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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R 一降一稳体现我国货币政策持续保持战略定力 

⚫ 8 月人民币国际支付占比创三年半新高，排名重回第五 

⚫ 2020 年底完成万亿国资划转社保，适时收缴分红弥补养老金缺口 

⚫ 上海推出促外商投资 26 条，支持外资企业依法依规上市 

⚫ 科创板开市将满两月，有私募产品最高收益率近 30% 

⚫ 重庆产业引导基金晒成绩单 

⚫ 鼎晖投资投资企业「图森未来」完成 2.15 亿美元 D 轮融资 

⚫ 深创投投资企业「微纳星空」完成 A+轮数千万元融资 

 

【宏观】LPR 一降一稳体现我国货币政策持续保持战略定力 

9 月 20 日，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公布。1 年期 LPR 和 5 年期以上 LPR 报价一

降一稳，前者为 4.2%，较之前值下降 5 个基点；后者为 4.85%，较前值没有变化。可以看到，

LPR 报价既有变的方面，也有不变的方面，既预示了降的趋势，也显示了稳的意图。 

LPR 报价变与不变的两重性还表现在其报价结构中。在 LPR 形成机制改革之后，其报价是

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主要指 MLF 利率），另一部分是报价行的加点。

9 月 17 日，央行开展了 2000 亿元 1 年期 MLF 操作，利率维持在 3.3%不变。9 月 20 日 1 年期

LPR 报价下降 5个基点，是由报价行减少加点形成的。＞全文（21 世纪经济报道） 

   8月人民币国际支付占比创三年半新高，排名重回第五 

路透社 9 月 20 日报道称，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最新报告显示，8 月人民

币国际支付排名回升一位，重回第五大最活跃货币：上月下降一位至第六位，而在这之前则保

持了八个月第五位；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从 7月的 1.81%上升至 2.22%，创 2016年

1 月以来最高水平。 

SWIFT提供的新闻稿还称，总体而言，人民币支付价值相比 7月上升 15.27%，而同期其他

所有支付货币的支付价值则下降了 5.92%；若排除欧元区内的国际支付排名，人民币 8 月亦上

升一位至第七位，份额为 1.42%，上月为 1.12%，此前一直保持在第八位。＞全文（观察者网）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916
https://money.163.com/keywords/8/2/8d275e01/1.html
https://money.163.com/keywords/6/2/6b275143533a/1.html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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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2020 年底完成万亿国资划转社保，适时收缴分红弥补养老金缺口 

在社保降费的背景下，围绕养老金长期可持续的改革举措在加快推出。 

9月 20日，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资委、税务总局、证监会联合印发的《关于

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的通知》对外公开，通知附件中还包含了《关于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有关事项的操作办法》。 

国资划转社保的工作全面推开，且明确要在 2020 年基本完成。按照国务院要求，中央和

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划转比例统一为企业国有股权的 10%，这意味着

数万亿国资将实施划转。＞全文（21 世纪经济报道） 

【国内】上海推出促外商投资 26条，支持外资企业依法依规上市 

9月 18日，上海市政府发布《关于本市进一步促进外商投资的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

见》），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上海形成全方位高水平开放新格局。 

上海浦东新区张江平台经济研究院院长陈炜对上证报记者表示，《若干意见》反映了上海

新时期利用外资的高层次高水平，体现在“三个全面”：一是全面扩大开放，亮点是全面放宽

现代服务业、战略新兴产业、生产性服务业、金融业和总部经济的市场准入。二是全面吸引外

商投资，强调政府服务，亮点是构建招商、安商、稳商、留商的协调网络和促进服务体系，建

立线上线下外商投资促进服务平台。三是全面保护合法权益，亮点是落实国民待遇，公平待遇，

同等政策，依法保护知识产权、资本收益、技术合作。＞全文（上海证券报） 

【国内】科创板开市将满两月，有私募产品最高收益率近 30% 

科创板即将平稳运行满两个月，私募参与交投情况也有了阶段性成果。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最新数据发现，共有 49 只参与科创板投资的私募产品最新收益率

均为正，最高收益率近 30%；具体来看，有 7只产品收益率在 20%以上，21只产品收益率在 10%

至 20%，另有 21只产品收益率不足 10%。＞全文（证券日报） 

【国内】重庆产业引导基金晒成绩单 

华龙网 19日消息，从重庆产业引导基金召开 2019年基金管理人大会上获悉，重庆产业引

导基金成立 5 年以来，投资规模近 300 亿社会资本，专项基金累计投资项目 213 个，其中 93

个重庆项目。 

数据显示，目前，产业引导基金实收资本 102 亿元，共发起设立 27 支专项基金，参与出

资 3 支政府主导的投资基金和 1 支纾困基金。其中 27 支专项基金规模 305 亿元，产业引导基

https://money.163.com/keywords/7/3/793e4fdd/1.html
https://money.163.com/keywords/7/3/793e4fdd57fa91d1/1.html
https://money.163.com/keywords/8/a/80a16743/1.html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912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913
http://paper.cnstock.com/html/2019-09/19/content_1228643.htm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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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认缴 66.6亿元。＞全文（华龙网） 

