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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部：1-8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 6040.4 亿元，同比增长 6.9% 

⚫ 8 月份社融规模增量 1.98 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多 376 亿元 

⚫ 证监会提出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工作座谈会 

⚫ 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被取消 

⚫ 私募监管风暴不断，又有 5家违规被罚 

⚫ 广州市科技成果产业化引导基金首批子基金达 75 亿元 

⚫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领投「智布互联」完成 1 亿美元 C 轮融资 

⚫ 锐锢商城完成近 3 亿元 C1 轮融资，鼎晖投资、钟鼎资本联合领投 

 

【宏观】商务部：1-8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 6040.4 亿元，同比增长 6.9% 

商务部 12日下午召开 9月第 2次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2019年 1-8月，

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27704 家，实际使用外资 6040.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6.9%（折

892.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下同）。8 月当月实际使用

外资 708.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6%（折 104.6 亿美元，同比增长 0.3%）。 

＞全文（央视新闻） 

   8月份社融规模增量 1.98 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多 376 亿元 

9 月 11 日，央行发布 8 月份金融数据和社融数据。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1.21 万亿元，

同比少增 665亿元。8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148.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4%，增速分别比上月

末和上年同期低 0.2个和 0.8个百分点。8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93.55万亿元，同比增

长 8.2%，增速比上月末高 0.1个百分点，与上年同期持平。狭义货币（M1）余额 55.68万亿元，

同比增长 3.4%，增速比上月末高 0.3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 0.5个百分点。 

＞全文（证券日报） 

【国内】证监会提出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工作座谈会 

9月 9日至 10日，证监会在京召开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了一是充

分发挥科创板的试验田作用；二是大力推动上市公司提高质量；三是补齐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的短板等 12个方面重点任务。＞全文（中国证监会）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908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909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904


                                     中国 PE与 VC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3 

【国内】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被取消 

9月 10日，据外管局消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

大决策部署，进一步扩大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取消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合称“合格境外投资者”）

投资额度限制。＞全文（Wind） 

【国内】私募监管风暴不断，又有 5家违规被罚 

私募监管风暴持续进行，继上个月 40家私募被各证监局处罚后，9 月份以来又有 5家私募

被采取监管措施，更有违规私募公司和高管合计被罚 10万元，综合来看，风险评级、信披、备

案等几大领域成为私募违规重灾区。＞全文（中国基金报） 

【募集】广州市科技成果产业化引导基金首批子基金达 75亿元 

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创投 50人交流会 9月 10日在广州举办。会上，广州金控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与和谐爱奇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等 16 家首批拟合作机构进行了意向签约，合计

申报广州市科技成果产业化引导基金第一批子基金总规模 75 亿元，申请科技引导基金 15.58

亿元。广州市科技成果产业化引导基金第一批子基金申报工作在 4 月份正式启动，共有 77 家

机构申报，总规模超过 273 亿元，申请科技引导基金出资总规模近 70 亿元。＞全文（南方网） 

【会员动态】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领投「智布互联」完成 1亿美元 C轮融资 

9 月 12 日消息，纺织领域的生产制造产业互联网公司“智布互联”完成 1 亿美元的 C 轮

融资。本轮融资由腾讯和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领投，宽带资本跟投，老股东元璟资本、经纬中国、

