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通基金周报
（2021 年 10 月 30 日-2021 年 11 月 05 日）

私募通 颜秀虹

1、粤港澳大湾区成立千亿规模科创产业投资基金
11 月 2 日消息，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产业投资基金正式成立，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主
管的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联合中央企业、科技龙头企业、地方政府共同发起，首期规模
200 亿元，总规模 1000 亿元。据悉，该基金是目前经批准设立的唯一一支专注粤港澳大湾
区科技创新关键领域的战略投资基金，将采取“直投+母基金”的投资策略，重点投向国内
外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等领域，采用人民币和外币双币设置，为粤港澳大湾区科创企
业创新赋能。

2、工银资本联合九智资本、中欧盛世设立 AIC 首支纯股权投资
基金
11 月 2 日消息，工银资本联合九智资本、中欧盛世发起的 AIC 同业首支纯股权投资基
金“上海工融科创私募基金”在上海设立。作为 AIC 试点开展债转股以外的纯股权投资业务
的载体，基金的设立在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升商业
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等方面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基金总规模 100 亿元，首期 10 亿
元，管理人为中国工商银行全资子机构工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投资人包括政府资金、投资
机构、金融机构、科技企业等多个主体类型。基金主要投资于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
备、大健康等领域，以及传统产业数字化融合升级以及智慧城市等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支持
上海临港新片区建设及长三角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与协调发展。

3、盈科资本再完成 50 亿元基金募集
11 月 1 日消息，盈科资本宣布新一期基金完成募集，该基金规模为 50 亿元，盈科资
本过往 LP 的参与比例超过 80%，吸引了产业资本、政府产业基金、金融机构等机构投资者
的积极认购。这是盈科资本继今年五月宣布完成 100 亿基金以来，再次募集完成的重磅基

金。基金将持续发挥盈科资本在生物医药、核心科技领域的优势，依托盈科资本庞大的产业
生态圈，深度聚焦生物医药、核心科技、新能源等领域核心资产。与以往基金不同的是，该
基金重点将聚焦上市公司定增机会，在包含一级半市场在内的全市场寻找优质标的进行配
置，助力实体企业的科技创新和价值提升，打造收益领先的标杆型基金。

4、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将设立
11 月 5 日消息，在即将举行的第四届进博会 G60 专场配套活动上，长三角 G60 科创
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将发起设立。该基金是在科技部指导下设立的，将面向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九城市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
七大先进制造业的中早期项目，以及九城市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助力建设市场化、立体化、
多元化的科技创新成果有效转化投融资服务体系。

5、阿米巴资本美元基金完成首期募集
11 月 2 日消息，阿米巴资本宣布成功完成首期美元基金 Ameba China SaaS Fund 的
募集，总募资规模为 2.65 亿美元。该基金的种子项目投资于数个中国领先的 SaaS（软件即
服务）公司，并配置额外资金用于投资其它早期和成长阶段的 SaaS 项目。这既是阿米巴资
本的首支美元基金，也是全球首支以中国 SaaS 为主题的基金。

6、江阴市：成立混合所有制基金，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11 月 1 日，在江阴市第三届发展大会期间，江阴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基金成立。该基金
由江阴城市发展顾问、高盛中国原高管朱寒松作为牵头人，江阴各级政府、江阴新国联、海
澜集团共同发起设立，将基于江阴的制造业基础，推动从传统的“中国制造”向新型的、数
字化和智能化的先进制造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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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名称

管理机构

安徽晶瑞先进制造产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安徽中安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阜宁县产业投资引导基金
（有限合伙）

江苏新华沣裕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
成果转化基金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
技成果转化基金

江阴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基金

江阴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基
金

目标规模

投资领域

10.00 亿元人民币

重点聚焦汽车及零部
件、平板显示、新材料
等先进制造产业，主要
围绕安徽和芜湖、芜湖
经济技术开发区优势产
业进行投资

5.00 亿元人民币

主要投向县内新能源、
新材料、智能制造、电
子信息、环保滤料等新
特产业和先进制造业

N/A

50.00 亿元人民币

面向长三角 g60 科创
走廊九城市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人工智能、
高端装备、新材料、新
能源、新能源汽车七大
先进制造业的中早期项
目，以及九城市科技成
果转化企业
传统的“中国制造”

浙能九智科创基金

浙能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2.00 亿元人民币

新能源、新材料、节能
环保、高端装备制造、
数字经济、工业信息
化、工业互联网等成长
型战略新兴领域企业

Baring Asia Private Equity
Fund VIII, L.P.

