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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届中国股权投资年度论坛 

2021/10/20-22  中国·CHINA 

简明日程 

时间 
安排 

10 月 20 日 10 月 21 日 10 月 22 日 

上午 主论坛 · 趋势 主论坛 · 预见 主论坛 · 价值 

下午 主论坛 · 策略 主论坛 · 行业 主论坛 · 赋能 

特色活动 城市专场 城市专场 年度排名发布 

 

详细日程（最终议程及嘉宾以现场为准）                         主论坛 

2021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三） 

第一篇·趋 势 

08:00-09:00 来宾签到 

09:00-09:05 
主持人开场 

嘉宾主持：艾  诚  主持人、《艾问 iAsk》创始人 

09:05-09:20 
主办方致辞 

致辞嘉宾：倪正东  清科创业  创始人、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09:20-09:35 
主题演讲：创新科技之路·向硬科技再出发 

演讲嘉宾：倪泽望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09:35-10:30 

影响力对话：创投·创新·创造 

对话主持：倪正东  清科创业  创始人、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对话嘉宾：曹  毅  源码资本  创始合伙人 

邓  锋  北极光创投  创始管理合伙人 

符绩勋  GGV 纪源资本  管理合伙人 

黄立明  高瓴  合伙人 

林欣禾  DCM 中国  创始合伙人、董事合伙人 

肖  冰  达晨财智  执行合伙人、总裁 

周  逵  红杉中国  合伙人 

10:30-10:45 
主题演讲：白鸽与门罗公园——天才发明家与技术创业者 

演讲嘉宾：刘  芹  五源资本  创始合伙人 

10:45-11:00 
主题演讲：高科技投资的春天 

演讲嘉宾：黄  庆  华登国际  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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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2:00 

影响力对话：ESG 投资与可持续发展 

对话主持：袁润兵  清科集团联席总裁、清科创投主管合伙人 

对话嘉宾：曹永刚  弘毅投资  总裁 

代永波  碧桂园创投  管理合伙人 

甘剑平  渶策资本  创始合伙人 

施安平  国中资本  首席合伙人、董事长 

王  辛  IDG 资本  合伙人 

卫  哲  嘉御资本  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 

第二篇·策 略 

13:30-13:45 
主题演讲：理解新发展环境，把握好创新资本方向盘 

演讲嘉宾：应文禄  毅达资本  董事长 

13:45-14:35 

圆桌讨论：以变应变，投资新主张 

圆桌主持：宋安澜  软银中国资本  管理合伙人 

圆桌嘉宾：段兰春  凯辉基金  管理合伙人 

胡旭波  启明创投  主管合伙人 

李泉生  达泰资本  创始人和管理合伙人 

邵  俊  德同资本  董事长、创始主管合伙人 

王  晖  弘晖资本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张向阳  海通开元  董事长 

14:35-14:50 
主题演讲：新形势下健康产业投资展望 

演讲嘉宾：傅  唯  康桥资本  首席执行官及创始人 

14:50-15:40 

圆桌讨论：产业链投资正当时 

圆桌主持：陆永涛  恒旭资本  董事长 

圆桌嘉宾：金宇航  鼎兴量子  创始人 

李保国  海富产业基金  董事长 

李哂时  凯联资本  创始合伙人/CEO 

刘培龙  北汽产投  总经理 

张曙东  国际创投  董事、总经理 

15:40-16:30 

圆桌讨论：布局行业，创造价值 

圆桌主持：施正政  盈科资本  合伙人 

圆桌嘉宾：宫蒲玲  唐兴资本  创始人兼董事长 

顾  哲  正心谷资本  董事总经理 

陶  冶  凯旋创投  管理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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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水龙  创东方投资  董事长、创始合伙人 