IDG 资本、翊翎资本全部加码，凡卓资本为本轮融资独家财务顾问。在此之前，智布互联曾于

2017 完成由险峰长青、翊翎资本、IDG 资本、暾澜资本投资的 A轮融资，2018年获得由元璟资

本、经纬中国、翊翎资本投资的 B轮融资。＞全文（投资界） 

【会员动态】锐锢商城完成近 3 亿元 C1轮融资，鼎晖投资、钟鼎资本联合领投 

9 月 11 日消息，MRO 工业品电商平台锐锢商城宣布完成近 3 亿元人民币 C1 轮融资，本

轮融资由钟鼎资本和鼎晖投资联合领投，冲盈资本担任本轮融资的独家财务顾问。 

此前，2017 年 5月，锐锢商城曾获数千万元 B轮融资，2018年 12 月，完成 2.3亿元 B+

轮融资，投资方包括源码资本、成为资本、正瀚资本。＞全文（投资界）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905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906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907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4493&idx=2&sn=e5244edb57557bd3194b2830d5ea231e&chksm=bcc0902a8bb7193cb0fac832a589c415867362b512fa25779a18737570eaa9143d16714ee698&token=979585647&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4486&idx=3&sn=de201f4ca0502081a6aa31ec648f25db&chksm=bcc090218bb7193792c7250e0843a4b71037c89586993d39f204e43a1afac73bd0ccaa5ec43d&token=979585647&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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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PEA 月度培训”第九十期 -私募基金投资、退出及合规热点问题解读 

⚫ 2019 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暨全球生物医药创新论坛 

⚫ 2019 韩国与中国投资机构恳谈会及项目在线路演 

 

【活动预告】“BPEA 月度培训”第九十期 -私募基金投资、退出及合规热点问题解读 

时间：2019 年 9月 19日（周四）14:00-17:00 

地点：协会会议室（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40号首建金融中心八层 801室） 

语言：中文 

参会费：RMB 1000元/人（BPEA会员享有部分免费名额） 

  

培训内容： 

一、从私募基金退出视角看私募基金投融资中的关注问题 

（一）投资人特殊权利对企业 A股 IPO、重组的影响 

（二）从 A股 IPO、重组视角看私募投融资中需关注的法律问题 

  

二、从私募基金退出视角看基金股东在 A 股 IPO、重组项目中的应对策略 

（一）在 A股 IPO项目中私募基金股东的应对策略 

（二）在重组项目中私募基金股东的应对策略 

  

三、私募基金管理人自查的监管特点及应对策略 

（一）私募基金管理人自查的监管特点 

（二）私募基金管理人自查的应对策略 

  

培训讲师： 

万敏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金融资本部私募基金组   

  

万敏秀律师是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金融资本部私募基金组资深律师，主要执业领域包括

私募基金设立募集、私募股权投资、证券、公司收购重组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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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募基金设立募集及私募股权投资领域，万律师曾作为项目牵头律师为中基协提供入会

核查及专项核查法律服务，并为华芯资本、国开金融、中国国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摩根士丹利、红杉、新天域、国科嘉和、宽带资本、天壹资本等私募基金提供基金设立募集、

常法及专项投资服务，为商汤科技、磨铁图书、蒙牛、慧聪网等知名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 

  

在证券上市、并购重组及私有化领域，万律师曾作为公司律师深度参与幸福蓝海 A股上市

项目、华致酒行 A 股上市项目、H 股上市公司上海先进半导体私有化项目、A 股上市公司长城

电脑与长城信息吸收合并项目、百合网和世纪佳缘合并项目等，并为北京银行、贵州茅台等公

司提供常年法律服务。 

  

联系方式： 

联络人：查女士 

电话：010-88087063   13041020395 

Email：ycz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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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日（周三）下午 17：00，此次培训限 30席位，请尽早提前

报名预留座位！BPEA会员每家有一个免费名额，具体详情可与协会联系；其他参会嘉宾报名费

用为 RMB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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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B300元/人的手续费!谢绝空降！ ＞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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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4466&idx=1&sn=db7c71523b6484107553695ad9f45d7b&chksm=bcc090158bb71903cd996b6983913579704f22332414c743c19bc2f7953a3add22bca2214ddd&token=2066899445&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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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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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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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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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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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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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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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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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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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活动预告】2019 韩国与中国投资机构恳谈会及项目在线路演 

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支持，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主办的“2019 韩国与中

国投资机构恳谈会及优秀项目在线路演”将于 2019 年 9月 27日在北京国贸大酒店举办。 

届时，将组织音乐软件，新能源汽车&施工配件，ICT，运输设备等 6家相关优秀韩国新兴

中小企业进行投资招商以及在线路演。望对相关领域感兴趣的中国企业及机构积极参与！ 

我们诚挚邀请您出席本次活动，望在百忙之中给予回复，谢谢! 

