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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2 月 6 日下午（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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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2 月 7 日上午（星期三） 
07:30-09:00 来宾签到 
09:00-09:20 主办方致辞&主题演讲 

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09:20-09:40 主题演讲 

靳海涛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 
09:40-10:20 高端对话：股权投资之天下大势 

 
主持人：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嘉宾： 
靳海涛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 
邵  俊 德同资本 创始合伙人 
熊晓鸽 IDG 资本 创始合伙人 
郑伟鹤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10:20-10:40 主题演讲 
卓福民 纪源资本 管理合伙人 

10:40-12:00 第一专场：VC/PE 新格局：市场狂潮下的理性回归与变革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中国 VC/PE 市场募资持续增势，市场资本总量“飙升”，竞争格局加剧。机
构募资如何规避同质化 ，转向产业化和差异化，为下一个“严冬”储备优粮？  
 “大消费”概念几成投资“永恒主题”，投资市场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大浪淘沙”。各路新军涌入市场，
投资机构如何持续高质量、高效率的投资，掘金迎合战略性新兴产业机遇？ 
 “中概股”折戟、“VIE”模式激辩，引发了股权投资退出的顾虑重重。中国企业上市地点将发生怎样的格
局演变，境内证券市场扩容、“新三板扩容”及国际板的出台存在怎样的机遇与担忧？ 
 
专场主席：吕谭平 清科集团 副董事长 
专场嘉宾： 
邓  锋 北极光创投创始人、董事总经理 
吴  刚 九鼎投资 合伙人 
肖  冰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合伙人、总裁 
周  炜 凯鹏华盈创业投资基金 主管合伙人 
周志雄 凯旋创投 创始执行合伙人 

12:00-13:30 商务午宴—达晨创投         提供赞助（凭邀请参加） 

2011 年 12 月 7 日下午（星期三）                        
13:30-13:50 主题演讲 

梁信军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13:50-14:10 主题演讲 

吴  刚 九鼎投资 合伙人 
14:10-15:10 第二专场：泡沫来袭，投资策略如何照进现实？（达泰资本                   提供赞助） 

 创业板上市公司 IPO 发行高市盈率“风光不在”，业绩跳水“频频现身”，谁最终将为创业板 Pre-IPO 高估
值买单？ 
 国内优秀 PE 人才奇缺倒逼 VC 机构依赖投资决策“工厂化作业”，已成间接推高 PE 投资泡沫的幕后推手
之一？ 
 多家 PE 机构联合投资，能否“共担”企业过高估值风险？ 
 
专场主席：李泉生 达泰资本 创始与管理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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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场嘉宾： 
  陈友忠 智基创投股份有限公司 创始管理合伙人 

邝子平 启明创投 创始人、董事总经理 
  田立新 德同资本 创始主管合伙人 

许盛渊 英特尔投资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肖水龙 深圳市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创始合伙人 
羊  东 赛富亚洲投资基金 合伙人 
郑俊聪 祥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兼中国首席代表 
朱  方 深圳力合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15:10-15:25 主题演讲 
李  峰 上海嘉定创业引导基金 基金管理人 

15:25-16:25 第三专场：早期投资：中国式“曲高和寡”待解  
 Pre-IPO 投资成本日高，早期项目高回报率渐显魅力，VC 投资是否将回归本义，寻找“突围之道”？完善
投资产业链--“早期投资正当时”？ 
 早期投资是支持中小型企业创新创业的关键，也是最能证明 VC 投资能力并体现其价值的投资方式。如何
选行业、赌“赛道”、做辅导、再融资、共成长？突破中国式“曲高和寡”。 
 新三板的完善能否真正促进早期投资？中国政府以及整个市场应该通过什么手段去加强创投业统一监管、
完善行业扶持政策、丰富退出渠道、引导创投投资中早期项目？ 

 
专场主席：叶慧明 SVB 资本中国 董事总经理 
专场嘉宾： 
李  丰 IDG 资本 合伙人 
刘俊宏 深圳东方赛富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创始合伙人 
徐  晨 戈壁合伙人有限公司 合伙人 
张晨为 花旗创业投资 董事总经理 
左凌烨 经纬创投 合伙人 