【会员动态】鼎晖投资投资企业「图森未来」完成 2.15 亿美元 D轮融资 

图森未来近日宣布，获得 1.2 亿美元的 D2 轮投资，并完成总额为 2.15 亿美元的 D 轮融

资。D2轮的投资方除了此前已宣布的 UPS外，还包括新的投资方鼎晖资本，以及一级供应商万

都（Mando Corporation）。 

作为全球第一家无人驾驶卡车独角兽企业，图森未来的总融资额已经达到 2.98 亿美元。

新一轮资本将用于拓展图森未来的无人驾驶运输服务，并进一步加深图森未来与车厂和一级供

应商间的全方位合作。＞全文（新芽 Newseed） 

【会员动态】深创投投资企业「微纳星空」完成 A+轮数千万元融资 

9月 19日，微纳星空宣布完成数千万元 A+轮融资，由涌铧资本、深创投、科鑫资本、创

想天使、中科创星等联合投资。天眼查数据显示，微纳星空运营主体公司为北京微纳星空科

技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8 月，注册资本为 294.644 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宇航

系统高级工程师吴树范。天眼查数据显示，微纳星空此前已经完成 3 轮融资，总计过亿元。

除微纳星空外，目前国内还有像九天微星、长光卫星等民营卫星公司。＞全文（新芽 Newseed） 

 

⚫ BPEA 月度培训 90 期成功举办 

⚫ 卢森堡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协会主席 Claus Mansfeldt 一行拜访协会 

⚫ 2019 年第六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暨全球生物医药创新论坛成功举办 

⚫ 2019 韩国与中国投资机构恳谈会及项目在线路演 

 

【协会新闻】BPEA 月度培训 90 期成功举办 

2019 年 9 月 19 日，由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主办的第九十期月度培训“私募基金投资、

退出及合规热点问题解读”，在协会会议室成功举办。 

本期月度培训邀请的讲师是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金融资本部私募基金组资深律师万敏秀

律师，万律师从私募基金退出视角看私募基金投融资和基金股东在上市、重组项目中的关注问

题、私募基金管理人自查的监管特点及应对策略三个方面进行讲解。 

万律师介绍了投资人特殊权利对企业 A 股 IPO、重组的影响和从 A 股 IPO、重组视角看私

募投融资中需关注的法律问题；讲解了基金股东在上市、重组项目中的常见误区，在 A 股 IPO

http://www.bpea.net.cn/index.php?m=newscon&id=446&aid=20915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4538&idx=4&sn=457f0731af51ef76253f8c8c2b4eafaf&chksm=bcc0905d8bb7194bc042f5a459532ce43eeec66fd8196cb7759d81a24f2662ee1e3287bb1863&token=728857927&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4538&idx=3&sn=c7033cda71dc4e8ce5ebcd75f4b54ba4&chksm=bcc0905d8bb7194b7f5d34d10cfee03db278a95b339252eed3a95e45acd8391555c815511694&token=728857927&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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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重组项目中私募基金股东的应对策略和对私募基金的审核要点，以及监管机构对“三类

股东”、“结构化安排”的态度；并分析了中基协自查形势和趋势分析、私募基金管理人自查

的应对策略。  

本期月度培训圆满结束，股权投资机构在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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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协会主席 Claus Mansfeldt 一行拜访协会 

9月 16日下午，卢森堡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协会（Luxembourg Private Equity &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主席 Claus Mansfeldt 先生一行到访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协会轮

值主席徐林、秘书长郭薇等进行了接待。 

双方就各自协会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简要的介绍，随后就在卢森堡设立基金、境内资本投资

欧洲趋势等话题展开了讨论。双方一致认为，双方协会在各自的领域中扮演着相似的角色，作

为行业与政府沟通的桥梁，未来进一步加强合作可期。 

 

【协会新闻】2019 年第六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暨全球生物医药创新论坛成功举办 

9 月 18-20 日，由四川省委组织部、四川省委统战部、省委外办、成都市人民政府、北京

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和北京世诺医学交流中心联合主办的 2019 年第六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

会在成都世纪城会议中心正式召开。峰会邀请了 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多位中外院士、携手国

内外权威专家以及领军企业高管、投融资专家以及创新型企业负责人、研发机构负责人等参加

会议，与会规模 1000+。此次峰会分为“未来科技论坛”及全球生物医药创新论坛“，全球生

物医药创新论坛是历届峰会下的主题论坛，着眼于全球生物医药前沿趋势，聚焦新观点、新技

术、新方法，展开广泛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与会嘉宾 199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厄温·内尔(Erwin Neher），2013年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苏德霍夫（Thomas C. Südhof ），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子生

物学家刘新垣，复旦大学药学院院长王明伟，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副会长张自然，成都海创

