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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3 日（星期五）上午 · 话趋势 

08:00-08:50 签到入场 

09:00-09:05 
主办方致辞 

致辞嘉宾：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09:05-09:10 “三亚投资界百人论坛”成立仪式 

09:10-09:30 
主题演讲：我不是李开复，我是人工智能 

演讲嘉宾：李开复  创新工场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09:30-10:20 

话题 1：过了年，投资这活儿怎么干？  

主持嘉宾：刘晓松  青松基金创始合伙人；A8 新媒体集团董事局主席兼 CEO 

对话嘉宾：曹国熊  普华集团  董事长 

甘剑平  启明创投  主管合伙人 

姜皓天  北极光创投  董事总经理 

施安平  深圳国中创业投资管理公司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深圳有限合伙） 

首席合伙人、CEO 

曾之杰  深圳鸿泰基金董事长、管理合伙人；厚望投资董事长 

郑俊聪  祥峰投资  管理合伙人 

10:20-10:40 
主题演讲：创投热潮与时代精神 

演讲嘉宾：徐小平  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 

10:40-11:20 

对话：海阔天空投资界 

主持嘉宾：杨向阳  源政投资  董事长 

对话嘉宾：蔡文胜  隆领投资董事长；中国著名天使投资人 

龚虹嘉  著名天使投资人 

胡海泉  巨匠传媒董事长；海泉基金创始人 

周  逵  红杉资本  合伙人 

11:20-12:10 

话题 2：浪来浪去，哪去抓鱼？ 

主持嘉宾：郑  刚  紫辉创投  创始合伙人 

对话嘉宾：高  翔  高榕资本  创始合伙人 

黄明明  明势资本  创始合伙人 

靳文戟  君联资本  董事总经理  

刘朝晨  信中利资本集团  高级合伙人、董事总经理 

毛丞宇  云启资本  创始合伙人 

徐炳东  纪源资本  管理合伙人 

袁润兵  清科集团联席总裁；清科创投主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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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3 日（星期五） 下午 · 碰灵思 

13:30-14:30 

互联网下半场，怎么玩？  

主持嘉宾：曾振宇  DCM  董事合伙人 

演讲嘉宾：段兰春  凯辉基金  管理合伙人 

傅哲宽  启赋资本  董事长 

蒋毅威  五岳资本  创始合伙人 

陆宏宇  德同资本  管理合伙人 

王  珺  德迅投资  董事总经理 

徐  磊  微车  创始人、CEO 

许  萍  盘古资本创始合伙人；盘古创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袁文达  红点创投中国基金  创始管理合伙人 

14:30-15:30 

冲浪者，大消费 

主持嘉宾：张  敏  合力投资  管理合伙人 

演讲嘉宾：陈文江  执一资本  创始合伙人 

傅仲宏  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合伙人、副总裁 

季  薇  华映资本中国  创始管理合伙人 

陆文勇  e 袋洗  创始合伙人兼 CEO 

莫自伟  软银中国资本  合伙人 

陶  冶  凯旋创投  合伙人 

吴世春  梅花天使创投  创始合伙人 

肖  敏  经纬中国  合伙人 

15:30-16:30 

人工智能，热起来 

主持嘉宾：朱  波  追梦者基金创始人；创新谷创始人 

演讲嘉宾：李  竹  英诺天使基金  创始合伙人 

刘二海  愉悦资本  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邱  谆  雲九资本  董事总经理 

童子平  同创伟业  合伙人 

王  钧  昆仲资本  创始兼管理合伙人 

王明耀  联想之星  总经理、主管合伙人 

徐  晨  戈壁创投  管理合伙人 

 



CHINA INVESTORS 100 FORUM  

                                   
 

2017 年 3 月 3 日（星期五） 下午 · 碰灵思 

16:30-17:30 

不规矩，泛娱乐 

主持嘉宾：杨守彬  丰厚资本  创始合伙人 

演讲嘉宾：陈  华  唱吧  创始人兼 CEO 

高  燃  风云资本  创始合伙人 

郎春晖  创新工场  合伙人 

王梦秋  清流资本  董事总经理 

杨  宁  乐搏资本  创始合伙人 

杨小敏  天涯社区  总裁 

赵  勇  零一创投  创始合伙人 

2017 年 3 月 3 日（星期五） · 开森嗨 

18:30-21:30 投资界首届沙滩音乐派对（定向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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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4 日（星期六） · 约定你 

09:00-09:10 战队入场准备 

09:10-09:40 

战队入场秀（按顺序） 

1. 大圣 Live-朱波战队          2. 青山资本-张野战队        

3. 合力投资-大阳战队          4. 春光里-杨守彬战队     

5. 梅花天使创投-吴世春战队    6. 碎乐-峰暴战队 

7. 联吾人际-王岳伦战队        8. 清科创投-松鱼战队        

9. 青松基金-李竹战队          10. 李开复战队          

11. 映客-刘晓松战队           12. 隆领投资-蔡文胜战队 

09:40-09:45 主办方致辞 

09:45-09:55 主裁判介绍比赛规则 

09:55-10:00 首届投资界扑克大赛启动仪式 

10:00-12:00 第一阶段赛事 

12:00-13:00 自助午餐及休息 

2017 年 3 月 4 日（星期六）下午 

13:00-18:00 第二阶段赛事 

18:00-19:00 自助晚餐及休息 

2017 年 3 月 4 日（星期六）晚上 

19:00-21:40 Final Table 比赛 

21:40-21:50 主办方总结发言 

21:50-22:00 颁奖典礼及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