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募通基金周报 

（2021 年 09 月 04 日-2021 年 09 月 10 日） 

 

私募通  颜秀虹 

1、北京科创接力基金启动筹备，首期规模 200 亿 

9 月 8 日消息，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北京城市副中心“两区”建设金融成果发

布暨签约活动」现场，国科嘉和董事长王戈宣布北京科创接力基金启动筹备。该基金是北京

S 基金市场的基石基金和首支“做市基金”，中国科学院国科嘉和基金作为基金管理人，首

期目标规模 200 亿人民币，正式面向全球机构资金开展募集。 

北京科创接力基金设立的远景目标，是围绕北京 S 基金市场，逐步打造“1+3+N”的

基金体系，形成千亿规模的活跃交易资金群体。其中，“1”是北京科创接力基金作为 S 基金

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发先试，“3”是设立 3 支由行业重要参与者发起，围绕“S 市场”开展

业务的大中型基金，“N”是聚集“N”支在 S 市场长期活跃交易的中小型市场化 S 基金。 

2、综合改革试验（杭州）基金注册落地 

9 月 7 日，综改试验（杭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工商注册。该基

金是国资国企综改试验基金群首支成功落地的基金，首期规模 50 亿元，由杭州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国新国同（杭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综改春华（杭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杭州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杭州余杭综合改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物产中大

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基金主要用于支持浙江全省区域内国企改革、混改、战略

性重组等方面的项目，通过引入市场化机制体制，实现管理提升和机制体制转型；重点支持

战略新兴产业等投资方向，通过基金投资、并购实现浙江国资国企在战略性新型产业、数字

化转型、绿色经济等产业领域的快速壮大发展。 

3、深圳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发布 2021 年度拟参股子基金申报
指南 

9 月 10 日消息，近日，深圳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 2021 年度拟参股子基金申报指南及



 

管理机构遴选办法公开发布。文件指出，子基金应注册在深圳，且新兴产业发展类子基金单

支规模不低于 5 亿元人民币，申请市引导基金出资占比原则上不超过子基金认缴出资总额

的 25%。 

    在投资方面，各类子基金应主要投资于深圳市扶持和鼓励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

产业和其他市政府重点发展的产业，其中新兴产业发展类子基金应有侧重的专业投资领域，

且投资于专业投资领域的资金额不低于子基金可投资金总额的 60%。各类子基金投资于深

圳市注册登记企业的资金应不低于市引导基金出资额的 1.5 倍。 

4、苏州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发布 

9 月 10 日消息，《苏州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正式发布。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

的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对苏州市重点领域创新型初创期企业实施股权投资，2021 年 1

月苏州市成立了首期规模 60 亿的苏州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 

《苏州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指出，天使基金在单个子基金中的累计出资比例

原则上不超过该子基金认缴出资总额的 40%；苏州各级政府投资基金合计出资比例不超过

该子基金认缴出资总额的 50%；天使基金对单支子基金出资规模原则上不超过 2 亿元；子

基金规模原则上不低于 1 亿元、不超过 5 亿元；子基金投资项目总数原则上不低于 15 个。 

5、厦门市：设立双百人才基金，助力人才企业高质量发展 

9 月 8 日，第八届“人才项目资本合作展”举行。会上，厦门市人才创新创业二号基金

（简称“双百人才基金”）正式启动。该基金为直投基金，总规模 10 亿元，由金圆集团旗下

厦门创投联合厦门两岸股权交易中心共同发起设立，厦门创投作为基金管理人。该基金将专

注早期人才项目投资，发挥“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功能作用，基金管理规模的 50%以

上投向厦门市“以人才驱动创新发展、以人才引领技术、以人才带动招商”的企业。主要投

资行业包括半导体与集成电路、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生物医药等。 

6、夏尔巴投资二期人民币基金完成募资 

9 月 6 日消息，夏尔巴投资宣布：第二期人民币基金实现超募，并按目标融资额上限完

成募集。该期基金目标规模 15 亿元，将继续专注于早期至成长期投资机会，涵盖生物技术



 

/生物制药、医疗器械/诊断和医疗服务等领域。据悉，夏尔巴二期基金已投资了迈科康，金

仪盛世，佰辰，德睿智药，熙宁等多个企业。 

 