药业董事长陈元伟，四川汇宇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兆，方恩医药副总裁傅维明（Emil Fu），

恒瑞医药研究院院长卢韵，美国 Altel G公司 CEO 查尔斯·伦斯伯格(Charles Remsberg)，瑞

士 Vaximm公司 COO海因茨·卢贝努(Heinz Lubenau)， 瑞典 Immunicum AB 公司高级商务总监

艾沙杰明·泽尔迈可(Sijme Zeilemaker）， 美国 MSQ ventures迈平方公司副总裁赵耘（M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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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医学免疫技术研究所总经理、倍数资本创始合伙人俞逢佳，成都

医学城{科技园}管委会副主任、投资促进局局长张荔，成都苑东生物制药研发总经理陈洪，诺

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组委会执行主任生学明，四川省医药行业协会秘书长余建军等出席了此

次盛会。 

生学明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中国的生物医药企业是朝阳企业，正在快速的发展与崛起，而

创新是发展的灵魂，他在讲话中衷心希望各位来宾共同搭建生物医药国际化的平台，为中国的

健康事业携手努力。 

刘新垣在主题报告：《癌症的靶向基因 - 病毒治疗，用两个基因可全歼肿瘤》中提及，该

报告题目被称之为“革命性的学说”的原因，系癌症的靶向基因将目前全世界已有的癌症的基

因治疗及癌症的溶肿瘤病毒治疗的两大策略相结合，由于溶瘤病毒能大量复制，插入其中的基

因也能大量复制，大大增强了免疫功能，提高了抗癌效果，本学说是攻克癌症的路上又一突破。 

在随后举行的主题为“中国在医药创新领域的挑战与机遇”高端对话环节里，复旦大学药

学院王明伟院长就中国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对新药创制带来什么样的红利、中美贸易战对

我国参加国际交流与竞争的潜在影响、以企业为主导的技术创新体系如何更好地利用基础研究

成果等议题上与诺奖得主厄温·内尔(Erwin Neher）及其他的中外对话嘉宾展开了探讨，在另

一高端对话主题“中国自主创新药的国际化进程及如何与世界接轨”里，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

会张自然副会长提出了中国新药研发的高端重复、中国自主创新药如何缩小与国际的差距、中

国自主创新药的估值与投资、中国新药研发的临床试验与国际的差别等问题，与诺奖得主托马

斯•苏德霍夫（Thomas C. Südhof ）及其他的中外对话嘉宾展开了探讨。诺奖得主、学术界专

家和国内外医药企业负责人，结合实际案例和国内外成功经验，共话中国医药领域的创新难题

以及共商攻关克难之计。 

此次论坛聚焦政策红利、自主创新药研发、上市估值、临床试验、基础研究、国际投资与

合作等领域，展开广泛、深入讨论与研究，共同探讨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与未来。 

 

【活动预告】2019 韩国与中国投资机构恳谈会及项目在线路演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受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支持将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在

北京 JW万豪酒店举办“2019韩国与中国投资机构恳谈会及优秀项目在线路演”！ 

届时，将组织音乐软件，新能源汽车&施工配件，ICT，运输设备等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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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PE与 VC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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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概况 

名   称：2019韩国优秀项目在线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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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点：北京 JW 万豪酒店 B1层工作室 4 

主   办：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支持单位：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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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供中韩翻译，路演顺序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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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jjchen@bpea.net.c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YyMTk5Mg==&mid=2651624528&idx=2&sn=8e39a2e4c6403ac992793c5c7583c590&chksm=bcc090578bb7194148184a98a462334e698b57fc21504fef649d5a1b072eef52114aac775aba&token=169189458&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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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今后 10 年，中国经济将发生 5 个历史性变化（节选）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重庆市市长 

近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发表了主题为《新时代，中

国开放新格局、新特征和中美贸易摩擦》的演讲。 

 他详细阐释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在十八大以后出现的新格局、新特征、新发展趋势，深度剖析

了中美贸易摩擦出现的国际大背景，以及我们应持有的态度和 5大措施等内容，这对企业家理

解国内外宏观经济大环境、产业布局有较大的启发性。  

以下为演讲精编： 

一、中国开放格局出现 5个新特征 

改革开放四十年了，最初阶段的开放体现了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以出口导向，利用中国经济在出口阶段的比较优势，劳动力便宜、人口很多，

各种土地、资源、能源要素都比较便宜，具有出口导向的竞争优势； 

第二个是引进外资，中国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本，引进外资是当时重要的一方面，这些外资

不仅带来了资本，也带来了市场、技术和管理； 

第三点，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初是沿海地区先行开放； 

第四点，工商企业制造业先行引进外资； 

第五点，开放是以适应国际规则为前提，倒逼我们的营商环境，倒逼改革。 

改革开放适应了中国的生产力发展，适应了中国的经济，使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 GDP经济

体、世界第一大进出口贸易体。 

进入新时代，十八大以后，2013 年开始在一带一路开放战略的引领下，整个中国的开放格

局出现了五个新的特征： 

第一，  在国际贸易方面，从过去的以鼓励出口、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方针转化为既鼓励出