KOTRA 机构简介： 

自 1962年成立以来，作为韩国政府下属唯一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促进机构，KOTRA一直致力

于韩国与世界各国及地区的经济贸易交流与合作。KOTRA目前在全球 85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125

个代表处，在中国国内共设有 17 个代表处。同时，为更好地吸引外资，支持外资企业在韩发

展，KOTRA设立了专门的招商引资机构---韩国投资促进局（Invest KOREA），为投资韩国的外

资企业提供各种专业的优质服务。 

名  称：2019韩国优秀项目在线路演   

时  间：2019年 9 月 27日 (周五) 11:00-17:30（暂定） 

地  点：北京四季酒店，5层 紫禁厅（暂定） 

主  办：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 

内  容： 

11:00-12:00   IK 及 KOTRA介绍（本社 IK负责人）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韩国投资企业介绍（3~4 个）（暂定） 

15:00-17:00   一对一商谈（面谈/视频） 

联系方式： 

联系人：谌先生 

电话：010-88086775 

邮箱：jjchen@bpea.net.cn  

mailto:jjchen@bpea.net.c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4438&idx=1&sn=219f6ddf759ec7dcaa611e0af717ed4b&chksm=bcc097f18bb71ee768608227ec68557d8429b57afe92bb312150fc912a5ce1a51822310f8883&token=2066899445&lang=zh_CN#rd
mailto:jjchen@bpea.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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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方式：请于 2019 年 9 月 24 日（周二）17：00 先，发送“姓名-机构-职务-电话-邮

箱”至上述联系人邮箱，报名从速。＞全文（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4486&idx=2&sn=0d05ade46e8bcff82ed8af80678d0739&chksm=bcc090218bb719371955f26eabedde9fffaba1869831531ff7dfb87d568adcc6af9e324b8bd7&token=979585647&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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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会满：努力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席 

9月 11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努力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

的资本市场》署名文章。围绕努力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易会满提出六

方面工作思路，包括全面把握新时代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扎实稳妥推进科创板建设并试点注

册制、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牢牢坚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标、坚决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持续强化监管执法和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   

全面把握新时代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   

易会满表示，新时代赋予了资本市场新的定位和使命。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资

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

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联通千行百业，牵系千

家万户，是一个兼具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特征的综合体，资本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对于

金融风险防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坚持稳

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加快资本市场改革，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易会满指出，近 30 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目前，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商品期货市场规模均居世界前列，但总

体上发展还不成熟，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机制性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我们必须坚持

问题导向，保持定力、坚定信心，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总要求，充分借鉴国际最佳实践，敬畏

市场、敬畏法治、敬畏专业、敬畏风险，注重发挥各方合力，努力探索出一条既遵循成熟市场

惯例、又符合我国发展阶段特征的资本市场发展之路。   

扎实稳妥推进科创板建设并试点注册制   

易会满表示，证监会会同上海市、相关部委和市场各方，精心组织、扎实工作，经过 250

多天的努力，首批 25家企业已于 7月 22日上市交易，目前总体比较平稳，初步实现了改革预

期。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既是畅通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循环，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

产力转化的机制创新，也是资本市场落实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开板交易只是一

个新的起点，科创板的建设和成长还任重道远。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坚守科创定位，落实好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着力提升科创板上市公司质量，

发挥好科创板改革试验田作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以此带动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 PE与 VC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12 

抓住这次科创板改革的有利契机，增加资本市场司法供给，推动有关方面加快修法修规进度，

修改《证券法》《刑法》，建立集体诉讼制度，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完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制

度，显著提升违法违规成本。   

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易会满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明确提出要深化金融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此，证监会组织专门力量，围绕市场反映比较集中的关键性方向性问题进

行研究论证，加强资本市场顶层设计，成熟一项推出一项。实施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行动计划，

从把好入口、畅通多渠道出口，加强持续监管等方面精准发力，力争通过几年的努力，使上市

公司质量有较大提升。按照市场导向、立足国情、统筹谋划、审慎推进的原则，围绕提高市场

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目标，稳步、分步推进交易制度改革。打通各种基金、保险、企业年金等各

