有投资机构第一名，顺应了国家

利用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大战略。不管二十年来行业如何起伏跌宕，集团始终顺应国家大

势，坚定看多中国经济发展，分享中国高质量增长的红利。 

《孟子》有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千年后的今天，“人和”的重要性仍是毋

庸置疑的。在公司员工队伍中，司龄达到 20 年的资深员工数有 16 人，司龄达到 10 年的员工

数有 60人，这批人为集团 20年来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是集团的中流砥柱。薪火相传，生

生不息，集团的新生力量将会在这批资深员工的引领下，迅速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骨干。集

团能取得今日的成就，离不开这样一支稳定的投资铁军。集团高度重视团队精神的培养和企业

文化的建设，力求打造一种全员类合伙人的企业文化。这意味着每个员工都是企业的合伙人，

除了拿工资之外，还享受净利润的分红，通过 20 年的沉淀，最终形成了共识、共创、共担、共

赢的团队精神。 

创业投资的商业本质是价值投资，价值投资不但要求投资机构有独特的发现价值的眼光，

而且要求投资机构耐得住寂寞，长期坚守做时间的朋友，真正追求企业成长所带来的回报。集

团在投资时坚持价值投资，专注于某一领域，恪守“发现并成就伟大企业”的使命，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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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真实价值，不是哪个领域热门，就转向哪个领域，追风口逐热点可能最后落得一地鸡毛。

科创板开板后，有价值的企业才会得到市场的认可，没有价值的企业将会被市场抛弃。企业是

否有价值就落脚到投资机构真刀真枪的专业判断，如果仅是浮在皮毛的了解，而没有专业判断

能力，投资机构将无法在科创板时代生存。 

四、总结：继往开来 

（一）穿越迷雾 

风险与收益成正比是金融业的铁律，尤其在国内外环境剧烈变化的今天，创投行业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创投机构想要穿越迷雾，谋求新的发展，就要具备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

定性的能力。投资成功与否有运气成分，但投资并不是赌博，如何在投资的成功与失败中打磨

一套成熟的投资逻辑，找到相对确定的道路，是每一个投资机构都要思考的问题。 

公司 20年来投了超过 1000个项目，经历了大量的成功和失败案例，通过持续的项目复盘，

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投资逻辑，并在实践中不断验证、不断修正。我们有能力、也有信心，

牢牢把握集团这艘大船，在不确定性的投资迷雾中，驶向确定性的彼岸。 

（二）穿越牛熊 

集团成立 20 年，见证了中国创投行业从萌芽到蓬勃发展，走过了行业兴衰，闯过了至暗

时刻。创业板落地前的一波三折，让很多投资机构黯然退出。集团选择咬牙坚持，一方面处理

遗留问题，一方面筹措资金投资，直到股权分置改革的春风到来，解决了退出问题，创投机构

能够通过企业上市回笼资金形成循环，集团终究守得云开见月明。 

时至今日，面对“资本寒冬”和种种不利的外部环境，深创投有信心、也有决心，以最优

质的服务，扶持最优秀的企业，共渡难关，把握机遇，穿越牛熊、互相成就。 

雄关漫道二十载，扬帆破浪再启航。深创投将坚守初心，牢记使命，珍惜荣誉，与时俱进，

坚持“专业化、多元化、国际化与平台化”发展战略，打造一支善于学习、敢打硬仗的铁军，

不辜负各方的信任和期待，再创深创投的新辉煌。（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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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 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 

证监会 8 月 23 日就《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规定》明确了境内分拆上市试点的条件，规范了分拆上市流程，加强了对分拆上市行

为的监管。以下为《规定》全文： 

上市公司分拆是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和深化并购重组功能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公司进一

步实现业务聚焦、提升专业化经营水平，更好地服务科技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引导和规范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在境内上市，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

规，现就有关事项规定如下： 

一、上市公司分拆的条件 

本规定所称上市公司分拆，是指上市公司将部分业务或资产，以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公

司（以下简称所属子公司）的形式，在境内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或实现重组上市的

行为。上市公司分拆原则上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上市公司股票上市已满 3 年。 

（二）上市公司最近 3 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且最近 3个会计年度扣除按权益享有的拟

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利润后，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10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 

（三）上市公司最近 1 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利润

不得超过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的 50％；上市公司最近 1 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

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净资产不得超过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30％。 

（四）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的情形，或其

他损害公司利益的重大关联交易。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36 个月内未受到

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12 个月内未受到过证券

交易所的公开谴责。上市公司最近一年一期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 

（五）上市公司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内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投向的业务和资产、最近 3 个

会计年度内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业务和资产，不得作为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主要业务和资

产。所属子公司主要从事金融业务的，上市公司不得分拆该子公司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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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市公司及拟分拆所属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员持有所属子公司的