口，更努力地促进进口、降低关税，使得国家的进出口逐渐平衡。 

这五年里出口的增长率保持在 5%-7%，进口增长率每年都在 15%左右或者更高一点。事实

上这五年中国进出口的顺差是不断的缩小，形成了进出平衡的状态，这是一个战略格局的变化。  

第二，在投资发展上，不仅以引进外资为主，而且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既引进外资，也

更多地鼓励海外投资。这五年（2013-2018 年）海外投资 7000 多亿，比过去 33 年的海外投资

数量还要大。 



                                     中国 PE与 VC专刊：及时、客观、深入 

9 

所以说，我们既鼓励、欢迎外资到中国继续发展，同时也鼓励中国的企业到海外实实在在

的搞一些工商企业的投资，形成双向平衡。 

第三，  在开放的时序上，过去几十年是沿海开放为主或者沿海开放先行，中西部开放跟

进，从 2013 年以后我们可以这样说，东西南北中同步开放。也就是说国家出台任何一个先行

的实验性的鼓励政策，现在不是沿海先搞三五年再内陆慢慢跟进，都是同步推出的。 

以前我们说的蓝色文明、海洋文明，一江春水向东流，现在既向东流，也向西，按照丝绸

之路的方向，西部变成前沿，从这个意义上东西南北中四面一起开放。 

第四，在开放的领域上，现在的开放是工业、服务业、农业，包括金融教育卫生文化各种

服务、贸易，是全方位按照国际营商规则开放的，这使开放的领域更宽，纵深更深了，宽度更

大了。 

WTO 进入后，外资金融机构应该说法律概念上都放开了，在座很多人都是搞金融的，大家

心知肚明我们的金融开放深度都是不够的。 

第五，我们现在逐渐近入世界经济的中央。 

这个“近”是接近的“近”，靠近的“近”，不是进去的“进”。大家有时候有误解，中

央说过我们靠近、接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有人把它简化，变成我们已经进入了世界经济舞

台的中央，已经在经济舞台中央运转了。那有点把自己夸大了，但是我们的确接近了世界舞台

的中央。 

我们现在不仅仅是融入世界贸易规则，也参与世界贸易规则的修订或者有些领域引领世界

贸易规则的制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既用开放倒逼国内的改革，也用中国经济开放的发展推

动 WTO规则的修订和改革，也包括参与世界地区的各种 FTA协定的讨论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对外开放出现了五个新的特征，五个新特征构成了十八大以后中

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而恰恰这个格局会推动中国经济在今后十年、十五年，使中国成为世界

现代化的经济大国。 

二、这个决定的历史意义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认真学习习主席最近两年关于开放方面的讲话，去年 4月份博鳌经济论坛上，主席关于开

放讲了五条（主要内容）： 

一、中国要进一步降低关税扩大进口； 

二、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领域，包括服务贸易、教育卫生文化都要进一步开放； 

三、中国要进一步的加大国内开放高地的建设，这个开放高地建设主要就是指自由贸易区、

自由港这一系列新的区域性的开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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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的经济开放还要进一步的改善营商环境，这个营商环境就是营商投资环境的国际

化、法制化和公开化； 

五、中国进一步开放的任务就是要融入世界经济规则的修订之中，积极的推进参与 WTO改

革的活动，还有对双边的、多边的、区域性的 FTA 的谈判协议推进的活动。 

归根结底，总书记说了一句非常振聋发聩的话，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从过去四十年的要

素流量型的开放，转变为制度规则型的开放。这句话是有里程碑意义的，将引领中国今后几十

年的开放，是一个很重要的遵循依据。这个就是下一步重点推进落实的开放的任务，在去年的

11 月 5日上海进博会上，总书记也讲了五条任务，基本上是这五条。 

在今年 6月大阪 G20 会议上，总书记也宣示了中国进一步开放的理念和要求，具体讲到开

放措施的时候同样讲了刚才说的这五条。应该说这五条不是短期的一年两年内的，而是今后十

年、二十年中国要持续努力的一个战略性的措施。 

一方面，在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对贸易摩擦的各个方面不断推动，对各个经济体都有加

大贸易摩擦的行为，特别是最近中美的贸易摩擦；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劳动

力的比较优势逐渐淡出，劳动力的红利也逐渐到了刘易斯拐点，要素资源成本、土地资源成本

提高，大量依靠劳动力密集型进行出口的比较优势下降。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一味坚持原来的开放特点，也有许多不合时宜的地方。在这种背景下，

党中央及时对我们的开放方针进行了一定调整，大家注意，三中全会，也就是 2013 年的三中

全会，推出特别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历史意义不亚于 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

放。 

90年代的开放改革打破了国际资本对中国的封锁，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发展好时机。而

这一轮开放我们也一定会打破美国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经济的封堵、打压，迎来中国经济的新

