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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投资大会议程 
 

2011 年 3 月 29 日上午（星期二） 
08:00-09:00   来宾签到 

09:00-09:10 主办方致辞及主题演讲   
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CEO 兼总裁 

09:10-09:30 政府领导致欢迎辞 

09:30-09:50 
主题演讲 
江南春 分众传媒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 CEO 

09:50-10:10 
主题演讲 
林欣禾 DCM 董事合伙人 

10:10-11:20 第一专场：中国互联网投资 2011 年再“给力” 
 电子商务、网络游戏、网络社区、移动互联网等领域在 2010 年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2011 年哪几个领域会持续受到资

本市场的青睐？ 

 一些互联网公司在成立之初接受过天使投资，天使投资人会给初创期的互联网企业带来哪些增值服务？这些增值服务与

后期的 VC/PE 带来的增值服务有哪些异同？ 

 互联网是一个新陈代谢比较快的行业，互联网企业应该具备哪些 DNA 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近年来，新兴的互联网应用出现模仿秀，如 SNS 仿 Facebook，团购仿 Groupon，这是否说明中国互联网缺乏创新的

基因？ 

 2010 年，一些细分领域如网上零售、网络视频等行业首次实现 IPO，大家预计 2011 年将会有哪些行业实现 IPO 零的

突破？ 

 2010 年首破 IPO 的企业业绩并未达到预期，又有大批互联网企业排队上市，这是行业利好的信号还是泡沫的前兆？ 

 
专场主席： 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CEO 兼总裁 

专场嘉宾： 

江南春  分众传媒控股有限公司    CEO 兼董事局主席 

计  越  红杉资本                  合伙人 

李利民         华视传媒                      董事局主席兼 CEO 

李  瑜  禹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 CEO 

汪  华  创新工场                  创始合伙人 

颜漏有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首席战略官 

杨  宁  唔箜搜索                  创始人兼 CEO 

周志雄  凯旋创投                  创始合伙人 

11:20-12:30 第二专场： 移动互联网大浪淘金，何时现？ 
 从 2000 年移动梦网出现，到部分 SP 越狱而形成 Freewap，再到融合电信运营商、系统提供商、终端厂商、服务提供

商、内容提供商等群雄混战的大移动互联网时代，磕磕绊绊的发展至今，大家作为行业的资深人士，请大家用简短的几

句话做一个评价？ 

 长久以来，电信运营商在移动互联网产业链中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运营商重组及三网融合的推进，产业环境有哪些变化？

产生了哪些新的发展机遇？ 

 目前，手机游戏、手机阅读、手机视频、移动搜索、手机浏览器等仍是移动互联网的主要应用，但是这些应用不同程度

的透出互联网应用的影子，移动互联网独有的“杀手级应用”似乎并没有出现，是否真正的存在“杀手级应用”？他们

在哪里？是否“杀手级应用”的缺失导致移动互联网盈利难？ 

 以往手机游戏是移动互联网主要的投资方向，未来，投资人将比较关注哪些细分领域？ 

 移动互联网企业第一波 IPO 已过，沉寂一段时间的移动互联网市场何时将迎来第二波上市潮？ 

专场主席： 陈文江        鼎晖投资          合伙人 

专场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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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岩  北京亿美软通科技有限公司 CEO  

饶  洪  英特尔投资               总监   

童士豪  启明创投                董事总经理 

肖永泉  北京当乐信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 

杨浩涌  赶集网                    联合创始人及 CEO 

赵  磊       宜搜                     高级副总裁 
12:30-14:00 商务午宴 

2011 年 3 月 29 日下午（星期二） 

14:00-15:20 第三专场： “广”社交网站助力构建网络新人际 
 社交网站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从早期的论坛发展到生活信息服务平台、SNS、微博等形式，这些形式在网络人际关系