股份，不得超过所属子公司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 10％。 

（七）上市公司应当充分披露并说明：本次分拆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增强独立性；

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且资产、财务、机构方面相互独立，高级管理

人员、财务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二、上市公司分拆的信息披露和决策程序要求 

（一）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分拆，应当参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规定，充分披露对投资者决策和上市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所有信息。 

（二）充分披露分拆的影响、提示风险。上市公司应当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规

定，披露分拆的目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拆对各方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债权人和其他利益

相关方的影响；分拆预计和实际的进展过程、各阶段可能面临的相关风险，以及应对风险的具

体措施、方案等。 

（三）董事会应切实履职尽责。董事会应当就所属子公司分拆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本

规定、是否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上市公司分拆后能否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

力，分拆形成的新公司是否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等做出决议。 

（四）股东大会应逐项审议分拆事项。股东大会应当就董事会提案中有关所属子公司分拆

是否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上市公司分拆后能否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等进

行逐项审议并表决。 

（五）严格执行股东大会表决程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就分拆事项作出决议，须经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且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安排持股计划的，该事项应当由独

立董事发表专项意见，作为独立议案提交股东大会表决，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六）聘请财务顾问审慎核查、持续督导。上市公司分拆的，应当聘请具有保荐机构资格

的证券公司担任财务顾问履行以下职责：一是对上市公司分拆是否符合本规定、上市公司披露

的相关信息是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等，进行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出具

核查意见，并予以公告；二是在所属子公司在境内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持续督导上市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并承担下列工作： 

1.持续关注上市公司核心资产与业务的独立经营状况、持续经营能力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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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所属子公司发生的对上市公司权益有重要影响的资产、财务状况变化，以及其他可

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信息，督导上市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持续督导工作结束后，自上市公司年报披露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出具持续督导意见，

并予以公告。 

三、加强对上市公司分拆的监管 

（一）持续完善上市公司分拆配套制度 

一是上市公司分拆，涉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应当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关于证券发行上市、保荐、承销等相关规定；涉及重组上市的，应当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规定。 

二是证券交易所应当按照本规定确立的原则，逐步完善有关业务规则，依法依规严格监管，

督促上市公司及相关各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所在地证监局应当就上市

公司是否符合本规定第一条规定的相关条件进行专项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 

（二）依法追究违法违规行为的法律责任上市公司及相关各方未按照本规定及其他相关规

定披露分拆相关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中国证

监会依照《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上市公

司、有关机构及其相关责任人员依法采取监管措施、追究法律责任。对利用上市公司分拆从事

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违法行为的，中国证监会将依法严厉打击，严格追究相关主体法律

责任。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来源：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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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8月 17日-8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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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8.17 

蓝驰创投 

红杉中国 

腾讯投资 

小帮投资 互联网 中国 2.00亿人民币 

2019.8.18 G42 集团 米纳科技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美元 

2019.8.19 华鑫商业 协鑫集成 清洁技术 中国 15.00亿人民币 

2019.8.19 

梅花创投 

嘉兴部道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易小店 IT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8.19 
清新资本 

红点中国 
万物心选 互联网 中国 2000.00万美元 

2019.8.19 欣欣相融 锐学堂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8.19 翊翎资本 云联万维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8.19 光速中国 SUGAR苏格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8.19 英特尔半导体 梅卡曼德 IT 中国 NA 

2019.8.19 高通风险投资 极视角 IT 中国 NA 

2019.8.19 

建元天华 

建元天华 

北京瑞兴富泉投资 

建元天华 

等趣 互联网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8.19 
百度风投 

湖北凯辉基金 
博创联动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8.19 不公开的投资者 邸客 其他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8.19 富比特资本 VIC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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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19 创客帮 校导网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8.19 

万新资本 

香港仕进创投 

Tachyon Capital 

Coing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8.19 起行资本 花生日记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3.00亿人民币 

2019.8.19 

Asia Partners 

Mirae Asset-Naver 

Growth Fund 

Rakuten Capital 

RedDoorz 互联网 新加坡 7000.00万美元 

2019.8.19 艾林投资 禾肽电子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8.20 

米哈游网络科技 

凡创资本 

引爆点资本 

奥秘之家 娱乐传媒 中国 4000.00万人民币 

2019.8.20 不公开的投资者 KMOSE刻米 机械制造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8.20 建信信托 狮桥 金融 中国 NA 

2019.8.20 
厚德前海基金 

不公开的投资者 
乐体运动 娱乐传媒 中国 5000.00万人民币 

2019.8.20 不公开的投资者 新办管家 房地产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8.20 不公开的投资者 
Cere 

Network 
IT 美国 350.00万美元 

2019.8.20 
广济惠达投资天津 

联动天翼 
智租出行 汽车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8.20 国药资本 康立明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2019.8.20 

BHex 

HKDT 

星耀资本 

向量多维 

利市母基金 

想象力基金 

不公开的投资者 

尚币 金融 中国 1000.00万美元 

2019.8.20 DFG 博链财经 金融 中国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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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20 

