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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权投资金牛奖龙虎榜
金牛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平安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资本是平安集团的核心股权
投资平台，也是国内知名的私募股权投
资专业机构之一。 平安资本持续关注消
费升级、健康医疗、现代服务和TMT、节
能环保、 高端制造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并且致力于发挥与被投企业之间的协
同效应，帮助企业实现快速成长。

凯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凯辉是一家国际领先的专注跨
境投资的私募股权基金公司， 由蔡
明泼和Edouard Moinet成立于
2006年。 作为一只由企业家建立并
为企业家服务的基金， 凯辉拥有多
元文化和经验丰富的投资团队，通
过独特的商业模式和增值战略为遍
布三大洲的企业创造长期价值。

招商局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招商资本发端于1987年设立的中国
科招高技术公司及随后设立的招商局中
国基金、招商局科技集团、中新建招商股
权投资基金。2012年，招商局集团对直投
和基金业务进行整合，设立招商资本。 招
商资本以助推实业发展为使命， 致力于
成为中国一流和世界知名的PE企业。

北京首钢基金有限公司
首钢基金由北京市政府和首
钢集团共同发起设立， 重点投向
以停车为主的基础设施与园区旧
改、以医疗为主的消费升级、新能
源汽车零配件与装备制造、 供应
链金融。 公司管理16只基金，基金
管理规模480亿元人民币，致力于
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

金浦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金浦投资是上海国际集团系统战略
持有机构，主要从事产业投资基金及其他
类型的股权投资基金的发起设立和投资
运作业务， 是上海金融发展基金的管理
人。公司还发起设立了多只以大型企业专
项资本运作为主的投资基金。目前公司所
管理的基金规模超过500亿元人民币。

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北汽产投成立于2012年底，是
北汽集团全资子公司，为资本运作、
股权投资、创新孵化、构建产业资本
全价值链的核心平台。 北汽产投深
耕汽车及周边产业，坚持沿着国家
发展战略方向支持国有制造业发
展。 重点关注新能源、新材料、智能
化、汽车后市场等领域投资机会。

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高特佳投资集团于2001年在深圳
成立，专注医疗健康产业投资，以战略
性股权投资为主导，投资覆盖并购、PE、
VC、天使等全阶段。 拥有国内规模最大
的专业医疗投资团队，构建医疗健康产
业投资生态平台，致力成为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医疗健康投资机构。

远洋资本有限公司
远洋资本成立于2013年2月，
是专注于从事另类资产投资管理的
专业机构。 成立至今，凭借远见卓
识，远洋资本始终致力于积极探索
融资创新、产业创新的新方法和新
路径，通过高效运用资本手段，以独
到眼光投资项目，为客户实现资本
的有效管理和价值的共创共赢。

华盖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华盖资本成立于2012年， 是由一批
来自境内外业界知名投资机构的专业人
士共同创立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公司专
注于中国市场的私募股权投资业务，致力
于推动中国中小企业成长为行业龙头。目
前旗下管理有医疗健康基金、TMT基金、
文化基金等多只股权投资基金。

国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国寿资本是中国人寿旗下的
实物资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平台，
在管基金规模逾200亿元， 专注于
不动产、基础设施等实物资产领域，
以价值投资为目标，以基金产品为
载体，致力于构建多元募资、价值投
资、主动管理、有序退出的全产业
链、全周期、综合性资产管理机构。

浙商创投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创投是浙江首家成功登陆新
三板的民营控股创投机构。 公司拥有近
100人的专业管理团队， 有着丰富的实
业经营和投资管理经验。 公司目前已经
管理了30余个VC/PE基金、 新三板基、
定增基金、并购基金，管理资产规模超
500亿元人民币。

