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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3 日下午（星期二） 

14: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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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4 日上午（星期三） 

7:30-8:00 会前茶点 

8:00-9:00 来宾签到 

9:00-9:20 开幕致辞及主题演讲 

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CEO 兼总裁 

9:20-9:35 主题演讲 

胡章宏 建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 

9:35-9:50 主题演讲 

靳海涛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9:50-11:00 第一专场：VC 专场：迎接下一轮热潮 

 清科数据显示，2010 年上半年投资规模就快速回调，市场初显“过热”迹象，下半年是喜是忧？ 

 僧多粥少，VC 如何应对，2010 年该把握哪些投资要点？ 

 GP 遭遇募资二重天，如何为下一轮战斗准备好弹药？ 

 中国 VC/PE 行业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行业规模本身面临爆发性增长的机会，另一方面又经历着

整体格局的转变，GP 如何应对？ 

 “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新 36 条”等政策出台会对股权投资行业有何影响，对于经济

形势的发展如何看待？ 

 

专场主席：吕谭平 清科集团  副董事长 

演讲嘉宾： 

陈  浩 联想投资 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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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晓鸽 IDG 资本 创始合伙人 

阎  焱 赛富亚州投资基金 首席合伙人 

11:00-12:10 第二专场：PE 观察：新形势下的策略分析 

 在 2009 年 PE 募资、投资呈现出负增长之后，行业发展是否开始走出低迷期？ 

 新局势下如何调整和优化募资、投资策略？ 

 后经济危机时代的市场估值和退出机遇探讨。 

 外资 PE 设立人民币基金，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大型国资背景的产业基金纷纷设立，未来 10 年的中国 PE 市场，会是怎样的格局和前景？ 

 

专场主席：许小林 建银国际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演讲嘉宾： 

陈榕新 摩根资产管理私募股权投资部 董事总经理  

黄晶生 贝恩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黄永忠 磐石基金投资（亚洲）有限公司 合伙人 

邱立平 麦顿投资 共同创始人 

议  程 
  



  
 
 
 

http:// events.zero2ipo.com.cn/2010/sz2010 
2010 年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中期论坛组委会 

电话：8610 8458 0476  传真：8610 8458 0480  电邮： cvcf2010sz@zero2ipo.com.cn 

2010 年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中期论坛                                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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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忠义 九鼎投资 合伙人 

12:10-13:30 商务午宴 

7 月 14 日下午（星期三）                  

14:00-15:00 第三专场：医疗健康：搭上医改的顺风车 

 近期医疗健康领域获得投资增长较快，该领域的投资有着怎么样的看点？ 

 随着新医改方案的推进，纵观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医疗保障的进展，能够释放

出哪些投资机会？ 

 随着农村医疗改革进程加速，在这个领域又会有哪些行业整合机会或者投资机会？ 

 医疗器械、医疗信息化领域目前发展状况如何？民营资本是否能够挖掘巨大蛋糕？ 

 健康服务行业发展加速，受到投资追捧，未来市场扩展空间还有多大？ 

 

专场主席：王一敏 华登国际 董事总经理 

演讲嘉宾： 

从  宁 兰馨亚洲投资集团 投资总监 

丁宝玉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管理合伙人 

廖志华 深圳市益言堂药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谭秉忠 富达亚洲风险投资 合伙人 
赵  刚 软银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 
邹建龙 瑞尔齿科 副总裁 

 

 

15:00-16:00 第四专场：清洁技术：能耗结构调整期的新机会（青云创投提供赞助） 

 2009 年新能源产业共获得股权投资机构投资 4.48 亿美元，投资案例 28 个，其中太阳能领域的投资活动最

为活跃，投资案例 13 个，新能源产业投资活跃是否持续？ 

 2009 年环保产业共发生了 19 起投资案例，涉及金额 8576.49 万美元，其中本土投资机构投资案例 13 起，

外资投资机构投资案例 5 起，本土与外资如何看待环保产业的投资？ 

 本土机构投资风能与太阳能领域平分秋色，而外资机构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仍以太阳能为主，如何看待二