类机构投资者入市瓶颈，积极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大力发展权益类基金。强化中介机构的责

任和能力，努力建设国际一流的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对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未能履

行“看门人”职责，反而充当“放风者”，甚至是“帮凶”的，坚持打准、打狠、打到位，切

实增强监管震慑。   

开放也是改革。易会满表示，将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快推进资本市场高

水平对外开放，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水平和服务能力。坚

持放得开、看得清、管得住，切实增强开放条件下的风险防控和监管能力。   

牢牢坚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标   

易会满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

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必须时刻牢记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不断深化对

金融本质、规律和初心的再认识，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围绕提升资本市场服务

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重点做好以下工作。在股权融资方面，保持新股发行常态化，进一步

优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减持、分拆上市等制度，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在债券融资方面，积极

推进交易所市场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品种创新，推动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准入和信息披露标准

的统一，促进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在私募股权投资方面，完善差异化监管制度和政策支持体系，

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基金和并购投资基金，促进创新资本形成。在期货和衍生品市场方面，加大

期货、期权产品供给和制度供给，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风险管理和套期保值工具。积极支持民

营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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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易会满指出，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

加重要的位置，完善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的资本市场风险防控机制，下好先手棋，

打好主动仗。坚持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工作方针，在国务院金融委的

统一协调指挥下，对股票质押、债券违约、私募基金及场外配资等重点领域的风险，坚决管住

增量，有效化解存量。积极应对国际国内复杂环境变化，通过深化改革主动引导市场预期，努

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持续强化监管执法和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   

易会满表示，监管是证监会的主责主业，必须牢记监管姓监，进一步把握监管定位，按市

场规律办事，相信市场、依靠市场，着力提升市场透明度和效率，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让市场有明确预期。坚持依法监管、依法治市。加大稽查执法力度，严厉打击欺诈发行、内幕

交易、操纵市场、虚假信披等违法违规行为，严肃市场纪律、净化市场生态。进一步推进简政

放权，加快职能转变，加强科技监管，完善统一高效协同的监管体系。   

易会满强调，保护好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必须坚持法律保护、监管保护、

自律保护、市场保护、自我保护的大投保理念，进一步完善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制度体系，加强

投资者教育与服务，积极倡导理性健康的投资文化。   

易会满指出，履行好监管职责、把资本市场建设好，这是证监会广大党员干部最大的政治

担当。证监会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全面提升证监会系统党的建设质量，强化专业素

质、专业能力、专业作风、专业精神，为新时代资本市场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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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科数据：8 月 VC/PE 市场活跃度仍在低位运行，北京地区市场热度

回升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8月 VC/PE 市场共发生 330起投资案例，同比下降 64.4%、

环比下降 18.9%；总投资金额为 357.28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58.1%，环比上升 8.8%。本月股

权投资市场活跃度仍在低位运行。本月发生 9起 10亿元以上的大额投资事件，环比上升 200%。

从投资策略来看，互联网行业持续热门，在本月依旧备受 VC/PE 机构关注，共发生投资金额

89.67 亿元人民币，占总投资金额的 25.1%。从投资地域来看，最受资本青睐的是北京地区，涉

及金额为 138.85亿元人民币，稳居各地区融资总金额第一位。从退出方面看，8月共发生退出

事件 81笔，其中 IPO退出数量为 54笔，并购退出 27笔。本月科创板审核节奏已步入新阶段，

即申报放缓、问询节奏回归正常的新常态，科创企业挂牌减少，促使本月 IPO退出数量大幅减

少。 

    在政策导向方面，8 月 9 日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公告称，为积极稳妥推进私

募基金领域的对外开放，基金业协会推出四项具体配套政策：一是明确外资私募实际控制人可

以是受境外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境外机构；二是明确外资私募基金投资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

标准；三是为外资私募的外籍高管和投资经理开设英文从业资格考试；四是放开外资私募产品

参与“港股通”交易的限制。基金业协会表示，四项举措为外资私募管理人进入中国市场创造

了公平竞争的商事环境，也向国际市场传递了中国基金行业对外开放的坚定信号。通过这些政

策，桥水、元盛等更多优秀海外基金公司和海外专业人才进入中国，为广大中国投资者提供更

加丰富、更高质量的专业产品与服务，推动中国基金行业实现充分发展和普惠使命。基金业协

会还表示，欢迎外资私募管理人在合规经营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在华展业范围，申请开展公