 

 

 

 

 

本周重点基金情况一览表 

（2021 年 09 月 04 日-2021 年 09 月 10 日） 

 

 

基金名称 管理机构 目标规模 投资领域 

北京科创接力基金 国科嘉和（北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00.00 亿元人民
币 

围绕北京 S 基金市场，
逐步打造“1+3+N”

的基金体系 

江门市新兴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广东恒健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40.02 亿元人民币 N/A 

招商中外运（深圳）产业创
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招商局创新投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3.00 亿元人民币 与物流创新业务相关项

目的早期投资 

南通苏锡通紫荆华鑫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华侨城华鑫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 亿元人民币 

科技领域及文化、旅
游、大消费等领域的子
基金及能够带来高回报
的跟投（直接投资）项

目 

广州新星成长叁号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市新兴产业发展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6800 万元人民币 承接业绩优秀的 VC/PE

基金份额 

天津碳中和产业投资母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博正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4.00 亿元人民币 投资于碳中和及相关领

域的子基金、项目公司 

连云港市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连云港金海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N/A 

围绕全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要求开展投资活
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
和产业转型升级，支持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
制造业发展，支持区域
协调发展，支持创新创



 

业创造，支持市委市政
府确定的重大项目等 

芜湖战略性新兴产业母基金 未名金石投资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 10.00 亿元人民币 

聚焦三山经济开发区内
以现代农机为代表的高
端装备制造、以新型显
示半导体为代表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

战略性新兴优势产业 

南阳市兴宛产业发展投资基
金 

南阳市兴宛产业发展投
资基金 N/A 

围绕南阳市主导产业、
新兴产业、特色产业，
帮助创业中的中小微企

业健康成长 

无锡经济开发区城市更新母
基金 

无锡经济开发区城市更
新母基金 100.00 亿元人民币 N/A 

综改试验（杭州）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新国同（杭州）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50.00 亿元人民币 浙江省内国有企业混合

所有制改革项目 

厦门人才创新创业二号基金 厦门市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10.00 亿元人民币 

半导体与集成电路、先
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

术以及生物医药等 

苏州夏尔巴二期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珠海夏尔巴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5.00 亿元人民币 

包括但不限于制药、医
疗器械、医疗健康服务
（包括医院）、与医疗
健康相关的互联网及移
动技术及医疗健康相关

的信息技术 

天津中科海河生物医药产业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合盈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20.00 亿元人民币 N/A 

珠海横琴任君淳忻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深圳市任君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1502 万元人民币 N/A 

济宁惠圣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杭州华弘国泰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0.00 亿元人民币 包括但不限于公司产业

上下游优质企业及资产 

湖南省湘江产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省湘江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50.00 亿元人民币 

高端装备制造、新材
料、人工智能及机器

人、物联网、大数据、
5G 应用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生物医药、航天
航空、新能源、绿色食
品、生态环保、钢铁等

产业链 

湖南弘慧紫荆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紫荆华融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1.00 亿元人民币 

通过股权投资方式进行
保值、增值投资活动，
并在此基础上将部分投
资收益用于支持慈善事

业的可持续发展 

阜阳启赋生物合成产业发展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市启赋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0.00 亿元人民币 

以科技创新为主题、以
产业链建设为方向，重
点投资阜阳战略规划产
业方向上的关键企业，
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整
合上市公司、科技创新

企业、金融机构等资
源，为颍泉区及阜阳市
生物制造、生物医药、

高端装备制造、新能



 

源、新材料等产业链建
设提供项目协同 

上海申创产城私募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申创产城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38.64 亿元人民币 

科技创新、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战略新兴产业
发展、国资国企改革等

行业和领域 

成都朗姿武发医疗美容产业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北京朗姿韩亚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5.01 亿元人民币 

覆盖医美产业上下游的
相关优质资产项目，重
点投资于核心城市的具
备一定品牌影响力的医
疗美容服务机构，同时
关注上游标的为具有自
主生产和研发能力的医

美材料、器械公司 

无锡金投惠开新兴产业创业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无锡金控启源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00 亿元人民币 

