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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产业投资又称为实业投资，是指为获取预期收益，以货币购买生产要素，从而将货币收

入转化为产业资本，形成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经济活动。它是指一种对企业进

行股权投资和提供经营管理服务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投资方式。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产业投资市场发展现状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共八章。首先介绍了产业投资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产业投资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

产业投资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产业投资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产业投资

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产业投资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产业

投资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产业投资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报告目录：

第1章：中国产业投资宏观环境总况

1.1 中国产业投资政策环境分析

1.1.1 中国产业投资相关规划分析

1.1.2 中国外商投资相关政策分析

1.1.3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政策分析

1.2 中国产业投资经济环境分析

1.2.1 中国GDP增长情况分析

（1）2019年GDP增长情况

（2）2020年GDP增长预测

1.2.2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分析

（1）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2）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1.2.3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分析

（1）2019年外商直接投资规模

（2）2020年外商直接投资规模

1.2.4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规模分析



（1）总体投资规模分析

（2）单笔投资规模分析

1.3 中国产业并购投资环境分析

1.3.1 中国产业并购投资发展综述

（1）证监会屡出新规上市公司并购交易透明化

（2）央企非主业境外投资受到监管

（3）敌意收购突现中国并购市场

（4）PE寻求退出成并购交易推动者

（5）私有化交易风生水起

（6）工程机械企业接连上演出境购

（7）文化传媒行业并购交易活跃

（8）房企并购潮延续赴港买壳拓展融资新渠道

（9）公用事业和基建设施渐成中企出境并购又一目标

（10）出境并购失败案例有所增加

1.3.2 中国产业并购投资规模分析

1.3.3 中国产业并购投资行业结构

1.3.4 中国产业并购投资地域分析

1.3.5 中国产业并购投资发展趋势

（1）并购重组市场环境变化趋势

（2）并购支付方式变化趋势

（3）战略性并购重组趋势

（4）民营企业并购趋势

1.4 中国产业创业投资环境分析

1.4.1 中国创业投资规模分析

（1）总体投资规模

（2）单笔投资规模

1.4.2 中国创业投资行业分析

（1）行业案例分布

（2）行业规模分布

1.4.3 中国创业投资地区分析

（1）投资案例分布

（2）投资金额分布



1.4.4 中国创业投资币种分析

1.4.5 中国创业投资前景预测

 

第2章：中国热门产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2.1 房地产行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2.1.1 房地产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1）房地产市场相关政策

（2）土地调控政策分析

（3）房地产税收政策

2.1.2 房地产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1）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

（2）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

（3）房地产市场供给情况

（4）房地产市场销售情况

（5）房地产价格走势分析

2.1.3 房地产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1）短期前景5

（2）中长期前景

2.1.4 房地产行业投资机会寻找

（1）城市综合体

（2）旅游地产

2.1.5 房地产行业风险应对措施

（1）成立专门风险管理机构

（2）建立项目风险预警系统

（3）准备项目风险预警计划

2.1.6房地产行业投资建议

（1）一线城市投资建议

（2）二三线城市投资建议

2.2 互联网行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2.2.1 互联网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1）互联网被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

（2）互联网法制建设进一步完善



（3）三网融合进入实质推进阶段

（4）互联网政策方针基本明朗

2.2.2 互联网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1）互联网行业发展现状

（2）互联网投资现状分析

2.2.3 互联网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1）B2B向全程电子商务演进

（2）互联网应用成信息化重点

（3）互联网金融服务潜力巨大

2.2.4 互联网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2.2.5 互联网行业投资机会寻找

（1）3G产业链

（2）手机产业链

（3）手机支付产业链

（4）移动增值服务商

2.2.6 互联网行业投资前景预测

（1）市场规模预测

（2）用户规模预测

2.2.7互联网行业投资建议

（1）关注游戏产业链

（2）关注网络营销产业链

（3）布局移动互联网

（4）关注微博、团购等新应用发展

2.3 能源产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2.3.1 能源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1）能源政策转向经济激励