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9 日，在协会登记的外资私募有 21 家，备案产品

46 只，资管规模达到 54 亿人民币。  

机构投资案例数持续下滑，但大额投资事件翻两倍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见图 1】，8 月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共发生投资案例 330起，

同比下降 64.4%，其中披露金额的案例 220起，共涉及投资金额 357.28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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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见图 2】，本月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投资规模小于 1,000 万

元人民币的小额投资事件共发生 36起，占比 16.4%，共涉及金额 1.50亿元人民币，占比 0.4%；

投资金额在 1,000万到 5,000 万元人民币之间的投资事件共发生 91起，占比 41.4%，共涉及金

额 12.97亿元人民币，占比 3.6%；投资金额在 5,000 万到 1亿元人民币之间的投资事件共计发

生 25起，占比 11.4%，共涉及金额 15.23亿元人民币，占比 4.3%；金额在 1亿到 10亿元人民

币之间的投资事件共发生 59 起，占比 26.8%，共涉及金额 168.14 亿元人民币，占比 47.1%；

投资金额在 1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大额投资共计发生 9起，占比 4.1%，共涉及金额 159.45亿元

人民币，占比 44.6%。本月 10亿元以上的大额投资事件较上月翻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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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轮本月融资金额、案例数均位居榜首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见表 1】，8 月中国股权投资市场的投资轮次从数量分布

上来看，排名前三的是 A 轮、B轮和天使轮，案例数分别为 119起、56 起、55起，案例数占比

合计 69.7%。在投资金额方面，本月位居榜首的是 A 轮，涉及投资金额 82.29 亿元人民币；此

外， B轮涉及投资金额 81.04亿元人民币，居第二位；位居第三位的是 C轮次，涉及投资金额

52.60 亿元人民币。 

 

互联网行业再获资本关注，本月融资达 89 亿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见表 2】，8月 VC/PE市场投资共涉及 21个一级行业。从

案例数量上来看，IT、互联网及生物技术/医疗健康仍然位居前三位。其中，排名第一位的 IT

行业共发生投资事件 86 起；第二位的是互联网行业，发生投资事件 70 起；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行业发生投资事件 39 起，位居第三。在投资金额方面，互联网行业再次吸引了机构的目光，

获得 89.67亿元人民币的融资，稳居首位；此外，IT行业在本月获得了 68.73亿元人民币的融

资金额，占比 19.2%，位居第二位；汽车行业排名第三，涉及投资金额 41.03 亿元人民币，占

比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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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融资案例数排名第一，融资金额达 138 亿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见表 3】，从投资地域上看，8 月发生的 330 起投资事件

涉及 28 个省市。从案例数量上看，排名前三的地区总案例数量为 179 起，占比 54.2%。其中，

北京地区排名第一，共发生 89起投资事件，占投资案例总数的 27.0%；排名第二的深圳地区共

发生 46 起投资事件，占比 13.9%；上海地区排名第三，发生投资事件 44 起，占比 13.3%。在

投资金额方面，本月北京地区以 138.85 亿元人民币的融资金额跃居本月第一位，占比 38.9%；

紧跟其后的是重庆地区，融资金额为 34.61亿元人民币，占比 9.7%，位居第二位；本月浙江省

涉及投资金额为 33.85亿元人民币，占比 9.5%，居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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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典型案例 

