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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会议程】AGENDA 

2017 中国·合肥“资本+创新”对接峰会 

2017 年 5月 18日（星期四）上午                                     宴会厅 B&C 

08:00-09:00 参会签到 

09:00-09:05 

主持人开场 

艾  诚  艾问人物  创始人 

赛富亚洲  投资合伙人 

09:05-09:30 

大会开幕式 

 领导致辞 

凌  云  合肥市  市委副书记、市长 

 嘉宾致辞一 

卢文道  上海证券交易所  首席律师 

 嘉宾致辞二 

金立扬  深圳证券交易所  副总经理 

 嘉宾致辞三 

    张  梅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副总经理 

 战略合作签约 

《合肥市人民政府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战略合作协议》签约 

《合肥市人民政府与深圳证券交易所战略合作协议》签约 

《合肥市人民政府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战略合作协议》签约 

09:30-09:55 
主题演讲：利用资本力量，推进产业升级加速  

盛希泰  洪泰资本控股   创始人、董事长 

09:55-10:20 
主题演讲：Planting Seeds to Grow Strong in Innovation Ecosystem  

Tim Hardin  浦发硅谷银行  副行长兼企业金融部总经理 

10:20-11:00 
主题演讲：发展资本市场 推进去杠杆  

王国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所长 

11:00-11:15 基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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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12:00 

创新赢未来-科创项目秀 

 中科合肥微小型燃气轮机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泰沃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合肥瑞硕科技有限公司 

点评嘉宾: 陈晓峰  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陈 露 海通新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程  锦  毅达资本  合伙人 

        李文罡 中卫基金 创始合伙人、董事总经理 

杨 磊 北极光创投 董事总经理 

2017 年 5月 18日（星期四）下午       “创新合肥”专场一               泸沽厅 

话题一：智能制造 

14:00-14:45 

圆桌讨论：资本聚集，激发智能制造新动能 

专场主席: 孙  健  维思资本 合伙人 

专场嘉宾: 程  锦  毅达资本  合伙人 

李  兵  盈科资本  董事、高级合伙人、副总裁 

马海峰  一村资本  智能制造和新能源汽车事业部 

执行总经理 

张晓伟  新毅控股  高端装备事业部董事总经理 

14:45-15:25 

“创新合肥”优质智能制造项目路演 

 安徽中科本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万豪能源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博一流体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纯源镀膜科技有限公司 

话题二：新能源新材料 

15:25-16:10 

圆桌讨论：回归理性，谈谈绿色经济的投资逻辑 

专场主席: 肖  毅  澳盈资本  创始合伙人、CEO 

专场嘉宾: 韩仁东  中新融创  汽车产业事业部总经理 

于维铭  工信部汽车安全产业投资基金  合伙人 

张静远  合肥启迪科技产业基金  总经理 

16:10-17:30 
“创新合肥”优质新能源新材料项目路演 

 合肥嘉东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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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霖中科环境科技（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利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筑诚环保节能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中科九曜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拓吉泰新型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 5月 18日（星期四）下午       “创新合肥”专场二               千岛厅 

话题一：大健康 

14:00-14:45 

圆桌讨论：把握时代风口，布局大健康产业 

专场主席: 李文罡  中卫基金  董事总经理、创始合伙人 

专场嘉宾: 黄付伟  华岭资本  执行董事 

何  幸  弘晖资本  执行董事 

刘靖龙  仙瞳资本  执行合伙人 

王曙光  高特佳投资集团  执行合伙人 

郁俊松  新浚资本  合伙人 

14:45-15:15 

“创新合肥”优质医疗健康项目路演 

 合肥中科金臻生物医学有限公司  

 安徽惠邦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话题二：信息科技 

15:15-16:00 

圆桌讨论：资本打造电子信息“舰队” 

专场主席: 郑  宁  光量资本  合伙人 

专场嘉宾: 孙文海  尚心投资  合伙人 

王  欣  洪泰资本控股  投资副总裁 

杨  飞  雲九资本  副总裁 

周  奇  金沙江联合资本  董事总经理 

        洪城资本  董事总经理 

16:00-17:30 

“创新合肥”优质电子信息技术项目路演 

 合肥宏晶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蓝麦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中科自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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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七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华博胜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全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清新互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奥里奥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迅银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中科美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7 年 5月 18日（星期四）下午        “投资合肥”专场               青海厅 

14:00-14:35 合肥市招商局、 高新区宣讲 

14:35-14:55 
主题演讲 

唐  亮  中投中财基金管理公司  总经理 

14:55-15:40 

主题演讲及项目展示 

演讲嘉宾：杨  磊  北极光创投  董事总经理 

项目展示：Black Sesame Technologies Inc. 

易美芯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5:55-16:30 

主题演讲及项目展示 

演讲嘉宾：王志伟  华山资本  创始合伙人 

项目展示：安集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6:30-17:00 

主题演讲及项目展示 

演讲嘉宾：张文军  同创伟业  董事总经理、合伙人 

项目展示：上海赛默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和悦智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7:00-17:15 
主题演讲 

演讲嘉宾：刘  越  清芯华创  联合创始人 

17:15-17:30 
项目推介 

演讲嘉宾：唐  洁  合肥包河文广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017 年 5月 18日（星期四）                                       并行活动 

08:00-17:00 科创项目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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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7:00 

VC会客室（洪泽厅） 

会客机构:光量资本                      海尔资本 

金沙江联合资本                启迪控股 

维思资本                      毅达资本 

雲九资本                      中同资本 

17:30 活动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