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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稿 

中国创业投资年度排名发布 

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获双料冠军 
Zero2ipo 清科创业投资研究中心发布      北京 · 2004 年 12 月 15 日 

 

12 月 17 日晚，规模盛大的“2004 中国创业投资年度排名暨颁奖仪式”在北京天伦王朝饭店举行。随

着大屏幕上一位位人物的出现，业界期待已久的 2004 中国创业投资年度排名终于正式揭晓：去年因投资盛

大而声名鹊起的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软银亚洲）众望所归，摘取了“2004 年中国最佳创业投资机

构”的桂冠，其总裁阎焱同时获得“2004 年中国最佳创业投资人”称号。中国最成功的创投之一 IDG 技术

创业投资基金，以其众多投资企业海外上市位列本年度排名第二；来自硅谷的创投新锐 Doll Capital 

Management(DCM)因成功投资 51JOB、中芯国际等企业而一跃成为本年度排名第三。 

大会主办方，大中华区著名创投专业研究与顾问公司—Zero2ipo 清科公司同时宣布了“2004 年中国十

大活跃的创业投资人”、“2004 年中国创业投资机构 50 强”、“2004 年最佳投资/退出案例”、“2004 年中国

十大创业企业家”等榜单。Zero2IPO 清科-中国创业投资年度排名迄今为止已经进行了四年，该排名以其

独立性、公正性和客观性而受到业界的关注和认可，并成为创业投资机构募资的重要参考。 

 
软银（SAIF）与盛大相互辉映 

“2004 中国创业投资年度排名”的排行榜上，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和盛大网络是两个出现频次

最高的名字。软银亚洲获得本年度中国创业投资的两个最高桂冠，盛大网络则成为今年的最佳退出案例，

其创始人陈天桥也在“年度十大创业企业家”奖项中高居榜首。软银亚洲在造就了盛大传奇的同时，也成

就了自身。 

据主办方 Zero2ipo 清科公司总裁倪正东介绍，软银亚洲今年获此大奖是众望所归。在业界对“年度十

大活跃的创业投资人”提名的过程中，为数众多的创投机构即已经把阎焱列为首选，甚至在原本不需要提

名的创业投资机构排名奖项，也有创投机构也主动写上了软银亚洲。而此后严格的业绩综合评价体系也显

示了同样的结果。实际上，除了盛大在纳斯达克的完美表现之外，软银亚洲的活跃还体现在投资、募资各

个方面。2004 年，软银亚洲先后投资了唯上科技、天融信、银联商务等各行业内的领头企业，并且在基金

融资方面也进展顺利。正因如此，在综合考察管理资本量、新募集基金资本量、投资案例的个数、投资资

本量、退出案例个数、退出金额和回报水平等指标的清科创业投资排名体系中，软银亚洲得以力拔头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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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综合排名本土居后，外资主流创投来势凶猛 

记者发现，在中国创业投资 50 强的榜单上，前 10 名中外资机构占据 6 席，本土机构拥有 4 席，相差

似乎并不是很大；而在前 20 名中，外资比本土为 14:6；在整个 50 名榜单中，外资比本土为 32:16。倪正

东认为，尽管少数本土创投经过几年的努力和探索可与外资一争长短，但整体而言，目前还是外资力量主

导中国市场。倪正东对本土创投的发展表示谨慎乐观，“创业投资在中国的历史很短，对于本土机构而言，

总是会有学习、摸索的过程。目前，诸如鼎晖、上海联创、联想投资等一些本土机构已经很国际化，并因

其出色的业绩得到了业界和他们的投资人的认可。相信在未来的几年中，随着行业的发展，本土和外资会

越来越相互融合，可能会有完全本土化的团队管理海外的基金，也会有海外的基金管理人托管国内的资本，

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本土力量也会逐渐发展壮大。” 

此外，记者还发现，诸如 DCM、NEA 和 3i 等外资机构，尽管在中国持续投资的历史并不长，但凭借

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和丰富的投资经验，很快就在榜单中占据了强势位置。对此，多数业内人士抱着谨慎乐