周  毓  华泰紫金  医疗基金合伙人 

16:30-16:45 
主题演讲：数字化浪潮的投资机会 

演讲嘉宾：傅哲宽  啟赋资本  董事长、创始合伙人 

16:45-17:35 

圆桌讨论：投早，投小，长期坚守 

圆桌主持：元  野  策源创投  主管合伙人 

圆桌嘉宾：李  丰  峰瑞资本  创始合伙人 

毛丞宇  云启资本  创始合伙人 

王明耀  联想之星  总经理、主管合伙人 

严  彬  国金投资  管理合伙人 

周伟丽  安芙兰资本  创始人/董事长 

城市专场 

14:00-16:00 南京金鱼嘴基金街区专场 

主题晚宴 

18:30-20:30 “聚焦医药 盈在未来”闭门交流晚宴 

2021 年 10 月 21 日（星期四） 

第三篇·预 见 

08:00-09:00 来宾签到 

09:00-09:05 主持人开场 

09:05-09:55 

影响力对话：做行业赋能者，共行科技之路 

对话主持：丁宝玉  同创伟业  管理合伙人、董事总经理 

对话嘉宾：陈大同  元禾璞华  投委会主席 

贺志强  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联想创投集团总裁、管理合伙人 

宓  群  光速中国  创始合伙人 

王  霖  鼎晖投资  创始合伙人 

09:55-10:10 
主题演讲：在投资界做一个三好学生 

演讲嘉宾：陈  玮  东方富海  董事长、创始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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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25 
主题演讲：创投向善，共同发展 

演讲嘉宾：厉  伟  松禾资本  创始合伙人 

10:25-10:40 
主题演讲：以终为始的医疗投资坚守 

演讲嘉宾：李  彤  洪泰基金  合伙人 

10:40-10:55 
主题演讲：全民健康，数据为王 

演讲嘉宾：许小林  华盖资本  创始合伙人、董事长 

10:55-11:10 

主题演讲：互联网时代的终结 

——中国创业主题的演进 

演讲嘉宾：刘二海  愉悦资本  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11:10-12:00 

投资界对话：干一行行一行，行业投资逻辑与沉淀 

对话主持：章苏阳  火山石投资  管理合伙人 

对话嘉宾：蔡  薇  波士顿投资  中国区负责人 

陈维广  蓝驰创投  管理合伙人 

余征坤  济峰资本  创始管理合伙人 

曾之杰  元禾厚望创新成长基金  创始人 

第四篇·行 业 

大健康专场 

13:30-13:45 
主题演讲：医疗投资——立足中国的国际化征途 

演讲嘉宾：陈  刚  洲嶺資本  管理合伙人 

13:45-14:35 

圆桌讨论：预见投资新方向，夯实健康中国梦 

圆桌主持：杨瑞荣  远毅资本  合伙人 

圆桌嘉宾：陈鹏辉  博远资本  创始合伙人 

梁卫彬  上海生物医药基金  合伙人 

陆勤超  丹麓资本  创始人及执行合伙人 

罗如澍  惠每资本  创始管理合伙人 

周颖华  翰颐资本  创始人、主管合伙人 

消费专场 

14:35-15:25 

圆桌讨论：消费投资的下一站机会 

圆桌主持：徐  薇  众为资本  合伙人 

圆桌嘉宾：李康林  天图投资  合伙人 

刘泽辉  星陀资本  管理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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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  海  德迅投资  董事总经理 

卿  永  番茄资本  创始人 

应金凤  内向基金合伙人；穆棉资本合伙人  

科技专场 

15:25-15:40 
主题演讲：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新局面、新问题、新挑战 

演讲嘉宾：孙玉望  中芯聚源  创始合伙人、总裁 

15:40-16:30 

圆桌讨论：投资硬科技——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圆桌主持：于立峰  源星资本  管理合伙人 

