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科-2007 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排名揭晓 

赛富、鼎晖分别荣获 

“2007 年中国最佳创业投资机构”和“2007 年中国最佳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Zero2IPO清科研究中心发布   上海 · 2007年 12月 7日 
 

12月 6-7日，由清科集团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创业投资年度论坛”在上海外滩茂悦大酒
店隆重召开，大会吸引了近千人的业界人士参与。作为本次大会的焦点盛事——“清科-2007
年度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排名榜单”于 7日晚隆重揭晓。 

镁光灯下款款走来的年度精英人物，是通过两轮大范围投票、耗时数月选举出来的最具

代表意义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家、创业家和中介服务提供商，他们因在各自领域的辛
勤耕耘和持久努力而硕果累累，也因此获得了众望所归的行业顶级荣誉。 

其中，软银赛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最高的得票率荣登“2007 年中国创业投资机构 50
强”榜首，成为“2007 年中国最佳创业投资机构”，其首席合伙人阎焱也因众多引人注目的投
资和退出案例频频告捷，而获得了“2007 年中国最佳创业投资家”称号。IDG 技术创业投资
基金和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分别位列本年度“中国创业投资机构 50强”的第二、第三名。 

对中国日渐繁荣的私募股权投资领域的各类年度排名，成为本次评选的新增特色之一。

评选主要针对专注于中国大陆地区投资的私募股权机构、投资家，以及相应的投资案例进行

了多轮投票。其中，鼎晖投资以绝对优势获得了“2007年中国最佳私募股权投资机构”、“2007
年中国最佳募资私募股权机构”和“2007 年中国最佳退出私募股权机构”，其董事长吴尚志也
因此夺得了“2007 年中国最佳私募股权投资家”荣誉称号。摩根士丹利和贝恩投资有限公司
分别摘得“2007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30强”的第二、第三名。 

阿里巴巴上市的巨大成功使其成为“2007 年中国最佳创投退出案例”，其创建者马云也
被一致评为“2007年 VC/PE支持的中国最佳创业企业家”。另外，与马云一起获得“2007年
VC/PE支持的中国创业企业家 10强”称号的，还有完美时空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池宇峰、
航美传媒的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郭曼、汉庭酒店连锁的首席执行官季琦等。 

在人民币基金渐行渐进和本土退出愈来愈受关注的大环境下，针对中国企业境内上市、

并购的中介服务机构评选也成为本次排名的新增亮点。在中介机构类排名中，竟天公诚律师

事务所和金杜律师事务所分别被评为“2007 年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最佳法律顾问机构”和
“2007年中国企业境内上市最佳法律顾问机构”；Shearman & Sterling被评为“2007年中国
并购市场最佳法律顾问”；德勤和普华永道则分别获得“2007 年（VC/PE 支持）中国企业海
外上市最佳审计机构”和“2007年（VC/PE支持）中国企业境内上市最佳审计机构”称号。 

在颁奖仪式上，大会同时宣布了“2007年中国创业投资家 10强”、“2007年中国创业投
资机构 50强”、“2007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30强” 等奖项。 

“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排名”迄今为止已经进行了7年，该排名以其独立性、
公正性和客观性而受到业界的关注与认可，并作为行业机构的业绩晴雨表，成为创业投资机

 1



                                                                  

构募资、投资的重要参考。排名从投资、管理、融资、退出等各方面进行全面考察，排名体

系选择管理资本量、新募集基金资本量、投资案例个数、投资资本量、退出案例个数、退出

金额和回报水平等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并根据实际发展状况，对排名指标进行年度调整，

力求最大限度地反映现阶段中国创业投资发展的实际状况。 

该评选活动的举办者清科研究中心表示，希望通过此选举增加行业人士对私募股权投资

领域在中国发展态势的了解，同时加强私募股权基金与被投资企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打造

更多的成功企业。 

 

说明：本榜单由清科集团公开发布，如蒙引用，请注明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联系人：朱 芸（女士）    电话：010-84580476-8073 

电子邮件：robinzhu@zero2ipo.com.cn 

   

 

附：清科-2007年度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排名     

 

第一部分 创业投资 

 

