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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风险投资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风险投

资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风险投资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风险投资行业的现状、中国风险

投资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风险投资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风险投资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风险投资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风险投资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风险投资（英语：Venture Capital，缩写为VC）简称风投，又译称为创业投资，主要是指向

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并取得该公司股份的一种融资方式。风险投资是私人股权投资的一种

形式。风险投资公司为一专业的投资公司，由一群具有科技及财务相关知识与经验的人所组

合而成的，经由直接投资获取投资公司股权的方式，提供资金给需要资金者（被投资公司）

。风投公司的资金大多用于投资新创事业或是未上市企业（虽然现今法规上已大幅放宽资金

用途），并不以经营被投资公司为目的，仅是提供资金及专业上的知识与经验，以协助被投

资公司获取更大的利润为目的，所以是一追求长期利润的高风险高报酬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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