观的态度。业内专家表示，欧美大牌 VC 能带来很多价值，如技术转移、管理经验以及国际资本市场认可

度等等，他们的进入也有利于推动行业的向前发展，这些都有正面积极的意义。 

 
上市企业分外抢眼，分众、盛大分获最佳 

 

“年度十大创业企业家”是今年新增的一个奖项。主办方清科公司解释新增该奖项原因时说，“创业投

资行业的发展过程也是创业企业的成长过程，二者的协作创造了双赢。创业投资的贡献就是成就更多成功

的企业和企业领袖。” 倪正东还特别强调，该奖项下的“创业企业家”界定为创业投资支持的企业家，而

且界定为 2004 年当年上市或者还未上市的企业的创始人。 

该项榜单由创业投资机构提名，并由创业投资机构投票产生。在最终的榜单上，陈天桥、马化腾、宁

君等 6 位企业家领导下的企业在今年成功登陆美国或香港资本市场，其余 4 位创办的企业也正在走向上市

的过程中。可见，在某种程度上，上市确实可称为企业发展的里程碑。 

年度最佳投资/退出案例也是令人瞩目的奖项，其候选名单由各创业投资机构提名产生，最终的获胜者

也由各创业投资机构投票决出。去年，盛大和携程以绝对优势拿走了这两个奖项，但据主办方介绍，今年

这两个奖项几乎是到了最后时刻才见分晓。 

在今年最佳投资案例的投票中，分众传媒和百度得到了最多的关注，二者几乎不相上下，最后分众传

媒以微弱的优势胜出。除此之外，比较受青睐的案例依次为：德信无线通讯科技有限公司（英特尔策略投

资、高通策略投资）、宁夏红枸杞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英联投资）、北京天融信公司（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

资基金等）。在最佳退出案例的评选中，除盛大之外，蒙牛乳业和前程无忧（51job）也得到了较多的关注。

业内人士认为，该奖项竞争的激烈正是行业发展的表现，只有越来越多优质投资案例的涌现，行业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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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获得稳定发展。 

 

另外，清科公司今年还新增了与创业投资相关的服务机构的排名，其中包括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

会计事务所排名等。清科希望通过此举增加行业人士对服务机构的了解，同时加强创投机构、创业企业和

服务机构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打造更多的成功企业。 

 

引用说明： 

本文由 Zero2ipo 清科公司公开对媒体发布，如蒙引用，请注明来源：Zero2ipo 清科创业投资研究中心  

并请将样报两份寄至：北京海淀区车道沟 1 号滨河大厦 8 层      100089 

陶映红  （收） 

联系方式： 
联系人：陶映红  电话：010－68717155/56，68717047，68717067 

电子邮件：taoyh@zero2ipo.com.cn   

 
附：Zero2ipo 清科-2003 年中国创业投资年度排名 

 

★ Zero2ipo-2004 年中国最佳创业投资人 
 
阎焱 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   总裁 
 
★ Zero2ipo-2004 中国十大活跃创业投资人 

姓名 机构名称 职务 

阎焱 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 总裁 

林栋梁 IDG 技术创业投资基金 合伙人 

赵克仁 Doll Capital Management 联合创办人&主管合伙人 

吴尚志 鼎晖创业投资中心 董事长 

冯涛 上海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裁 

朱立南 联想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总裁 

陈友忠 宏碁技术投资亚太有限公司 总经理暨合伙人   

郭鲁伟 山东省高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帆 德丰杰全球创业投资基金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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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镇洪 集富亚洲投资 常务董事暨北亚主管   

★ Zero2ipo-2004 年中国最佳创业投资机构 

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 
 

★ Zero2ipo-2004 年中国创业投资机构 50 强  

排名 机构 排名 机构 

1 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 26 汉鼎亚太公司 

2 IDG 技术创业投资基金 27 梧桐投资公司 

3 Doll Capital Management 28 永威投資有限公司 

4 鼎晖创业投资中心 29 霸菱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5 上海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 龙科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 凯雷投资集团 31 高通策略投资 