2007 年中国最佳创业投资机构：软银赛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2007 年中国投资最活跃创投机构：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07 年中国最佳募资创投机构：软银赛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2007 年中国最佳退出创投机构：软银赛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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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中国创业投资机构 50 强 

 

排名 机构 排名 机构 

1 软银赛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26 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 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 27 寰慧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3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8 智基创投股份有限公司 

4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29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 上海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 Doll资本管理公司 

6 凯鹏华盈中国基金 31 美国富达投资集团 

7 海纳亚洲创投基金 32 美国中经合集团 

8 鼎晖创业投资 33 集富亚洲投资 

9 联想投资有限公司 34 兰馨亚洲投资集团 

10 北极光创业投资基金 35 戈壁合伙人有限公司 

11 软银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6 青云创投 

12 华威科创投资管理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37 光速创投 

13 恩颐投资(NEA) 38 武汉华工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4 德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9 红点投资 

15 永威投资有限公司 40 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 启明创投 41 思伟投资 

17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2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 

18 KTB投资集团 43 蓝驰创投 

19 
苏州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中

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4 德丰杰龙脉中国基金 

20 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 45 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21 成为基金 46 ePlanet创投基金 

22 英特尔投资 47 德丰杰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23 今日资本 48 柏尚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BVP)

24 日本亚洲投资有限公司 49 
黑龙江辰能哈工大高科技风险投资有

限公司 

25 华登国际 50 
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原

名：湖南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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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私募股权投资 

 

 

2007 年中国最佳私募股权投资机构：鼎晖投资 

 

 

 

 

2007 年中国投资最活跃私募股权机构：美林、贝恩投资有限公司 

 

    

 

 

2007 年中国最佳募资私募股权机构：鼎晖投资 

 

 

 

2007 年中国最佳退出私募股权机构：鼎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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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30 强 

 

排名 机构 排名 机构 

1 鼎晖投资 16 雷曼兄弟公司 

2 摩根士丹利 17 普凯投资基金 

3 贝恩投资有限公司 18 凯雷投资有限公司 

4 高盛集团 19 美国泛大西洋投资集团 

5 淡马锡控股 (私人) 有限公司 20 渤海产业投资基金 
6 华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1 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 

7 国际金融公司 22 老虎基金 

8 美林 23 美国国际集团 

9 弘毅投资（北京弘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24 CVC Asia pacific 

10 霸菱亚洲投资基金 25 3i集团 

11 新加坡政府直接投资有限公司 26 新宏远创基金 

12 黑石集团 27 法国 NATIXIS亚洲投资 

13 KKR 28 汉鼎亚太 

14 花旗集团 29 英联投资 

15 国泰财富集团 30 蓝山中国资本 

 

第三部分 人物 

 

2007 年中国最佳创业投资家 

 

姓名 机构名称 职务 

阎  焱 软银赛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首席合伙人 

 

2007 年中国创业投资家 10 强（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姓名 机构名称 职务 

邓  锋 北极光创业投资基金 合伙人/共同创始人 

冯  涛 上海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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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海涛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林栋梁 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 合伙人 

王功权 鼎晖创业投资 合伙人 

薛村禾 软银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合伙人 

阎  焱 软银赛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首席合伙人 

羊  东 软银赛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合伙人 

张  帆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周志雄 凯鹏华盈中国基金 执行合伙人 

 

 

2007 年中国最佳私募股权投资家 

 

姓名 机构名称 职位 

吴尚志 鼎晖投资 董事长 

 

2007 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家 10 强（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姓名 机构名称 职务 

黄晶生 贝恩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焦震 鼎晖投资 总裁 

刘海峰 KKR 董事总经理 

孙强 华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王刚 法国 NATIXIS亚洲投资 首席合伙人 

吴尚志 鼎晖投资 董事长兼创始合伙人 

杨向东 凯雷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曾光宇 霸菱亚洲投资基金 执行董事 

张奕 高盛集团 董事总经理 

赵令欢 弘毅投资（北京弘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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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VC/PE 支持的中国最佳创业企业家 

 

企业家 创建企业简称 职务 

马 云 阿里巴巴 董事会主席兼非执行董事 

 

2007 年 VC/PE 支持的中国创业企业家 10 强（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企业家 职位 创建的企业名称 投资机构 

池宇峰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北京完美时空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 
软银赛富等 

