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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议程 

第十六届中国股权投资年度论坛 

2016 年 12 月 06 日 · 上午（星期二） 

第一篇  趋势篇 

08:00-09:00 来宾签到  

09:00-09:20 
主办方致辞及主题分享：2016 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回顾及 2017 年展望 

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09:20-09:40 
主题演讲：迎接智能互联网时代科技产业投资新机遇 

贺志强  联想集团  高级副总裁；联想创投集团  总裁 

09:40-10:40 

影响力对话一：资本大时代 

主持嘉宾：吴  婷  嘉宾传媒  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对话嘉宾：陈  浩  君联资本  董事总经理、总裁 

邓  锋  北极光创投  创始人、董事总经理 

倪泽望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肖  冰  达晨创投  执行合伙人、总裁 

徐传陞  经纬中国  创始管理合伙人 

应文禄  毅达资本  董事长、创始合伙人 

周亚辉  昆仑万维  董事长 

10:40-10:55 
主题演讲：跨境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趋势及未来布局 

陈  爽   光大控股  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 

10:55-12:00 

影响力对话二：VC 变局中重构格局 

专场主席：熊晓鸽  IDG 资本  创始合伙人 

对话嘉宾：陈维广  蓝驰创投  合伙人 

符绩勋  纪源资本  管理合伙人 

甘剑平  启明创投  主管合伙人 

任  泉  Star VC   创始人 

邵  俊  德同资本  创始主管合伙人 

汪潮涌  信中利资本集团  创始人、董事长 

阎  焱  赛富亚洲投资基金  创始管理合伙人 

郑伟鹤  同创伟业  创始人、董事长 

12:00-13:30 商务午宴（赞助单位：达晨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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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06 日 · 下午（星期二）   

第二篇  策略篇 

13:30-13:45 
主题演讲：简单思考、简单道理 

韩  彦  光速中国  联合创始人兼合伙人 

13:45-14:45 

圆桌讨论一：投资策略篇：回归价值投资 

专场主席：李泉生  达泰资本  创始合伙人、管理合伙人 

专场嘉宾：艾  渝  光大控股  大项目基金部董事总经理 

甘世雄  盛山资产  创始合伙人 

阚治东  东方汇富  董事长 

宋安澜  软银中国资本  主管合伙人 

宋春雨  联想集团  副总裁；联想创投  投资业务总经理 

王道平  华创资本  合伙人 

张立辉  青云创投  管理合伙人 

14:45-15:05 
主题演讲：以做实业的心态做投资 

于明芳  芳晟股权基金  创始人、董事长 

15:05-16:05 

圆桌讨论二：行业策略篇：风口在哪儿（专场赞助：通江投资集团） 

专场主席：张保国  通江投资集团  董事长 

专场嘉宾：蔡  翔  赛富亚洲基金  合伙人 

黄国强  东方富海  合伙人、副总经理 

          季  薇  华映资本中国  创始管理合伙人 

钱庭栀  景旭创投  CEO 兼创始合伙人 

陶  石  光大控股  资本投资及融资部主管及董事总经理 

陶  冶  凯旋创投  合伙人 

袁宏伟  松禾资本  合伙人 

16:05-16:20 
主题演讲：天使的成长 

罗  茁  清控银杏  创始合伙人、管理合伙人 

16:20-16:35 
主题演讲：专注投贷联动 打造专业的科创金融银行 

刘  汛  上海华瑞银行  科创金融业务部总经理 

16:35-17:35 

圆桌讨论三：投资策略篇：早期投资 

专场主席：朱  波  追梦者基金  创始人；创新谷  创始人 

专场嘉宾：李  竹  英诺天使基金  创始合伙人 

彭  创  洪泰基金  管理合伙人 

邱  谆  雲九资本  董事总经理 

          吴世春  梅花天使创投  创始合伙人 

          袁文达  红点创投中国基金  创始管理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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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  勇  零一创投  创始合伙人 