大消费领域中创新能力
突出、商业模式创新、
社会形象良好、具备核
心竞争优势、未来高成

长性的非上市公司 

广东佛山丹麓高澜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丹麓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4210 万元人民币 专项用于投资广州知汇

云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无锡求圆正海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正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8010 万元人民币 N/A 

南京领智基石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乌鲁木齐凤凰基石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N/A N/A 

克拉玛依云泽裕恒股权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 

新疆云泽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4105 万元人民币 N/A 

中桐芯源投资管理（淄博）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桐基金管理（深圳）
有限公司 5430 万元人民币 N/A 

嘉兴交银嘉穗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交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29 亿元人民币 N/A 

广西服务贸易中小企业发展
基金 

广西服务贸易中小企业
发展基金 10.00 亿元人民币 支持区域服务贸易转型

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攀枝花绿色循环产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西金智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2.00 亿元人民币 

通过股权投资、资产管
理等方式，巩固优势产
业，扶持重点企业，提
高攀枝花钒钛等资源的

综合利用水平 

上海弘盛益德私募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弘盛君浩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 亿元人民币 医疗服务 

安建舒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安徽建工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20.00 亿元人民币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公司 

商汤人工智能产业基金 北京国香商恒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20.00 亿元人民币 N/A 

中邮资本普洛斯物流基础设
施基金 

普洛斯投资（上海）有
限公司 100.00 亿元人民币 

专注于中国一二线城市
及国家经济枢纽节点地

区 

江西省物链创新发展基金
（有限合伙） 

杭州普超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0.60 亿元人民币 以鹰潭市国家级物联网

产业基地为基础，在全



 

国范围寻找物联网行业
内优质企业进行中长期
股权投资，并以不低于
基金总规模的 60%投

资鹰潭本地物联网企业 

黑龙江碳中和产业基金 黑龙江碳中和产业基金 100.00 亿元人民币 

负碳智能化垂直植物工
厂、零碳综合智慧新能
源、尾矿治理、菜篮子
工程、负碳干馏无氧低
温裂解垃圾处理、碳智

慧污水处理环境综合
体、太阳能超导集热供

暖、太阳能电解水制
氢、无线自组网应急通
信系统、林草碳汇全过
程实施等黑龙江省的碳

中和项目建设 

龙岩市汇鑫至信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龙岩市汇金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5110 万元人民币 N/A 

淄博汇富浩信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中天汇富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1675 万元人民币 N/A 

葛店高质量发展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北科创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5.00 亿元人民币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

新材料、新能源 

深圳市昌喻投资有限合伙企
业 

中科红樟（深圳）有限
公司 9.51 亿元人民币 数字货币 

温州一村医疗健康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村资本有限公司 3.00 亿元人民币 N/A 

长沙天图兴周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天图资本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30.00 亿元人民币 

聚焦新消费及新食品等
高速增长的行业，主要
投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新型餐饮业态，以及饮
料及休閒食品零售及连

锁等新消费领域 

杭州启明融晶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启元股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 亿元人民币 医疗健康 

申万火炬基金 厦门火炬集团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10.00 亿元人民币 

新一代信息技术、半导
体、新能源、新材料、

高端装备 

厦门昆桥半导体产业基金二
期 

昆桥资本股权投资管理
（深圳）有限公司 10.00 亿元人民币 

新一代信息技术、半导
体、新能源、新材料、
高端装备等符合科创板

方向的新兴产业 

嘉祥济芯谷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南京磊垚创业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N/A N/A 

    

数据来源：私募通 (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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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引用数据来自清科研究中心私募通 www.pedata.cn 

 

关于私募通 

 

私募通是清科创业（001945.hk）旗下一款覆盖中国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领域全面、

精准、及时的专业数据库。包含权威可靠的私募股权行业数据， 专业便捷的大数据平台， 

高效灵活的用户服务体系。为有限合伙人、VC/ PE 投资机构、战略投资者， 以及政府机构、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研究机构等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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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网址：www.pedata.cn 

清科研究中心邮箱：research@zero2ipo.com.cn 

私募通邮箱：pedata@zero2ipo.com.cn 

研究及产品咨询：400-600-94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