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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十多年发展，中国股权投资基金行业已经发展成为金融市场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产业升级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投资者认识了解股权投资基金，并将之

作为重要的金融工具。鉴于股权投资基金的非公开性质，政府只能对股权

投资基金采取有限监管的方式。因此，行业自律成为股权投资基金行业健

康发展的关键。 

虽然越来越多人关注该行业并参与其中，而对于股权投资这一西方舶

来品来说，国内尚无明确统一的行业标准或规则，为理清行业乱象、推动

行业健康发展，自2011年起，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专门组建业界专家队

伍，编撰出版《中国股权投资基金行业指导原则》，并在2012进行了第一

次修订。2013年6月，根据中编办《关于私募股权基金管理职责分工的通知》

的要求，中国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监管权确定为证监会，行业也在经历全民

PE、募资下滑、国内 IPO暂停等标志性事件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此

过程中，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一直倡导“规范募集、价值投资、科学管

理、多元退出”的行业发展理念。在本书2014年版中，我们全面收录了包

括行业指导原则、基金架构图、核心法律文本要点、税务考虑要点、国际

估值指引、PE和 VC机构名录、相关法律法规等内容。我们希望此书继续

成为股权投资基金领域相关人员手边随时翻阅的重要参考资料和必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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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并由此推动完善行业标准，使更多人了解该行业概貌、核心原则和国

际标准，促进 PE行业自律规范、理性发展。 

本书第一部分为协会发布的《中国股权投资基金行业指导原则（2014

年版）》，该文件是2011年11月协会发布的中国第一份具有约束力和惩戒

性的行业自律文件之修订版。《中国股权投资基金行业指导原则》2012年

已发布了第二版。此后，政府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一些新规定，协会特此

又聘请近30位来自国内外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人士对2012年

版进行了修订完善，形成了2014年版。 

第四部分为《国际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估值指引（2012年12月）中文

翻译版》，该文件为协会特聘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和业界估值专家在参考国

际股权投资业界普遍适用的估值原则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翻译而成，旨在

呼吁业界了解合理估值，回归理性投资，推动行业良性竞争和有序发展。 

除上述两份重要文件外，基金架构图、核心法律文本要点、税务考虑

要点、PE和 VC机构名录、相关法律法规等手册中收录的相关资料，均来

自从业多年、具有丰富经验的国内外专业机构和专家人士的贡献，对此我

们表示衷心地感谢！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自成立以来，得到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

深圳和苏州等六个发起城市政府的支持和湖南、广东、云南、辽宁、温州

等地方政府机构的认可，更得到了最为活跃的各类基金机构和从业人员的

加盟。协会还与美国、英国、日本、韩国、香港、台湾、澳大利亚、印度、

新加坡、巴西和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开展广泛合作交流，积极推动中国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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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投资基金与国际业界接轨，使我国股权投资基金业获得国际同业高度认

可。 

我们了解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市场的创造性和复杂性，因此，该行业的

自律性规范手册应当具有稳定和开放的特点，以不断适应政策变化和股权

基金行业发展的需求。为此，我们期待更多投资机构和关心中国股权投资

基金业健康发展的人士对本书提出更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我们相信，通

过您的关注和参与、业界和协会的共同努力，中国的股权投资基金行业定

会健康发展！ 

 

 

 

        邵秉仁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长 

    衣锡群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常务副会长 

        方风雷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副会长 

    李伟群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 

                      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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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简介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简称：中国 PE协会，英文：China Association of Private Equity，

缩写：CAPE）是由股权投资行业人士联合发起成立的非盈利性社会团体法人机构。 

中国 PE协会接受国家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指导和业务支持，秉承“标准化、国际化、市场化”

的原则，服务于在全国注册的各类基金及管理、中介机构等，致力于建设行业自律监管机制，维护

会员的合法权益，提高会员从业素质，加强会员与境内外股权投资基金管理界的合作与交流，促进

我国股权投资基金产业的健康发展。 

 

    协会主要成员 

荣誉会长     项怀诚  前财政部部长 

会  长       邵秉仁  前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常务副会长   衣锡群  京城企业协会会长 

副会长       方风雷  厚朴投资董事长、高盛高华证券董事长 

副会长       霍学文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 

副会长       安红军  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副会长       刘  昼  达晨创投创始合伙人、董事长 

副会长       林向红  苏州元禾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副会长       黄宪辉  华融渝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党委书记 

副会长       何小锋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导 

副会长       赵令欢  弘毅投资总裁、联想控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副会长       吴尚志  鼎晖投资董事长 

副会长       刘乐飞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副会长       张  琼  亚商集团总裁 

副会长   李浩天  中银投资浙商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首席经济学家 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 

秘书长       李伟群   

 

 

    协会主要工作 

 建立自律监管机制，促进 PE 行业健康发展与监管环境的改善 

 为基金注册提供系列服务 

 组织相关活动，搭建行业交流平台，全面开展境外合作 

 建立行业信息库、传媒平台、教育与培训系统 

 

协会联系方式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9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902    

邮 编：100033    

电 话：86-10-88087229      

传 真：86-10-88086229     

邮 箱：cape@chinacape.org      

网 址：www.chinacap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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