16:25-17:25 第四专场：TMT：万象纷争的“战国时代”谁主沉浮？                 
 电子商务与团购网站裁员倒闭潮起，烧钱时代真的等不来收获时刻？谁将是剩下来的“幸存者”？ 
 solomo 概念成为风险投资流行词，VC/PE 如何捕捉其中的潜力股与黑马股？ 
 物联网产业振兴规划陆续出台背后，疯狂资本制造物联网烧钱盛宴，能维持多久？ 
 云计算产业“方兴未艾”，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与利润增长点何处寻？ 

 
专场主席：屈卫东 清科创投 董事总经理 
专场嘉宾： 
李文飚 华登国际 董事总经理 
李宏玮 纪源资本 管理合伙人 
黎  蔓 高捷资本 创始人兼主管合伙人 
罗  旭 钱袋宝 副总裁 
涂鸿川 高原资本 董事总经理 
袁文达 美国红点创业投资基金 合伙人兼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张  杰 云猎头网 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17:25-18:25 第五专场：医疗健康：掘金“财富第五波”（医疗专场合作机构：           建银国际医疗基金） 
 医疗改革实施后，医药研发企业与医药流通公司如何迎接“黄金发展期”？二三线城市医疗产业发展空间
有多高？  
 A 股 IPO 高市盈率倒逼 VC 将医疗企业转回国内上市，是豪赌还是投机？ 
 中国老龄化社会逐步来临，民营保健体检与养老保健产业的投资机会有多大？ 

 
专场主席：马  克 建银国际医疗基金 首席投资官 
专场嘉宾：  
郭海涛 高特佳投资集团 执行合伙人 
黄瑞晋 凯鹏华盈创业投资基金 主管合伙人 
胡家武 深圳市富坤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合伙人  
华  平 软银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主管合伙人 
刘  杰 天津海达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总经理 
刘千叶 开物投资 合伙人 
王  晖 鼎晖投资 合伙人 
周  逵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合伙人 

18:25-20:30 交流酒会 ---联想投资 提供赞助（凭邀请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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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2 月 8 日上午（星期四） 
08:00-09:00 来宾签到及会前茶歇 
09:00-10:00 第六专场：消费品：“内需拉动经济”光环下的掘金热土？ 

 餐饮行业企业 A 股上市进程意外“被封杀”，餐饮业是否已成投资鸡肋？ 
 众多传统消费品公司借引进风险投资拓展 B2C 电子商务市场，是否形成新一轮烧钱运动？ 
 随着国人对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关注，绿色食品概念是否成为股权投资机构掘金内需经济的新驱动点？ 
 奢饰品投资热潮滚滚而来，哪些“潜力企业”值得 VC/PE 一掷千金？ 

 
专场主席：张  琼 亚商资本 创始合伙人、总裁 
专场嘉宾： 
陈十游 中金资本 董事长 
黄智元 英联投资 董事 
刘朝晨 信中利投资集团 董事总经理、合伙人 
龙永雄 德勤 中国消费品行业全国领导人、审计合伙人 
泰  立 普凯投资基金 总监 
王  平 龙柏宏易集团 创始人、董事长 
王秋虎 开物投资 合伙人 

10:00-10:20 主题演讲  
许  萍 盘古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创始合伙人 

10:20-11:20 第七专场：清洁技术：“高烧不退”后的冷思考？（青云创投   提供赞助） 
 太阳能光伏与风电设备“产能过剩”及 IPO 高市盈率“退潮”，VC/PE 还有多少余热可挖？ 
 近海风力发电、智能电网等清洁技术新兴产业缘何“雷声大，雨点小”？ 
 比亚迪等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面临销售困境，是否倒逼国内新能源汽车投资潮趋向低迷？ 

 
专场主席：张立辉 青云创投 合伙人 
专场嘉宾： 
ANGELO AMORELLI BP 中国 VP Science & Technology 
顾怡梅 天津海泰优点创业投资基金 创始合伙人 

优点资本 董事总经理、亚洲新兴市场负责人 
李红光 捷源绿能 副总裁 
李思嘉 德勤 中国华北区清洁能源行业领导合伙人 
南  易 沈阳昊诚电气有限公司 销售副总 
王志永 北京三得普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创始人，CEO 

