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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瓴资本捐赠物资

驰援湖北 股权投资机构献爱心

□本报记者 王宇露

1月以来，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牵动人心， 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号召，

参与到这场疫情阻击战中。 私募股权和创

投基金作为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不仅在第

一时间捐款捐物，驰援湖北，更是在病毒

检测制剂和系统研发生产领域，与投资企

业一道快速反应， 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为

疫情防控助力。

多种方式驰援湖北

疫情发生后，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第

一时间加入到驰援湖北的行动中。

1月25日，高瓴资本宣布设立1000万元

专项基金， 主要用于采购抗击疫情急需的

医疗和防护物资与药品等。 高瓴资本旗下

高济医疗通过武汉市红十字会， 紧急捐赠

首批10万只医用口罩，10万瓶84消毒液，用

于缓解武汉地区医疗物资短缺的局面。

1月26日， 正心谷创新资本决定通过

旗下正心公益基金会向湖北疫区的医生

和护士捐赠800万元人民币。此外，正心谷

表示， 将通过正心谷投资的医药生态圈，

积极搜寻医疗资源和防护资源，全力支持

新型冠状病毒防疫工作。

1月26日， 高榕资本向武汉市慈善总

会完成100万元人民币的捐助。此外，高榕

大家庭的企业成员也陆续行动，积极利用

平台资源或发起捐款捐物。

1月27日，经纬中国宣布，机构以及几

位合伙人个人将拿出共计600万元人民

币，作为启动资金，成立“关爱一线医护

人员” 基金计划，该计划将针对此次抗击

新型肺炎中冲在一线的医护人员。

1月28日， 鼎晖投资承诺提供300万

元支持，组织内部合伙人和员工各方面资

源、特别组织海外员工在境外采购医用口

罩、医用防护服等国内紧缺物资，为抗击

疫情提供有效物资和财务支持。

此外，深创投、IDG资本、君联资本、

基石资本、同创伟业等多家机构也都积极

加入驰援抗击疫情的行动中来。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数据

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月4日晚间，私

募股权和创投基金管理机构在进行捐赠的

同时，积极引导、推动所投资的生态链企业

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抗击疫情的行动中，

共决定或实现捐赠金额84,891.36万元。

助力检测制剂和疫苗研发

除了积极捐款捐物外，私募股权和创

投基金更是发挥基金作为投资方的影响

力， 在病毒检测制剂和系统研发生产领

域，与投资企业一道快速反应，第一时间

投入，共同挺身而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已有

11家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管理人投资企业

在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制剂和抗病毒疫苗的

研发生产工作领域取得显著成果。

其中，IDG资本和松禾资本投资企业

华大基因和华大智造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

试剂盒和DNBSEQ-T7测序系统成为首

批正式获准上市的抗击疫情的检测产品。

中信产业基金投资企业之江生物获

得了国内首个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

剂盒医疗器械注册证，并推出2019新型冠

状病毒全自动封闭检测平台，已全力加班

生产了10万个试剂盒发往疫区。

北极光创投投资企业卡尤迪紧急研

发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免核酸

提取RNA检测试剂盒获得权威机构验

证， 实现对新型冠状病毒在1分钟内加样

快速筛查，由企业捐赠的仪器和试剂已经

由军科院工作人员带去武汉驰援一线。

深创投及红土创新基金投资企业海

鹚科技建设互联网医院，开发“发热门诊

咨询” 功能模块，已助力全国40多家医院

快速上线发热门诊咨询服务，有效缓解医

院发热门诊的压力。

此外，创东方投资企业比格飞、高特

佳投资企业热景生物、启明创投投资企业

仁度生物、 松禾资本投资企业圣湘生物、

华睿投资投资企业和元上海、国科嘉和投

资企业微远基因、英诺天使投资企业汇先

医药和推想科技等，都在病毒检测制剂和

抗病毒疫苗的研发生产工作领域取得成

效。检测制剂和疫苗的研发都是与时间争

夺生命，需要相当的科技水准，私募股权

和创投基金在背后发挥了巨大作用。

84家公募基金公司捐赠1.42亿元

□本报记者 张凌之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的这场战“疫” 中，每个人都是战士，公募