者的投资差异？ 

 垃圾处理作为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2007-2009 年股权投资机构投向垃圾处理业的有 12 起，所

占环保投资比例达到 63.0%。其中 2009 年有关垃圾处理的企业频频获得投资，案例数量较前两年有大幅

增长。如何看待垃圾处理市场的投资趋势？本土机构在环保领域的投资金额略低，目前的投资集中于水务

及固体垃圾处理，如何看待投资领域扩展？ 

 低碳经济近年来受到关注，还有哪些细分领域值得投资人关注？ 

 

专场主席： 陈晓平 青云创投 管理合伙人 

演讲嘉宾： 

陈  栋 易科美德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董事/首席战略官 

关达成 英特尔投资 总监 

李  峰 VantagePoint Venture Partners 合伙人 

柯凯丽 北京 HAO 基金 创业合伙人 

李  珩 真明丽 
王  勇 深圳市松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兼任副总经理 

16:00-16:3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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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7:30 第五专场：消费品：永远的机遇池 

 2009 年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高达 12 万亿元，预计 2010 年将突破 15 万亿元。如此巨大的蛋糕中隐藏着哪

些投资机会？ 

 食品餐饮行业近年获投案例激增，为何食品行业如此获得投资青睐？ 

 预计到 2010 年中国餐饮业零售额将达到 2 万亿元，连续 18 年保持两位数的速度。企业如何把握机遇，掌

握成功的关键要素？ 

 服装服饰行业发展迅速，中国正由服装大国向强国转变，如何抓住行业变化中的投资机遇？ 

 服装服饰行业的品牌构建以及渠道下沉发展趋势中，二三线城市存在哪些投资机会？ 

 

专场主席：洪伟力 KTB 投资集团 执行董事、中国区合伙人 

演讲嘉宾： 

李立新 北极光创投 投资合伙人 

孙  涛 英联投资 董事 

吴运龙 经纬创投 合伙人 

杨  希 德丰杰投资 合伙人 

姚   宇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董事总经理 

18:00-20:30 交流酒会（凭邀请参加） 

7 月 15 日上午（星期四） 

7:30-8:30 会前茶点 

8:30-9:00 来宾签到 

9:00-10:00 第六专场：人民币基金：繁荣背后的沉静思考 

 现在是美元基金管理者募集人民币基金、人民币基金管理者募集美元基金的大好时机吗？ 

 2009 年人民币基金已经成为募资主导大踏步前进，真正赶超美元基金还需多少时日？对未来 VC/PE 市场

的影响？ 

 国际 PE 的中国战略：人民币是抢滩中国的重要一步吗？如何与本土基金竞争与共生？ 

 人民币基金的迅速崛起，会否引发新的泡沫和监管问题？ 

 发展人民币基金还需突破哪些政策局限？ 

 

专场主席：陈友忠 智基创投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暨管理合伙人 

演讲嘉宾： 

黄  青 高特佳投资集团 执行合伙人 

叶慧明 SVB 资本中国 董事总经理 

赵  军 德同资本 董事总经理 

朱  方 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10:00-10:20 主题演讲   

王一萱 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 主任研究员 

资本市场研究会 秘书长 
10:20-11:20 第七专场：创业板：扩容后的新考验 

    VC/PE 投资对创业板公司的作用如何，体现在哪些方面？ 

    如何引导 VC 投资创业板早期项目，形成创业板市场与 VC 的良性互动？ 

 创业板会否成为人民币基金超越美元基金的跳板？外资 VC 如何在创业板分一杯羹？进入的可行性探讨。

 中国创业板以及与其他退出市场的优劣势比较。 

 创业板的定位是否已经明晰，如何保证创业板持续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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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场主席： 封和平 普华永道 北京主管合伙人 

