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是一个扁平化的、以共识为导向的组织，由以工程为中心的运营和投资专业人士组成，他们共同努力优化工业企业的增长潜力。

凭借我们的集体职能专长，我们利用机动灵活的股权和信贷策略，投资于资本结构的各个层面。我们寻求将战略买家的判断和价值
创造力与经验丰富的金融买家的执行能力相结合。AIP通过实施与公司管理团队合作开发的运营议程，投资于我们认为可以显著影响
业务价值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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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多以来一直致力于
打造伟大的工业企业

AMERICAN INDUSTRIAL PARTNERS │ 美国实业合伙公司

与众不同的优势

30年以来，我们顺利完成了每一份执行的意向书
投资组合收入（美元）140+ 亿

投资组合公司员工55000+ 个 自成立以来的平台和附加收购100+ 次

全球制造和分销设施230+ 个

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务中，我们努力提供卖方速度、确认度和无缝执行

BEN DEROSA 
业务开发部合伙人
212.916.8150 / 646.522.2528
ben@americanindustrial.com

DARYL YAP 
业务开发部合伙人
212.916.8185 / 917.225.3948
daryl@americanindustrial.com

ABBAS ELEGBA
特情部 - 业务开发部合伙人
212.627.2360 / 917.838.0225
abbas@americanindustrial.com

JEFF BIRENBAUM

运营部

ERIC BAROYAN

交易部

PAUL BAMATTER

金融财务部

ZAC CARSON

交易部

JORGE AMADOR

运营部

KIM MARVIN

交易部普通合伙人

DINO CUSUMANO

交易部普通合伙人

JOHN BECKER

运营部普通合伙人

运营部

NEIL SNYDERALEX SCHUKIN

交易部

HARRISON RODAY

运营部

JOEL ROTROFF

交易部

TONI RINNEVAARA

特情部

BARRY PRICE

资本市场

JASON PERRI

特情部

JUSTIN FISH
运营部

RICH DENNIS
特情部 运营部

LEE EVANGELAKOS RICH HOFFMAN
交易部

TIM HORGAN
运营部

DARREN CHEN
交易部

DANNY DAVIS
运营部

ANDREW CHITTOOR
交易部

KAITLYN NEALON

运营部

MICHAEL INFANTE

特情部

ALEX MENKHAUS

运营部

SUNNY LI

交易部

TOM MANGAN

运营部

RANDALL MARKHAM

运营部

DEREK LECK

运营部

MITCH JACOBSON

交易部

JESSICA WU

运营部

LOU TEDESCO

金融财务部

DAVID WOODRUFF

运营部

RANDALL SWIFT

运营部
KEVIN WILKEN

运营部

HALEY MARTIN

交易部



Milwaukee, WI
Specialty Vehicles

Revenues: $2.3 billion 
Fund IV

Acquired 2008/Various 

revgroup.com

INVESTMENT CRITERIA
交易

▪ 杠杆式收购

▪ 复杂的分割

▪ 上市公司转制成私人公司

▪ 周转和再融资

▪ 债务和结构化交易

特点

▪ 通过运营改进获得

创造价值的机会

▪ 控制位置或控制功能

▪ 全球收入机会

▪ 企业价值高达20亿美元

公司

▪ 工业制造和服务

▪ 在美国或加拿大运营业务

▪ 私人或上市公司

▪ 3亿美元（平台营收）

▪ EBITDA 高达2.5亿美元; 负值也可接受

AMERICAN INDUSTRIAL PARTNERS │ 美国实业合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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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FOLIO

密苏里州堪萨斯城
防空与国防部件及子件

制造商
收入: $1.25亿美元

资金种 VII
2020购置

orizonaero.com

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
特种车辆制造商
收入: $23亿美元

资金种 IV
2008购置/其他

revgroup.com

佛罗里达州克雷斯特韦
航空与国防技术支持服务

收入: $1亿美元
资金种 VI 
2018购置

crestviewaerospace.com

密歇根州马科姆
航空工具和
自动化方案

收入: $1.75亿美元
资金种 V

2012购置/其他

ascentaerospace.com

华盛顿州肯特
超高压水射流泵系统
收入: $3.4亿美元

资金种 V
2013/2014购置

shapetechnologies.com

田纳西州富兰克林
特种轮胎制造商
收入: $5.5亿美元

资金种 V
2013购置

carlstargroup.com

田纳西州雅典市
能源和运输设备
收入: $4.9亿美元
资金种 IV/V

2011购置/其他

entransinternational.com

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
精密原件制造商
收入: $8.15亿美元

资金种 V
2015购置/其他

formtechnologies.com

伊利诺伊州格伦维尤
高精密度紧固件经销商
收入: $6.25亿美元

资金种 V
2015购置

optimas.com

德国 Augsburg
印刷系统制造商
收入: $2.7亿美元

资金种 V
2015购置

manrolandgoss.com

康州托兰德

纺织制造解决方案

收入: $2.15亿美元

资金种 VI
2015购置

gerbertechnology.com

内华达州奥马哈
矿业消耗品制造商
收入: $12亿美元

资金种 VI
2017购置

molycop.com

马里兰岩石点
钢铁结构系统制造商
收入: $12亿美元

资金种 VI
2017购置

cscsteelusa.com

德州休斯顿
工业服务提供商
收入: $8.3亿美元

资金种 VI
2017购置

brockgroup.com

新泽西州泽西市
海运大宗货物运输
及物流服务

收入: $2.55亿美元
资金种 VI

2018/2020购置

randlog.com
americansteamship.com

密西西比州麦迪逊
航空与国防技术支持服务
收入: $8.2亿美元

资金种 VI
2018购置

vtxaero.com

德州达拉斯
矿业生产力解决方案
收入: $1.1亿美元

资金种 VI
2018购置

crmining.com

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
硬木地板制造商
收入: $3.4亿美元

资金种 VI
2018购置

ahfproducts.com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商用照明器具及控制
收入: $5.8亿美元

资金种 VI
2019购置

gecurrent.com

肯塔基州路易斯港
铝轧制品制造
收入: $7.5亿美元

资金种 VII
2020购置

北卡罗来纳州罗利
卫生用品制造商
收入: $10亿美元
资金种 VII
2021购置

domtar.com

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
物流服务

收入: $7.5亿美元
资金种 VII
2021购置

seacorholdin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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