圆桌嘉宾：华  桦  华控基金  合伙人、董事总经理 

李  进  国科投资  董事总经理 

邢  潇  海望资本  执行总裁 

杨  镭  华山资本  创始合伙人及管理合伙人 

张  凯  西高投  总经理 

张  鹏  泰达科投  董事总经理 

16:30-17:20 

圆桌讨论：科技投资，未来可期 

圆桌主持：刘子迪  盈港资本  创始人、CEO 

圆桌嘉宾：高  雪  BV百度风投  CEO、管理合伙人 

李鹏飞  小村资本  管理合伙人 

李  雄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马东军  海松资本  管理合伙人 

杨志龙  浙商创投  合伙人 

张津剑  绿洲资本  合伙人 

城市专场 

14:00-16:00 武汉基金产业基地专场 

主题晚宴 

18:30-20:30 “科技向光，资本向善”——浦发硅谷&硅谷银行晚宴 

2021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五） 

第五篇·价 值 

08:00-09:10 来宾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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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09:15 主持人开场 

09:15-09:30 
主题演讲：举国体制与硬科技投资 

演讲嘉宾：张  维  基石资本  董事长 

09:30-10:30 

影响力对话：PE——做有价值的投资 

对话主持：曲列锋  联新资本  创始合伙人 

对话嘉宾：陈  弦  CMC资本  合伙人兼首席投资官 

刘  东  平安资本  董事长兼首席合伙人 

唐  葵  方源资本  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魏  臻  华平投资  中国区联席总裁、董事总经理 

周宏斌  君联资本  董事总经理、联席首席投资官 

10:30-10:45 
主题演讲：顺应趋势，于开放合作中创造价值 

演讲嘉宾：陈  以  招商资本  首席投资官 

10:45-11:00 
主题演讲：做坚定的价值投资者 

演讲嘉宾：韩宇泽  联创资本  创始合伙人&董事长 

11:00-12:00 

投资界对话：深耕市场，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对话主持：符星华  清科母基金管理合伙人、清科研究中心总经理 

对话嘉宾：方向明  诚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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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新建  深圳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单俊葆  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总裁 

孙宏慧  中国国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首席运营官 

王吉鹏  元禾辰坤  高级合伙人 

第六篇·赋 能 

13:30-13:45 
主题演讲：投资赋能，构建汽车产业生态圈 

演讲嘉宾：冯  戟  尚颀资本  执行事务合伙人 

13:45-14:35 

圆桌讨论：VC/PE的退出路径 

圆桌主持：徐  成  东证资本  高级合伙人、董事总经理 

圆桌嘉宾：冯  达  华兴新经济基金  合伙人、董事总经理 

桂昭宇  兼固资本  董事长及创始合伙人 

康青山  九鼎投资  总经理 

廖俊霞  钧山私募股权母基金  管理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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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14:50 
主题演讲：技术创新早期投资：谁能闯过“无人区” 

演讲嘉宾：熊  钢  澳银资本  创始合伙人、董事长 

14:50-15:40 

圆桌讨论：“专精特新”，探而有道 

圆桌主持：李  竹  英诺天使基金  创始合伙人 

圆桌嘉宾：潘晓峰  金沙江联合资本  主管合伙人 

吴世春  梅花创投  创始合伙人 

夏  铮  天堂硅谷  管理合伙人 

张  敏  合力投资  管理合伙人 

章高男  华映资本  主管合伙人 

15:40-16:30 

圆桌讨论：投资赋能，构建医疗健康生态圈 

圆桌主持：倪  丹  中南创投基金  合伙人 

圆桌嘉宾：王  栋  金雨茂物  合伙人、副总裁 

吴玉鼎  华睿投资  投资合伙人 

张  劲  天创资本  合伙人 

朱  湃  倚锋资本  管理合伙人 

16:30-16:45 
主题演讲：工具赋能组织力 

演讲嘉宾：谢  欣  字节跳动副总裁、飞书创始人 

16:45-17:00 

主题推介：西部（重庆）科学城 

推介嘉宾：高久鹏  西部（重庆）科学城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重庆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特别篇·2021中国股权投资年度排名发布 

17:00-17:30 2021中国股权投资年度排名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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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馨提示：主办方未建立任何参会互动微信群，请谨慎甄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