周伟丽  安芙兰资本  创始人、董事长 

18:00-20:00 光大控股晚餐会（定向邀请） 

2016 年 12 月 07 日 · 上午（星期三） 

第三篇  趋势篇 

08:00-09:00 来宾签到 

09:00-09:20 
主题演讲：人民币基金的现状及趋势性展望 

石建明  晨兴资本  董事总经理 

09:20-09:40 

主题演讲：我心中的音乐天堂 

汪  峰  著名音乐人；“iwini”互联网音乐平台创始人； 

“FIIL 耳机”创始人兼董事长；“碎乐”互联网音乐平台创始人兼董事长 

09:40-10:40 

影响力对话三：超级天使的投资逻辑 

专场主席：杨向阳  源政投资  董事长 

对话嘉宾：曹国熊  普华集团  董事长 

龚虹嘉  著名天使投资人 

王  刚  滴滴出行联合创始人、知名投资人 

朱啸虎  金沙江创投  董事总经理 

10:40-11:00 
主题演讲：投资路上，我们从未悲观过 

张  维  基石资本  董事长、管理合伙人 

11:00-11:15 

主题演讲：中国影视行业的趋势和机会 

张国立  浙江华谊常升影视制作公司  总经理； 

北京国立常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董事长；重庆大学电影学院院长 

11:15-12:00 

影响力对话四：“星”的创与投 

专场主席：杨守彬  丰厚资本  创始合伙人 

对话嘉宾：李  炜  北京博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总经理； 

银河酷娱文化传媒公司  创始人 

          缪  杰  星发布  创始人；水木年华  成员 

施铉雨  金铉猎奇环球旅行  创始人、CEO 

杨建平  湖南华虎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董事长； 

“拳星时代”世界极限格斗系列赛  创始人 

杨乐乐  湖南卫视  主持人；果实戏剧  创始人 

12:00-13:30 商务午宴（赞助单位：富坤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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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行业篇 

分会场一 

14:00-15:00 

圆桌讨论四：消费升级，风口下的价值发掘（专场赞助：磐霖资本） 

专场主席：李宇辉  磐霖资本  创始人、董事长 

专场嘉宾：冯卫东  天图投资  CEO、创始合伙人 

洪少华  谷银基金  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 

          林依轮  饭爷  创始人兼 CEO 

刘子迪  盈港资本  创始合伙人 

          王瀚轮  创东方投资  合伙人 

          王  浩  景林投资  管理合伙人 

熊  俊  万融资本  创始人 

徐  诗  山行资本  创始合伙人 

15:00-15:20 
主题演讲：差异化的 PIPE 投资如何助力消费升级 

胡维波 中新融创  上海事业部、消费服务事业部总经理 

15:20-16:20 

圆桌讨论五：大健康，大机遇（专场赞助：仙瞳资本） 

专场主席：刘靖龙  仙瞳资本  执行合伙人 

专场嘉宾：陈玉喜  善德资本  管理及创始合伙人 

胡雪峰  高特佳投资集团  副总经理、执行合伙人 

          李文罡  中卫基金  董事总经理、创始合伙人 

          刘冬秋  浙商创投  管理合伙人、执行总裁 

刘琦开  复星同浩资本  创始合伙人、总裁 

唐艳旻  启明创投  投资合伙人 

许小林  华盖资本  创始合伙人 

16:20-16:40 
主题演讲：赛伯乐特色的产业投资之路 

朱  磊   赛伯乐投资集团   高级合伙人 

16:40-17:40 

圆桌讨论六：如何抢占“健康中国”投资高地？ 

专场主席：陆  刚  联想之星  合伙人；中关村天使投资协会  会长 

专场嘉宾：陈金城  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陈鹏辉  红杉资本  合伙人 

陈  巧  海达投资  合伙人、董事总经理 

孔繁立  金茂资本  合伙人、副总裁 

刘洪波  天创资本  业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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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峰  鼎晖投资  执行董事 

郑玉芬  约印医疗基金  CEO 兼管理合伙人 

分会场二 

14:00-15:00 

圆桌讨论七：产业互联网时代下的模式创新（专场赞助：启赋资本） 

专场主席：傅哲宽  启赋资本  董事长 

专场嘉宾：杜永波  华兴资本  董事总经理；华晟资本  合伙人 

何  文  春晓资本  创始合伙人 

          蒋毅威  五岳天下  创始合伙人 

李金华  凯璞庭资本  创始合伙人、董事会主席  

王  栋  富坤创投互联网创业投资基金  总经理 

王  澍  米筹金服  副总裁 

朱鹏炜  众投邦  董事长 

15:00-15:20 
主题演讲：想象力连接未来 

冯华伟  小村资本  董事长 

15:20-16:20 

圆桌讨论八：躁动的泛娱乐时代 

专场主席：高  燃  风云资本  创始合伙人 

专场嘉宾：陈国军  汉富资本  合伙人 

纪顺友  乐创资本  创始管理合伙人 

贾  巍  国家中小企业基金  合伙人 

汤兆安  乾立基金  董事总经理 

田  野  联创永宣  管理合伙人 

许  萍  盘古资本  创始合伙人；盘古创富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杨  宁  乐搏资本  创始合伙人 

