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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权投资金牛奖龙虎榜
金牛早期投资机构

北京真格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真格基金是由徐小平、王强
于2011年联合红杉资本中国基
金创立的早期投资机构。 真格基
金陆续投资了600余家创业 公
司， 并收获美菜、 英 雄 互 娱 、
VIPKID、 一起教育科技、 找钢
网、罗辑思维、依图科技、小红
书、蜜芽、ofo等行业瞩目的独角
兽企业。

联想创投集团
联想创投是联想集团旗下
全球科技产业基金，旨在融汇联
想全球资源，打造联想生态链企
业，以投资手段为联想布局互联
网及智能生态。 联想创投专注于
面向未来的核心技术和智能互
联网投资，投资方向主要为大数
据、 人工智能+垂直行业、 云计
算、机器人、消费升级等。

英诺天使基金
英诺天使基金成立于2013
年4月， 投资管理团队平均有10
年以上经验，管理基金规模超过
20亿人民币。 英诺以“
投资创新，
成人达己” 为使命，专注人工智
能、微信互联网、区块链、大消费/
泛娱乐等领域的天使轮、Pre-A
投资，成立后持续获得“中国天
使投资机构十强” 等殊荣。

北京洪泰同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洪泰资本控股是中国打通
早期创业和资本市场的专业投
资机构。 通过全生命周期基金产
品和全要素生态平台，联合洪泰
创始人资源优势，已形成良好的
创业投资和创业服务生态闭环，
针对创业企业的各个发展环节，
提供投融资、加速辅导、资源对
接等全方位服务。

西安中科创星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中科创星是由中科院西安
光机所联合社会资本发起创办
的专业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孵化+
创业投资的国家级一站式硬科
技创业投资孵化平台，致力于创
建全球第一的硬科技创业生态，
打造以 “研究机构+天使基金+
孵化器+创业培训” 为一体的科
技创业生态网络体系。

深圳国金纵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金投资是专注于互联网
中早期项目投资的专业投资管
理机构。 国金投资目前管理着12
只人民币基金，基金管理规模近
30亿元人民币，国金投资成立至
今在互联网及新经济领域累计
投资100多个创业项目， 分布在
泛娱乐、大教育、大消费和智能
制造等新经济领域。

深圳澳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澳银资本成立于2009年，其
融合了具有卓越的投资决策与
投资干预能力的资深投资人士
以及具有突出投资挖掘能力的
年轻投资新锐，专注于生物医学
与健康，TMT与创意，新型制造
科技与清洁技术等领域的风险
投资业务；并向所投资企业提供
高水准的管理服务及并购服务。

金牛创业投资机构

深圳同创伟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同创伟业成立于2000年6月26日， 是中国
第一批专业私募股权投资公司。 公司拥有18年
的投资管理经验， 资产管理规模超200亿人民
币，陆续投资300余家企业，是国内处于领先地
位、 运作时间长和回报持续优异的本土品牌专
业投资机构。

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粤科金融集团是广东省政府授权经营的国
有独资企业，也是国内首家省级科技金融集团。
公司致力于为广东科技创新提供综合金融服
务，努力打造国内知名创投机构，积极发挥广东
建设国际风投创投中心的生力军作用， 推动广
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

北极光创投
北极光创投于2005年创立，是一家以“
成就
世界级的企业家，培育世界级的中国企业” 为宗
旨的风险投资机构。 目前旗下管理5只美元基金
和5只人民币基金， 管理资产规模逾300亿元人
民币，长期专注于投资早期、科技创新型优秀企
业，强调“
团队、市场、创新” ，与企业共同成长。

光速中国创业投资基金
光速中国是一家专注于中国市场的早期创
业投资基金， 聚焦移动互联网、“互联网+” 以
及企业级产品技术等领域，通过3只美元基金和
1只人民币基金，管理着接近10亿美元的资金。
光速中国专注挖掘优秀创业领袖和未来行业趋
势，同时结合自身的研究能力扎根行业。

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
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专注于投资高新技术
初创企业。 金沙江创投力求发掘最杰出的创业
者，共同成就伟大且具有颠覆性的高科技企业，
并致力于寻找具有优秀的团队、 庞大的市场机
会、核心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并能成为行业
巨头的投资项目。

新加坡祥峰投资管理集团
祥峰投资是新加坡淡马锡控股旗下关注互
联网、 高科技以及大消费领域创新创业的风险
投资机构，成立于1988年。 祥峰中国投资基金
成立于2008年， 目前基金管理规模超过5亿美
元，重点关注移动互联网、消费升级、人工智能、
在线教育、企业服务等领域。

深圳市天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天图投资创始于2002年，是国内最早从事
股权投资的专业机构之一。 天图投资专注于消
费品领域的投资，所投项目涵盖了创新消费、新
型零售、消费金融三大消费升级方向。 天图投资
多次名列业内权威机构评选的国内最佳股权投
资机构20强和中国最佳消费领域投资机构。