知乎完成 4.34 亿美元 F 轮融资，快手领投，百度腾讯等跟投 

2019 年 8月 12日，知乎宣布完成 F 轮融资，总额 4.34亿美元。本轮融资由快手领投、百度

跟投，腾讯和今日资本原有投资方继续跟投。快手和百度，首次成为知乎的战略投资方。本轮

融资由华兴资本独家担任财务顾问。本轮融资完成后知乎将提速技术和产品创新，持续加强社

区生态建设。与此同时，百度还将与知乎展开深度战略合作，知乎全站上亿高质量问答将以智

能小程序的形式接入百度 App，并在百度搜索、信息流等产品矩阵中，通过 AI 技术个性化分

发给兴趣不同的用户。双方的合作，将为亿万用户带来全新的知识内容消费体验。知乎是一个

网络问答社区，用户可以在上面提问、寻找答案、分享知识。华兴资本投资银行事业群负责人、

董事总经理王力行表示，投资知乎的价值主要聚焦在四方面：第一，时代大势上，背靠知识升

级的人口机遇，知乎站在新一代内容消费与高价值信息需求爆发的起点；第二，社区稀缺性上，

知乎具备社区氛围，高黏性用户与优质内容形成网络效应，规模化地原创优质内容积累造就规

模化知识生产与分享平台；第三，增长空间方面，围绕用户细分场景打造多产品矩阵已初具成

效，辅以视频等工具机制进一步降低用户创作的门槛，提供新的增长势能；第四，变现可期，

目前平台广告和会员付费已高速增长，知乎可以持续反哺创作者获得影响力和收益。  

特斯联完成光大控股领投 20 亿元 C1 轮融资，京东等跟投 

2019 年 8 月 12 日，智慧场景服务商特斯联宣布完成 20 亿元人民币 C1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光

大控股领投，京东、科大讯飞、万达投资等跟投。本轮融资后，特斯联将继续升级产品、加速

产品的市场落地。此前，特斯联曾于 2017 年 7 月获得由光大旗下基金和 IDG 资本领投，中信

系及其他投资机构共同完成的超 5 亿元 A 轮融资，以及光大控股、IDG 资本领投，商汤科技跟

投的 B1 轮 12 亿元人民币融资。特斯联是光大控股孵化的高科技创新企业，以人工智能+物联

网应用技术为核心，建设城市级智能物联网平台，为政府、企业提供城市管理、建筑能源管理、

公共安全管理等多场景整体解决方案。其主要产品包括 Gaia 行业智能云夯实数据中台、边缘

计算产品 Poseidon 系列以及超级智能终端 Titan 系列。光大控股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赵威

表示，“特斯联作为光大控股孵化和投资的高科技企业，目前也是光大集团‘三大一新’战略

中新科技板块的代表企业，光大控股未来会将特斯联作为旗下新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平台，坚

定、长期并全方位支持企业的高速发展。”  

友宝在线完成 16 亿元人民币融资，由蚂蚁金服领投  

2019 年 8 月 22 日，友宝在线宣布完成 16 亿元人民币融资，由蚂蚁金服领投，由春华资本跟

投，其中蚂蚁金服以增资形式向友宝投资 12 亿元人民币。获得蚂蚁金服的战略投资后，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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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更充足的资金流外，更重要是能够更紧密的与阿里系新零售生态合作。结合多年在智能零

售行业深耕细作中沉淀的线上大数据与线下市场开拓和运营经验，友宝于 2019 年将企业定位

升级为智能零售终端的专业平台服务商，致力于为客户打造集智能设备采购、专业代运营、供

应链配送为一体的深度合作平台，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实现业务规模的快速增长。北京友宝在

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率先将“互联网思维”运用在智能零售终端上，提供场

景化、客户化的解决方案，推动智能零售行业可持续性发展，打造智能零售新生态。作为“智

能零售第一股”，目前友宝在线运营的智能零售终端超过 10 万台，运营网络已覆盖 300 多个

城市。友宝在线主营业务是以智能自动售货机为销售形式，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渠道销售饮料、

食品等日用快消品，并辅之以售货机销售、租赁及售货机广告、陈列等相关增值服务。公司主

要产品有自动售货机、便利柜、售货机与便利柜组合。 

科创企业挂牌减少，本月 IPO 退出数量仅 54 笔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见表 4】，8 月共发生退出事件 81 笔，同比下降 52.4%，