演讲嘉宾： 

鲍  钺 硅谷天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 

程厚博  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 

黄  晖 国信弘盛 投资总监 

张  宇 中信证券企业发展融资部 副总裁 

 

11:20-12:30 第八专场：中国股权投资发展的政府视野 

 政府股权投资功能定位的审视。 
 政府参与股权投资对当地产业化发展的作用。 

 政府资金参与股权投资的方式。 
 各地设立引导基金对股权投资发展的影响。 
 政府在税收，法律，政策方面给予股权投资发展的扶持。 

 

专场主席： 王守仁 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演讲嘉宾： 

高  丽 苏州工业园区国际科技园管理中心副主任 
黄光耀 成都高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  林 深圳金融服务办公室 主任 

黎苑楚 湖北省高新技术发展促进中心 主任  

 

12:30-14:00 商务午宴 

7 月 15 日下午（星期四） 

14:00-15:10 第九专场：电子商务：传统企业 E 化背景下的热潮涌动 

 近期电子商务领域的投资有着怎么样的看点？电子商务与消费品、服装等行业的结合会带来的行业整合以

及投资机会？ 

 促进电子商务领域的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如何看待互联网渠道与传统渠道的竞合关系？ 

 从电子商务销售产品种类和地域上来说有着怎样的发展趋势？如何看待日益激烈的产品销售同质化竞争？

 如何看待电子商务相关领域的投资机会，例如信息管理、物流、支付等领域？ 

 什么类型电子商务企业能够吸引”风投“的注意？企业在经营中需要如何把握关键成功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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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邝子平 启明创投 创始人，董事总经理 

李文飚 华登国际 董事总经理 

林欣禾 DCM  合伙人 

伍伸俊 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 董事总经理 

袁文达 美国红点创业投资基金 合伙人兼中国区总经理 

15:20-16:30 第十专场：无线应用 

 随着 3G 商用的推进，无线互联网用户的激增，加之智能手机、便携终端、应用商店的普及，无线应用市

场进入新的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无线应用领域的投资有着怎样的看点？ 

 无线阅读用户已超过1.6亿，市场规模超过30亿人民币，看待日益激烈的产品同质化以及版权问题的竞争？

 随着手机网游产品的逐渐丰富和手机网游厂商对市场的推动，手机网游已经步入快速发展阶段。什么类型

网游企业能够吸引投资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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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人如何看待其他细分领域的发展，例如手机视频、手机安全、SNS、支付等？是观望还是加快投资？

 

专场主席：朱建寰 集富亚洲-中国南区 董事总经理 

演讲嘉宾： 

曹大容 美国光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丁  钢 蓝驰创投 投资总监 

李雪刚 招商和腾创投 主管合伙人 

刘  芹 晨兴创投 执行董事 

王  翌 奇虎 360 投资总监 

周    炜 凯鹏华盈创业投资基金 合伙人 

16:30-17:30 第十一专场：传媒娱乐：大娱乐时代来临 

 三网融合全面推进，广电、电信业务双向进入领域已经确定，对于传媒娱乐行业是重大利好。三网融合大

趋势中存在哪些投资机会或亮点？  

 2009 年中国电影市场票房收入达到 62.09 亿元，其中国产片票房占据总额的 56.6%，投资机构如何看待电

影市场的投资？影视业资本是否存在“高烧”？ 

 电影制作进入合纵时代，网游商成深度合作方，合纵是双向进入还是单项加盟？ 

 网络视频发展进入新一轮轮回，正版资源成发展必备前提，网络视频行业迎来正版新军，投资机构如何看

待“收费+免费”模式？ 

 

专场主席：曾会明 中广信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CEO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有线电视工作委员会 副秘书长 

演讲嘉宾： 

龚  宇 奇艺（qiyi.com） CEO 

李  颖 云锋基金 董事总经理 

    刘晓松 A8 音乐集团 执行董事 

上官鸿 北京博瑞盛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监事会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