华软资本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软资本成立于2008年，以科
技创投、 并购投资和资产管理为主
业，为科技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为
新实体经济提供动能。 华软资本在
中国私募股权行业发展的洪流中始
终坚持自身的发展特色， 秉承专业
服务精神，促进产业金融共赢，致力
于成就领先的科技金融旗舰。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温氏投资于2011年4月成立，
注册资本5亿元，是温氏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专门从事资本
投资业务及资本运营业务的专业
化公司。 公司业务涵盖股权投资、
再融资投资、证券投资、金融资产
投资、基金管理等，形成了较为完
整产业链发展模式。

三年期金牛私募股权投资持续优胜机构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产业基金成立于2008年6月， 是一家
市场化独立运作的专业投资机构， 专注于挖掘
与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相关的中国与国际投资机
会。 公司秉持长期投资策略和“以专业创造价
值” 的基本理念，以近千亿元人民币的管理资
产规模成为中国领先的资产管理机构之一。

华平投资
华平投资是全球领先的私募股权投资集
团，专注于成长性投资。 华平目前管理逾450亿
美元的私募股权资产，投资于165家企业。 华平
成立于1966年，总部位于纽约，是美国历史最
悠久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 也是美国私募股权
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招银国际资本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招银国际资本是招商银行及招银国际全
资附属公司，肩负以境内境外和投行商行双重
联动的方式撬动国内庞大新兴金融市场的重
任。 招银国际资本自成立以来，准确把握行业
发展动向、顺势而为，主导参与业内多个著名
投资案例，是中国领先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高瓴资本
高瓴资本是一家专注于长期结构性价值投
资的公司，由张磊于2005年创立，经过十余年发
展，现已成为亚洲地区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基金
之一，受托管理的资金主要来自于目光长远的全
球性机构投资人， 包括全球顶尖大学的捐赠基
金、主权财富基金、养老基金及家族基金等。

弘毅投资
弘毅投资成立于2003年，为联想控股成员
企业，以“价值创造、价格实现” 为核心理念，致
力于集聚中外优质资本、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弘
毅投资目前管理资金总规模超过700亿元人民
币，积极致力于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外国企业
引进来，并积极参与金融创新。

鼎晖投资
鼎晖投资成立于2002年， 是中国最大的另
类资产管理机构之一，截至2017年12月，管理规
模达1200亿元人民币。 鼎晖投资前身是中国国
际金融有限公司的直接投资部。鼎晖投资发端于
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的蓬勃发
展促进了鼎晖投资另类资产管理平台的建立。

盛世景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盛世景由中国金融界资深人士于2006年
创立，注册资本2.02亿元，是全产业链的资产管
理机构。 盛世景是首批获得IPO网下发行询价
资格的34家投资机构之一， 是中国稀土行业协
会选定稀土行业基金唯一管理人， 具备国有大
型银行“
双A级” 私募管理人资质。

淡马锡
淡马锡成立于1974年， 截至2018年3月31
日， 淡马锡的投资组合价值为3080亿新元，主
要分布在新加坡和亚洲其他地区，投资活动围
绕着淡马锡投资主题及其代表的长远趋势展
开：转型中的经济体，增长中的中产阶级，强化
比较优势，新兴的龙头企业。

上海景林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景林创立于2004年， 经历完整资本市场
周期，长期业绩稳定超前，回报丰厚，管理美元
和人民币资产超过800亿，投资A股、港股、美
股市场，着眼于全球视野。 景林致力成为一家
值得信赖、受人尊敬的资产管理公司，为投资
者寻求长期资本增值。

金牛产业引导基金

北京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
按照北京市构建“高精尖” 经济结
构的战略要求，为打造我国集成电路产
业的北部增长极， 中关村发展集团于
2014年设立了北京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目前该基金总
规模约300亿元， 主要投向为集成电路
及相关上下游行业。

国投创合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国投创合是国投集团专业化、市场
化的母基金和引导基金投资管理平台，
由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
年11月发起设立。 自2017年初开始投资
以来，公司已逐渐成为国务院支持新兴
产业创投企业、落实国家双创战略的重
要示范平台和有力抓手。