7 华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2 美商中经合集团 

8 联想投资有限公司 33 怡和创业投资集团 

9 宏碁技术投资亚太有限公司 34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 山东省高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35 招商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1 华登国际投资集团 36 广东省粤科风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 德丰杰全球创业投资基金 37 西门子移动通信投资公司 

13 集富亚洲投资 38 清华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 英特尔策略投资 39 戈壁合伙人有限公司 

15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0 广州科技风险投资公司 

16 祥峰中国投资 41 富达国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7 中科招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2 
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服务有限公

司  

18 摩根大通亚洲投资基金 43 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9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44 湖南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 3i 45 武汉华工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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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黑龙江辰能哈工大高科技风险投资有

限公司 
46 兰馨亚洲投资集团  

22 上海华盈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7 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 

23 深圳清华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8 麦顿投资管理公司 

24 英联投资有限公司 49 橡子园创业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25 招商局富鑫资产管理公司 50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Zero2ipo-2004 年度最佳投资案例 

分众传媒（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投资机构：维众创业投资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软银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鼎晖创业投资中心、德丰杰

全球创业投资基金、美商中经合集团、上海华盈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招商局富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麦顿投资管理公司、高盛、3i 等 

★ Zero2ipo-2004 年度最佳退出案例 

 

盛大互动娱乐有限公司 
退出机构：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 

 

★ Zero2ipo-2004 年度十大创业企业家 

企业家 创建的企业名称 投资机构 

陈天桥 盛大互动娱乐有限公司 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 

马化腾 腾讯科技有限公司(QQ) IDG 技术创业投资基金 

江南春 分众传媒（中国）控股有限

公司 
软银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维众创业投资集团（中国）

有限公司、 鼎晖创业投资中心、德丰杰全球创业投资基金、

美商中经合集团、上海华盈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局富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麦顿投资管理公司、高盛、

3i 等 
张汝京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

公司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汉鼎亚太公司、华登国际投

资集团、祥峰投资、永威投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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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峻 掌上灵通、无限好科技 宏碁技术投资亚太有限公司、祥峰投资等 

周云帆 北京空中信使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空中网） 
德丰杰全球创业投资基金等 

莫天全 搜房资讯有限公司 IDG 技术创业投资基金 
宁君 金融界网站 IDG 技术创业投资基金、祥峰投资等 
虞锋 聚众目标传媒(中国)控股有

限公司 
凯雷投资集团 

张金山 宁夏红枸杞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 
英联投资有限公司 

 

 
关于 Zero2ipo 清科公司 

Zero2ipo 清科公司由清华校友和海外投资银行家于 1999 年共同创办，现有员工 40 多人，在创

业投资、上市并购、基金私募、投资管理、行业及资本市场研究等领域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 

公司致力于成为大中华区最权威的私有股权投资顾问机构，当前的主营业务为针对私有股权投资的

各类顾问服务，包括投融资顾问、上市与并购顾问、财务顾问、投资管理、管理咨询等，此外还提供创

业投资资讯、行业研究、创业投资会展和培训及俱乐部等相关支持服务。经过四年多的努力，Zero2ipo

清科公司目前已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创业投资增值服务机构。 

 

关于 Zero2ipo 清科创业投资研究中心 

Zero2ipo 清科创业投资研究中心于 2001 年 11 月创立，致力于为大中华区的投资机构、创业企

业提供专业的研究报告和相关资讯。研究范围涉及创业投资、新股上市、兼并收购以及高新技术行业市

场研究、案例研究。研究中心同时针对客户的要求提供资讯和专题研究服务。目前，Zero2ipo 清科创

业投资研究中心已成为中国专业的创业投资研究机构，为政府、国内外创业投资机构、金融机构、创业

投资学术性研究机构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行业数据分析和案例研究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