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 年度中国 PE/VC 行业评选方案 

一、评选背景 

经历近四十年的迅速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股权投资

市场。私募股权投资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组成，在发

现与创造企业价值、支持产业发展、赋能科技创新，优化资源配

置、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为及时总结推广发展经验、推动行业健康发展，协会自 2014

年起联合各地方协会举办“中国 PE/VC 行业评选”，并在 2016 年

起，携手财新共同主办。通过评选，旨在为行业打造一份权威性

的商界榜单，鼓励嘉奖年度 PE/VC 行业内取得卓越成绩的机构和

个人。 

本届评选增设了更多的细分行业，并针对不同投资阶段和投

资行业的特点，完善了评选标准，力求评选结果的公正客观。 

主办： 全球 PE 论坛组委会 

财新智库 

联合主办： 北京基金业协会 

各地方协会 

二、奖项设置 

机构类主榜单 

2021-2022 年度中国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二十强 



 -最活跃、最佳募资、最佳退出 

2021-2022 年度中国创业投资机构二十强 

 -最活跃、最佳募资、最佳退出 

2021-2022 年度中国早期投资机构十强 

 -最活跃、最佳募资、最佳退出 

2021-2022 年度中国市场化母基金十强 

2021-2022 年度中国政府引导基金十强 

机构类细分榜单： 

2021-2022 年度中国股权投资行业 ESG负责任投资十佳示范 

2021-2022 年度中国股权投资行业优秀新锐机构奖 

2021-2022 年度中国并购投资机构十强 

2021-2022 年度中国医疗大健康领域活跃投资机构十强 

2021-2022 年度中国人工智能领域活跃投资机构十强 

2021-2022 年度中国半导体芯片领域活跃投资机构十强 

2021-2022 年度中国先进制造领域活跃投资机构十强 

2021-2022 年度中国企业服务领域活跃投资机构十强 

2021-2022 年度中国碳中和领域活跃投资机构五强 

2021-2022 年度中国另类投资领域活跃投资机构五强 

2021-2022 年度中国 S 基金投资机构五强 

中介机构榜单 

2021-2022 年度中国 PE/VC十佳中介服务机构 

事件类榜单 

2021-2022 年度中国 PE/VC十佳优秀投资案例 



个人类榜单 

2021-2022 年度中国股权投资行业杰出青年投资人 

三、专家评委会（持续更新中） 

评委会主席： 

邵秉仁  全球 PE论坛组委会主席 

评委会副主席： 

方风雷  北京基金业协会会长 

胡舒立  财新传媒社长 

四、评选标准 

 2021-2022 年度中国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二十强 

 2021-2022 年度中国创业投资机构二十强 

 2021-2022 年度中国早期投资机构十强 

（最活跃、最佳募资、最佳退出根据数据产生） 

评选指标 指标描述 权重 

投资增值能力 

募资 
管理可投资的资本总量 10% 

年度募资金额 15% 

投资 
年度投资案例数 10% 

年度投资金额 15% 

退出 
年度退出案例数 10% 

年度退出回报金额 10% 

行业影响力和创新力 
常设评委会专家评审 10% 

LP评委会专家评审 10% 

机构舆情 

机构舆情指标体系由投资机构舆情监

测结果和投资项目舆情监测结果组

成，时间覆盖 2021年 7月 1日-2022

年 6月 30日。 

10% 



 

 2021-2022 年度中国市场化母基金十强 

评选指标 指标描述 权重 

投资增值能力 

募资 
管理可投资的资本总量 10% 

年度募资金额 15% 

投资 
年度投资基金数量 10% 

年度投资金额 15% 

退出 

年度退出的案例数量（包括

基金和项目） 

10% 

年度退出回报金额 10% 

行业影响力和创新力 常设评委会专家评审 20% 

机构舆情 

机构舆情指标体系由投资机构舆情监

测结果和投资项目舆情监测结果组

成，时间覆盖 2021年 7月 1日-2022

年 6月 30日。 

10% 

 

 2021-2022 年度中国政府引导基金十强 

评选指标 指标描述 权重 

投资增值能力 

管理可投资的资本总量 20% 

投资 

年度投资基金数量 20% 

年度放大倍数 20% 

年度参股基金总规模 20% 

行业影响力和创新力 常设评委会专家评审 20% 

 

 

 

 

 

 



 

 2021-2022年度中国股权投资行业 ESG负责任投资十佳示范 

（ESG负责任投资指将对投资组合公司的绩效和声誉有实质影响的环境、

社会和治理因素纳入投资决策，加强风险管理、创造长期可持续回报的投

资方法。欲申请此奖项的机构，须根据以下几方面要求分别阐述机构在工

作过程中的具体实践和相应案例，信息请务必真实、详尽） 

评选指标 指标描述 

是否加入 ESG 相

关组织 

机构是否已成为或正在申请成为 ESG相关组织成

员，例如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PRI）机构。 

信息披露 
机构在与 LP沟通时，如何进行 ESG相关的报告与信

息披露内容。 

负责任投资实践 
机构在投资过程中，如何将 ESG问题纳入投资分析

和决策过程，并积极实践负责任投资理念。 

投资管理 

机构在管理投资项目时，如何寻求与被投资实体共

同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寻求被投资实体合理披露

ESG相关问题。 

其他方面 

关注未来价值投资，布局可持续性发展，积极推动

并落实负责任投资原则，完成具有行业影响力、创

新力的相关实践案例等。 

 

