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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投收获连连，IDG 荣登 2005 年度最佳创业投资机构 
 
2005 年 12 月 15 日，在上海四季酒店由 Zero2ipo 清科公司主办的 2005 中国创业投资年度论

坛上，清科公司总裁倪正东先生向业界宣布了由清科创业投资研究中心评选的本年度中国创

业投资市场各项排名结果。其中，IDG 技术创业投资基金（IDG VC）荣登 2005 年度“中国

最佳创业投资机构”的位置，IDG 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杨飞、SAIF 软银亚洲基金合伙

人阎焱、周志雄，鼎晖投资的合伙人吴尚志、王功权，Sequoia 红杉中国基金合伙人张帆等

荣获本年度“2005 年中国十大最活跃创业投资人”称号。百度创始人李彦宏，阿里巴巴创

始人马云，分众传媒创始人江南春等当选“2005 年 10 大创业企业家”。IDG 还和 SAIF 软银

亚洲当选本年度投资最活跃创投机构。成功投资百度的德丰杰全球基金当选本年度最佳退出

创投机构。今年成功融资 6.4 亿美元的软银亚洲还当选本年度最佳募资机构。 

 
随着互联网产业逐步升温，2005 年中国创业投资市场上，互联网成为最大的投资亮点，而

作为中国创业投资的先行者之一的 IDG VC，本年度在互联网领域的投资也非常活跃，好耶、

中国博客网等本年度众多互联网领域代表性的投资案例，IDG 都参与其中，并不断引起业界

的广泛关注。根据清科创业投资中心的评比指标体系，IDG 在根据管理资本总量、募资、投

资退出、回报水平等 5 项指标得出的综合评比中，IDG 位居第一。因此，IDG 成为本年度

最佳创业投资机构，属于实至名归。 
 
本年度最佳退出案例是百度。 百度于 8月 5日晚 11点 40分，百度公司正式在美国NASDAQ
挂牌上市，发行价 27 美元，开盘价 66 美元，收于 122.54 美元，涨幅 353.85%。以上市首

日收盘价计算，百度市值已经达到 39.58 亿美元。 
 

本年度最佳投资案例为无锡尚德太阳能有限公司。今年上半年，龙科创投、高盛、英联

等国际著名投资基金向尚德投资了 8000 万美元的资金，完成了海外重组，尚德于 2005 年

12 月 14 日成功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并募资 4 亿多美元的资金，成为第一家在纽约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中国民营企业。 
 
 
 
附件：2005 中国创业投资年度排名完整榜单（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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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Zero2ipo 清科-2005 年中国创业投资年度排名 
 
★ Zero2ipo-2005 中国十大活跃创业投资人(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姓名 机构名称 职务 

汝林琪  上海华盈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合伙人  

邵俊 龙科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裁 

王功权 鼎晖投资 合伙人，总经理 

吴家麟 寰慧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吴尚志 鼎晖创业投资中心 董事长 

薛村禾 软件银行中国风险投资基金 总裁 

阎焱 软银亚洲投资基金 总裁 

杨飞 IDG 技术创业投资基金 合伙人 

张帆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合伙人   

周志雄 软银亚洲投资基金  合伙人 

 
 
 

★ Zero2ipo-2005 年中国最佳创业投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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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ro2ipo-2005 年中国创业投资机构 50 强  
 

排名 机构 排名 机构 

1 IDG 术创业投资基金 26 日本亚洲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技

2 软银亚洲投资基金 27 华登国际投资集团 

3 上海华盈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 凯雷投资集团 

4 鼎晖创业投资中心 29 智碁创投股份有限公司 

5 德丰杰全球创业投资基金 30 集富亚洲投资 

6 软件银行中国风险投资基金 31 高通策略投资 

7 寰慧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团（中国）有限公司 32 维众创业投资集

8 英特尔投资中国区 33 深圳清华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 3i 34 招商局富鑫资产管理公司 

10 上海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创策源  35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1 华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  36 光大控股创业投资 深圳 有限公司

12 Doll Capital Management 37 招商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3 英联投资有限公司 38 成为基金 

14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39 北极光创业投资基金 

15 山东省高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40 GSR Ventures 

16 怡和创业投资集团 41 Accel Partners 

17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2 广东省粤科风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8 联想投资有限公司 43 湖南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9 美商中经合集团 戈壁合伙人有限公司 44 

