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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议程

大会议程

2022 年 8 月 2 日（星期二）

特色环节

09:00-11:30
股权投资专题培训

培训导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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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1:00
母基金的投资观察及策略解读

培训导师：侯 琳 首钢基金 母基金业务管理合伙人

11:00-12:00
国资 LP 投资实践及体会

培训导师：李 瑞 建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首席投资官

14:00-15:20
S 基金交易市场观察及投资实践

培训导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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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0-17:00
政府引导基金投资战略思路解析

培训导师：黄舒萍 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定向邀请闭门活动

17:30-18:30 “预见扬州”主题座谈会

18:30-20:30 “二十四桥明月夜”欢迎晚宴

特色并行活动

榜单发布：

“2022 投资界 TOP100 投资人”

“2022 年中国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

股权投资专题培训

LP 专题培训

（封闭环节需审核）

主论坛

8.2-8.4 全天

聚势赋能

主论坛

8.2

专业输出 深度对接

8.3 下午、8.4 全天

LPxGP 对接会
芯片半导体/科创专场

数字经济专场
医疗健康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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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 3 日（星期三） · 上午

大会开幕式

08:00-09:00 来宾签到

09:00-09:05 主持人开场并介绍来宾

09:05-09:15
领导致辞

致辞嘉宾：张宝娟 中共扬州市委书记

09:15-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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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09:45
主题推介：共享发展机遇 共创美好未来

推介嘉宾：王进健 中共扬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09:45-10:00
主题演讲：中国私募股权投资“时与势”

演讲嘉宾：单俊葆 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总裁

10:00-10:10

发布《关于促进扬州市股权投资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试行）》

宣布设立扬州市三支百亿母基金

发布嘉宾：陈锴竑 中共扬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10:10-10:20 榜单发布：2022 投资界 TOP100 投资人

10:20-10:30 签约仪式

主论坛

10:30-11:15

圆桌讨论：2022，股权投资：变化与进化

圆桌主持：王 玮 德弘资本 董事总经理

圆桌嘉宾：陈立光 海松资本 创始人、CEO、管理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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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默 成为资本 创始人及执行合伙人

浦晓燕 红杉中国 合伙人

11:15-12:00

圆桌讨论：资产配置新机遇

圆桌主持：吕大龙 清控银杏 创始合伙人、联席董事长、首席投资官

圆桌嘉宾：丁国荣 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黄 杰 中国国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邵红霞 达晨财智 高级合伙人

史云中 毅达资本 创始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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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 3 日（星期三） · 下午

13:30-14:30

圆桌讨论：2022 行业机会在哪里

圆桌主持：李 竹 英诺天使基金 创始合伙人

圆桌嘉宾：华 平 软银中国资本 管理合伙人

孔令国 和利资本 创始及管理合伙人

黎 蔓 高捷资本 创始管理合伙人

钱 进 紫荆资本 董事总经理

韦亚光 国方资本 投资合伙人

于 佳 启明创投 合伙人

14:30-15:30

圆桌讨论：浅谈国有资本投资策略

圆桌主持：黄舒萍 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圆桌嘉宾：刘 魁 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王锦虹 天津市海河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仕生 深圳市福田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15:30-16:30

圆桌讨论：金融机构，股权投资活水之源

圆桌主持：钟 艳 硅谷银行资本中国 负责人

圆桌嘉宾：胡 坤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中心总经理

黄升轩 北京泰康投资 CEO

李 瑞 建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首席投资官

刘 龙 太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16:30-17:30

圆桌讨论：母基金的自我修炼

圆桌主持：侯 琳 首钢基金 母基金业务管理合伙人

圆桌嘉宾：乐德芳 尚合資本 管理合伙人

刘 雯 阳光汇利母基金 董事总经理

杨 斌 上海科创基金 总裁

张 键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朱 巍 苏州天使母基金 总经理

LP&GP 对接会

14:00-16:00

芯片半导体/科创专场

福建金投基金 南通紫荆华鑫母基金

赣州发展基金公司 厦门信托

广州金控基金 太平国发

广州新兴基金 徐州产业引导基金

国创产投 扬州国投集团

海南自贸港母基金 扬州金融集团

韩国风险投资 义乌国资运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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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铁路发展基金 中保投资

汇融基金 中山火炬引导基金

金航基金 重庆天使引导基金

经开投资集团 珠光基金

南京交控基金 珠海格力产投

2022 年 8 月 3 日（星期三） · 晚 特色活动

18:00-20:00 “诗酒趁年华”交流晚宴（定邀出席）

20:00-21:00 “舟行碧波上”夜游瘦西湖（定邀出席）

2022 年 8 月 4 日（星期四） · 上午 主论坛

08:00-09:00 来宾签到

09:00-09:05 主持人开场

09:05-09:15
主题推介：扬州瘦西湖基金集聚区

推介嘉宾：汤卫华 扬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09:15-09:30 榜单发布：2022 年中国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

09:30-09:45
主题演讲：硬科技产业发展之路——从“铁三角”到“三螺旋”

演讲嘉宾：张 维 基石资本 董事长

09:45-10:00
主题演讲：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优势 创新基金商业模式 推进战略性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演讲嘉宾：唐 军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

10:00-11:00

圆桌讨论：科技·创新·创投

圆桌主持：董城显 成为资本 董事总经理

圆桌嘉宾：梁 宇 创世伙伴 CCV 合伙人

马卫国 亿宸资本 创始合伙人

姚小雄 深圳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朱 嘉 光速中国 合伙人

11:00-12:00

圆桌讨论：政府引导基金进化论

圆桌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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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桌嘉宾：万 舜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 副总经理

韦 孟 青岛市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徐先炉 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刘 旸 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河南农开产业基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张一翔 深圳市财政局 副局长

郑 钧 浙江金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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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GP 对接会

10:00-12:00

数字经济专场

安徽高新投 南京文投

北京亿达投资 南通紫荆华鑫母基金

重庆产业引导基金 厦门信托

福建金投基金 上海天使引导基金

广州新兴基金 深圳市引导基金

国创产投 徐州产业引导基金

杭州文投 扬州国投集团

湖北铁路发展基金 扬州金融集团

汇融基金 义乌国资运营公司

经开投资集团 云南产投基金

龙川控股集团 中保投资

南京交控基金

2022 年 8 月 4 日（星期四） · 下午 主论坛

14:00-15:00

圆桌讨论：产业投资如何布局

圆桌主持：王志伟 华山资本 合伙人

圆桌嘉宾：陈宇雷 盈科资本 合伙人

卢 荣 越秀产业基金 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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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

易 琳 德福资本 合伙人

15:00-16:00

圆桌讨论：LP 与 GP 的双向选择

圆桌主持：代 宁 母基金周刊 合伙人

圆桌嘉宾：丛永罡 复星全球合伙人、复星创富轮值董事长兼管理合伙人

韩 路 善达投资 合伙人

孔德钱 南京金鱼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梁 珺 广东粤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孙 琦 道彤投资 创始管理合伙人

许 良 元生资本 创始合伙人

LP&GP 对接会

14:00-16:00

医疗健康专场

重庆产业引导基金 龙川控股集团

重庆天使引导基金 上海天使引导基金



7

赣州发展基金公司 深圳市引导基金

海南自贸港母基金 太保资本

韩国风险投资 扬州国投集团

汇通金控 云南产投基金

金航基金 紫荆资本

金山资本集团 珠海格力产投



8

（温馨提示：主办方未建立任何参会互动微信群，请谨慎甄别）

码上获取现场直播及精彩照片

关注投资界微信公众号

获取行业第一手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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