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八届中国股权投资年度论坛 

2018 年 12 月 05 日 · 上午（星期三） 

第一篇  趋势篇 

08:00-09:00 来宾签到  

09:00-09:05 
主持人开场 

嘉宾主持：吴  婷  《我有嘉宾》出品人、嘉宾大学创办人 

09:05-09:25 
主办方致辞及主题分享：2018 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年报 

致辞嘉宾：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董事长 

09:25-09:45 
主题演讲：艰难的环境，孕育伟大的公司 

演讲嘉宾：李开复  创新工场  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 

09:45-10:45 

影响力对话一：预见 2019：投资有道 

专场主持：甘剑平  启明创投  主管合伙人 

专场嘉宾：曹  毅  源码资本  创始合伙人 

陈  浩  君联资本  董事总经理、总裁 

符绩勋  GGV 纪源资本  管理合伙人 

贺志强  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联想创投集团总裁 

汪潮涌  信中利资本集团  创始人、董事长 

徐传陞  经纬创投中国基金  创始管理合伙人 

10:45-11:00 
主题演讲：当前最大的风险是不投资的风险 

演讲嘉宾：应文禄  毅达资本  董事长、创始合伙人 

11:00-12:00 

投资界对话一：大话投资界 

专场主持：施安平  国中创投  首席合伙人、CEO 

专场嘉宾：陈维广  蓝驰创投  管理合伙人 

          罗  茁  清控银杏  创始合伙人、董事长 

倪泽望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肖  冰  达晨财智  执行合伙人、总裁 

阎  焱  赛富亚洲投资基金  创始管理合伙人 

郑伟鹤  同创伟业  创始合伙人、董事长 

12:00-13:30 商务午宴（凭券参加） 

活动议程（最终议程及嘉宾以现场为准） 



 

2018 年 12 月 05 日 · 下午（星期三）   

第二篇  策略篇 

13:30-13:45 
主题演讲：二十年股权投资之路的反思 

演讲嘉宾：韩宇泽  上海永宣创始管理合伙人；上海联创永钧董事长 

13:45-14:00 
主题演讲：创新的思考 

演讲嘉宾：厉  伟  松禾资本  创始合伙人 

14:00-14:55 

圆桌讨论一：投资策略进化论 

专场主持：宋安澜  软银中国资本  管理合伙人 

专场嘉宾：艾  迪  联创永宣  创始合伙人 

邝子平  启明创投  创始主管合伙人 

苏  怡  瑞威资本  管理合伙人、执行董事 

王光熙  联想创投  董事总经理 

晏小平  晨晖资本  创始管理合伙人  

14:55-15:50 

圆桌讨论二：行业投资方法论  

专场主持：陈文江  执一资本  创始合伙人 

专场嘉宾：杜永波  华兴资本董事总经理；华兴新经济基金管理合伙人  

胡  伟  盈科资本  高级合伙人、执行总裁 

沈海伦  天狼星资本  创始管理合伙人 

苏文俊  加华伟业资本  合伙人 

孙  翀  策源创投  合伙人 

肖  珂  创东方投资  合伙人 

15:50-16:45 

圆桌讨论三：早期投资，如何炼就火眼金睛 

专场主持：傅哲宽  启赋资本  董事长 

专场嘉宾：林嘉喜  国金投资  创始合伙人 

刘思齐  复星锐正资本  董事总经理 

田江川  初心资本  管理合伙人 

王世雨  险峰旗云  管理合伙人 

吴蓉晖  同渡资本  创始管理合伙人 

吴运龙  零一创投  创始合伙人 

熊向东  华映资本  创始管理合伙人 

16:45-17:00 
主题演讲：科技领域投资，坚守技术驱动、敬畏并影响周期 

演讲嘉宾：王毅喆  光大控股董事总经理；光控华登管理合伙人 



 

17:00-17:50 

圆桌讨论四：投后管理，重塑核心竞争力 

专场主持：袁润兵  清科集团联席总裁；清科创投主管合伙人 

专场嘉宾：范克炎  盛融资本  合伙人 

          高  梅  天创资本  管理合伙人 

刘建云  清源投资  董事长 

张权勋  远致富海  副总裁 

郑  刚  紫辉创投  创始合伙人 

周伟丽  安芙兰资本  创始人/董事长 

特色主题活动 

F40—2018 中国青年投资人峰会 

13:30-14:00 来宾签到 

14:00-15:00 

对话：我的创投江湖路 

主持嘉宾：艾  诚  艾问创始人/投资合伙人 

对话嘉宾：程  宇  晨兴资本  合伙人 

高  燃  风云资本  创始合伙人 

李  论  熊猫资本  合伙人 

王国盛  鼎晖创新与成长基金  高级合伙人 

徐炳东  GGV 纪源资本  管理合伙人 

张  野  青山资本  创始合伙人 

15:00-16:00 

对话：创投风云之自我修炼 

主持嘉宾：陈姝婷  云起资本  创始合伙人/著名财经主持人 

对话嘉宾：陈悦天  辰海资本  合伙人 

孙达飞  三行资本  创始人、管理合伙人 

吴子烁  昆仲资本  创始合伙人 

于光东  沸点资本  创始合伙人 

周  伊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健康产业基金投资部总经理 

16:00-17:00 

对话：投资趋势之我见 

主持嘉宾：张  倩  天际资本  创始合伙人 

对话嘉宾：李贸祥  凯辉汽车基金  合伙人 

刘  博  清流资本  合伙人 

刘  晶  一村资本  董事总经理 

刘毅然  元璟资本  合伙人 

张  涵  红点中国  合伙人 

17:00-17:30 自由交流 

2018 年 12 月 06 日 · 上午（星期四） 

第三篇  趋势篇 



 

