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PE源峰

CEO�刘乐飞

作为具有国际视野和丰富中国市

场经验的资产管理机构，CPE源峰认

为， 资产管理行业承担着探索环境社

会可持续发展路径、 推动实体经济绿

色高质量发展、助力我国实现“双碳

目标”的重要使命。CPE源峰将始终推

动并践行负责任投资的理念， 利用绿

色金融力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助力

行业及社会长远可持续发展目标。

CPE源峰的愿景是成为最值得

信任的世界级资产管理公司。 未来，

CPE源峰将力图与国际最先进的

ESG管理理念标准接轨，坚持用长远

眼光和价值投资策略，以完善的投研

体系和专业的投后管理能力，不断为

投资人和社会创造价值。

五年期股权投资金牛奖获奖机构感言

启明创投

创始主管合伙人 邝子平

2023年将是充满不确

定性的一年， 中国将面对

很多挑战， 一些发展模式

转变过程中的阵痛仍在。

但2023年也是值得期待的

一年， 中国孕育着很多发

展机遇。 无论是消费的回

暖， 全社会对科学技术的

拥抱， 还是投融资活跃度

的提高，都在呼唤有理想，

有抱负， 有才华的中国企

业家们。2023年，值得大家

大干一场！

北京高榕资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创始合伙人 张震

尽管宏观环境变化给企业

发展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和

挑战， 高榕资本依然坚信长期

主义， 在不确定时代寻找不可

逆的确定性。 高榕资本认为，新

一轮科技创新是形成新增长动

能、 驱动全球经济转向繁荣的

关键。

高榕资本将持续扎根广袤

的中国市场， 综合前沿科技趋

势和国家政策， 在新一代信息

技术、数字化、新能源与先进制

造、医疗与生命科学、“科技+”