16:20-16:40 
主题演讲：基金公司如何把握资本大时代进行战略转型 

潘琳娜  上海五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裁 

16:40-17:40 

圆桌讨论九：硬科技，下一个爆点？ 

专场主席：徐  晨  戈壁创投  管理合伙人 

专场嘉宾：黄明明  明势资本  创始合伙人 

蒋月军  如山资本  副总经理兼主管合伙人 

梁隽樟  昆仲资本  创始合伙人 

刘春松  创业接力基金  合伙人 

刘建云  清源投资  总裁、执行合伙人 

米  磊  中科创星  创始合伙人 

          王梦秋  清流资本  董事总经理 

18:00-20:00 畅想智能新时代（联想创投定向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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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趋势篇 

08:30-09:00 来宾签到 

09:00-09:20 
主题演讲：投资“新”“中”“国” 

赵令欢  弘毅投资  董事长、CEO；联想控股  常务副总裁 

09:20-09:40 
主题演讲：从 C 到 A：中国 PE 16 年 

蔡  雷  九鼎投资  董事长 

09:40-10:05 

投资界对话沈南鹏 

对话嘉宾：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沈南鹏  红杉资本  全球执行合伙人；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10:05-11:10 

影响力对话五：PE 的中国投资机会 

专场主席：洪  婧  高瓴资本集团  合伙人 

对话嘉宾：陈文正  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执行合伙人；前海方舟  董事、总裁 

刘  东  平安资本  首席合伙人 

刘海峰  KKR  全球合伙人； 

KKR 亚洲私募股权投资  联席主管兼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 

曲列锋  联新资本  创始合伙人 

王含冰  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  董事长 

王红波  招银国际资本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首席投资官 

王  骏  天星资本  总裁、创始合伙人 

11:10-12:00 

影响力对话六：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之道 

主持嘉宾：吴  婷  嘉宾传媒  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对话嘉宾：陈开伟  汉鼎宇佑  总裁 

何志涛  联络互动  董事长 

李新宇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创始人 

张  恒  三夫户外  创始人、董事长 

12:00-13:30 商务午宴 

2016 年 12 月 08 日 · 下午（星期四） 

第六篇  策略篇 

13:30-14:20 

圆桌讨论十：投资界之变 

专场主席：王  晖  弘晖资本  管理及创始合伙人 

专场嘉宾：胡  磊  蓝湖资本  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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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牧晴  执一资本  创始合伙人 

          毛丞宇  云启资本  创始合伙人 

牛奎光  IDG 资本  合伙人 

          晏小平  晨晖资本  创始管理合伙人 

          张  震  高榕资本  创始合伙人 

赵  丰  丰年资本  合伙人 

14:20-14:35 
主题演讲：沙里淘金——资本市场投资的逻辑与误区 

魏  伟 长富汇银基金   总裁 

14:35-15:25 

圆桌讨论十一：退出策略篇：IPO、并购和新三板的三岔路口 

专场主席：刘二海  愉悦资本  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专场嘉宾：曹  阳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合伙人 

韩宇泽  上海永宣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合伙人 

温卫民  深圳高新投集团  副总经理    

熊  钢  澳银资本  董事长、创始合伙人 

曾之杰  著名投资人 

张晓琳  海岸投资  创始合伙人、董事长 

15:25-15:40 
主题演讲：论从政府引导基金到构建产业生态体系 

王晓波 亦庄国投  总经理 

15:40-16:30 

圆桌讨论十二：投资策略篇：LP、GP 关系 

专场主席：廖俊霞  宜信财富私募股权投资母基金  管理合伙人 

专场嘉宾：龚彦焱  SVB 资本中国  董事总经理  

林旭初  广州基金  总经理；城发基金  董事长 

刘英魁  中天嘉华集团  创建人、董事长、CEO 

王  颖  北京昌平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薛  荷  厦门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  扬  华控基金  创始合伙人、董事长 

郑朝予  真格基金  合伙人 

16:30-17:15 

投资界对话张颖 

对话嘉宾：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张  颖  经纬中国   创始管理合伙人  

特别篇  2016 中国股权投资年度排名颁奖典礼暨清科集团 2017 新年酒会（定向邀请） 

18:30-19:00 来宾签到 

19:00-20:00 2016 中国股权投资年度排名颁奖典礼 

20:00-21:00 清科集团 2017 新年酒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