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场日程】 

2021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三） · 上午                                                 特色环节 

LP 专题培训 

09:30-10:00 来宾签到 

10:00-11:00 
【险资投资专题】险资参与私募股权投资的逻辑及路径选择   

授课导师：黄升轩  北京泰康投资  CEO 

11:00-12:00 
【二手基金专题】二手基金市场发展及投资策略解读 

授课导师：乐德芳  尚合資本  管理合伙人 

2021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三） · 下午                                                 特色环节 

LP 专题培训 

13:30-14:00 来宾签到 

14:00-15:30 
【市场研判专题】变化点和新格局：私募股权投资趋势研判 

授课导师：符星华  清科集团合伙人、清科母基金管理合伙人   

15:40-17:10 
【政府投资专题】政府投资基金如何参与引导和直投 

授课导师：李新建  深圳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GP 募资路演 

（封闭环节，仅限 LP 参与） 

13:30-14:00 来宾签到 

14:00-17:00 募资路演及自由交流 

2021 年 5 月 20 日（星期四） · 上午                                                                                     

主论坛 

09:00-09:30 来宾签到 

09:30-09:40 
主办方致辞 

致辞嘉宾：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董事长 



 

09:40-09:55 
嘉宾致辞 

致辞嘉宾：郭  瑾  华发集团华实控股董事长、华金资本董事长、珠海基金董事长 

09:55-10:10 
主题演讲：理性看待行业发展 

演讲嘉宾：左  丁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总裁 

10:10-10:25 
主题演讲：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优势 打造“恒健系”基金群生态圈 

演讲嘉宾：李明亮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10:25-10:45 榜单发布：2021 投资界 TOP100 投资人 

10:45-12:00 

圆桌讨论：投资者眼中的新 10 年 

圆桌主持：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董事长 

圆桌嘉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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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文熹  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李家庆  君联资本  总裁 

刘  东  平安资本  董事长兼首席合伙人 

浦晓燕  红杉中国  合伙人 

单俊葆  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总裁 

姚小雄  深圳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LPxGP 对接会 

10:00-12:00 大健康专场 

2021 年 5 月 20 日（星期四） · 下午                                                                                         

主论坛 

13:30-14:20 

圆桌讨论：美元 LP 跨越投资周期的赢者之道 

圆桌主持：张  丽  Siguler Guff  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区首席代表   

圆桌嘉宾：艾  爱  StepStone Group  副总裁 

钱  军  Schroder Adveq  中国区总经理兼投资主管 

姚斌超  ARDIAN  大中华区主席/董事总经理 

钟  艳  SVB 资本中国  负责人 

14:20-15:10 

圆桌讨论：乘势而为，母基金市场投资热？ 

圆桌主持：刘  雯  纽尔利资本  董事总经理 

圆桌嘉宾：褚俊虹  珠海基金  总经理 

李  瑞  建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首席投资官 



 

胡  斌  渶策资本  创始合伙人 

杨  斌  上海科创基金  总裁 

张  琤  光大控股母基金  董事总经理 

张  涵  元禾辰坤  董事总经理 

张  剑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部部长 

15:10-16:00 

圆桌讨论：深研广求，精选赛道投资正当时 

圆桌主持：梅圣安  陆浦投资  副总经理 

圆桌嘉宾：金宇航  鼎兴量子  创始人 

林  雷  辰德资本  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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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仕生  深圳市福田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朱海彤  众麟资本  创始管理合伙人 

16:00-16:50 

圆桌讨论：LP&GP 的相处秘诀 

圆桌主持：朱伟豪  嘉豪投资董事长；嘉道私人资本合伙人 

圆桌嘉宾：贾广宏  北汽产投  董事总经理 

唐燕发  华润医药产业投资基金  首席执行官 

王  洋  盈科资本  联席总裁、高级合伙人 

徐  成  东证资本  董事总经理 

许  宁  杭州市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朱晋桥  倚锋资本  创始人&董事长 

LPxGP 对接会 

15:00-17:00 科创专场 

专场会 

14:00-16:30 2021 南京金鱼嘴基金街区大湾区推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五） · 上午                                               

主论坛 

09:30-09:35 主持人开场 

09:35-09:55 榜单发布：2021 年中国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 

09:55-10:50 

圆桌讨论：政府引导基金的精细化运作 

圆桌主持：韦  孟  青岛市市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中心  副主任 

圆桌嘉宾：刘克峰  北京科技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万  舜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  副总经理 

杨文利  重庆产业引导基金  董事长 

郑  钧  浙江金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10:50-11:05 
主题演讲：把握新发展·嘉速新格局 

演讲嘉宾：张  敏  上海市嘉定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主任   

11:05-12:00 

圆桌讨论：解构与重构：资本市场新机遇 

圆桌主持：唐忠诚  同创伟业  管理合伙人 

圆桌嘉宾：李宇辉  磐霖资本  创始主管合伙人、董事长 

梁  宇  创世伙伴资本  合伙人 

钱  进  紫荆资本  董事总经理 

张  键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副总裁  

LPxGP 对接会 

10:00-12:00 早期投资专场 

2021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五） · 下午                                               

主论坛 

13:30-13:35 主持人开场 

13:35-13:50 
主题演讲：横琴金融十二载：奋楫扬帆 勇立潮头 

演讲嘉宾：冯炬文  珠海横琴新区金融和财政局  副局长 



 

13:50-14:50 

圆桌讨论：S 基金的“知、行、思、辨” 

圆桌主持：符星华  清科集团合伙人、清科母基金管理合伙人        

圆桌嘉宾：黄振雷  北京股权交易中心   副总经理 

乐德芳  尚合資本  管理合伙人 

廖俊霞  钧山私募股权母基金  管理合伙人 

14:50-15:50 

圆桌讨论：先识之智，论投资之专业主义 

圆桌主持：陈能杰  母基金周刊  创始合伙人兼 CEO 

圆桌嘉宾：曹  牧  创东方投资  合伙人 

胡松柏  锦松家族办公室  创始人/CEO 

刘飞虹  华金资本  董事总经理 

温  雯  Commonfund Capital Beijing  Associate Director 

于立峰  源星资本  管理合伙人  

喻立杰  浙商创投合伙人、浙商创投（深圳）总经理 

朱  巍  苏州天使母基金  总经理 

15:50-16:50 

圆桌讨论：道阻且长，价值投资何以淬炼成金 

圆桌主持：许  良  Genesis Capital 元生资本  创始合伙人 

圆桌嘉宾：樊  欣  华泰紫金  总经理 

刘  慧  凯联资本  管理合伙人 

刘靖龙  仙瞳资本  执行合伙人 

孙佳林  高特佳投资  CEO 

涂鸿川  沸点资本  创始合伙人 

徐  欣  复星全球合伙人、复星创富联席总裁  

LPxGP 对接会 

15:00-17:00 芯片半导体专场 

 

 

 

 

 

 

 



 

 

 

 

 

 

 

 

 

 

 

 

 

 

 

 

 

 

 

 

 

 

 

 

 

（温馨提示：主办方未建立任何参会互动微信群，请谨慎甄别） 

 

 

码上获取精彩照片 

关注投资界微信公众号 

获取行业第一手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