一轮发展。 

三、谁掌握这“3 链”，谁就是世界性大集团的龙头 

当今世界，世界经济贸易出现了一个新的格局。 

在三、四十年前，国际经济、国际贸易中全球的货物贸易 70%是产成品的贸易，零部件、

原材料、中间品在全球货物贸易里只占 30%不到。到去年，我们可以看到全球货物贸易总量 70%

以上是零部件、中间品的贸易，产成品的贸易只占三成。  

与这个特征相对应的服务贸易起来了，在全球的贸易格局里边，服务贸易只占 5%左右，95%

是货物贸易，货物贸易当中又是 30%不到的中间品贸易，那是过去的一个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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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服务贸易已经到了 30%，也就是全球贸易里 30%是服务贸易，然后 70%的货物贸易里边

又有 70%是中间品贸易。 

世界贸易格局这 40 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重要的特征性现象就是过去一个国家、

一个城市或者一个企业做成了一个产品，卖到了另一个国家。现在可能是几百个企业在几十个

国家几十个城市共同生产一个产品，然后这几百个企业通过物流，通过各方面的贸易，通过各

种生产性服务业的调动，最终在某个地方产生了一个大产品，而这个大产品又销售到全世界，

那么这样的一个以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为主体的跨国公司竞争格局就出现了。 

中间品成了贸易格局的主要比重的时候，跨国公司和跨国公司的竞争关系出现了新的特征： 

四、五十年前作为世界的跨国公司有资本、有技术就可以称王称霸，今天有资本和核心技

术，可能就是做零部件做某个配件的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但是要做全球性的产品，不靠这个。 

靠什么呢？能够在产业链上形成标准，在供应链上掌控纽带，在价值链上掌控资源优化配

置的枢纽。谁掌握这三链，谁就是世界性大集团的龙头。苹果公司、华为公司，都是如此。 

从三链的角度来看，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才是适应世界贸易产业链发展要求的。 

在这样一个现象里，美国忽然搞贸易摩擦，完全违背三零：一加关税，二搞壁垒，我不卖

东西给你，你的东西我也不买；再一个搞补贴。特朗普的贸易摩擦完全是一种逆全球化、逆国

际贸易格局的变化、逆跨国公司三链的发展需要。 

四、中美贸易摩擦的 3个必然性 

讲讲这一年多的中美贸易摩擦。美国的目标是制衡中国、约束中国，让中国开放的大门关

起来，让我们的发展放慢、落后。 

应该说整个贸易摩擦扰乱了世界的神经，干扰了全世界全球化的方向，不利于中国，也不

利于美国，更有害于世界。这成了全世界最关注的大事。 

中美贸易摩擦为什么这个时候发生？这件事有它的必然性。 

必然性 1：修昔底德陷阱 

第一个是我们熟悉的也是广为人知的修斯底特陷阱。 

每一百年或每隔几十年，总有一个守成的老大和崛起的老二之间形成的一个互相地位取代

的一场摩擦、贸易战或者什么，老二和老大位置替换的过程中避免不了这种摩擦，甚至发生战

争都可能。过去两三百年都可以看到这个现象。 

现在，对美国人来说，中国就是一个崛起中的、威胁它位置的老二。他们还不理解中国的

和平崛起对世界的意义。 

必然性 2：我们国家和美国的制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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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模式谁更优越这个问题，也使对方精神紧张。中国的经

济发展模式，这 40年来有 5个明显优势： 

优势一：始终把改革开放作为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 

任何一个制度，如果光有科技创新，在社会制度上没有与时俱进的改革，就会没落。我们

按邓小平的理论，始终把改革开放作为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这是 100 年不会变的基本路线。 

美国是对全世界开放，但是它在市场制度改革方面积累了很多矛盾，积重难改，很少看到

他们通过制度性改革化解核心难题。比如社保制度改革，奥巴马执政时用整个执政期推进，结

果特朗普一上台就推翻了。 

优势二：我们这个国家在抓经济发展的同时，始终重视社会公平。 

我们有城乡差异和贫富差别，但是不会积累成非常严重的阶级矛盾。最近几年 7000 万农

民脱贫，是我们国家的体制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相比之下，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下的两极分化只会愈演愈烈。因为资本的增长远高于 GDP

的增速，财富集聚在少数资本家手里的比重会大大增加，穷人掌控的财产、资源大幅度减少。

到一定阶段，这种社会矛盾必然反映到社会治理上，导致严重困难。 

优势三：积极调控，保持经济 40 年持续增长。 

这 40年来，欧洲、美国已经出现四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每次都带来几万亿、几十万亿美

