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三）

第一篇·趋 势

08:00-09:00 来宾签到

09:00-09:10
主持人开场并介绍嘉宾

嘉宾主持：艾 诚 主持人、《艾问 iAsk》创始人

09:10-09:20
开幕致辞

致辞嘉宾：覃伟中 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

09:20-09:40
主办方致辞：2022 中国股权投资发展报告

致辞嘉宾：倪正东 清科创业 创始人、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09:40-09:50
主题发布：深圳市“20+8”产业集群基金总体规划

发布嘉宾：代金涛 深圳市财政局局长

09:50-10:00

仪式环节

 清科南方总部落户签约仪式

 深圳市财政局与太平资本、招商局资本、国药投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深圳市“20+8”产业集群第一批基金管理机构公开遴选启动仪式

10:00-10:10
政策发布：南山区促进风投创投产业发展专项扶持措施

发布嘉宾：夏 雷 南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10:10-10:30
主题演讲：坚定信心 砥砺前行 共促行业质量提升

演讲嘉宾：倪泽望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董事长

10:30-11:40

影响力对话：科技，创新与创投

对话主持：牛奎光 IDG 资本 合伙人

对话嘉宾：邝子平 启明创投 创始主管合伙人

简明议程
时间

安排
12 月 21 日 12 月 22 日 12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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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P&GP 对接会 年度排名发布



厉 伟 松禾资本 创始合伙人

施安平 国中资本 首席合伙人、董事长

王曙光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部负责人

周 逵 红杉中国 合伙人

第二篇·策 略

13:30-13:45
主题演讲：投资人参与创新，而不仅仅是出现在创新发生的地方

演讲嘉宾：李 良 高瓴 创始合伙人

13:45-14:45

圆桌讨论：以变应变，投资新主张

圆桌主持：李 竹 英诺天使基金 创始合伙人

圆桌嘉宾：甘剑平 渶策资本 创始合伙人

季 薇 华映资本 创始管理合伙人

李 丰 峰瑞资本 创始合伙人

马东军 海松资本 管理合伙人

张焕麟 中芯聚源 合伙人

14:45-15:00
主题演讲：巨变下的医疗投资，路在何方

演讲嘉宾：许小林 华盖资本 创始合伙人、董事长

15:00-16:00

圆桌讨论：投早投小，长期坚守

圆桌主持：胡 艳 澳银资本 合伙人

圆桌嘉宾：刘小康 东证资本 董事总经理

肖水龙 创东方投资 董事长、创始合伙人

曾颖哲 线性资本 合伙人

章 锟 孚腾资本 合伙人

赵 阳 险峰长青 合伙人

2022 年 12 月 22 日（星期四）

第三篇·预 见

08:00-09:30 来宾签到

09:30-09:35
主持人开场

嘉宾主持：艾 诚 主持人、《艾问iAsk》创始人

09:35-09:50
主题演讲：投资科技产业化

演讲嘉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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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0-10:05
主题演讲：科创时代下的创业创新创投

演讲嘉宾：陈 玮 东方富海 董事长、创始合伙人



10:05-10:20
主题演讲：全力拼经济 否极显曙光

演讲嘉宾：盛希泰 洪泰基金 创始合伙人、董事长

10:20-11:40

影响力对话：科技投资，乘势而上

对话主持：杨向阳 源政投资 董事长

对话嘉宾：刘二海 愉悦资本 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王 菂 源码资本 董事总经理

曾之杰 元禾厚望创新成长基金 管理合伙人

张向阳 海通开元 董事长

特色活动

10:00-12:00 LP&GP 对接会（定向邀请）

第四篇·行 业

14:00-15:00

圆桌讨论：医疗健康：机遇与挑战

圆桌主持：陶 峰 博远资本 创始合伙人

圆桌嘉宾：高 航 蒙牛创投 管理合伙人

华晔宇 浙商创投 联合创始人

李洪森 金雨茂物 合伙人、副总裁

杨瑞荣 远毅资本 合伙人

15:00-16:00

圆桌讨论：先进制造投资布局

圆桌主持：袁 锋 广汽资本 总经理

圆桌嘉宾：张 倩 天际资本 创始合伙人

郑赞表 小村资本 合伙人

周 彬 轻舟资本 创始合伙人

周伟丽 安芙兰资本 创始人/董事长

特色活动

14:00-16:00 LP&GP 对接会（定向邀请）

2022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五）

第五篇·价 值

08:00-09:30 来宾签到

09:30-09:35
主持人开场

嘉宾主持：艾 诚 主持人、《艾问 iAsk》创始人



09:35-09:45 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发展指数发布

09:45-10:00
主题演讲：把握趋势 守正创新 高质量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演讲嘉宾：郭 健 招商资本 首席执行官

10:00-10:15
主题演讲：深耕产业，与时间做朋友

演讲嘉宾：傅哲宽 啟赋资本 董事长、创始合伙人

10:15-10:30
主题演讲：冬天不会太久，春天不会太远——在正确的方向做正确的事

演讲嘉宾：黄 韬 毅达资本 创始合伙人

10:30-11:40

影响力对话：穿越周期，做价值投资者

对话主持：艾 诚 主持人、《艾问 iAsk》创始人

对话嘉宾：曹永刚 弘毅投资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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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卫东 天图投资 创始合伙人、CEO

单俊葆 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 玮 德弘资本 董事总经理

第六篇·赋 能

13:30-13:45
主题演讲：创新的红利

演讲嘉宾：王红波 招银国际 首席投资官

13:45-14:45

圆桌讨论：新能源产业持续火热，未来如何布局

圆桌主持：陈宇雷 盈科资本 合伙人

圆桌嘉宾：刘培龙 北汽产投 总经理

吴世春 梅花创投 创始合伙人

周 鑫 天堂硅谷 高级合伙人

朱家春 恒旭资本 合伙人

14:45-16:00

圆桌讨论：大健康产业投资布局

圆桌主持：赵 刚 软银中国资本 合伙人

圆桌嘉宾：黄友川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林 鸽 朗姿韩亚资管 董事总经理、股权业务合伙人

宋高广 北极光创投 合伙人

王海蛟 高特佳投资 执行合伙人

杨 昆 高榕资本 合伙人

易 琳 德福资本 合伙人

周 毓 华泰紫金 医疗基金合伙人



特别篇·2022 中国股权投资年度排名发布

16:00-16:30 2022 中国股权投资年度排名发布



扫码查看大会议程

更多信息请查看大会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