新消费等领域持续布局， 寻找

和投资优秀企业， 陪伴创业者

们创造长期价值。

招银国际资本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总经理 周可祥

感谢中国证券报、金牛

奖对招银国际资本的肯定

和认可。 招银国际资本将继

续秉承初心， 坚持价值投

资，寻找前景广阔的行业中

核心竞争力突出、 能够穿

越周期的伟大企业和企业

家。 展望未来，招银国际资

本将围绕党的二十大提出

的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

安全、实体经济、生态环保

等主题，在自主安全、新能

源、高端制造、数字化、“双

碳” 等政策支持、空间广阔

的行业布局。

中国国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黄杰

作为中国国新开展国有资

本运营的重要抓手， 国新基金

聚焦落实国家战略， 致力于通

过开展市场化、专业化投资，支

持科技创新和央企改革发展，

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展望新的一年，国新基金将

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矢志不渝坚持履行国有资

本运营公司使命，始终坚持专业

投资理念，努力打造更多优秀投

资案例。 同时，进一步完善国新

基金ESG投资体系， 将ESG理念

融入投资全流程，深入挖掘可持

续价值投资机遇，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倪泽望

我们预计私募股权投资行业

整体节奏会逐步恢复和加快。 长

线资金陆续进场， 创投生态会更

加完善；A股市场即将全面实施注

册制， 股权投资退出渠道将更加

通畅……我们坚信，中国拥有全球

最大的市场、 最完整的产业链、最

强的制造能力，创新创业必将蓬勃

发展，创业投资行业大有可为。

深创投将继续坚守“发现并

成就伟大企业” 使命，坚持“国

家需要什么，深创投就投什么” ，

发掘和培育创新价值。 期待与更

多伙伴携手，共同助力国家科技

创新和产业发展， 实现企业、机

构、出资人、社会多方共赢。

君联资本

总裁 李家庆

感谢金牛奖的认可和

市场的肯定。 君联资本的成

长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相伴相生，进入新发展阶段

后，我们将继续思考如何实

现价值投资的 “可持续发

展” 。 既要坚持长线投资实

体经济融入国家发展战

略， 也要保持前瞻性和引

领性， 在技术创新的早期

投资上系统布局。 在解决

“卡脖子” 问题等重大创新

方向上，君联资本将持续加

大投资，支持国家科技创新

发展。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沈南鹏

红杉中国很荣幸能在本届金牛

奖评选中获得奖项， 这也是红杉中国

连续6年获得金牛奖。感谢广大创业者

和金牛奖对红杉中国的肯定和支持。

作为创业投资从业者，红杉中国

的使命和愿景是“积极参与和推动

以科技为核心的中国创新经济” ，成

为中国各行业优秀企业最早和最重

要的赋能型商业伙伴。 17年来，我们

投资了超过1000多家具有鲜明技术

特征、创新商业模式、具备高成长性

和高发展潜力的企业。 尤其是近年

来，红杉中国的投资业务进一步聚焦

硬科技领域，投资的项目中绝大多数

都是具有浓厚“专精特新”属性的早

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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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晖投资

董事长 吴尚志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

成立的私募股权投资机

构， 鼎晖秉承着价值投

资的理念， 基于自身的

行业理解力和价值判断

体系， 投资并见证了超

350家行业优秀企业的

成长， 并在其不同成长

阶段， 从不同角度提供

长期合作支持。

今年正值鼎晖成立

二十周年， 我们有幸深

度参与了中国经济繁荣

的历程。 过去的二十多

年， 我们也经历了几轮

完整的经济周期， 身处

新的周期， 我们对未来

长期保持乐观，股权投资行业需要立足长远，回归本质。

鼎晖在着眼中国经济现实与未来发展的基础上， 也将进

一步聚焦科技创新， 与有着远大愿景的创业者和企业家

一同成长。

基石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维

能在长期投资中

持续获取稳定收益殊

为不易， 它考验的是

投资者的整体判断和

立体思维， 如果没有

对企业行为和资本市

场的全面认知， 无异

于盲人摸象。 在二十

余年发展历程中，我

们始终在锤炼与迭代

这两点。

近几年， 基石进

一步将投资聚焦于硬

科技、新兴产业、生命

科学与健康领域。 投

资每个时代最 “硬”

的科技是促进碳中

和、提高社会福祉的正途，当一项投资吻合科技进步趋

势和政策引导的双重影响时， 其估值亦将脱离传统财

务模型。 未来，基石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硬科技、重

仓中国未来！

建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此次获奖， 是对建银国际多年来稳健的经营业绩，

以及高质量转型发展成果的认同与肯定。

公司积极策应建行“住房租赁、 普惠金融和金融科

技”三大战略，着力支持科技创新、消费升级、医疗服务等

领域，不断发掘并加大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大消费、大健

康、高端制造、金融科技等行业中优质企业的投资力度，孵

化和培育一批具有鲜明技术特征、创新商业模式、高成长

性和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企业。 经过多年的发展积淀，已

成长为市场重要股权投资与私募基金管理机构之一。

未来， 建银国际将继续推进业务转型与产品创新，

为客户提供更加全面优质的金融服务，为股东、员工和

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正心谷资本

创始人 林利军

我们观察到，中

国的股权投资正在进

入新时代，“募投管

退”四个维度的生态

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尤其是在出资主体、

创业群体、 企业基本

面、退出渠道、估值体

系、宏观格局、全球流

动性等层面， 这也考

验着每一个置身其中

的GP， 显而易见的

是， 目前的投资管理

难度不同于以往任何

一个周期。

我们认为，挑战

不会简单重复，但往

往压着相似的韵脚。 回顾股权投资的历史，凡是善于

把握代表中国未来经济的行业与公司以及资本市场

的演进脉络，都能够应对变化和穿越周期，最终创造

长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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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毅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创始合伙人 应文禄

毅达长期坚持投资科技、投资人

才、投资企业家精神，助力科技自立

自强、产业转型升级。2018年以来，毅

达在关键科技赛道的投资金额和数

量占比均超过90%，在科技赛道的长

期布局，也让毅达收获了长期价值。

当下，科技、产业、创投、创富四

位一体，以“双碳” 、半导体、生物医

药、数字经济、“专精特新” 等为代表

的新兴产业将为中国的未来赢得新

的发展机遇，投资布局恰当其时。 未

来，毅达将继续把握科技创新、进口

替代、产业升级三大主旋律，重点深

化在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布局，

以VC之力成就科技创新， 助力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