11:20-12:20 第八专场：传统行业:“夕阳产业”的“骄阳大道” 
 从“制造大国”转型“制造强国”，PE 淘金高端制造业的捷径何处寻？ 
 黄金、稀土、煤炭等矿业资源的投资热潮不减，PE 给力矿产投资“胜算多高”？ 
 中国大力扶持航运产业，PE 基金如何掘金其中投资金矿？ 
 各地航运、航空租赁、装备机械产业基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能否掀起新一轮传统行业 PE 投资潮？ 
 PE 参与国有传统行业企业改制，还需“多少东风”？ 

 
专场主席：王能光 联想投资 董事总经理 
专场嘉宾： 
胡  斌 英飞尼迪投资集团 董事总经理 
王  维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吴克忠 优势资本 总裁 
徐  海 联新资本 合伙人 
叶卫刚 达泰资本 创始合伙人 
张  维 深圳市基石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首席合伙人、董事长 

12:20-13:30 商务午宴（凭邀请参加） 
2011 年 12 月 8 日上午（星期四）           
并行论坛：中芬风险投资论坛 
主办单位：中芬金桥创新中心、清科集团                             
08:00-08:30 来宾签到及会前茶歇 
08:30-12:00 中芬风险投资论坛-芬兰 ICT/TMT 公司和中国投资者对接（凭邀请参加） 
12:00-13:30 自助午餐（凭邀请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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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2 月 8 日下午（星期四） 
13:30-14:30 第九专场：投资界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的“资色”人生 

 作为 VC/PE 基金管理人，女性要比男性“强硬”在哪里？“温柔”在哪里？ 
 女性 PE 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如何兼顾？ 
 从投资经理升职到基金合伙人，女性最大的事业天花板究竟会出现在何时？如何克服？ 

 
专场主席：罗文倩 The CID Group 合伙人 

CID Group 北京公司 总经理 
专场嘉宾： 
李  娟 武汉华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及欧 崇德基金投资公司 董事总经理 
王建庆 联想投资 董事总经理、首席管理顾问 
严筱湄 思伟投资 合伙人 
张  希 德丰杰基金 首席合伙人 

14:30-15:30 第十专场：退出专场：IPO 与并购，此消彼长后的退出谋略 
 2011 年中国概念股财务存疑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双重冲击，令中国多数企业海外上市受阻，期间企业究竟
该做好多少内功迎接海外基金更挑剔投资眼光，避免 IPO 后股价大变脸？ 
 相比海外股市，A 股市场市盈率仍显“高烧不退”，红筹回归 A 股 IPO 是否成为中国公司寻求高估值高募
资额的避风港？ 
 对比国际并购退出能采用杠杆收购、或企业控股权收购等模式，国内并购基金兴起存在多大“发展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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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场嘉宾： 
黄  韬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部副总经理 
刘冬秋 浙江浙商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合伙人、执行总裁 
王湘波 松禾资本 合伙人 
游念东 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 
赵  辉 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 

15:30-16:30 第十一专场：LP 专场：中外 LP 狭路相逢“智者胜”？ 
 相比国际 PE 募资惯例，美元基金管理人在募集人民币基金时，哪些方面不得不向国内人民币 LP 做出让步
与妥协？ 
 随着上海、重庆与北京等城市开启 QFLP 制度，美元 LP 结汇人民币投资国内企业股权，相比中外合资非
法人制基金的优势有多大？ 
 吸引保险资金等 LP 新贵参与 PE 投资，PE 机构还需要练好哪些“内功”？ 

 
专场主席：黄永忠 磐石基金（香港）有限责任合伙 合伙人 
专场嘉宾： 
李  鹰 美国普洛思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申  达  清科集团  清科投资  董事总经理 
谈  庆 尚高资本 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区首席代表 
王彪文 雅登投资 合伙人 
袁智德 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2011 年度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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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度的中国创

业投资最佳投资人？哪家机构将捧走新一届的中国创业投资最佳投资机构奖杯？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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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兼 CEO 
16:45-17:30 2011 年度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排名揭晓 
17:30 第十一届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论坛暨 2011 年度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颁奖典礼闭

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