行业也不例外。

特殊时期，公募行业一方面从组织机

制、人员管理、场地及系统安排、投资者权

益保护、业务问题排查、后勤保障等各方

面做好安排，投入到紧张的资产管理业务

中，同时坚持履行社会责任，各项捐款物

资持续增加并到位。 截至2月4日晚，共有

84家基金公司向湖北省慈善总会等慈善

组织及相关医院决定或实现捐赠金额达

1.42亿元。

面对疫情对于短期经济和投资者情

绪的影响，26家基金公司更以20.5450亿

元认/申购旗下公募和专户产品， 切实发

挥资本市场稳定器的作用。

捐赠金额达1.42亿元

2月3日，A股开市。 在疫情防控的特

殊时期，各家基金公司竭尽全力做好自身

防疫工作，同时努力做好资本市场的稳定

器、看门人。 开市前，133家公募基金管理

人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提交了关

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应急管理预案，分别从

组织机制、人员管理、场地及系统安排、投

资者权益保护、业务问题排查、后勤保障

等方面做好相关准备。

在人员管理方面，为保障节后公司各

项业务正常运营，确定投资、风控、交易、

运营、IT等各个关键岗位的AB岗安排，确

保特殊情形下有人员替岗。场地及系统安

排方面，在办公形式上，有的公司通过多

处不同办公场所互为备份，有的公司则设

有多个自建机房，重要信息技术系统可在

多个办公地点访问，互为备份，在符合监

管要求的前提下，公司也为远程办公提供

技术系统支持，确保业务连续性。 投资者

权益保护方面，大部分公司已发布相关提

示性公告，建议广大投资者通过非现场方

式进行交易活动，同时理性、客观分析疫

情影响，秉承长期投资、理性投资的理念，

依法合规开展投资活动，基金公司也表示

将进一步做好投资者投诉的沟通及处理

工作。 具体业务方面，部分公司按产品类

型对可能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排查并制定

相应方案，也有公司针对投资、销售、运营

等各个业务条线进行了梳理与问题预判，

并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应急措施。

基金行业一方面从各方面做好安排，

投入到紧张的资产管理业务中，同时坚持

履行社会责任，各项捐款物资持续增加并

到位。

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不完全

统计，截至2月4日晚，共有84家基金公司

向湖北省慈善总会、武汉市慈善总会等慈

善组织及相关医院决定或实现捐赠金额

达1.42亿元。

26家公司自购偏股型基金

由于疫情对短期经济和投资者情绪

产生一定影响，2月3日A股开市即下挫。

在此背景下，公募基金管理人不断加强与

投资者的沟通，并与销售机构合作，充分

利用短信、微信公众号、基金经理在线讲

座、权威媒体等多种平台和方式，加强投

资者教育，倡导理性客观投资。

为了体现抗击疫情的决心以及对经

济发展的信心，自2月3日起，公募基金管

理人纷纷表示以自有资金认/申购旗下基

金产品， 以实际行动与投资者站在一起，

共同践行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理念。 继2

月3日兴全基金约6000万元自购旗下偏

股型基金产品后， 大批基金公司纷纷跟

进，且自购金额不断创新高。 据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

2月4日20时， 共有26家公募基金管理人

表示以固有资金及员工资金20.5450亿元

认/申购旗下公募、专户产品，仅天弘基金

就决定斥资5亿元申购旗下偏股型基金。

这一举措显示了公募基金坚定看好

A股的信心。 业内人士分析，公募基金公

司自购旗下偏股型基金，表明了专业资产

管理机构对市场中长期投资机会的看好。

对广大投资者而言，此次调整也提供了一

次较好的增加权益资产配置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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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私募

