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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坛 介 绍 

次贷危机爆发的第 18 个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升级的 6 个月，“时间”在改变的，不仅是全球经济复苏步伐，还有亚太股权投资市场的
格局...... 

是西风东进？  

在日本、新加坡、香港，大型欧美对冲基金纷纷落户，欧美 FOF 与 LP 们足迹遍布亚太区各个角落，他们带来了巨额资金与资本运作经验，
却不得不面临当地政策法规的限制而难以施展才华——他们迫切需要的，是让资金能尽可能合规地迅速进入亚太地区，分享亚太地区经济迅速
复苏的成果；  

是狭路相逢？  

亚太各地区本土创投机构的迅速倔起，仅仅是对欧美风险投资机构在亚太区本土化经营的一种挑战？还是将深远地颠覆欧美风险投资以往
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区。 在欧美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与家族投资机构投资趋向保守的情况下，亚洲充裕的资本流动性及本土创投机构的快速
成长，是否已悄然接过亚太地区的创投主导权？外资风险投资机构迫切需要的，是如何捍卫自身在亚太地区的股权投资地位；  

是大浪淘沙？  

在亚太地区，是风险投资正在创造新能源的行业泡沫？还是新能源注定将成为风险投资继 IT 业后下一个跨时代的投资亮点？在亚太地区，
还有多少欧美地区市场已饱和的新兴高成长产业值得去关注？在亚太地区，杠杆收购、夹层资本等金融创新工具还需要多久将开始兴盛？ 

所有的疑问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将在 2010 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东京论坛揭开谜底。2010 年 9 月 15 日，清科集团与 JCD
将再度携手日本、中国、韩国与新加坡等国家与地区的知名经济学家、政府部门人员、资深股权投资人等，对当前亚太地区经济复苏前景与股
权投资行业正遭遇的问题进行讨论、分析、预测，并对热点话题深度剖析，共同为亚洲经济的全方位合作，建立新亚洲时代拔锚起航。 

议 程 
 

2010 年 9 月 14 日  高尔夫联谊赛 

08:00-08:50 

09:00-09:30 

 

 

 

 

 

09:30-16:30 
16:30-18:00 

 

18:00 

19:30 

21:00 

来宾签到 

开幕式 

开幕式致辞：徐志敏 株式会社 JCD 董事长 

             严浩 日本中华总商会 会长 

                  EPS 株式会社 代表取缔役社长 

开球仪式：秋山政德 SKY Perfect JSAT 株式会社 代表取缔役兼执行董事社长 

合影 

高尔夫联谊赛 

联谊 Party 

颁奖：尾崎一法 株式会社本间高尔夫 取缔役副会长 

高尔夫联谊赛结束 

欢迎晚会---西村朝日律师事务所 提供赞助 

结束 

2010 年 9 月 15 日  东亚投资 金融论坛 

09:30-10:00 

10:00-10:10 

10:10-10:20 

来宾签到 

主办方致辞：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CEO 兼总裁 

主办方致辞：徐志敏 株式会社 JCD 董事长 
10:20-10:30 嘉宾致辞Ⅰ：大塚耕平 内阁府 副大臣 

10:30-10:40 嘉宾致辞Ⅱ：斉藤惇 株式会社东京证券交易所集团 董事兼代表执行董事社长 

10:40-11:10 主题演讲Ⅰ：祁斌 中国证监会 研究中心主任 

11:10-12:10 第一专场：加强东亚金融合作 巩固经济复苏成果 
 

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地区半年评估报告指出，受库存增加、国内需求提高以及出口上升的刺激，东亚经济体的工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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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水平已经回到或者超过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世界银行预测，东亚新兴经济市场今年经济增长将会达到 8.7%，远高于

4.1%的全球增长预期，区域经济增长前景乐观。 

 

 如何看待东亚各国目前经济复苏的情况？ 

 金融危机给东亚各国今后的金融合作带来了那些教训和启发？ 

 东亚各国携手巩固经济复苏成果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以及总规模为 100 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将给东亚各国带来什么

样的改变？ 

 
专场主席：吕谭平 清科集团 副董事长 

演讲嘉宾： 

陈友忠 智基创投股份有限公司 创始管理合伙人 

姜敬求 KTB 投资证劵株式会社东京事务所 所长/常务 

宋安澜 软银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主管合伙人 

胜又干英 移动互联网资本株式会社 董事长 

周志雄 凯旋创投 创始合伙人 

 