环比下降 80.5%，共涉及企业 18 家。其中 IPO 退出涉及 8 家企业，并购退出涉及 10 家。由于

科创板审核节奏已步入新阶段，即申报放缓、问询节奏回归正常的新常态，科创企业挂牌减少，

本月 IPO退出数量大幅减少。 

 

本月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退出事件为尚颀资本退出晶晨半导体和深创投退出微芯生物。 

8月 8日，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晶晨半导体”）在科创板成功挂牌。

通过本次挂牌上市，上汽集团成为唯一受益的整车企业。2018 年 10 月前，上汽集团旗下两家

公司投资了晶晨半导体，一家是华域汽车，一家是上汽投资旗下私募股权投资平台尚颀资本所

管理的基金。2003年就成立的晶晨半导体是国内资历深厚的芯片厂商，主要以多媒体智能终端

SoC 芯片的研发、设计与销售为核心业务，累计获得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 39项、已授权国

内专利 14项、海外专利 33项。随着芯片的国产化，在大背景的利好下，晶晨半导体的业务已

经走出国门覆盖全球 80 多个国家，国际先进的科技品牌如 Google、Amazon、中国移动、中国

联通、中国电信、中兴通讯、阿里巴巴、百度、小米、海尔、TCL、创维等企业也都是晶晨半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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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客户群体。2018 年，尚颀资本所管理的基金上海尚颀增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1.35

亿元投资晶晨半导体。尚颀资本成为股东，有助于晶晨半导体在汽车领域的发展。晶晨半导体

积极布局车载娱乐信息系统芯片、辅助驾驶芯片等汽车电子市场，而拥有雄厚的汽车产业背景

的尚颀资本，将有助于推动双方在汽车领域有更深层次的合作。随着科创板的诞生，尚颀资本

的投资项目将陆续进入收获期。除晶晨半导体外，尚颀资本旗下基金投资的深圳道通已申报科

创板，长远锂科等企业计划近期申报科创板。本次晶晨半导体成功挂牌上市，尚颀资本获得 2.92

的回报倍数。 

8月 12日，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简称“深创投”）投资企业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微芯生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首发挂牌，成为科创板上市的第一家创新

药企业、深创投第 5 家登陆科创板的投资企业、深创投 2019 年上市的第 9 家投资企业。本次

公开发行，微芯生物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0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 20.43 元。微芯生物 2001

年成立，是一家旨在为患者提供可承受的、临床亟需的原创新分子实体药物，具备完整的从药

物作用靶点发现与确证、先导分子的发现与评价到新药临床开发、产业化、学术推广及销售能

力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专注于对人类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的恶性肿瘤、糖尿病等代

谢性疾病及自身免疫性疾病，致力于为患者提供可承受的、临床亟需的创新机制药物，主要产

品均为自主研究发现与开发的新分子实体且作用机制新颖的原创新药。2017年，深创投及旗下

人才创新创业一号基金、红土孔雀基金共同投资微芯生物 2.37 亿元。投资后，深创投积极为

微芯生物对接各方资源，协助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助推其发展壮大并走向资本市场。

本次上市退出后，深创投获得账面回报为 1.37 倍。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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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9月 07日-9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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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9.7 Staple Commodity Pte CCTC 互联网 中国 100.00万美元 

2019.9.7 
AlphaCoin Fund 

众甫资本 
一本区块链 互联网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9.7 

不公开的投资者 

天使投资人彭迦信 

溪山天使会 

溪山伙伴 

群星科技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9.7 

不公开的投资者 

上海朗闻 

国科嘉和 

Sherpa Capital 

君联资本 

涌流资本 

招商局资本 

通和毓承 

泰康人寿 

国科恒泰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1.00亿人民币 

2019.9.8 中信房地产 楼里楼外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9.8 同创锦绣 品划算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9.8 
绿瘦集团 

顺达集团 
呼呼省钱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9.9 云能投资 云维股份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15.00亿人民币 

2019.9.9 同创伟业 爱创 IT 中国 6000.00万人民币 

2019.9.9 

不公开的投资者 

华兴新经济基金 

金浦产业投资 

达晨创投 

济南产业发展基金管理 

复星资本 

中商惠民 互联网 中国 16.00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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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9 