设立专项基金送温暖

□本报记者 林荣华 王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举国关

注，牵动人心。多家证券私募机构均在第一时

间向疫区伸出援手，积极捐款捐物。 同时，部

分私募还设立各类专项救护基金， 为前线医

务工作者送去帮助和温暖。

积极捐款捐物

上海景林资产向武汉市捐赠人民币

1000万元，帮助武汉抗击疫情，承担社会责

任。 1月29日，源乐晟资产向湖北省慈善总会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专项捐款

100万元。 捐款将在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统筹安排下，用

于采购防疫物资、因疫情死亡家庭抚恤、志愿

者保险、护具及生活补助，疫情结束用于社区

公共卫生设施补充、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

此外， 悟空投资董事长鲍际刚携全体员

工捐赠60万元， 作为疫情救助专款使用；八

阳资产捐赠善款及物资总计人民币100万

元，作为疫情救助专款使用；诺亚财富也捐赠

了100万元疫情救助专款； 乐瑞资产向湖北

省慈善总会捐款100万元， 驰援湖北抗击疫

情；幻方量化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150万元，

其中100万元用于购买此次抗击疫情所需的

紧急救援物资， 用于湖北疫情救援工作，另

50万元用于浙江疫情抗击及防治工作。

除了捐款， 众多私募机构也积极输送抗

疫物资。景林资产联合其他企业，积极协调从

日韩等国采购急需的医疗物资， 快速运往武

汉。其中，由景林资产联合小米集团创始人雷

军、中诚信集团、中珈资本和武汉大学校友会

从韩国采购20万套医用防护服、10万套医用

护目镜、300多万只口罩中的第三批85吨物

资， 在2月4日凌晨空运至武汉天河机场，并

于同日到达武汉当地多家医院， 大大缓解了

相关定点医院医疗物资的燃眉之急。

敦和资管为疫情防治向浙江省慈善联合

总会捐赠200万元。 这笔捐赠将主要用于采

购医疗物资， 提供给浙江省内医院一线医护

人员使用。

进化论资产则筹集100万只医用丁腈检

查手套和500套医用防护服驰援武汉、 深圳

相关慈善及医疗机构， 用以应对医疗防护物

资紧缺的问题。

设立医护人员专项救助基金

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成为人们心系的

重点对象， 私募机构纷纷设立各类专项救护

基金，为前线医务工作者送去帮助和温暖。

拾贝投资偕公司员工、 家属向中华慈善

总会捐助204.6万元，新设“拾贝投资新冠肺

炎医护人员救助及奖励专项资金” ， 用于帮

助在此次疫情中坚守的一线医护人员。

高毅资产捐款300万元，加入上海基金同

业公会“致敬白衣天使”专项基金，用于支持

和表彰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大朴资产于2月3日向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捐款100万元，捐款将专项列入“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字节跳动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

金” ， 用于为肺炎疫情防控一线被感染的医

务工作者提供援助。

全球采购 直送武汉

私募援助上演“生死时速”

□本报记者 吴娟娟 张凌之

疫情牵动人心。私募基金齐心协力紧急调配全球资源，捐款

捐物。 一场私募战“疫”正在进行中。

2月4日凌晨1点，一辆货机抵达武汉天河机场，戴着口罩的

工作人员急忙卸载货物。

2点，85.115吨货物逐一进仓。

3点半，工作人员核对完毕。

5点，物资装车发往抗击疫情前线。

至此，由武汉大学企业家校友捐向疫区的又一批物资落地。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海外采购。 为援助疫区， 私募机构

“翻遍”全球，上演“生死速递” 。

韩国“扫货”

