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明日程】

时间 议程环节及会场

基金合伙人峰会 LPXGP 对接系列活动

主会场 分会场一（封闭定向） 分会场二（预约登记）

8 月 12 日上午 主论坛 · 趋势篇
1VS1 私密对接会

——

8 月 12 日下午 主论坛 · 策略篇 政府引导基金主题对接会

8 月 13 日上午 主论坛 · 投资篇
1VS1 私密对接会

——

8 月 13 日下午 主论坛 · 策略篇 FOFs 主题对接会

【主论坛日程】
（最终议程以现场为准，同场嘉宾按姓氏排序）

2020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三） · 上午 趋势篇

09:30-09:45
主办方致辞暨《ILPA 原则 3.0 官方中文版》发布
致辞嘉宾：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董事长

09:45-10:05
主题演讲：数字时代的投资机遇
演讲嘉宾：左 丁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10:05-10:15 榜单发布：2020 投资界 TOP100 投资人

10:15-10:35
主题演讲：以攻为守，加速新布局
演讲嘉宾：卫 哲 嘉御基金 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

10:35-10:50
主题演讲：深耕中国，以资本互联重塑产业价值
演讲嘉宾：王业强 建信信托 首席投资官

10:50-12:00

对话：变局中开新局，资本市场新格局
对话主席：袁润兵 清科集团联席总裁；清科创投主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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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兼首席合伙人
浦晓燕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合伙人
王吉鹏 元禾辰坤 合伙人
张日忠 招商资本 首席执行官、董事



2020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三） · 下午 策略篇

13:30-14:30

第一专场：资产配置新机遇何在？
专场主席：章 亮 Cambridge Associates 董事总经理、中国区业务负责人

专场嘉宾：陈 青 SVB Capital 中国市场高级主管

林 伟 陆浦投资集团 副董事长、总经理

钱 进 紫荆资本 董事总经理

王 勇 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资深投资基金专家

张 丽 Siguler Guff 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区首席代表

14:30-14:45
主题演讲：增量逻辑中的母基金投资
演讲嘉宾：李默丹 宜信私募股权母基金合伙人

14:45-15:45

第二专场：2020 基金投资策略
专场主席：易岐筠 中金资本 董事总经理

专场嘉宾：陈 华 软银中国资本 管理合伙人

胡 斌 渶策资本 创始合伙人

马云涛 东方弘泰资本 管理合伙人、CEO

宋向前 加华资本 创始合伙人、董事长

王俊峰 君联资本 董事总经理

15:45-16:45

第三专场：基金的精细化管理之路
专场主席：苏维洲 行健资本 合伙人、亚太区主管

专场嘉宾：王国丰 江苏省文化投资管理集团副总经理；

江苏省大运河文化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 磊 华大共赢 管理合伙人

吴书俊 HT Capital 管理合伙人

张旭伟 华睿投资 合伙人

张 洋 盛世投资首席执行官；江苏盛世金财董事长

朱 民 上海科创投集团 副总经理

2020 年 8 月 13 日（星期四） · 上午 投资篇

09:00-09:05
主持人开场
特邀主持人：艾 诚 艾问创始人/投资合伙人

09:05-09:10 榜单发布：2020 年中国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



09:10-10:00

第四专场：国有资本：硬核实力养成
专场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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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金良 浙江金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耿 群 诚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卢 荣 越秀产业基金 总裁

尤兆祥 江苏金财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10:00-11:00

第五专场：论政府引导基金的自我进化
专场主席：陈 丹 湖北高投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专场嘉宾：范 源 南京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胡传伟 横琴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横琴金投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谢 海 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谢洁平 厦门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文利 重庆产业引导基金 董事长

姚小雄 深圳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11:00-12:00

第六专场：如何走好“科创+产业”之路
专场主席：丁宝玉 同创伟业 管理合伙人

专场嘉宾：康 鸣 上海科创基金 总裁

陶 冶 凯旋创投 管理合伙人

汪 涛 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仕生 深圳市福田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宗 俊 创世伙伴资本 合伙人

2020 年 8 月 13 日（星期四） · 下午 策略篇

13:30-14:30

第七专场：市场调整期，科技投资走向
专场主席：周恺秉 杭州市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专场嘉宾：陈立光 海松资本 创始人、CEO、管理合伙人

黄金平 容亿投资 创始合伙人、董事长

孔令国 和利资本 创始及管理合伙人

涂鸿川 沸点资本 创始合伙人

杨焱程 东证资本 董事总经理

张 朋 北极光创投 董事总经理

张小娟 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基金 副总裁



14:30-15:30

第八专场：危机并存，2020 投资新主张
专场主席：杨瑞荣 远毅资本 合伙人

专场嘉宾：陈鹏辉 博远资本 创始合伙人

华晔宇 浙商创投 联合创始人、行政总裁

黄反之 分享投资创始合伙人；分享医疗基金主管合伙人

谈 庆 辰德资本 管理合伙人

15:30-16:30

第九专场：资本赋能，产业投资加速中
专场主席：陈能杰 母基金周刊 创始合伙人兼 CEO

专场嘉宾：陈 淼 华泰紫金基金 合伙人

顾卫平 国盛资本 董事总经理

苏 明 苏州国发创投 产业基金二部总经理

王姝文 华盖文化基金 主管合伙人

吴 斌 中平资本 创始合伙人、总裁

徐 诗 山行资本 创始合伙人

（温馨提示：主办方未建立任何参会互动微信群，请谨慎甄别）

关注投资界微信公众号

获取行业第一手资讯
码上获取精彩照片 码上查看大会图文报道



【并行特色环节 LPxGP 对接系列活动】

PART1 1VS1 私密对接会——零距离 高效率

（封闭对接，凭邀出席，谢绝空降。机构排序不分先后）

2020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三）

10:00-11:30

第一专场
厦门建发新兴投资 广州金控基金 ————

13:30-15:00

第二专场
壳牌创投 上海科创基金 （不披露）

15:00-16:30

第三专场
宜信私募股权母基金 徐州产业发展引导基金 横琴金投

16:30-18:00

第四专场
江苏省大运河文化

旅游发展基金

厦门自贸片区

产业引导基金
Schroder Adveq

2020 年 8 月 13 日（星期四）

10:00-11:30

第一专场
新航城基金 珠海基金 建信股权

13:30-15:00

第二专场
长宁国资 南京市创新投资集团 深圳天使母基金

15:00-16:30

第三专场
中合母基金 （不披露） ————



PART2 LP 主题对接会——快节奏 更开放

（预约报名，资格审核，谢绝空降。机构排序不分先后）

2020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三） · 下午 上海外滩茂悦大酒店 · 一层大宴会厅 II

14:00-16:30

政府引导基金主题对接会
陕文投资本
长宁国资
横琴金投
厦门自贸片区产业引导基金
深圳市光明区引导基金
重庆天使引导基金
苏州国发创投
广州金控基金
珠海基金
韩国风投
上海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
建信股权
中山火炬基金管理公司
财鑫金控集团
江苏省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基金

2020 年 8 月 13 日（星期四） · 下午 上海外滩茂悦大酒店 · 一层大宴会厅 II

14:00-16:30

FOFs 主题对接会
壳牌创投
中山中汇集团
苏州卓璞资本
盛世投资
东航产投
陆浦投资集团
厦门建发新兴投资
中国金茂
苏民投
华侨城亚洲
中新集团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
光谷金控
HT Capital
诺基亚成长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