霸菱亚洲投资有限公司

85.00 亿美元

N/A

3.00 亿美元

专注于中国医疗健康产
业的创新发展机会，投
资满足中国和全球临床
及健康需求的创新产
品、疗法和先进技术平
台

3H Health Investment
Fund II, L.P.

三正健康投资管理（香
港）有限公司

Ameba China SaaS Fund,
L.P.

上海阿米巴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2.65 亿美元

该基金的种子项目投资
于数个中国领先的
SaaS（软件即服务）公
司，并配置额外资金用
于投资其它早期和成长
阶段的 SaaS 项目

青岛凯联安青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凯联（北京）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8100 万元人民币

N/A

赛领国际私募投资基金二期
（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赛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0.00 亿元人民币

重点聚焦 TMT、先进
制造、医疗健康、新消
费四大行业

珠海畔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珠海高瓴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N/A

N/A

影响力种业产业基金（北
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30.00 亿元人民币

N/A

诸暨市鼎青卓悦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鼎青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5.20 亿元人民币

半导体、人工智能、节
能环保、智能制造、新
汽车、生命科学

亚洲新电子元件投资有限合
伙企业

AIS CAPITAL

5.00 亿日元

对在中国境内外设立或
运营的电子元器件相关
产业内具备发展潜力的
优质企业进行股权或与
股权相关的投资

杭州杭实友创九智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浙大友创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0 亿元人民币

智能制造、新材料、环
保等

山东高投毅达新动能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山东省新动能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5.00 亿元人民币

N/A

贵州优势产业发展基金

贵州优势产业发展基金

10.00 亿元人民币

N/A

新能源绿色产业投资基金

新能源绿色产业投资基
金

20.00 亿元人民币

N/A

青岛绿色科技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青岛绿色发展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N/A

N/A

明光市诺源私募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派诺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1.11 亿元人民币

智能制造、半导体显示
等产业链的未上市公司
股权；或已备案的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或创业投
资基金

东阳市横店东磁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横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00 亿元人民币

新材料、新能源

山东省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基
金

山东省海水淡化产业发
展基金

50.00 亿元人民币

支持全省海水淡化项
目、海水淡化产业链及
配套设备生产

淄博文略四号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横琴文略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03 亿元人民币

N/A

深圳汇金远通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富川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5000 万元人民币

N/A

湖南湘潭财信产兴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50.02 亿元人民币

N/A

上海浦东海望塔芯私募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浦东海望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N/A

N/A

珠海君联健安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君联资本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N/A

N/A

天津仁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中信资本（天津）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00 亿元人民币

N/A

广东粤科资环壹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东粤科风险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4240 万元人民币

广东省江门市辖区的企
业或者项目

北京首农北信产业发展基金
（有限合伙）

北京首农北信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20.00 亿元人民币

N/A

宁波北岸创智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蓝湖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5.00 亿元人民币

(a) 本合伙企业资金主
要投资于新材料、生物
医药、港航服务业、工
业互联网、跨境电商、
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具有创新理
念和发展前景的企业。
(b) 投资于江北区企业
的投资总额不少于江北
区政府国有出资有限合
伙人出资额的 1.5 倍。
包括直接投资、标的公
司设立子公司等形式将
优质的区域外投资项目
落地到江北区

嘉兴晶凯欣圆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晶凯赢特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N/A

N/A

嘉兴创领弘越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创领资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N/A

N/A

珠海弗莱威科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和谐天明投资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

N/A

N/A

淄博正夫启睿锦尚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正夫君泽（北京）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6110 万元人民币

N/A

广西自贸区锦蓝六号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西锦蓝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825 万元人民币

N/A

数据来源：私募通 (www.peda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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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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