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基金于2013年3月28日成立、
2013年5月运营，是广州市委、市政府为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放大财政资金引导
效应、带动社会投资、强化区域金融中
心地位而专门成立的产业投融资平台，
业务覆盖政府基金管理、PE、VC和其他
金融平台等领域。

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基金
山东财金集团是省级政府引导基
金管理运作平台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平台， 截至2018年9月， 资产总额达
2312亿元，净资产575亿元，省级政府
引导基金参股基金规模1500亿元，已签
约的两批新旧动能转换基金规模达
1650亿元。

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引导基金由深圳市财政资金
出资设立， 旨在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
用和财政资金的引导放大作用， 引导社
会资本投向创新创业、新兴产业发展、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事业发展等领域，
培育新兴企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
民生事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亦庄国投创立于2009年2月，是一家
以服务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和
产业转型升级为使命的国有投融资公司。
亦庄国投始终坚持以实体经济产业发展
需求为导向，充分结合政府资源与市场力
量，不断构建多元化产业投资平台、全方
位金融服务平台、创智型产业集聚基地。

金牛股权投资精英

深创投 孙东升

孙东升，日本大阪大
学工学博士，曾任山东大
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金
属材料研究所所长以及
日本通产省工业技术院
研究员等职务，并获山东
省优秀青年知识分子标
兵、山东省优秀青年科学
家等称号，2001年加入深
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盛世投资 姜明明

姜明明，盛世投资董
事长、创始合伙人。 姜明
明拥有丰富的政府引导
基金管理经验，对基金项
目尽职调查、 项目估值、
风险评判和投后管理都
有独到的见解和心得，在
其主导下，盛世投资与数
十个地方政府合作，受托
管理了三十余只政府引
导基金。

基石资本 张维

张维，南京大学法学
硕士、 北京大学EMBA
金融班中欧哈佛全球
CEO班，曾担任回天新材
董事长，新加坡上市公司
鹰牌控股董事局主席。 现
任中国基金业协会私募
股权及并购 基 金 专 业 委
员会委员、 北大光华管
理学院EMBA金融协会
副会长。

金浦投资 吕厚军

吕厚军， 现任金浦产
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总裁，同时兼任上海
国际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联
席理事长、 上海股权投资
协会副会长、 复旦大学经
济学院客座教授。 加入金
浦投资之前， 吕厚军曾担
任海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总裁、投资
决策委员会主席。

招商资本 张日忠

张日忠， 现任招商金
融平台执委、招商局资本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执行
官， 曾长期在多个实体企
业、 金融企业担任重要职
务，在财务、投资、融资、并
购、风控及企业管理上拥有
丰富的经验，任职以来主持
了国调招商并购基金、服贸
基金、农垦基金等多只基金
的组建。

中国风投 王一军

王一军，现任中国风
险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历任常务副总经理、执
行总裁、总裁，投资风格
务实稳健， 凭借二十余
年来投资经验，深耕实体
经济， 掌握行业脉络，对
装备制造、环保、新材料
等领域拥有极强的专业
知识沉淀和深邃的投资
眼光。

平安资本 刘东

君联资本 陈瑞

刘东是平安资本首席
合伙人。 取得沃顿商学院博
士学位后，刘东曾于新加坡
政府投资公司（GIC）任大
中华区首席代表和世界银
行集团的国际金融 公 司
（IFC） 大中华区首席投资
官， 投资包括分众传媒、李
宁、爱尔眼科、银泰商业、复
星医药、泰康人寿等众多优
秀企业。
陈 瑞于2005年加 入
君联资本，目前担任君联
资本董事总经理。 陈瑞在
消费和 现 代 服 务 领 域 拥
有丰富的投资经验，他
主导、 参与的项 目 有 悉
地国际、城建设计、作业
帮、 万学教育、 网 易 有
道、太合音乐、薇美姿、
聚 橙 网 、CAA 中 国 等 多
家公司。
（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