元的动荡，多少财富灰飞烟灭。但是，我们国家 40 年持续增长，平均增长速度在 9%以上，为

什么？ 

因为政府非常清醒地审时度势，始终在分析经济体内存在的各种问题，而且不回避矛盾、

不回避问题，采取宏观调控和逆周期调控。这种积极调控就把各种积累的问题，每年小范围的

释放，而不是积累成一个巨大的社会灾难，毫无作为等着它爆炸。 

优势四：我们国家有一个非常大的政治优势。 

虽然每五年换届，但是政府换届绝不会朝令夕改，始终是一张蓝图绘到底，按照中央的要

求，五年规划、十五年规划，建立长远的战略目标，然后持之以恒地推进。 

而在美国，每四年换一次总统，竞选上来的总统往往会把原来总统做的事情统统推倒。比

如奥巴马搞出来的群，特朗普就都退群；奥巴马搞出来的改革措施，特朗普都反对。在这个意

义上，它的政策不可持续，损失很大。 

优势五：中国的体制优势还在于经济体量大。 

习总书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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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狂

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我认为这段话是至理名言，把中国的特点给描绘到位了。 

这五个优势令我们的发展顺畅，也令我们的对方感到害怕，于是想尽各种办法压制我们，

包括让整个 G20发达国家跟中国断绝关系，使我们的开放大门关闭，这都是痴心妄想。 

必然性 3：美国本身潜在新的经济危机风险 

美国目前处于一轮大的危机，甚至是比 2008 年危机还要大的“危机潜伏期”之中。一般的

主流媒体和一些经济界的大佬，都说未来两三年这个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在 70%以上。那就是美

国的债务规模，目前美国政府财政负债 22 万亿美元，加上各州的 6 万亿美元债务，一共是 28

万亿美元，而去年美国的 GDP是 20万亿美元。 

如果接下来 5 年平均债务增长率不变，那么美国的债务总额将达到 38 万亿美元。这意味

着美国政府的负债率可能会突破 150%，而一般美国政府要求债务上限不超过 GDP的 70%，100%

便处于报警阶段。 

若真有 40万亿美元的债务，平均算十年期的话，每年还 4万亿美元。而 40万亿美元的利

息差不多是 1.1万亿美元，两笔加起来每年是 5万亿美元，差不多是美国 GDP能够产生的税收，

意思就是说哪怕每年的全部税收都拿来还债，都还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怎么避免呢？打一次贸易战，搜刮一下别人的羊毛，或者通过一场战

争掠夺你 1万亿美元，把我的债务还了。这是现在很现实的，但是他不会这么说。他说要打贸

易战的理由有很多条，包括模式的效益之争，以及我内在危机怎么转嫁等小脑筋。 

以上就是我对贸易摩擦必然性的理解。 

五、中美贸易摩擦或十年、二十年伴随我们国家 

那么，中美贸易摩擦有这个必然性，自然就有长远性。长远性大体上跟我们国家今后十年、

二十年变成世界经济强国相关联，伴随着这个过程，贸易战的可能性总是随时存在的，所以这

是长期性。 

另外，则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复杂性：第一，在于美国和中国经济事实上是非常互补的，美

国的长处是我们的短处，我们的长处是美国的短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市场和资本结

合才能周转，我们两个国家合作才能互利。 

第二，美国的高科技在上游，上游的高科技如果不与下游结合，高科技就是孤魂野鬼；反

过来，我国大规模的制造业如果没有美国高科技的上游装在里面，也只能是行尸走肉。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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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两边合作都是效益最棒的。这也是为什么过去 10年美国跨国公司惠普、苹果等，都和

中国一起打遍天下无敌手，而特朗普让他们撤走，没有一个愿意行动的，就是因为互补。 

那么，这一系列概念拉开来说，就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和欧洲专家在 2009 年提出的

一个概念：这个世界是 G2 的世界。但又分成了不同的情况：理性的时候，会想到 G2 的意义，

便有可能寻求合作；不理性的时候，就想到“修昔底德”的老大要被老二替代，又要和你拼命，

然后胡说八道，比如他会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美国吃了亏；中国入世造成美国 2008 年金

融危机等等。 

总而言之，美国人是有理论有准备的，在不断地摆出各种措施。从特朗普来说，有利于选

举他就这么干，摆来摆去，自相矛盾；但骨子里，这个观点是不会变的。 

所以对于这种复杂性，我们当然要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性准备和打好自己手中的牌。中美贸

易摩擦的必然性、长久性、复杂性，我们是要有多方面的判断和理解的。（正和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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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科数据：8 月份外币基金募资约 120 亿人民币，外资私募登记备案

得利好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旗下私募通统计显示：2019 年 8月国内股权投资募资市场共计 158支基

金发生募集，数量同比下降 49.0%，环比下降 19.0%；披露募资金额的 155 支基金共募集 745.85

亿元人民币，环比下降 18.5%。新设立基金共计 92 支，数量环比下降 8.0%，披露目标规模的

基金 16支，计划募资 108.31 亿元人民币，较上个月环比下降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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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新募集成长基金数量下降，并购基金金额占比达 20.5%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旗下私募通统计显示：2019 年 8月国内股权投资募资市场共计 158支基