（2）民间资本进入范围拓宽

（3）取消对外合作审批环节

（4）能源规划政策重点解读

2.3.2 能源产业投资现状分析

（1）国内能源项目审批加速

（2）海外投资并购大幅增长



2.3.3 能源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2.3.4 能源产业投资机会寻找

（1）能源资源开发

（2）能源加工转化

（3）分布式能源

（4）能源装备

2.3.5 能源产业需求前景预测

2.4 汽车产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2.4.1 汽车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2.4.2 汽车销售投资前景分析

（1）汽车销售市场规模分析

（2）汽车销售发展趋势分析

（3）汽车销售投资机会分析

2.4.3 汽车金融投资前景分析

（1）汽车金融投资风险分析

（2）汽车金融投资机会分析

（3）汽车金融风险防范策略

（4）汽车金融最新投资动向

（5）汽车金融投资前景预测

（6）汽车金融投资建议

2.4.4 二手汽车投资前景分析

（1）二手汽车市场规模分析

（2）二手汽车进入壁垒分析

（3）二手汽车投资机会分析

（4）二手汽车最新投资动向

（5）二手汽车投资前景预测

2.4.5 汽车电子投资前景分析

（1）汽车电子市场规模分析

（2）汽车电子发展特点分析

（3）汽车电子发展趋势分析

（4）汽车电子投资前景预测

 



第3章：中国制造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3.1 食品制造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3.1.1 食品制造业政策环境分析

3.1.2 食品制造业发展现状分析

（1）食品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

（2）食品消费价格指数下滑明显

（3）食品制造企业&ldquo;小、乱、散&rdquo;