郭曼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

行官 
航美传媒 鼎晖投资等 

胡煜君 首席执行官 橡果国际 软银赛富等 

季琦 首席执行官 汉庭酒店连锁 鼎晖创投、北极光创投等

李革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富达投资、UOB等 

卢增祥 董事长兼首席战略官 
北京永新同方数字电视技术

有限公司 
软银赛富等 

马云 
董事会主席兼非执行

董事 
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 软银中国、寰慧投资等 

求伯君 董事长 金山软件 英特尔投资等 

史玉柱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海纳亚洲等 

武平 
董事长、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 
展讯通信有限公司 恩颐投资、联想投资等 

 

 

第四部分 案例 

 

2007 年中国最佳创投投资案例 

从缺 

 

2007 年中国最佳创投退出案例：阿里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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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中国最佳私募股权投资案例 

从缺 

 

007 年中国最佳私募股权退出案例：航美传媒 

 

 2007 年中国创业投资市场最佳法律顾问机构：DLA PIPER 

 

2

 

 

第五部分 中介机构 

 

★

 

 

 

 2007 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最佳法律顾问机构：美国美迈斯律师事务所 

 

 2007 年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最佳法律顾问机构：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007  

★

 

 

★

 

 

 

 

 

★

 

 

年中国企业境内上市最佳法律顾问机构:金杜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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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VC/PE 支持）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最佳审计机构：德勤 

 2007 年（VC/PE 支持）中国企业境内上市最佳审计机构：普华永道 

 2007 年中国企业海外上市主承销商 3强 

 

 

★

 

 

 

 

★

 

排名 公司名称 

1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 

2 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 

3 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 

 

 2007 年中国企业境内上市主承销商 3强 ★

 

排名 公司名称 

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3 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07 年中国并购市场最佳法律顾问机构:SHEARMAN & STERLING 

 

 

-------------------------------------- 

科集团成立于 1999年，是中国领先的创业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领域综合服务及投资
机构

清科集团每年帮助 20多家中小企业完成资金募集和并购，交易金额超过 2亿美元。行

★

 

 

关于清科集团 
 
清

，主要业务涉及：领域内专业的顾问、研究、会展等增值服务及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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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分布主要集中在互联网、通信、教育、健康医疗、服务业等方面。在基于顾问业务所取得

的骄

中心定期发布中国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并购及海内外上市的季度/中期/
年度研究报告，是目前创业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领域内发布报告种类及频率最多的研究中

心，

现已成功在海内外举办了 17 次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论坛，以及近 60 期
的投资俱乐部活动，每年参会人数总合超过 5000人次以上。由集团组织的清科创业投资俱
乐部

构。(www.zero2ipo.com.cn)。 
 

关于

2001 年 11 月创立，致力于为大中华区的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基金、

政府机关、中介机构和创业企业提供专业的研究报告和各种行业定制研究。研究范围涉及创

业投资、

----------------------------- 

由清科集团公开对媒体发布，如蒙引用，请注明来源：清科研究中心，并请将样

两份寄至： 
 

云路26号鹏润大厦A座12层1203室(邮编：100016) 
系人：黄琳  

nhuang@zero2ipo.com.cn

，谢谢！ 

人成绩上，集团于 2006年募集成立创业投资基金，专门针对国内有潜力的高成长企业
进行投资。 

 
集团研究

并掌握着领域内最全的数据库资源。我们的用户包括国内外投资人、基金投资者、投资

银行、各大券商、政府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企业家等等。另外集团已连续 7
年发布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排名榜单，现已成为业界广泛认可的最权威的参考

指标。 
 
集团

拥有 200 余家投资人会员及 200 多家企业会员，是目前国内影响力最大的投资人及企
业家交流平台，并拥有国内最强的投资人关系网络。 
 

集团目前在北京、上海、香港及硅谷均设有办事机

清科研究中心 

 

清科研究中心于

私募股权、新股上市、兼并收购以及高新技术行业市场研究。目前，清科研究中心

已成为中国最专业权威的研究机构。  

 

 

--

 
引用说明 
 
本榜单

报

北京市朝阳区霄

联

电话：+86 10 84580476 
电子邮件：ailee
 

如是网上报道或转载，请发链接到以上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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