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海通开元于2008年成立，是经中国证监会

审核通过， 由海通证券设立的全资私募股权投

资管理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6.5亿元，目

前管理资金规模约313亿元人民币。 投资团队

重点关注大消费、TMT、健康环保、新材料、新

能源、文化传媒、金融、金融科技等领域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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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社会责任投资机构

中国股权投资金牛奖龙虎榜

金牛券商股权投资机构

金牛券商股权投资精英

金牛股权投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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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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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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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东证资本成立于2010年2月， 现有注册资

本40亿元，是东方证券旗下的专业资本运作平

台。 截至2018年6月底， 公司总资产超过50亿

元，累计管理资产规模突破300亿元。 公司提供

股权投资、债权投资、并购重组、跨境投资、财务

顾问等全方位、一站式服务。

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华泰紫金投资成立于2008年8月， 是华泰

证券旗下专业从事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的全资子

公司。 截至2018年8月，公司开展股权投资业务

逾十年， 管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规模超过400

亿元， 位居行业前列， 投资行业涵盖大健康、

TMT、高端装备制造、大消费等。

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中金资本是中金公司的全资私募投资管理

子公司， 作为中金公司唯一的私募投资基金业

务平台， 统一管理中金公司境内外私募投资基

金业务，承担包括制定私募投资业务发展战略、

推动业务发展、资源配置、风险控制等职能。 中

金资本整体管理资产规模超过2800亿元。

平安财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平安财智是平安集团旗下的核心投资平台

之一，是平安证券私募子公司，依托平安集团综

合金融背景优势，聚焦大健康、大消费、大制造/

大汽车、大资源、大现代服务领域具有高成长性

的细分行业，开展私募股权投资、政府合作产业

基金投资业务、FA领投及跟投、投顾业务等。

国泰君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是国泰君安证

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09年5月，注册资本

75亿元。 截至2017年末，公司管理资产规模超

过327亿元，设立并管理私募投资基金40余只，

深耕医疗健康、新一代信息科技、先进制造、消

费升级与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业。

招商致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招商致远资本于2009年8月设立， 注册资本

21亿元，是招商证券的全资子公司，与招商局集

团和招商证券各板块联动， 致力于价值投资，为

资本市场各方参与者提供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和

优异的投资价值，主要业务包括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夹层基金管理等。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信德成立于2008年12月，是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全资私募基金子公司。目前，公司

累计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人民币200亿元，已募

集管理基金超过30只， 涵盖医疗健康、 消费升

级、工业创新升级、TMT等多个领域，覆盖PE投

资、VC投资、并购投资及夹层投资等多个范畴。

国信弘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信弘盛成立于2008年8月8日，注册资本

金40.5亿元人民币， 是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旗下全资私募基金管理子公司。 国信弘盛拥有

一支高度专业、敬业的投资、风控、研究和管理

团队，严格执行高效、严谨的投资决策流程，具

有丰富的资本市场运作经验。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金石投资成立于2007年， 是中信证券境内

综合投资平台， 是国内最具有影响力的私募投

资机构之一。 金石投资覆盖工业能源、 高端制

造、TMT、消费休闲、医疗健康、军工以及不动产

投资等重点行业。 金石投资目前管理资产规模

超过700亿元，累计完成投资额超过400亿元。

张向阳， 现任海通证券

总裁助理、海通证券PE与产

业资本委员会主任， 海通开

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法

定代表人、 投资决策委员会

主任等职务。 张向阳拥有近

30年的资本市场的从业经

历， 深刻了解中国资本市场

的各类投融资工具及资本运

作方式。

海通开元 张向阳

肖雪生， 广发信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投委会主任， 资深保荐代表

人， 曾任广发证券投行兼并

收购部总经理， 有超过二十

年投行及投资经历， 主持过

多个企业IPO和并购项目，

曾被清科评为“中国私募股

权十大投资家” 。

广发信德 肖雪生

陈波， 全国首批注册保

荐代表人，20年投行及投资

经历，现任东证资本总经理，

团队创始人。 曾获2008年

“最佳 IPO项目保荐人” 、

“最佳再融资项目保荐人”