（4）食品安全成为行业发展桎梏

（5）食品制造产业链整合趋活跃

3.1.3 食品制造业投资现状分析

（1）VC/PE投资统计

（2）IPO/并购统计

3.1.4 食品制造业投资机会寻找

（1）休闲食品

（2）方便食品

（3）乳制食品

3.1.5食品制造业投资建议

（1）营销渠道为王

（2）建立区域壁垒

（3）渠道模式创新

（4）市场布局规划

3.2 医药制造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3.2.1 医药制造业政策环境分析

（1）医药产业的结构调整规划

（2）医药工业&ldquo;十四五&rdquo;规划

（3）医药流通行业&ldquo;十四五&rdquo;规划

（4）医学科技发展&ldquo;十四五&rdquo;规划

（5）国家药品安全&ldquo;十四五&rdquo;规划

（6）工业转型升级规划

3.2.2 医药制造业投资现状分析

（1）医药制造业发展现状

（2）医药制造业投资现状



3.2.3 医药制造业发展趋势分析

（1）医药制造业市场趋势

（2）医药制造业产品趋势

（3）医药制造业技术趋势

3.2.4 医药制造业进入壁垒分析

（1）政策壁垒

（2）技术壁垒

（3）人才壁垒

（4）渠道壁垒

（5）资金壁垒

3.2.5 医药制造业投资机会寻找

（1）选择产业升级转型的典型企业

（2）按医改受益顺序选择投资企业

3.2.6 医药制造业投资前景预测

3.2.7医药制造业投资建议

（1）加大药物研发投入力度

（2）加大优化产品组合力度

（3）仿制市场加大创新力度

（4）做好市场调研，避免严重同化

3.3 装备制造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3.3.1 装备制造业政策环境分析

3.3.2 航空装备制造业投资环境分析

（1）投入资金较大

（2）销售空间广阔

（3）重点领域前景

3.3.3 海工装备制造业投资环境分析

（1）全球市场规模近千亿

（2）中国造修船企业为主

（3）海工市场容量的预测

3.3.4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投资环境分析

（1）市场规模增速加快

（2）需求增速超过20%



3.3.5 装备制造业投资现状分析

（1）VC/PE投资分析

（2）并购/IPO分析

3.3.6 装备制造业投资机会寻找

（1）工业机器人

（2）智能安全系统

（3）大飞机零部件

3.4 家具制造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3.4.1 家具制造业发展现状分析

（1）家具制造业规模增速趋缓

（2）家具制造业区域特征明显

（3）家具销售由外销转为内销

（4）家具产品体现现代生活

（5）家具产品仍以木质为主

（6）家具制造业面临困难重重

3.4.2 家具制造业投资现状分析

（1）家具制造业并购分析

（2）家具制造业IPO分析

3.4.3 家具制造业发展趋势分析

（1）家具搭配彰显文化品位

（2）保障房时代小户型家具将走红

（3）家具环保新概念

（4）定制家具流行

3.4.4 家具制造业进入壁垒分析

（1）设计研发能力

（2）品牌知名度

（3）渠道建设能力

（4）管理能力

3.4.5 家具制造业投资机会寻找

（1）儿童家具产品

（2）户外休闲家具

3.4.6家具制造业投资建议



（1）差异化设计凸显品牌特色

（2）产品终端渠道多元化战略

（3）朝有效集聚转变

3.5 纺织制造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3.5.1 纺织制造业发展现状分析

（1）市场增速趋缓，利润空间大幅萎缩

（2）廉价时代已逝，转型升级已成定势

（3）经编一枝独秀，质量品牌仍有差距

3.5.2 纺织制造业投资现状分析

（1）VC/PE投资分析

（2）并购/IPO分析

3.5.3 纺织制造业发展趋势分析

3.5.4 纺织制造业投资机会寻找

（1）家纺行业

（2）产业用品

 

第4章：中国服务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4.1 融资租赁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4.1.1 融资租赁业政策环境分析