金发生募集，披露募资金额的 155支基金共募集 745.85亿元人民币，平均募资规模 4.81亿元

人民币，环比下降 3.8%，本月募集金额在 10亿元及以上的大额基金共计 24支，募资约 515.62

亿元人民币，占总募集金额的 69.1%。 

从基金币种来看，8 月新募集的基金中，人民币基金募集 155 支，占比 98.1%，披露募资

金额的 152支基金共募集 625.80亿元人民币，平均募资规模 4.12亿元人民币；外币基金募集

3 支，披露募资金额的 3 支基金共募集 120.05 亿元人民币，平均募资规模 40.02 亿元人民币。 

 

从基金类型来看，本月成长基金数量为 99 支，占比达到 62.7%，募资金额 476.38 亿元人

民币，其中，中核（浙江）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9 年，目标规模 100.00

亿元人民币，由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丽水市人民政府共同发起设立，由中核产业基金管

理（北京）有限公司负责管理，基金专注于我国核工业全产业链资源整合与协同，本月共募集

20.01 亿元人民币；创业基金有 44 支，占比为 27.8%，此外本月还有 7 支早期基金、7 支并购

基金和 1支房地产基金发生募资。 

 

从募集规模方面看，新募资基金规模最大的是 CITIC Capital China Partners IV, L.P.，

本月募资 15.0 亿美元，截止目前，总规模 28 亿美元已募集到位，该基金成立于 2018 年，由

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由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负责管理，主要关注消费、医疗、

商业服务、消费服务、信息技术、工业等领域。 

规模排名第二的是湖北长江安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月募资 60.0 亿

人民币，该基金成立于 2019 年，由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

https://www.newseed.cn/company/27845
https://zdb.pedaily.cn/people/show8409/
https://www.newseed.cn/vc/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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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长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湖北省葛店开发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由湖北长柏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 

位居第三的是滨州市重点企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月募资 30.01亿元人民

币，该基金成立于 2019 年，目标规模 30.00 亿元人民币，由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滨州市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邹平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由鲁信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基金全力支持西王集团高质量发展。 

 

8 月新设立基金，披露目标规模金额环比下降约六成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旗下私募通统计显示：2019 年 8 月，新设立基金共计 92 支，数量环比

下降8.0%，披露目标规模的基金16支，计划募资108.31亿元人民币，较上个月环比下降60.5%。 

从基金币种来看，8 月新设立人民币基金 91 支，披露规模的 15支基金计划募集 101.68亿

人民币，平均目标规模为 6.78亿元人民币；外币基金有 1支，计划募集金额约 6.63亿元人民

币。 

 

从基金类型来看，成长基金共新设 76支，占新设立基金总数的 82.6%，其中上海自贸区临

港新片区科创产业投资基金，成立于 2019 年，首期规模 20.00 亿元人民币，由上海自贸区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由上海自贸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基金

将重点聚焦新片区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等重点领域科创产业。数

量位居第二的是创业基金，本月新设立 11支，占比 12.0%。此外还有 4 支基础设施基金和 1支

并购基金也在本月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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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新设立的基金中，目标规模最大的是厦门北文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成立于 2019 年，目标规模 28.00 亿元人民币，存续期 3+2 年，由深圳市凯晟信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重庆水木诚德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京西文化

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及北京裕元华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由深圳市凯晟信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基金重点投资以文化娱乐行业中具备产业链核心环节优势和商业模式创

新的优质企业和项目股权，包括影视文化、旅游、文旅地产、体育、科技和其他衍生品等多元

化优质项目。 

外资私募登记备案持续优化 基金对外开放不断加深 

2019年 8月 9日，为积极稳妥推进私募基金领域的对外开放，在证监会的指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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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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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国基金行业对外开放的坚定信号。未来，协会将积极落实中国证监会关于资本市场对外开

放的各项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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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将积极做好相关服务。（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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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E/VC 事件  

（9月 13日-9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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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9.13 不公开的投资者 千易荟聚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9.16 起点创业营 窝边优选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9.16 青岛即墨区政府 小胖机器人 IT 中国 5.00亿人民币 

2019.9.16 
不公开的投资者 

天创资本 
飞旋科技 机械制造 中国 2.00亿人民币 

2019.9.16 

晨兴资本 

君联资本 

IDG 资本 

顺为资本 

建投华科 

银河航天 机械制造 中国 NA 

2019.9.16 不公开的投资者 云纸物联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9.16 江宁科技创投 珂睿科技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9.16 
千乘资本 

东华软件 
和隆优化 机械制造 中国 5000.00万人民币 

2019.9.16 

摩天之星 

不公开的投资者 

杭州启征投资 

和梓咨询 其他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9.17 
九合创投 

真格基金 
蓝猫微会 互联网 中国 100.00万美元 

2019.9.17 

国中创投 

源渡创投 

远翼投资 

源清慧虹 IT 中国 6500.00万人民币 

2019.9.17 
IDG 资本 

礼来亚洲基金 
博雅辑因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8150.00万人民币 

2019.9.17 
上海小苗朗程投资 

前海领航（重庆）投资 
同创永益 IT 中国 1.00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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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17 

