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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7 日下午（星期二）                                 议          程 

16:00-18:00 大会接待与注册 

18:00-18:30 欢迎晚宴签到 

18:30-20:30 欢迎酒会 --- 华登国际 提供赞助（凭邀请参加） 

致辞：李文飚 华登国际 董事总经理 

12 月 8 日上午（星期三） 

07:30-09:00 来宾签到 

09:00-09:20 主办方致辞及主题演讲 

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CEO 兼总裁 

09:20-10:30 高端访谈：十年盘点 
主持人：杨  晖 著名电视脱口秀《波士堂》节目 创办人 
               上海唯众影视传播有限公司 总裁 
访谈嘉宾： 
李万寿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刘  昼 深圳达晨创业投资公司 创始合伙人、董事长 
沈南鹏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赵令欢 弘毅投资 总裁 

10:30-11:30 第一专场 ：VC 专场：群雄逐鹿时代来临，VC 面临新变局 

 与政府引导基金合作，拿政府引导基金的钱，分享政府优秀的储备项目。 

 人民币创业投资基金规模与数量超越美元创业投资基金，双方如何求同存异？ 

 国内二三线城市纷纷涌现区域性很强的地方创业投资基金，是否加剧国内 VC 与项目“僧多粥少”的竞争格局？ 
 依托创业板高市盈率，国内 VC 的投资业绩回报是否将有机会全面超越外资 VC？ 
  专场主席：陈  浩 联想投资 董事总经理及投资总监 

演讲嘉宾： 
冯  涛 上海永宣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裁 
符绩勋 纪源资本 管理合伙人 
汝林琪 凯鹏华盈创投基金 创始及总裁合伙人 
邵  俊 德同资本 创始合伙人 
宋安澜 软银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主管合伙人 
章苏阳 IDG 资本 合伙人 

11:30-12:30 第二专场：PE 专场：诸侯割据，PE 的版图之争 

 券商直投、银行系 PE、保险资金纷纷入世，传统 PE 如何面对“新 PE 势力”挑战？ 

 各地方政府产业基金涌现，在地方项目资源与当地企业募资方面占据优势，市场化 PE 机构如何与他们共创“双赢”？ 
 随着国内企业海外并购或行业兼并案例陆续增加，并购基金等 PE 投资模式，是否已迎来黄金发展期？ 
  专场主席：蔡  蕾 九鼎投资 合伙人 

演讲嘉宾： 
陈大同 华山资本投资管理公司 创始合伙人、董事总经理 
曲列锋 上海联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孙  涛 英联投资 合伙人 
胡腾鹤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许小林 建银国际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曾之杰 开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兼管理合伙人 

12:30-13:30 商务午宴--- 达晨创投 提供赞助（凭邀请参加） 

致辞：傅仲宏 达晨创投 合伙人 

12 月 8 日下午（星期三）                         投资策略专场 

13:30-14:30 第三专场：投资阶段选择：“瞻前”还是“顾后”，创投机构新抉择 

 面对激烈的竞争，创业投资机构，投资阶段是否会再度前移？ 

 当一些大型 VC 开始加大中后期投资，是否预示 VC 投资趋向“短期回报”？ 

 创业板来临后，面对过高估值的优秀项目，创业投资该选择退却，还是豪赌？ 

 随着创业板开通，一些原本境外上市的公司积极转向“创业板 IPO”，是否将加快创业投资的退出步伐？ 
专场主席：卓福民 纪源资本 管理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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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陈维广 蓝驰创投 合伙人 
李家庆 联想投资 董事总经理 上海办事处主任 
陶  冶 凯旋创投 董事 
万浩基 经纬创投 合伙人 
吴蓉晖 英特尔投资 总监 
周政宁 集富亚洲-中国北区 董事总经理 

14:30-15:30 第四专场：投资行业选择：“喜新”还是“恋旧”，投资机构的行业取舍之道 

 金融危机及随后的全球经济复苏放缓，是否将改变创业投资机构的行业投资策略与投资比例？ 

 新能源、新材料、消费连锁、医药等新兴产业倍受创业投资青睐，TMT 产业面临“日落夕山”？ 

 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物联网等产业一旦迟迟不见盈利，创业投资如何协助他们迈过盈利难关？ 
专场主席：王一敏 华登国际 董事总经理 
演讲嘉宾： 
丁宝玉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合伙人 
姜皓天 北极光创投 董事总经理 
李基培 兰馨亚洲投资集团 执行董事及投资委员会成员 
李泉生 达泰资本及长三角创投管理 合伙人 