（1）融资租赁行业法律环境

（2）融资租赁行业税收环境1

（3）第十批融资租赁试点企业分析

（4）融资租赁行业&ldquo;十四五&rdquo;规划

4.1.2 融资租赁业发展现状分析

（1）融资租赁行业发展历程

（2）融资租赁机构发展现状

（3）融资租赁市场发展现状

4.1.3 融资租赁业发展趋势分析

（1）金融租赁企业扩张趋势

（2）内资租赁企业扩张趋势

（3）外资租赁企业扩张趋势

（4）融资租赁行业创新趋势



4.1.4 融资租赁业进入壁垒分析

（1）资金实力障碍

（2）经营资质障碍

（3）人力资源障碍

4.1.5 融资租赁业投资机会寻找

（1）银行系租赁公司发展机会

（2）厂商系租赁公司发展机会

（3）独立第三方租赁公司发展机会

4.1.6 融资租赁业投资前景预测

（1）融资租赁行业业务规模预测

（2）融资租赁行业市场渗透率预测

（3）融资租赁行业细分市场容量预测

4.1.7融资租赁业投资建议

4.2 教育服务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4.2.1 教育服务业政策环境分析

4.2.2 教育服务业投资现状分析

（1）教育服务业发展现状分析

（2）教育服务业投资现状分析

4.2.3 教育服务业发展趋势分析

（1）多样化经营

（2）大规模整合

4.2.4 教育服务业进入壁垒分析

4.2.5 教育服务业投资机会寻找

（1）早教市场

（2）教辅市场

（3）职业培训

（4）民办学校

（5）网络教育

4.2.6 教育服务业投资趋势分析

（1）教育服务业投资风险

（2）教育服务业投资趋势

4.2.7教育服务业投资建议



4.3 传媒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4.3.1 传媒业政策环境分析

4.3.2 传媒业投资现状分析

（1）传媒业发展现状

（2）传媒业投资现状

4.3.3 传媒业发展趋势分析

（1）传媒业或陷入马太效应，强者愈强

（2）&ldquo;三屏合一&rdquo;&ldquo;报网屏&rdquo;互动趋势

（3）赢利模式成为传媒业成功与否标准

（4）从单一经营向多元化发展不可逆转

4.3.4 传媒业进入壁垒分析

4.3.5 传媒业投资机会寻找

（1）影视产业仍存投资机会

（2）新媒体面临发展机遇

（3）整合与数字化利好出版业

4.3.6传媒业投资建议

（1）继续发展影视业

（2）争当动漫行业领导者

（3）加大数字化出版投入

（4）适当加大广告投入

4.4 餐饮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4.4.1 餐饮业政策环境分析

（1）餐饮业相关政策

（2）餐饮业发展规划

4.4.2 餐饮业投资现状分析

（1）餐饮业经营现状

（2）餐饮业投资现状

4.4.3 餐饮业发展趋势分析

（1）中外企业竞争加剧

（2）品牌化品位化竞争

（3）地域限制将被打破

（4）电子商务融合提速



（5）外卖模式快速发展

（6）信息技术水平提升

4.4.4 餐饮业进入壁垒分析

（1）品牌认知

（2）管理门槛

（3）技术门槛

（4）资金门槛

4.4.5 餐饮业投资机会寻找

（1）火锅企业

（2）西餐企业

（3）中餐企业

（4）休闲餐饮企业

4.4.6 餐饮业投资前景预测

4.4.7餐饮业投资建议

（1）餐饮行业产品投资建议

（2）餐饮行业投资区域建议

（3）餐饮行业运营管理建议

4.5 旅游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4.5.1 旅游业政策环境分析

（1）国家支持旅游业发展

（2）加大西部旅游业发展

4.5.2 旅游业投资现状分析

（1）中国旅游业发展现状

（2）中国旅游业投资现状

4.5.3 旅游业发展趋势分析

（1）传统业态加速升级

（2）新兴业态快速成长

4.5.4 旅游业进入壁垒分析

（1）行业准入条件放宽

（2）鼓励多种资本参与

4.5.5 旅游业投资机会寻找

（1）旅游业主题性投资机会



（2）区域旅游投资机会分析

（3）旅游业子行业投资机会

4.5.6 旅游业投资前景预测

（1）旅游业景气度高增长

（2）二三线景区及中档酒店发展前景更好

（3）中西部旅游成长性优于东部

4.5.7旅游业投资建议

（1）投资领域多元化

（2）融资形式多样化

（3）旅游产品融合化

 

第5章：中国新兴产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5.1 新能源产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5.1.1 新能源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2）《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

（3）《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ldquo;十四五&rdquo;规划》

5.1.2 新能源产业替代趋势分析

（1）新能源短期替代趋势

（2）新能源中期替代趋势

（3）新能源长期替代趋势

5.1.3 新能源产业园建设现状分析

（1）光伏产业园区建设情况

（2）风电产业园区建设情况

（3）生物质能产业基地建设情况

（4）核电产业基地建设情况

5.1.4 新能源产业投资机会寻找

（1）风能投资机会

（2）核能投资机会

（3）生物质能投资

（4）海洋能投资机会

（5）地热能投资机会



5.1.5 新能源产业投资前景预测

（1）中国能源消费结构预测

（2）中国新能源投资前景预测

5.2 新材料产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5.2.1 新材料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1）新材料产业相关政策

（2）新材料产业发展规划

5.2.2 新材料产业投资现状分析

（1）新材料产业发展现状

（2）新材料产业投资现状

5.2.3 新材料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1）下游行业继续带动，产业规模持续增长

（2）产品界定即将统一，产业发展有据可依

（3）技术转化速度加快，产品热点日益突出

（4）资本运作逐渐盛行，产业整合继续推进

（5）循环经济渐受重视，结构调整迫在眉睫

5.2.4 新材料产业进入壁垒分析

（1）技术壁垒

（2）资金壁垒

（3）人才壁垒

5.2.5 新材料产业投资机会寻找

（1）高性能金属结构材料

（2）金属功能材料

5.2.6 新材料产业投资前景预测

5.2.7 新材料产业投资建议

（1）严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2）开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

（3）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储备企业人才

（4）必须保证产品、服务质量

（5）及时调整营销方向，抓住市场重点

5.3 生物制药产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5.3.1 生物制药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1）生物产业&ldquo;十四五&rdquo;规划

（2）生物医药&ldquo;十四五&rdquo;规划

（3）生物技术&ldquo;十四五&ldquo;规划

（4）国家药品安全&ldquo;十四五&ldquo;规划

5.3.2 生物制药产业投资现状分析

（1）生物制药产业发展现状

（2）生物制药产业投资现状

5.3.3 生物制药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5.3.4 生物制药产业进入壁垒分析