称号，2017年在首届中国股

权投资金牛奖评选中被评为

“金牛券商直投精英” 。

东证资本 陈波

曹群， 华泰紫金投资总

经理，中国首批保荐代表人，

2010年起担任华泰紫金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总经理，拥有

20年投行及私募股权经验。

主持了宏图高科、江山股份、

大港股份、 江苏开元等项目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工作。

华泰紫金投资 曹群

封群拥有25年综合金

融工作经验， 涉及保险、银

行、信托、投资、证券、互联

网金融、私人财富管理等领

域。 拥有10年保险工作经

验，曾任平安人寿银行保险

事业部副总经理、海康人寿

副总经理、中德安联人寿常

务副总经理。

平安财智 封群

李宗军， 现任招商证券

副总裁、 招商致远资本董事

长，拥有超过20年投资及投

资管理经验和7年金融类公

司管理经验， 在任职招商证

券之前任招商局资本副总经

理， 期间负责招商局资本筹

备并出任招商资本直投委员

会委员等职务。

招商致远资本 李宗军

龙涌， 现任国信弘盛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拥

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北京

理工大学工学双学士学位，

是中国首批保荐代表人，并

具有中国律师、 注册会计师

资格。 龙涌拥有20余年投资

银行、 私募基金等金融从业

经历， 具有丰富的资本市场

运作经验。

国信弘盛 龙涌

潘攀是天图投资合伙人，

拥有13年投资经验，2014年加

入天图投资，主导投资了百果

园、奈雪的茶、中广天择等项目

并出任相关公司董事；还投资

了曼卡龙、松哥油焖大虾、周黑

鸭、乐行天下等项目。加入天图

前曾担任国信证券投资银行

事业部项目经理。

天图投资 潘攀

林嘉喜，是极具全局性

战略眼光的杰出天使投资

人。 从战略梳理、资源整合、

后续融资到并购上市，在互

联网产业并购及天使投资

领域深耕十七年的林嘉喜，

帮助诸多企业飞跃式发展。

林嘉喜曾成功投资了掌阅

科技、乐逗游戏等优秀创业

公司。

国金投资 林嘉喜

李浩，中科创星创始合伙

人、联席CEO。 具有十年以上

科技型初创企业的股权投资

研究和实际操作，熟悉各类投

资机构运作方式和投资退出

的程序、熟悉各类创投企业的

运作模式和机制，拥有丰富的

项目开发与投资、管理、退出、

企业再融资等经验。

中科创星 李浩

罗月庭， 广州市产业领

军人才及科技金融评审专

家，拥有15年以上股权投资、

投资管理和资本运营成功经

验。 主导投资金额超过30亿

元， 已投IPO及并购上市项

目包括： 千禾味业、 盈趣科

技、华夏航空、宏川智慧、起

步股份、跨境通、文投控股。

温氏投资 罗月庭

王钧， 昆仲资本创始管

理合伙人，拥有超过17年的

风险投资、 企业运营和管理

咨询经验， 其于2016年6月

创立昆仲资本。此前，王钧于

2013年4月创立复星昆仲资

本，并担任董事长，任职期间

主导投资了挂号网、 慧科教

育等优质项目。

昆仲资本 王钧

李宇辉是磐霖资本的创

始人，现任公司董事长兼主管

合伙人。具有超过20年的中国

股权投资及投资银行业务管

理经验。专注于科技创新引领

消费升级投资主题，在新的消

费模式、医疗健康、环保三个

方向进行私募股权投资，具有

系列化的成功案例。

磐霖资本 李宇辉

江鹏程为华软资本管

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曾在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

务所金融服务部任职多年，

在企业上市金融服务部任

职多年，在企业上市、财务

审计、企业风险控制及股权

投资项目估值方面有丰富

经验。

华软资本 江鹏程

华晔宇，浙商创投股份有

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行政总

裁， 为杭州市西湖区政协常

委、浙江省创业投资协会副会

长、浙江省股权投资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中华创投家同学会

执行会长、浙江大学校友总会

金融投资联谊会副会长、浙江

大学管理学院MBA导师。

浙商创投 华晔宇

袁春，现任景林投资合伙

人， 专注一二级市场联动、跨

境投资、 并购以及现代物流、

创新金融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曾担任国开国际控股投资部

董事总经理、投资总监及国开

国际投资有限公司CEO，主导

完成了蚂蚁金服、中广核电力

等投资项目。

景林股权投资 袁春

李怀杰，2007年加入元

禾辰坤管理公司，是元禾辰

坤的创始合伙人，作为基金

管理人参与了国内第一只

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创业投资

母基金———国创创业母基

金，以及国创元禾、国创秉

盛母基金的设立和运作，负

责母基金的整体运营以及

多个基金的投资。

元禾辰坤 李怀杰

刘昊飞， 盛景嘉成母基

金创始合伙人， 盛景网联的

早期投资人，并于2013年加

入盛景、2014年开创母基金

业务。 拥有13年投融资与并

购经验， 曾任汉能投资集团

执行董事， 专注于TMT领

域。在汉能投资集团之前，曾

任中国移动系统架构师。

盛景嘉成 刘昊飞

孔翔，现任前海母基金执

行合伙人，前海方舟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副总裁。主要负责前

海母基金Pre-IPO、 并购重

组、定向增发、中概股私有化

回归等大项目投资。精通国内

资本市场监管政策法规，与投

行、律师、会计师等资本市场

中介机构联系广泛。

前海母基金 孔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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