据了解，这批物资由小米集团创始人顺为资本董事长雷军个

人捐赠1070万元，景林资产捐赠340万元，中诚信集团捐赠330万

元，中珈资本出资330万元，合计2070万元，联合从韩国采购。

1月25日，大年初一，采购方在韩国“疯狂扫货” 。 最终收

获：20万套医用防护服；10万套医用护目镜；9万只N95口罩；

330万只医用和民用口罩。 经各方协调，4架专机载着这些物资

直飞武汉。

1月30日22：00，第一批8.4吨物资到达武汉；

1月31日23：30，第二批7.8吨物资到达；

2月4日凌晨1点，第三批85.115吨物资抵达。

据了解， 这是目前为止武汉市单笔接收物资总量最大的一

次援助。

武汉大学微信公众号这样记录这次校友“抢购”行动。除夕

当天筹款。大年初一，在韩国“扫货” 。春节期间，外汇无法汇出，

付款成了难题，武大校友景林资产创始人首席执行官蒋锦志，在

采购合同还未签订的情况下，一次性垫付300万美元，直接打到

企业账户。由于医疗物资短缺，该批物资价格第二天就上涨了三

到四倍。

景林资产介绍， 这批物资发放的单位包括当时物资奇缺的武

汉协和医院、刚建成的火神山医院以及援助武汉的上海医疗队等。

在这场硬核援助开始之前，1月24日，即大年三十，景林资

产就决定捐款1000万元，全部款项于大年初一完成支付。

景林资产还积极联系有业务合作关系的352环保科技公司，

该公司目前已向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和武汉大

学校医院捐赠了296台空气净化器、261台检测仪和124套滤芯。

在对武汉进行物资捐赠的同时， 景林资产也关注到浙江天

台疫情的发展，即采购数千套防护服、护目镜、数万只口罩等捐

赠给天台第一人民医院，并安排专人负责运输。

15分钟解决问题

相较于这一“生死速递” ，另一家私募基金援助疫区的过程

似乎简单很多———只需15分钟，这家私募基金便帮助一家红外

体温测试仪企业解决了原材料短缺问题。

1月23日，武汉“封城”消息在微信朋友圈刷屏。 一时间，人

们紧盯微信，唯恐错过抗击疫情的最新消息。 晚7点，微信群的

一条信息引起了元禾璞华（苏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委会主

席陈大同的注意。 华中数控董事长陈吉红在朋友圈发出求救信

息：“我们生产人体红外测温仪的原材料已经没有了，采购的下

一批原材料中还缺美国ISSI公司的内存芯片” 。 陈吉红请朋友

圈好友们询问国内是否有公司还有库存。

ISSI原为硅谷上市的芯片公司， 其生产的内存芯片为国内

很多红外测温仪使用。 2015年12月ISSI从纳斯达克退市，来自

中国私募基金主导的并购基金完成对ISSI的私有化收购。 元禾

璞华旗下的璞华资本参与了此次重组并购，因此“跟ISSI的管

理层比较熟，”陈大同介绍。

当晚7：02，陈吉红的求救信息被华中数控范广辉转发到某

半导体微信群。

7：05，陈大同注意到这条消息，随即在半导体群中回应自

己可与ISSI董事会直接联系。 陈大同介绍，ISSI原定近期召开董

事会，为此建立了一个微信群。

7：09，陈大同将信息转到ISSI的这个微信群。

7：10， 陈大同在群里@ISSI相关同事，ISSI的同事立即回

复，陈大同提及的一位同事正在飞机上，她会联系北京办公室销

售处理。

7：13，ISSI的另一位同事发来反馈：北京办公室销售已经联

系上了华中数控，相关同事正在落实。

7：17，ISSI人士再次发来反馈：事情已经搞定！

15分钟， 华中数控人体测温仪所需要的原材料就找到了。

陈大同表示，之所以能这么快就找到紧缺的原材料，因为元禾璞

华与ISSI此前有深度合作，双方比较熟悉，可以第一时间找到对

的人。被问及医疗仪器等物资如果短缺应该如何求救时，陈大同

表示要重视行业微信群，“沟通效果真的非常好” 。

“翻遍”全球

1月27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倡议，有能力、有条件、

有意愿的基金行业机构积极行动起来，发挥资源和平台优势，践

行社会责任，为武汉等湖北重点疫区捐款捐物。

倡议发出之后，机构纷纷响应。 私募基金连接资本与企业，

部分私募机构还与全球相关企业、同行有业务往来，于是他们广

泛搜罗，从全球调动资源支援疫区。 1月28日凌晨1点45分，来自

法兰克福的航班LH8404抵达上海浦东机场， 卸下5万套防护

服。复星锐正所属的复星国际在全球紧急采购、调拨的一批疫区

急需医疗物资抵达国内，随后送往武汉等疫情严重的地区。

另据弘毅投资介绍， 旗下的弘毅慈善基金会通过被投企业

从日本采购口罩。而弘毅投资企业中联重科在疫情发生之后，已

从欧洲、中东、南亚等全球各地采购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重点

防护物资，首批百万只口罩和医疗物资陆续发往国内。

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统计，截至2月4日晚间，私募基

金行业向疫区决定或实现捐款达23626.13万元。 而私募股权和

创投基金管理机构在进行捐赠的同时，积极引导、推动所投资的

生态链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抗击疫情， 共决定或实现捐赠金

额84891.36万元。 此外，基金行业及私募基金管理人调动全球资

源，通过捐赠物资的方式，累计向慈善机构、医院捐赠各类口罩

2,523.32万只、医疗专用物资252.7万件、一次性手术服1万件、护

目镜15.45万副、防护服52.73万套、负压隔离救护车15台等。

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私募机构竭尽所能，守望相助，

为赢取最终的全面胜利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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