（1）政策壁垒

（2）技术壁垒

（3）资金壁垒

（4）品牌壁垒

（5）法律壁垒

5.3.5 生物制药产业投资机会寻找

5.3.6 生物制药产业投资前景预测

5.4 信息安全产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5.4.1 信息安全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1）信息安全产业相关政策

（2）信息安全产业相关规划

5.4.2 信息安全产业投资现状分析

（1）信息安全产业发展现状

（2）信息安全产业投资现状

5.4.3 信息安全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1）技术发展趋势

（2）产品发展趋势

（3）企业发展趋势

5.4.4 信息安全产业进入壁垒分析

（1）技术壁垒

（2）人才壁垒

（3）品牌壁垒

（4）资质壁垒



5.4.5 信息安全产业投资机会寻找

（1）安全硬件及芯片

（2）自制性安全产品

（3）物理设备与IT安全集成

5.4.6 信息安全产业投资前景预测

（1）信息安全产业投资机遇

（2）信息安全产业投资前景

5.5 节能产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5.5.1 节能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1）节能产业相关政策

（2）节能产业发展规划

5.5.2 节能产业投资现状分析

（1）节能产业市场规模

（2）节能产业投资规模

5.5.3 节能产业进入壁垒分析

5.5.4 节能产业投资风险分析

（1）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2）产业技术风险

（3）产业政策风险

5.5.5 节能产业投资机会寻找

5.5.6 节能产业投资前景预测

5.5.7节能产业投资建议

（1）行业投资方向

（2）行业投资方式

 

第6章：中国交通运输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6.1 铁路运输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6.1.1 铁路运输业政策环境分析

（1）铁路运输业相关政策

（2）铁路运输业制度改革

6.1.2 铁路运输业投资现状分析

（1）铁路路网建设现状



（2）铁路运输运营现状

（3）铁路运输投资现状

6.1.3 铁路运输业投资风险分析

（1）行业政策风险

（2）经济波动风险

（3）关联行业风险

（4）供求风险

6.1.4 铁路运输业投资机会寻找

（1）向现代物流延伸的投资机会

（2）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投资机会

6.1.5 铁路运输业投资前景预测

6.2 公路运输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6.2.1 公路运输业政策环境分析

（1）公路运输业相关政策

（2）公路运输业发展规划

6.2.2 公路运输业投资现状分析

（1）公路运输业运营现状

（2）公路运输业投资现状

6.2.3 公路运输业投资机会寻找

（1）电商配送

（2）冷链运输

（3）大件运输

（4）危险品运输

（5）智能公交

（6）旅游专线

6.2.4 公路运输业投资策略建议

（1）横向并购运输企业

（2）货币出资绝对控股

6.3 航空运输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6.3.1 航空运输业政策环境分析

（1）航空运输业发展规划

（2）航空运输业相关政策



6.3.2 航空运输业投资现状分析

（1）航空运输业发展现状

（2）航空运输业投资现状

6.3.3 航空运输业发展趋势分析

6.3.4 航空运输业进入壁垒分析

（1）政策壁垒

（2）投资规模

（3）专业人员

6.3.5 航空运输业投资机会寻找

（1）通用航空

（2）空管系统

（3）非航业务

6.3.6 航空运输业投资前景预测

（1）短期投资前景

（2）长期投资前景

6.3.7航空运输业投资建议

（1）推迟欧美地区开放航权

（2）不要轻易涉及航空货运

（3）积极布局国内支线航空

6.4 港口运输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6.4.1 港口运输业政策环境分析

（1）港口运输业发展规划

（2）港口运输业相关政策

（3）港口运输业投资规定

6.4.2 港口运输业投资现状分析

（1）港口运输业发展现状

（2）港口运输业投资现状

6.4.3 港口运输业发展趋势分析

（1）顺应全球港口大体的趋势

（2）港口多式联运是发展方向

（3）港口资源整合加强竞争力

6.4.4 港口运输业进入壁垒分析



6.4.5 港口运输业投资机会寻找

（1）港口集装箱及散杂货市场

（2）港口与内陆合作的无水港

6.4.6 港口运输业投资前景预测

6.4.7港口运输业投资建议

（1）拓展物流服务功能

（2）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6.5 管道运输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6.5.1 管道运输业政策环境分析