    卢  蓉 美国多尔资金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 
罗文倩 The CID Group 合伙人 
邱玉芳 美国中经合集团 董事总经理 
温保马 今日资本 合伙人 

15:30-15:45 茶歇 

15:45-16:45 第五专场：投资地域选择：“东行”还是“西进”，创投机构跑马圈地 

 当前二三线城市及西部地区已呈现哪些股权投资热点？ 

 与地方政府合作，能否成为 VC/PE 掘金二三线城市投资机会捷径？ 
 各地地方政府积极吸引创业投资落地，在税收，法律，政策方面如何完善股权投资发展扶持措施？  
  专场主席：陈友忠 智基创投股份有限公司 创始管理合伙人 

演讲嘉宾： 
华晔宇 浙江浙商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资深风险合伙人、行政总裁长 
黄光耀 成都高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岳  蓉 武汉华工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谢  暄 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16:45-17:00 主题演讲：苏华 四川省科技厅 

17:00- 18:00 第六专场：投资退出选择：IPO“如火如荼”，并购“风生水起”，投资机构的退出新选择 

 创业板的财富效应，能否撑起目前创业板拟上市公司 PRE-IPO 的高估值？ 

 美元基金开始从创业板寻求项目退出，是否将成为一种潮流？ 

 在国家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趋势下，企业通过上下游兼并或并购竞争对手做大做强，是否迎来“黄金发展期”？ 

 创业板解禁期到来，创业投资机构会选择长期持有，还是见好就收？ 
专场主席：关达强 硅谷银行 董事总经理-亚洲 
演讲嘉宾： 
李文飚 华登国际 董事总经理 
楼云立 麦顿投资 共同创始人 
彭志坚 腾讯公司 投资并购副总裁 
Richard Rappaport, WestPark Capital, CEO 
许开辰 欧华律师事务所 资深法律顾问 
薛毅明 天泉投资 董事总经理 
亚历山大 • 冯 • 普瑞辛 德意志交易所 高级副总裁 
朱忠远 海纳亚洲创投基金 执行董事 

18:30-20:30 交流酒会--- 联想投资 提供赞助                       （凭邀请参加） 

致辞：李家庆 联想投资 董事总经理 

12 月 9 日上午（星期四） 

08:00-09:00 来宾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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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0:00 第七专场：清洁技术：盛宴后“冷思考”                 （青云创投 提供赞助） 

 在国内清洁科技领域，“技术领先派”和“应用领先派”之间，谁更受投资者的青睐？ 

 一旦国家对风电、太阳能发电的财政补贴有所削减，清洁能源公司将如何自力更生？ 

 都市废弃物处理，地热节能发电，新能源汽车，近海风力发电，智能电网等一批新兴清洁科技产业能否引领下一轮清

洁技术风险投资热潮？ 

 风电与太阳能设备企业涉足风电场与太阳能发电场竞标建设，是产业链整合？还是新烧钱运动？ 
专场主席：叶 东 青云创投 创始人兼总裁 
演讲嘉宾： 
Justin Adams BP 替代能源 副总裁 
范  南 建银国际 建银城投环保股权投资基金 常务副总经理 
Nikunj Jinsi 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 投资总监 
李  峰 VantagePoint 合伙人 
杨  希 德丰杰基金 合伙人 
张同贵 多利农场 创始人兼董事长 

10:00-10:15 主题演讲 

许  萍 盘古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创始合伙人 

10:15-11:15 第八专场：TMT 产业：还有多少金矿可以挖掘？  

 物流成本激增，转化率迟迟不见提高，电子商务行业迅速壮大背后的新烦恼如何解决？ 

 网络游戏公司做大做强，该走向平台化经营？还是融合其他娱乐媒体的内容创意研发热门游戏？ 

 视频网站如何走出“不盈利怪圈”？ 

 3G 与三网融合高速发展，移动互联网与风险资本如何实现完美对接，创造新一代 TMT 朝阳产业？ 
 物联网究竟是不是昙花一现的概念股？ 
  专场主席：邝子平 启明创投 创始人、董事总经理 

演讲嘉宾：  
刘  芹 晨兴创投 合伙人 
宓  群 美国光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饶  洪 英特尔投资-中国 总监 
涂鸿川 高原资本 董事总经理 
严筱湄 思伟投资 投资总监 
袁文达 美国红点创业投资基金 合伙人兼中国区总经理 