拍拍贷 

BAI 

光速中国 

真格基金 

云锋基金 

多保鱼 金融 中国 2.00亿人民币 

2019.9.17 

顺为资本 

不公开的投资者 

远东宏信 

远翼投资 

清控银杏 

奥易克斯 汽车 中国 2.00亿人民币 

2019.9.17 稳正资产 青牛软件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9.17 
鼎晖投资 

Ednovation Pte 

乐融儿童之

家 
教育与培训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9.17 锋尚网络 Flow wolf IT 中国 200.00万人民币 

2019.9.17 

清源投资 

明势资本 

松禾资本 

畅行智能 物流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9.17 

美亚传媒 

泰盛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牛润投资 

精视文化 

趣享付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9.17 中金汇财 BLANK 连锁及零售 中国 300.00万人民币 

2019.9.17 琥珀资本 青莲云 IT 中国 3000.00万人民币 

2019.9.17 

万都 

鼎晖投资 

UPS 

图森未来 IT 中国 1.20亿美元 

2019.9.17 MXC抹茶基金 Suterusu 互联网 海外 NA 

2019.9.17 
易华录力鼎 

比特大陆 
晶视智能 半导体 中国 NA 

2019.9.17 

江苏高科投 

江苏高科投 

江苏高科投 

达孜天际线投资 

大钲资本 

Princeville Capital 

电气香港 

天数科技 IT 中国 1.00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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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17 江苏鑫智 鸿鹄无人机 IT 中国 NA 

2019.9.17 

顺创投资 

顺创投资 

金星投资 

猫猫狗狗 IT 中国 NA 

2019.9.18 
和玉资本 

海纳亚洲 

MOTI电子

烟 
机械制造 中国 5000.00万美元 

2019.9.18 

鹰潭锐普鲲鹏 

上海科创基金 

波宜实业 

沛华资本 

线性资本 

闪马智能 IT 中国 5800.00万人民币 

2019.9.18 

不公开的投资者 

创想天使 

中科创星 

涌铧投资 

科鑫资本 

深创投 

微纳星空 电信及增值业务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9.18 

北京紫金道合 

上汽加州资本 

上汽投资 

天瞳威视 IT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9.18 
不公开的投资者 

沸点资本 
微云智能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9.18 苹果 Corning 化工原料及加工 中国 2.50亿美元 

2019.9.18 不公开的投资者 Shiftsmart 互联网 美国 600.00万美元 

2019.9.18 

不公开的投资者 

金泰富资本 

青岛精确力升 

万里红科技 IT 中国 9.50亿人民币 

2019.9.18 加密资本 ZBX.COM 互联网 马耳他 NA 

2019.9.19 现代汽车 
Car Next 

Door 
汽车 澳大利亚 650.00万美元 

2019.9.19 

H Capital 

淡马锡投资 

不公开的投资者 

挚信资本 

腾讯投资 

唯医骨科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1.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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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私募通(www.pedata.cn)  

 

 

 

 

 

 

2019.9.19 创世资本 BKEX 金融 新加坡 NA 

2019.9.19 不公开的投资者 居理新房 房地产 中国 1000.00万美元 

2019.9.19 
东湖天使基金 

蓝港互动 
麦思加教育 互联网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9.19 大冶特钢 兴澄特钢 能源及矿产 中国 231.79亿人民币 

2019.9.20 磁晅资本 领治医学 
生物技术/医疗健

康 
中国 3000.00万人民币 

2019.9.20 

嘉兴部道投资 

复星锐正资本 

红杉中国 

清科创投 

36 氪基金 

诸葛找房 互联网 中国 1.00亿人民币 

2019.9.20 戈壁 悉息科技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9.20 铂欣厦门投资 蓝店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9.20 
不公开的投资者 

同创伟业资管 
PerfMa IT 中国 1000.00万人民币 

2019.9.20 前海伽德资本 沸腾时刻 娱乐传媒 中国 100.00万人民币 

2019.9.16 绿地控股 吉盛家具村 建筑/工程 中国 23.49亿人民币 

http://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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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亚洲 TOP5 并购事件 

（9月 16日-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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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6 日 
RF360 Europe GmbH (49% 

股权变动规模) 
德国 

Qualcomm 

Incorporated 
美国 

电信业：

硬件 
1150 

9 月 16 日 

Bellamy’s Australia 

Limited (97.1% 股权变动

规模) 

澳大利

亚 

中国蒙牛乳业有

限公司 
中国 

消费品

业：食品 
925 

9 月 17 日 
东风小康汽车有限公司 

(50%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重庆小康工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汽车业 544 

9 月 18 日 

上海吉盛伟邦绿地国际家

具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 (50% 股权变动规模) 

中国 
绿地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 房地产业 331 

9 月 17 日 
Prince Court Medical Centre 

Sdn Bhd 

马来西

亚 

IHH Healthcare 

Berhad 
马来西亚 医疗业 245 

http://www.mergermarket.com/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