08:00-09:00 来宾签到 

09:00-09:15 主持人开场 

09:15-09:30 
主题演讲：竞争与蜕变：市场化母基金开启发展新篇章 

演讲嘉宾：李默丹  宜信财富私募股权母基金合伙人 

09:30-10:30 

影响力对话二：超级天使的投资哲学 

专场主持：李  竹  英诺天使基金创始合伙人；中国青年天使会会长 

专场嘉宾：曹国熊  普华资本董事长；头头是道基金创始人   

刘晓松  青松基金创始合伙人；A8 新媒体集团有限公司主席兼 CEO  

吴  彬  道生资本  创始合伙人 

吴世春  梅花创投  创始合伙人 

10:30-10:45 
主题演讲：机构投资者的黄金时代 

演讲嘉宾：张  维  基石资本  董事长 

10:45-11:00 
主题演讲：把握消费升级的新杠杆 投资新大陆 

演讲嘉宾：李宇辉  磐霖资本  创始人、董事长兼主管合伙人 

11:00-12:00 

投资界对话二：中国式合伙人 

专场主持：张泉灵  紫牛基金  联合创始人 

专场嘉宾：王  强  真格基金  联合创始人 

卫  哲  嘉御基金  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  

姚劲波  58 集团  CEO 

12:00-13:30 商务午宴（凭券参加） 

2018 年 12 月 06 日 · 下午（星期四） 

第四篇  投资篇 

13:30-14:20 

圆桌讨论五：资本视角下的大消费 

专场主持：刘子迪  盈港资本  创始合伙人 

专场嘉宾：冯卫东  天图投资  CEO、管理合伙人、首席投资官 

胡伟东  左驭资本  创始人兼 CEO  

蒋毅威  五岳资本  创始合伙人 

李德刚  景林投资  董事总经理 

彭  程  富坤创投  管理合伙人 

王  啸  九合创投  创始人 

朱思行  山行资本  合伙人 

14:20-14:35 
主题演讲：新经济领域的变化和机会 

演讲嘉宾：岑赛铟  基岩资本  合伙人 



 

14:35-15:20 

投资界对话沈南鹏 

对话嘉宾：吴  婷  《我有嘉宾》出品人、嘉宾大学创办人 

          沈南鹏  红杉资本  全球执行合伙人 

15:20-16:10 

圆桌讨论六：医疗投资迈入 3.0 时代 

专场主持：王  晖  弘晖资本  管理合伙人 

专场嘉宾：胡雪峰  高特佳投资集团  主管合伙人 

梁占超  幂方资本  合伙人 

刘靖龙  仙瞳资本  执行合伙人 

陆  刚  联想之星  合伙人 

杨瑞荣  远毅资本  合伙人 

苑全红  建信资本  管理合伙人、总裁 

16:10-17:00 

圆桌讨论七：智能时代如何投资？ 

专场主持：张鹏程  清科资本合伙人；清科集团副总裁 

专场嘉宾：黄明明  明势资本  创始合伙人 

黄晓黎  曦域资本  创始合伙人 

黎  蔓  高捷资本  创始人及管理合伙人 

罗  阗  博将资本  创始合伙人 

王  钧  昆仲资本  创始管理合伙人 

章苏阳  火山石资本  管理合伙人 

朱  璘  戈壁创投  管理合伙人 

17:00-17:15 
主题演讲：见微证弘 穿越周期 

演讲嘉宾：何燕青  弘卓资本  创始合伙人、董事长 

17:15-18:05 

圆桌讨论八：投资科技，投资未来 

专场主持：毛丞宇  云启资本  创始合伙人 

专场嘉宾：李  丰  峰瑞资本  创始合伙人 

刘春松  接力基金  合伙人 

陶  冶  凯旋资本  管理合伙人 

张  鹏  泰达科投  副总经理 

周晓峰  国科投资  合伙人 

朱朝晖  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特色主题活动 

投资界 GPLP 峰会（定向邀请） 

13:30-14:00 来宾签到 



 

14:00-15:00 

圆桌讨论：新形势下 LP 的投资策略 

专场主持：王彪文  开元国创母基金  投委会委员 

专场嘉宾：浦晓燕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合伙人 

杨  力  北京市科技创新投资基金总经理；中金资本董事总经理  

张  涵  元禾辰坤  董事总经理 

朱伟豪  嘉豪投资  合伙人 

朱正炜  招商局资本高级董事总经理；招商招银股权投资基金负责人 

15:00-16:00 

圆桌讨论：政府引导金如何选择 GP 

专场主持：符星华  清科集团管理合伙人；清科母基金管理合伙人；清科研究中心总经理 

专场嘉宾：范慧川  浙江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韩  迪  西安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刘豫莎  苏州市创新产业发展引导基金  业务合伙人 