12:10-12:40 

12:40-14:00 

主题演讲Ⅱ：万洪春 科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创始合伙人 

商务午宴 
14:00-14:30 主题演讲Ⅲ：八寻俊英 经济产业省 大臣官方参事官兼经济产业政策局新规产业室长 
14:30-15:30 
 
 
 
 
 
 
 
 
 
 
 
 
 
 
 
 
 
 
 
 
 
 
 

 

15:30-15:50 

第二专场：把握消费崛起机遇 加强区域经济依存 
 

受持续的财政金融政策刺激以及全球贸易回暖的影响，中国的经济正保持着飞速平稳的发展态势。人民币的升值，人

均收入的猛涨，大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消费欲望和消费水准。对于汽车、住房等高额消费品的需求得到一定满足之后，

中国人的境外旅游、境外消费和在境外的巨大购买力，给周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刺激。在经历了东南亚的旅游

购物热潮之后，近年来中国人忽然迷上了日本的温泉、美味和日本产品的精美。 
 

 中国人个人消费的增长对于日本以及韩国等周边国家的影响？ 

 对于中国人的访日热潮，日本的企业和商家作出了如何的反应？ 

 中国人赴日签证的放宽，是否预示着日本政府将进一步打开国门，提倡观光兴国？ 

 中国人在日本大量购置不动产等是否将影响日本的地价或带来进一步的不动产泡沫？ 

 
专场主席：徐志敏 株式会社 JCD 董事长 

演讲嘉宾： 

白石茂 株式会社 JTB 关东 总公司销售部 国际事业室 中国部长 

铃木胜 樱美林大学商务管理学群 教授（旅游・酒店・娱乐专科） 

胜又正秀 国土交通省观光厅 国际交流推进课外客诱致室室长 

山本治男 株式会社 Largo Corporation 董事长 

张丽玲 株式会社大富 董事长兼总经理 
 

主题演讲Ⅳ：许 萍 盘古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创始合伙人 
15:50-16:00 茶歇 

16:00-17:00 第三专场：分享投资经验教训 共同拓展投资渠道 
 

东亚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产业调整为投资机构带来利好消息。经济的高速增长如何助推 VC/PE 市场的发展潮流，人

民币基金的崛起如何影响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格局，如何解读中国外资投资相关法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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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机之后，下一波东亚投资的机遇会在哪里？ 

 如何看待股权投资快速从“冬天”进入夏天？ 

 在新经济格局形成中，机构如何看待连锁行业、清洁技术、TMT 等领域投资机会？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给日本投资机构带来怎么样的机会？ 
 

专场主席：吴雅俊 日本创业投资协会 会长 
演讲嘉宾： 
长尾收 三井物产株式会社 企业投资部长 

林栋梁 IDG 资本 合伙人 

夏明晨 东京海上资产管理株式会社 私募股权投资部 高级基金经理 

曾之杰 开信创业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总经理兼管理合伙人 

周政宁 集富亚洲-中国北区 董事总经理 
 

17:00-18:00 第四专场：跨国并购何去何从 如何审视整合战略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日本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大幅下挫，众多好企业在无可奈何中被严重低估，国内优良企业的融

资乏力。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育，中国企业的支付能力和购买欲望都在不断增强，很多企业正在抓住这百年难

遇的机会，“以小搏大”，加速海外并购。 
 

 与收购欧美企业相比，中国企业收购日本企业有些什么特点？中国企业在日本开展并购的机会和风险何在？  

 日本政商界对中国企业收购日本企业持什么态度？中国企业应如何对待？ 

 跨国并购之后如何审视整合战略？收购日本企业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中国政府和企业界还有哪些工作需要改

善？ 

 日本企业在海外并购中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对审视新出现的并购机遇有何帮助？ 

 从中国企业收购 PRADA 受阻事件，评价收购日企可能遇到的阻碍。 
 

专场主席：张和伏  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演讲嘉宾： 

大石和也 西村朝日律师事务所 律师 

高桥昭夫 大和证券资本市场株式会社 专务董事 

刘二海 联想投资 董事总经理 

刘宝杰 德同富坤基金 合伙人 

王  瑞 砻淬资本 合伙人 

王远耀 中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18:00-20:00 交流晚宴暨高尔夫联谊赛颁奖典礼 

20:00 论坛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