20 龙科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5 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21 汇丰直接投资（亚洲）有限公司 46 广州科技风险投资公司 

22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47 橡子园创业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23 永威投資有限公司 48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4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9 武汉华工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5 富达国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 清华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Zero2ipo-2005 年度最佳募资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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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银亚洲投资基金 

 

 Zero2ipo-2005 年度投资最活跃机构 

 

 Zero2ipo-2005 年度最佳退出机构 

★

                                                                  软银亚洲投资基金 

 

★

 

 

 

德丰杰全球创业投资基金 

 

 Zero2ipo-2005 年度最佳投资案例 

 
 
资机构：龙科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盛、英联投资有限公司 

  

★ Zero2ipo-2005 年度最佳退出案例 
 

 
出机构：DFJ 德丰杰全球创业投资基金、IDG 技术创业投资基金、TDF 上海华盈创业投资 

 

 

 

★

 

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投

 

          Baidu.com  

退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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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ro2ipo-2005 年度十大创业企

 
业家 

排名 企业家 创建的企业名称 投资机构 

1 李彦宏 百度 德丰杰全球创业投资基金、IDG 技术创业投资基金等 

2 马云 阿里巴巴 富达国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软件银行中国风险投资基

金、日本亚洲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上海华盈创业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寰慧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等 
3 江南春 分众传媒（中国）控股有限

公司 公司、 鼎晖创业投资中心、德丰杰全球创业投资基金、

软银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维众创业投资集团（中国）

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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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孙彤宇 淘宝网 软银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 邓中翰 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加拿大鲍尔风险投资公司, 
General Atlantic Partners 等 

6 董德福  德信无线通讯科技有限公

司 司、高通策略投资等 
英特尔投资中国区、光大控股创业投资(深圳)有限公司、

汇丰直接投资（亚洲）有限公

7 方兴东  寰慧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软银亚洲投资基金, 
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  

 博客网

等

8 施正荣 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

公司 
 

龙科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盛、英联投资有限公司

等 
 

9 戴伟民 份公司 尔投资中国区、维众创业投资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丰直接投资（亚洲）有限公司、华威科创投资管理顾

芯原股 英特

汇

问（北京）有限公司、联想投资有限公司等 
 

10 胡之光 中国博客网 咨询（上

）有限公司、IDG 技术创业投资基金 
DFJ 德丰杰全球创业投资基金、GGV 寰慧投资

海

 
 

 
关于 Zero2ipo 清科公司 

清科公司是中国创业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行业领先的综合服务提供商。公司当前的主营业务为针对

（FAS），包括投融资顾问、上市并购顾问和投资管理等；并提供针

对私有股权投资市场的金融信息服务

私有股权投资的各类财务顾问服务

(FIS)，包括创业投资行业研究和资讯、上市并购研究和资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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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行业市场研究和资讯等；此外还提供媒体及会展服务（MNS），包括创业投资论坛、创业投资培训

及创业投资俱乐部等相关增值服务。 

 

自 2001 年以来，清科公司已经举办 8

坛

突破 5000 多万美元；作为中国创业投资重要项目和信息来源，清科创业投资俱乐部目前拥有 120 多

家投资人会员和近 200 家企业会员，成为国内最强大的投资人关系网络。 

 

经过五年多的努力，清科公司发布的中国创业投资年度研究报告及排名目前已

据

成为中国领先的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综合服务机构。（www.zero2ipo.com.cn） 

 

次中国创业投资年度论坛或中期论坛，40 多期技术创业投资论

；连续 4 次发布中国创业投资年度报告和排名；并帮助近二十多家高成长企业成功融资，融资金额

经成为行业内最权威的数

来源；清科公司举办的中国创业投资年度论坛已成为中国创业投资界最具影响力的活动。清科公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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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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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说明：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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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青东商务区 C 座 8 层   100089 

px@zero2ipo.com.cn   

 

 

                                                                              
                                                       

                                

 

业提供专业的研究报告和相关资讯。研究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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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由 Zero2ipo 清科公司公开对媒体发布，如蒙引用，请注明来源：Zero2ip

王鹏翔  （收） 

联系人：王鹏翔  电话：010－68717155/56，68717047，68717067 

电子邮件：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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