不公开的投资者 

建银国际 

雅诗阁 

华住酒店 

云锋基金 

博裕资本 

城家公寓 房地产 中国 3.00亿美元 

2019.9.9 新途资本 草莓星球 互联网 中国 NA 

2019.9.9 安龙基金 心凯诺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NA 

2019.9.10 百度 东软控股 金融 中国 14.43亿人民币 

2019.9.10 天使湾投资 
东方音乐梦

工厂 
互联网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9.10 

北极光 

上海赋田 

北京九思博源投资 

新核云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9.10 

长江国弘 

盛宇投资 

海达投资 

心玮医疗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9.10 蚂蚁金服 约健 娱乐传媒 中国 NA 

2019.9.10 优客工场 众辉致跑 娱乐传媒 中国 NA 

2019.9.10 
墨白资本 

国鹏资本 

SandStar

视达 
IT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9.10 
创世伙伴 

襄禾资本 
叮咚课堂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9.10 数字天空技术 GQG 项目 金融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9.10 
时代伯乐 

洲明科技 
联域光电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9.10 

浙商创投 

不公开的投资者 

北京中海金岳投资 

国投创合 

中科极光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1.35亿人民币 

2019.9.10 

百得基金会 

常山资本 

创青资本 

BJS 金融 新加坡 20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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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火区块链 

Blockchain Capital 

极豆资本 

Bitblock 

汉晨资本 

维恩信托基金 

智投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2019.9.10 快风投资 伏見桃山 连锁及零售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9.10 

上海普罗股权投资 

台州金投 

兴业国信 

财通基金 

华海药业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9.85亿人民币 

2019.9.11 三泰控股 龙蟒大地 农/林/牧/渔 中国 35.58亿人民币 

2019.9.11 

火山石资本 

国科嘉和 

不公开的投资者 

微远基因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9.11 
华创资本 

标普全球 
百观科技 IT 中国 100.00万美元 

2019.9.11 

经纬中国 

顺为资本 

磐霖资本 

易买工品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9.11 

林芝利创 

58 同城 

不公开的投资者 

转转 互联网 中国 3.00亿美元 

2019.9.11 启赋资本 悠潭科技 IT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9.11 

国仟创投 

华泰紫金 

ETP 

缔码生物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9.11 

不公开的投资者 

鼎晖投资 

上海鼎迎 

钟鼎创投 

锐锢商城 互联网 中国 3.00亿人民币 

2019.9.11 交旅开发 宜昌交运 其他 中国 4200.00万人民币 

2019.9.11 

云创业 

中银基金 

易方达基金 

共青城胜恒投资 

弘信电子 电子及光电设备 中国 7.22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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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2019.9.12 

腾讯投资 

红杉中国 

宽带资本 

元璟资本 

经纬中国 

IDG 资本 

翊翎资本 

智布互联 IT 中国 1.00亿美元 

2019.9.12 

币安 

策源创投 

Matrixport 

不公开的投资者 

火星财经 互联网 中国 NA 

http://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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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亚洲 TOP5 并购事件 

（9月 09日-9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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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09 日 
Aviation Capital Group LLC 

(75.5% 股权变动规模) 
美国 

Tokyo Century 

Corporation 
日本 

金融服务

业 
9896 

9 月 11 日 
Strategic Hotels & Resorts 

Inc 
美国 

Mirae Asset 

Global 

Investments Co 

Ltd 

韩国 房地产业 5800 

9 月 12 日 
ZOZO Inc (50.1% 股权变

动规模) 
日本 

Yahoo Japan 

Corporation 
日本 

互联网/电

子商务业 
3755 

9 月 10 日 

杭州富阳申能固废环保再

生有限公司 (40% 股权变

动规模); 浙江申联环保集

团有限公司 

中国 
浙富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 

工业产品

和服务业 
2035 

9 月 12 日 

湖北省汉蔡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 (38.5% 股权变动规

模); 湖北越秀漢鄂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湖北阿深南高

速公路發展有限公司 (90%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越秀交通基建有

限公司 
中国香港 运输业 270 

http://www.mergermarket.com/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