 2021-2022 年度中国股权投资行业优秀新锐机构奖 

评选指标 指标描述 权重 

投资增值能力 

募资 
管理可投资的资本总量 20% 

年度募资金额 10% 

投资 

 

年度投资案例数 10% 

年度投资金额 20% 

行业影响力和创新力 
常设评委会专家评审 15% 

LP评委会专家评审 15% 

机构舆情 

机构舆情指标体系由投资机构舆情监

测结果和投资项目舆情监测结果组

成，时间覆盖 2021年 7月 1日-2022

年 6月 30日。 

10% 



 2021-2022 年度中国并购投资机构十强 

评选指标 指标描述 权重 

投资增值能力 
年度并购案例数 30% 

年度并购金额 30% 

行业影响力和创新力 
常设评委会专家评审 15% 

LP评委会专家评审 15% 

机构舆情 

机构舆情指标体系由投资机构舆情监

测结果和投资项目舆情监测结果组

成，时间覆盖 2021年 7月 1日-2022

年 6月 30日。 

10% 

 

 2021-2022 年度中国医疗大健康领域活跃投资机构十强 

 2021-2022 年度中国人工智能领域活跃投资机构十强 

 2021-2022 年度中国半导体芯片领域活跃投资机构十强 

 2021-2022 年度中国先进制造领域活跃投资机构十强 

 2021-2022 年度中国企业服务领域活跃投资机构十强 

 2021-2022 年度中国碳中和领域活跃投资机构五强 

 2021-2022 年度中国另类投资领域活跃投资机构五强 

（评选指标中涉及的数据，均为上述奖项中相应的细分领域数据） 

评选指标 指标描述 权重 

投资增值能力 

投资 
年度投资案例数 20% 

年度投资金额 20% 

退出 
年度退出案例数 10% 

年度退出回报金额 10% 

行业影响力和创新力 
常设评委会专家评审 15% 

LP评委会专家评审 15% 

机构舆情 

机构舆情指标体系由投资机构舆情监

测结果和投资项目舆情监测结果组

成，时间覆盖 2021年 7月 1日-2022

年 6月 30日。 

10% 

注：各领域的活跃投资机构的评选会综合考虑机构类型 



 

 2021-2022 年度中国 S 基金投资机构五强 

评选指标 指标描述 权重 

投资增值能力 
交易的 S案例个数 30% 

交易的 S案例规模 30% 

行业影响力和创新力 
常设评委会专家评审 20% 

LP 评委会专家评审 20% 

 

 2021-2022 年度中国 PE/VC十佳优秀投资案例 

（案例融资发生在 2019.7.1-2022.6.30） 
评选指标 指标描述 权重 

案例影响力、创新

力、ESG负责任投资的

示范效应 

由常设评委会专家评审。 

有 PE/VC支持的投资中，在某一行业

或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或在模式方

面具有创新性、或在中国市场具有深

远影响的，或在 ESG负责任投资方面

具有突出示范效应的，能够为我国股

权投资行业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性的

案例。 

100% 

 

 2021-2022 年度中国 PE/VC十佳中介服务机构 

评选指标 指标描述 权重 

行业影响力和创新力 

由常设评委会专家评审。综合参与的

股权投资案例或并购案例的数量、规

模，行业口碑等因素评选出具有行业

影响力和示范意义的中介机构。 

100% 

 

 



 2021-2022 中国股权投资行业杰出青年投资人 

评选指标 指标描述 权重 

投资 

从事股权投资行业以来的投资总额 15% 

近 3年主导投资的案例个数 10% 

近 3年主导投资的案例金额 20% 

退出 
近 3年已退出的案例个数 15% 

近 3年已退出的案例平均回报水平（IRR） 20% 

行业影响力 常设评委会专家评审 20% 

注：青年投资人的评选会综合考虑投资人所在机构的机构类型 

 

 

标准说明： 

1、 整个评选严格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进行。 

2、 评选以机构提供的数据为主要参评依据，参评机构对所提供的数据的真实性

负责。数据范围要求如下： 

- 数据涉及总量的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 

- 涉及年度的时间范围 2021年 7月 1日-2022年 6月 30日； 

- 优秀投资案例的推荐机构投资时间范围：2019 年 7 月 1 日-2022 年 6 月

30日； 

- 新锐机构奖要求候选机构成立于 2019年 6月 30日后； 

- 杰出青年投资人奖候选人要求提名时年龄不超过 45周岁。 

3、 专家评审由常设评委会和 LP 评委会专家，从项目开发、风险控制、增值服

务、内部治理、投资者关系、企业文化、社会责任、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等多

个方面，综合对机构进行评审。 

4、 参评机构需正式注册且无违法行为。 

 

五、时间进度 

推荐提名阶段（即日起-7 月 31 日）：由行业内股权投资机构、



中介服务机构及其他相关机构、个人自行推荐并提交相关材料。 

评委会评选（8 月 1 日-8 月 21 日）：评委会专家评审，结合机

构自提数据最终确定各奖项的获奖名单。 

评选结果发布（9 月初）：在“2021-2022 中国 PE/VC行业评

选颁奖典礼”上正式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