11:15-12:15 第九专场：医疗健康：如何摘取“盛夏的果实” 

 医疗改革实施后，医药流通领域将面临怎样的新的竞争格局，行业洗牌后谁能“剩出”？ 

 蝴蝶效应袭来，奥巴马医疗改革新政出台一年，给国内医药研发及产业外包业务带来多少机会？ 

 从布局二三线城市到走向世界，国内医疗设备产业如何从“成本优势”走向“技术优势”。 

 经济高成长让国民观念从医疗为主转变成预防为主，哪些健康服务领域能够脱颖而出？ 

 面对国际诸多“重磅炸弹”级专利药，哪些中国医药企业更有可能分得第一杯羹？ 
专场主席：蒋晓冬 NEA 中国 NEA 全球合伙人、中国董事总经理 
演讲嘉宾： 
蔡达建 深圳市高特佳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连勇 富达亚洲风险投资 合伙人 
冯卫东 深圳市天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高级合伙人、投资总监 
华  平 软银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主管合伙人 
鲁东成 英飞尼迪投资集团 合伙人 
田立新 德同资本 主管合伙人 

12:15-13:30 商务午宴（凭邀请参加） 

12 月 9 日下午（星期四） 

13:30-14:10 高端访谈：聚焦创业板 
主持人：王守仁 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访谈嘉宾： 
施安平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肖  冰 达晨创投 执行合伙人、执行总裁 
肖水龙 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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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忠义 九鼎投资 合伙人 
郑伟鹤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深圳南海成长系列基金，执行合伙人 
14:10-15:10 第十专场：人民币基金：崛起元年的“成长烦恼” 

 今年以来，外资 VC/PE 对设立人民币基金情有独钟，在实际“落地”的过程中，外资人民币基金还期待哪些政策放面能

够放宽？ 

 当前各地政府引导基金也积极发起设立合作子基金，在实际操作层面，政府引导的人民币基金离市场化运作还有多

远？ 

 既管理美元基金又管理人民币基金的外资 VC，在投资项目方面如何平衡境内人出资人的利益分配？ 

 在国内募资过程里，人民币基金运作如何规避民间企业家要求“参与投资决策”或“自主跟投权”等带有中国特色的出资要

求呢？ 
专场主席：李  鹰 美国普洛思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演讲嘉宾： 
董  梁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 总裁助理、基金管理部总经理 
李人洁 普凯投资基金 投资总监 
李雪刚 招商和腾创投 合伙人 
罗  飞 松禾资本 创始合伙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谭文清 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 
王品高 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总裁 
朱  方 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15:10-15:20 主题演讲：美元基金现状  

Craig E. Dauchy Cooley LLP 合伙人 

15:20-16:20 第十一专场：LP 专场：“中国式 LP”新征途 

 面对“一票否决权”、“LP 自有资金跟投”等具有中国特色化的国内 LP 出资要求，GP 将如何应对？ 

 FOF 模式在中国兴起的机会与困难何在？ 

 千亿元险资投资 PE 大幕已经拉开，创业投资机构如何吸引这股新“LP 力量”？ 

 私人银行、第三方理财机构，PE 信托产品风起云涌，能否成为专业创业投资机构挑选合格 LP 出资人的“防火墙”？ 
    专场主席：王彪文 雅登投资 合伙人 

演讲嘉宾： 
高  峻 HarbourVest (香港) 执行董事 
方  远 LGT Capital Partners 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代表 
李勇军 浦东科投基金管理 总经理 
申  达 中国科学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资产运营部总经理 
谈  庆 尚高资本 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区首席代表 
周  敏 Squadron 合伙人 

16:20-16:30 茶歇    

2010 年度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排名 

16:30-16:35 主办单位宣布颁奖典礼开幕 

一年一度的总结与回顾，中国创业投资年度排名颁奖盛典总是这样令人期盼。谁会成为 2010 年度的中国创业投资 佳

投资人？哪家机构将捧走新一届的中国创业投资 佳投资机构奖杯？ 佳投资案例和退出案例又会出自谁家？激动人

心的时刻就要到来…… 

16:35-16:45 主办单位公布评选标准 

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CEO 兼总裁 

16:45-17:30 2010 年度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排名揭晓 

17:30 第十届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论坛/2010 年度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颁奖典礼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