（1）《天然气发展&ldquo;十四五&rdquo;规划》

（2）&ldquo;十四五&rdquo;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

6.5.2 管道运输业投资现状分析

（1）天然气管道运输业投资现状

（2）原油管道运输业投资现状

（3）成品油管道运输业投资现状

6.5.3 管道运输业发展趋势分析

（1）天然气管道运输业发展趋势

（2）原油管道运输业发展趋势

（3）成品油管道运输业发展趋势

6.5.4 管道运输业进入壁垒分析

6.5.5 管道运输业投资机会寻找

（1）管材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2）管道建设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3）管道运输业投资机会分析

（4）能源利用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6.5.6 管道运输业投资前景预测

（1）管道运输业影响因素分析

（2）管道运输业投资前景预测

6.5.7管道运输业投资建议

6.6 城市轨道交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6.6.1 城市轨道交通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1）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发展规划



（2）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申报条件

（3）城市轨道交通行业主要政策

6.6.2 城市轨道交通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1）城市轨道交通需求现状

（2）城市轨道交通投资现状

6.6.3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进展分析

6.6.4 城市轨道交通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6.6.5 城市轨道交通行业投资机会寻找

（1）轨道交通车辆

（2）轨道交通建设

6.6.6 城市轨道交通行业投资前景预测

6.6.7城市轨道交通行业投资建议

（1）投资策略建议

（2）投资方式建议

 

第7章：中国各省市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7.1 华东地区产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7.2 华南地区产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7.3 华中地区产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7.4 华北地区产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7.5 东北地区产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7.6 西南地区产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7.7 西北地区产业投资环境及投资机会分析

 

第8章：中国领先投资公司产业投资状况分析

8.1 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个案经营分析

8.1.1 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背景实力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4）企业投资理念分析

（5）企业经营业绩分析



8.1.2 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背景实力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4）企业投资理念分析

（5）企业经营业绩分析

8.1.3 新天域资本421

（1）企业背景实力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4）企业投资理念分析

（5）企业经营业绩分析

8.1.4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背景实力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4）企业投资理念分析

（5）企业经营业绩分析

8.1.5 中金佳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背景实力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4）企业投资理念分析

（5）企业经营业绩分析

8.1.6 建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企业背景实力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4）企业投资理念分析

（5）企业经营业绩分析

8.1.7 平安财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背景实力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4）企业投资理念分析

（5）企业经营业绩分析

8.1.8 淡马锡控股公司

（1）企业背景实力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4）企业投资理念分析

（5）企业经营业绩分析

8.1.9 摩根士丹利国际控股公司

（1）企业背景实力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4）企业投资理念分析

（5）企业经营业绩分析

8.1.10 北京弘毅远方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1）企业背景实力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4）企业投资理念分析

（5）企业经营业绩分析

8.2 创业投资机构个案经营分析

8.2.1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背景实力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4）企业投资理念分析

（5）企业经营业绩分析

8.2.2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企业背景实力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4）企业投资理念分析

（5）企业经营业绩分析

8.2.3 君联资本有限公司

（1）企业背景实力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4）企业投资理念分析

（5）企业经营业绩分析

8.2.4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背景实力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4）企业投资理念分析

（5）企业经营业绩分析

8.2.5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1）企业背景实力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4）企业投资理念分析

（5）企业经营业绩分析

8.2.6 IDG资本

（1）企业背景实力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4）企业投资理念分析

（5）企业经营业绩分析

8.2.7 启明维创创业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1）企业背景实力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4）企业投资理念分析



（5）企业经营业绩分析

8.2.8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企业背景实力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4）企业投资理念分析

（5）企业经营业绩分析

8.2.9 上海永宣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背景实力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4）企业投资理念分析

（5）企业经营业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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