华映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华映资本是中国最早的文化产业基金之
一。 2008年成立至今，已成为文化领域的“头
部投资厂牌” ，并全面开启“内容+” 投资布
局。 华映较早看准文化+消费、科技+产业等融
合商业模式，形成文化娱乐、消费升级、金融科
技、数据服务四大投资版图分布。

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于2000年由民建
中央发起、民建会员参股设立，是国内创投行
业的开拓者之一。 公司投资范围覆盖天使投
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产业并购等。 公司重
点投资领域包括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高
端制造、轨道交通、军工、医药医疗等。

北京愉悦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愉悦资本主要投资于早期及成长期TMT
和创新消费领域。 愉悦资本创始合伙人团队在
从事创投行业的十五年中，共投资了近百家企
业，包括多家独角兽企业。 团队坚持“
面向根据
地” 的投资策略，在汽车与出行、居住与空间、
智能互联网及共享经济等领域都有出色成绩。

三年期金牛创业投资持续优胜机构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深创投是深圳市政府1999年出资并引导社会资本出资设立、 专业从事
创业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培育民族产业、塑造民
族品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 主要投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中
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新兴产业企业和转型升级企业。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红杉资本始终致力于帮助创业者成就基业常青的伟大公司， 为成员企
业带来丰富的全球资源和宝贵的历史经验。 46年来，红杉资本投资了众多
创新企业和产业潮流的领导者。红杉资本专注于科技/传媒、医疗健康、消费
品/服务、工业科技四个方向的投资机遇。

IDG资本
IDG资本于1992年创立于美国波士顿， 是全球领先的私募股权投资机
构。 IDG资本重点关注互联网与高科技（TMT）、先进制造及新能源、消费
升级、大健康、文化创意等领域的领先企业，投资范围覆盖初创期、成长期、
成熟期及并购重组等各个阶段。

君联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君联资本是联想控股旗下独立的专业风险投资公司，核心业务定位于初
创期风险投资和扩展期成长投资，聚焦TMT及创新消费、专业服务和智能制
造、医疗健康、文化体育领域的投资，在管美元及人民币基金总规模超过350
亿人民币，重点关注中国的创新与成长机会。

江苏毅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毅达资本由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组建，是国内行业研究能力最强、投资
专业化程度最高、资产管理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创业投资机构之一。 倡
导全产业链投资，投资领域包括健康产业、清洁技术、先进制造、新材料、消
费服务、文化产业和TMT。

基石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石资本是一家历史渊源深厚的股权投资管理机构，团队发端于2001
年，拥有17年投资管理经验。 基石资本秉承“集中投资、重点服务” 的投资
理念，在先进制造、TMT、医疗健康、消费与服务等领域，培育和造就了一批
行业领袖与细分行业的龙头。

最受股权投资机构欢迎LP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受托管
理，是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坚持
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责任投资的理念，按照审慎投资、安全
至上、控制风险、提高收益的方针进行投资运营管理，确保基
金安全，实现保值增值。

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首家
中央级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 2015年，国科控
股开始实施《“联动创新” 纲要》，通过创新链、产业链、资本
链“三链” 联动，打造从IP（智本）到IPO（资本）的科技经济
深度融合的“
运河体系” 。

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前海母基金是目前国内领先的股权投资母基金， 基金总
规模275亿元，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商业化募集母基金。 集
聚了当前国内有实力、有影响力、有互动资源的投资人，投资
人类型包括：各级政府、保险金融机构、知名企业及上市公司
以及有商业成就的个人等。

元禾辰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元禾辰坤是中国第一只市场化的专业母基金管理团队，
在业内率先建立了完整的母基金投资与管理体系， 迄今管理
母基金总规模超200亿元人民币， 并充分发挥股权投资母基
金的示范效应和对股权投资团队及资金的集聚效应， 创建了
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GP社区。

盛世投资
盛世投资是国内知名的股权母基金管理机构、 政府引导
基金管理机构和创新创投资源聚合平台。 伴随国家“
走出去”
战略和“一带一路” 倡议，盛世投资加速国际版图的布局，致
力于打造中国未来的创投生态圈、 中国未来的新经济产融投
平台和中国未来的顶尖资产管理公司。

宜信财富私募股权投资母基金
宜信财富是宜信旗下独立财富管理业务品牌，为近十万
名中国高净值和大众富裕阶层提供专业的全球资产配置服
务。 自2013年成立以来，基于宜信财富始终倡导的科学资产
配置理念， 宜信财富母基金致力于寻找并持有优质资产，通
过优秀企业的高速增长获得时间的复利回报。

北京盛景嘉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盛景嘉成母基金始创于2014年，是中国领先的企业家母
基金和全球化母基金，目前所覆盖的子基金已经超过100只，
投资覆盖全球超过2000家新经济优质企业，投资领域包括企
业级应用、泛消费娱乐、前沿科技、医疗大健康、金融服务、新
能源等多个高速增长赛道。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人保资管是由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03年7月
16日发起设立的境内第一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人保资管坚持
忠人之事，超越基准” 的企业精神，以专业能力把握市场脉搏，
“
全面覆盖私募和公募业务、机构和个人客户、产品和专户服务、
境内和境外市场。
（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