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峰会日程】AGENDA 

DAY-01                                             2018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三） · 上午                                                      

08:00-09:00 来宾签到 

09:00-09:20 
主办方致辞 

致辞嘉宾：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董事长 

09:20-09:50 

主题演讲：VC、PE 行业当前需要上下协同、群策群力解决的五个关键问题 

演讲嘉宾：靳海涛  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首席执行合伙人  

前海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09:50-10:00 榜单发布：2018 投资界 TOP100 投资人 

10:00-10:55 

对话：2018 股权投资大有可为 

对话主席：陈十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董事总经理 

对话嘉宾：李家庆  君联资本  董事总经理 

邵  俊  德同资本  创始主管合伙人 

章苏阳  火山石资本  创始合伙人  

10:55-11:10 
主题演讲：上汽母基金投资策略分享 

演讲嘉宾：陆永涛  上汽投资  董事、总经理 

11:10-12:00 

对话：新经济下的资产配置策略 

对话主席：王吉鹏  元禾辰坤  合伙人 

对话嘉宾：申少军  深圳市创新投集团  政府引导基金管理总部总经理 

王振宇  鼎晖投资  创始合伙人 

薛  荷  厦门创投  董事长 

DAY-01                                             2018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三） · 下午                                                             

13:30-13:45 
主题演讲：市场化母基金的崛起 

演讲嘉宾：李默丹  宜信财富私募股权母基金  合伙人 

13:45-14:40 

第一专场：母基金“炼金术” 

专场主席：方  远  星界资本  创始管理合伙人 

专场嘉宾：李  晓  歌斐资产  全委投资投资董事 

刘  雯  开元国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钱  进  紫荆资本  董事总经理 

单丽红  HarbourVest Partners  董事总经理 



                                                       

14:40-15:35 

第二专场：LP 与 GP 的“CP养成” 

专场主席：杨文斌  好买财富  董事长兼总经理 

专场嘉宾：甘世雄  盛山资产  创始合伙人 

李  岩  盛世投资  合伙人 

刘靖龙  仙瞳资本  执行合伙人、总裁 

袁文达  红点中国  主管合伙人 

周伟丽  安芙兰资本  创始人、董事长 

15:35-15:50 
主题演讲：时间的价值  信任的力量 

演讲嘉宾：段兰春  凯辉基金  管理合伙人 

15:50-16:05 
主题演讲：新锐 GP 如何为 LP 创造价值 

演讲嘉宾：茹小琴  一村资本  资本市场部执行总经理 

16:05-16:20 
主题演讲：基础设施重构引发产业巨变 

演讲嘉宾：刘二海  愉悦资本  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16:20-17:15 

第三专场：2018 年，基金募资新格局 

专场主席：李泉生  达泰资本  创始人、管理合伙人 

专场嘉宾：陈  华  软银中国资本  合伙人兼 CFO 

毛丞宇  云启资本  创始合伙人 

师  荥  天创资本  合伙人 

赵今巍  盛景嘉成  合伙人 

朱正炜  招商局资本  高级董事总经理、招银母基金负责人 

并行活动 

14:00-16:30 政府引导基金小型对接会 

DAY-02                                             2018 年 7 月 12 日（星期四） · 上午 

08:00-09:00 来宾签到 

09:00-09:10 

榜单发布： 

2017 年中国政府引导基金 30 强 

2017 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机构有限合伙人 30 强 

09:10-10:00 

第四专场：政府引导基金如何“引”？ 

专场嘉宾：范慧川  浙江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何  琦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引导基金部总经理 

杨  力  北京科创基金总经理；中金资本董事总经理  

杨文利  重庆产业引导基金  董事长 

10:00-10:15 
主题演讲：重仓中国  重仓未来 

演讲嘉宾：赵  福  华新投资  创始合伙人、董事长兼 CEO 



                                                       

10:15-11:05 

第五专场：上市公司的投资逻辑 

专场主席：杨  敏  清科集团管理合伙人；清科资管主管合伙人 

专场嘉宾：郭家学  西安东盛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广誉远中药掌门人 

刘小英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吴金刚  招商致远资本  并购基金负责人 

          郭  易  美国万通证券 Univest Securities, LLC  首席运营官 

           

11:05-12:00 

第六专场：产业投资新风向 

专场主席：林  霆  青域基金  管理合伙人 

专场嘉宾：陈志刚  民铢投资  总裁  

杨瑞荣  远毅资本  合伙人 

尹  芳  雷石投资  合伙人 

郑翔予  琢石投资  创始合伙人、董事长 

朱  岩  蔚来资本  管理合伙人 

朱拥华  美团龙珠资本  创始合伙人 

DAY-02                                             2018 年 7 月 12 日（星期四） · 下午                                                             

13:30-13:45 
主题演讲：新蓝海--产业链投资的实践 

演讲嘉宾：王  斌  翊翎资本  创始人、董事长 

13:45-14:45 

第七专场：如何打造高回报 GP 

专场主席：任  煜  盈科资本  合伙人、大项目事业部总裁 

专场嘉宾：黄  青  高特佳投资  常务副总经理、主管合伙人 

刘  冲  首泰金信  投资合伙人 

孙  琦  道彤投资  创始管理合伙人 

翟  刚  协立投资  创始管理合伙人 

周本宜  国富绿景  合伙人 

14:45-15:40 

第八专场：家族财富如何和 GP 联手打造基业长青 

专场主席：陈能杰  母基金周刊  创始合伙人兼 CEO 

专场嘉宾：段  瑶  同创伟业  合伙人 

何忆洲  熠美投资  合伙人  

潘  迪  景林  董事总经理 

姒亭佑  步长资产管理中心  总裁 

郑彦斌  K11 Investment  投资部主管 

15:40-16:40 

第九专场：2018，论“钱袋子”的正确打开方式 

专场主席：吴  昊  硅谷银行金融集团  董事总经理、投资人关系管理 

专场嘉宾：孙达毅  璞玉投资  董事总经理 

熊珊珊  百年保险资管  股权投资部 

杨  婷  民生证券 民生通海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赵  丹  大唐元一母基金  董事总经理 

17:00 峰会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