申少军  深圳市创新投集团  政府引导基金管理总部总经理 

杨文利  重庆产业引导基金  董事长  

       张继东  吉林省股权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16:00-17:00 

圆桌讨论：FOFs 的投资逻辑 

专场主持：陈能杰  母基金周刊  创始合伙人兼 CEO 

专场嘉宾：陈  青  硅谷金融集团  中国区高级主管、董事总经理 

姒亭佑  步长资产管理中心  总裁 

夏  信  大唐元一母基金  董事总经理兼投资负责人 

杨  敏  清科集团管理合伙人；清科资管主管合伙人 

17:00-17:30 自由交流 

2018 年 12 月 07 日 · 上午（星期五） 

第五篇  趋势篇 

08:00-09:00 来宾签到 

09:00-09:15 主持人开场 

09:15-09:30 
主题演讲：负责任投资的实践和分享 

演讲嘉宾：翟  锋  中信产业基金  董事总经理、投资管理部负责人 

09:30-10:30 

影响力对话三：重塑价值投资 

专场主持：刘澄伟  元禾控股  总裁 

专场嘉宾：洪  婧  高成资本  创始合伙人 

曲列锋  联新资本  创始合伙人 

孙树峰  平安资本  董事长兼总经理 

杨  眉  国创开元母基金  董事总经理 



 

10:30-10:45 
主题演讲：产业资本助力主业发展 

演讲嘉宾：冯  戟  尚颀资本  执行事务代表 

10:45-11:00 
主题演讲：大资管时代另类投资的机会与挑战 

演讲嘉宾：王洪辉  远洋集团副总裁；远洋资本总经理 

11:00-12:00 

投资界对话三：江湖形势瞬息万变，决胜还在内功修炼 

专场主持：曾之杰  元禾厚望成长基金创始合伙人；深圳鸿泰基金管理合伙人 

专场嘉宾：高  翔  高榕资本  创始合伙人 

李家庆  君联资本  董事总经理、首席投资官 

宓  群  光速中国  创始合伙人 

许小林  华盖资本  创始人、董事长 

周  炜  创世伙伴资本  创始主管合伙人 

12:00-13:30 商务午宴（凭券参加） 

2018 年 12 月 07 日 · 下午（星期五） 

第六篇  价值篇 

13:30-13:45 
主题演讲：溯本归源 

演讲嘉宾：王  宇  雷石投资  创始合伙人、CEO 

13:45-14:35 

圆桌讨论九：产业投资的价值坚守 

专场主持：崔欣欣  分享投资  联合创始人、大居住基金主管合伙人 

专场嘉宾：贾广宏  北汽产投  董事总经理 

李远锋  华控基金  合伙人、董事总经理 

米  磊  中科创星  创始合伙人、联席 CEO 

彭昊宇  小村资本  合伙人 

徐  斌  杉杉创投  副总经理 

于  彤  一村资本  董事总经理 

郑孔栋  泛海投资  董事总经理 

14:35-14:50 
主题演讲：价值重塑：国内困境资产投资的机遇与实践 

演讲嘉宾：郑华玲  鼎一投资  董事长 

14:50-15:40 

圆桌讨论十：基金管理之价值创造 

专场主持：雷  杰  中财龙马资本  董事长 

专场嘉宾：毕  鸣  安拓达  董事总经理 

付  竞  征和惠通  董事长 

沈文春  凯联资本  合伙人 

肖  群  东方富海  总裁 

谢思瑾  昌发展总经理助理；昌科金董事总经理 

许  萍  盘古资本创始合伙人；盘古创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张  敏  合力投资  管理合伙人 



 

 

 

 

 

 

 

 

 

 

 

 

 

 

 

 

 

 

 

 

 

 

 

 

 

15:40-15:55 
主题演讲：如何准确识别和分析企业价值 

演讲嘉宾：古志鹏  九鼎集团合伙人；九鼎投资总经理 

15:55-16:45 

圆桌讨论十一：新形势下的退出策略 

专场主持：刘朝晨  信中利资本集团  董事总经理、高级合伙人 

专场嘉宾：柴  建  峪沣资本  创始管理合伙人 

陈鹏辉  博远医疗基金  创始合伙人 

何  欣  汇鼎投资  管理合伙人 

宋希超  金茂投资  合伙人、副总裁 

武建勇  致同并购交易咨询服务主管合伙人 

徐  成  东证资本  董事总经理 

16:45-17:15 

投资界对话熊晓鸽 

对话嘉宾：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董事长 

          熊晓鸽  IDG 资本  创始董事长 

特别篇  2018 中国股权投资年度晚宴 

18:30-19:00 来宾签到 

19:00-20:30 2018 中国股权投资年度晚宴（定向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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