国中创投 

元禾原点 

策源创投 

索道投资 

艾利特机器

人 
IT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8.20 商汤科技 智元汇 IT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8.20 
天使投资人王睿 

亲亲投资 
圃田冰青 食品&饮料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8.20 海天地悦旅 秘境 房地产 中国 NA 

2019.8.20 索迪斯 美餐网 互联网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8.20 

静水流深 

拾捌科技 

天玮雨具 

RainSmile

雨乐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8.20 

F Capital 

同光资本 

星荣资本 

水晶 Ex 金融 海外 NA 

2019.8.20 比特币中国 EvenToken IT 中国 NA 

2019.8.20 

凯鹏华盈 

Pine Brook 

高盛 

American Express 

Ventures 

安大略省养老金计划 

AGNC 

花旗投创 

Ally Financial 

平安全球领航基金 

Activant Capital 

Better.com 金融 美国 1.60亿美元 

2019.8.20 

希尔顿 

洲际酒店 

万豪国际集团 

Groups360 互联网 美国 5000.00万美元 

2019.8.20 不公开的投资者 微程之家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2019.8.21 汤臣倍健 汤臣佰盛 食品&饮料 中国 14.00亿人民币 

2019.8.21 财通基金 露天煤业 能源及矿产 中国 10.35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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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21 

蓝湖资本 

纪源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HOW好好搜

索 
互联网 中国 100.00万美元 

2019.8.21 腾讯投资 易酒批 互联网 中国 8000.00万美元 

2019.8.21 

不公开的投资者 

红杉中国 

光速中国 

顺为资本 

IDG 资本 

中青旅红奇 

元璟资本 

直客通 IT 中国 3.00亿人民币 

2019.8.21 

君源创投 

宽带资本 

君联资本 

拉萨君祺 

英诺森 IT 中国 1000.00万美元 

2019.8.21 不公开的投资者 智加科技 汽车 中国 2.00亿美元 

2019.8.21 瑞鹏股份 云宠智能 连锁及零售 中国 5.00亿人民币 

2019.8.21 

高盛 

平安全球领航基金 

富国银行 

英伟达 

Nexus Venture 

Partners 

不公开的投资者 

H2O.ai IT 美国 7250.00万美元 

2019.8.21 不公开的投资者 喜予文化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8.21 
蚂蚁金服 

春华资本 
友宝在线 IT 中国 16.00亿人民币 

2019.8.21 乐刷科技数 付呗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8.21 BlockVC Cocos-BCX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NA 

2019.8.22 

常见投资 

国科嘉和 

水木清华校友基金 

华控天津投资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不公开的投资者 

华龛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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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8.22 
北塔资本 

定安得科技 
优贝甜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8.22 

友仑资本 

DNA Capital 

SOSV ventures 

Artesian Capital 

Management 

不公开的投资者 

康语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万美元 

2019.8.22 盈动资本 数式科技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8.22 
水木兴华 

五星资本 
星葆国际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8.22 

不公开的投资者 

SOSV ventures 

Artesian Capital 

Management 

Coffee 

Exchange 
互联网 中国 51.00万美元 

2019.8.22 豫园股份 爱宠医生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30亿人民币 

2019.8.22 吉相投资 凝羽动画 娱乐传媒 中国 3000.00万人民币 

2019.8.22 

中科图灵 

原子创投 

XY Capita 

中科海微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8.22 创世资本 PledgeCamp 互联网 英国 NA 

2019.8.22 

康桥资本 

奥博资本 

Deerfield Management 

Hatteras Venture 

Partners 

Blackstone Life 

Sciences 

Graybug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美国 8000.00万美元 

2019.8.22 

四川聚信 

川创投 

上海创瑞 

盛鼎投资 

ZUGA医疗 互联网 美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8.23 

金星投资 

晨兴资本 

火山石资本 

FURRYTAIL

尾巴生活 
连锁及零售 中国 8000.00万人民币 

2019.8.23 
广东紫宸 

珠海耀辉 
十牛校园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http://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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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亚洲 TOP5 并购事件 

（8月 19日-8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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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9 日 
Greene King Plc (97.12% 

股权变动规模) 
英国 

长江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中国香港 休闲业 5490 

8 月 22 日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2.86%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哈药集团有限公

司 
中国 

医疗业：

医药 
679 

8 月 22 日 ERM Power Limited 
澳大利

亚 

Royal Dutch Shell 

Plc 
荷兰 能源业 428 

8 月 22 日 

北京华安润通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 (70% 股权变动规

模); 华大国际物流有限公

司 (70%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香

港 

港中旅华贸国际

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 运输业 88 

8 月 23 日 

天津中民爱普城市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50% 股权变

动规模) 

中国 
上海奧宸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中国 建筑业 79 

http://www.mergermarket.com/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