的构建中各有哪些特点？ 

 论坛作为最早期的互联网应用之一，怎样构建永续的生命力？  

 SNS 怎样有效平衡人际关系构建作用与娱乐应用传播平台的关系？目前的盈利点在哪里？ 

 2009 年以来，微博异军突起，各位谈一下微博最吸引我们的地方在哪里？ 

 目前，微博的参与者众多，以大互联网为主，这是不是预示着微博是一个赢家通吃领域？ 

 2010 年，社交网站投资升温，在社交网站盈利模式探索阶段，投资人看好相关企业的哪些特质？ 

 大家憧憬一下，中国社交网站什么时候实现 IPO 零的突破？ 

 
专场主席： 许单单   华夏基金      互联网行业首席分析师 

专场嘉宾： 

傅忠宏   达晨创投  合伙人 

田范江  百合网      总裁 

王吉鹏  粉丝网      创始人兼 CEO  

王  琼   海纳亚洲  董事总经理  

杨晓敏  天涯社区   高级副总裁  
15:20-16:40 第四专场：泛娱乐时代的群雄逐鹿 

 网络游戏、手机游戏、网络视频、网络文学已经成为互联网用户主要的娱乐方式，近年来，各业内企业纷纷通过并购或

者合作等方式进行业务扩张与渗透，这种泛娱乐化的发展是否已经成为一种长期趋势？ 

 2010 年，传统传媒娱乐公司开始向互联网娱乐领域扩张，华谊兄弟与博瑞传播等公司通过并购等形式进入网游市场，

这些新进入的公司将对泛娱乐产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泛娱乐化发展又将对传统网游公司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从市场发展及投资情况来看，网络游戏进入了发展的瓶颈期，哪些因素制约网络游戏的发展？怎样克服？网络游戏投资

放缓原因是什么？国外网络游戏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国内网络游戏服务商如何掘金海外市场？又带来怎样的投资机会？

 网络视频在优酷 IPO 后，再次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目前网络视频版权购买费用较高影响其盈利，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很多人认为，盗版成为制约网络文学盈利的关键因素，网络文学如何找到出路？版权保护后，是否会步入网络视频版权

费用虚高的后尘？ 

专场主席： 南立新         创业邦                     CEO 兼出版人 

专场嘉宾：   

龚  挺      海纳亚洲创投基金           董事总经理 

吕公义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罗江春      风行网                    CEO 

王  悦  恺英网络                    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吴运龙  经纬中国                合伙人 

周  娟  56 网                    创始人兼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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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18:00 
 

第五专场：大网络时代“平台化运营”的整合之道 

 App Store 的发展与成功，为中国网络应用传播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模式，众多厂商纷纷自建应用商店，中国网民真的需

要那么多的应用为其服务吗？哪种形式的应用商店更容易获得成功？ 

 3G 门户和 UCWEB 都开始布局移动互联网平台化发展，是不是意味着平台化发展将成为移动互联网公司必然的发展

趋势？ 

 诺基亚、三星、黑莓、GOOGLE、苹果、微软等都各自推出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哪一种操作系统更为大家所看好？为

什么？ 

 在大网络时代，应用与终端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子阅读器等新兴终端的发展大家对其持有

怎样的看法？终端混战的市场为投资人带来了哪些机会？ 

 
专场主席： 宋繁银     《时代周报》 报社总编辑 

专场嘉宾： 

童子平  同创伟业  副总裁  

李  想  汽车之家      CEO 

陶  冶      凯旋创投      基金董事 

庄辰超  去哪儿网  总裁兼合伙创始人 

张  磊      汉王科技  董事长高级助理兼战略规划总监  

郑华一力      纳斯达克     中国区首席代表 
18:00-20:30 交流晚宴---上海嘉定 提供赞助（凭邀请参加） 

电子商务投融资高峰论坛议程 

2011 年 3 月 30 日上午（星期三） 
08:30-09:30 会前茶点及注册签到 

09:30-10:00 主题演讲  

刘强东 京东商城 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10:00-10:20 主题演讲 

李胜兵 天涯社区 代理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10:20-10:40 主题演讲 

李树斌 好乐买 总裁 

10:40-12:00 第一专场：电商与资方十余年“风雨情” 

 中国电子商务磕磕绊绊发展十余年，有哪些记忆是刻骨铭心的？VC/PE 给电子商务公司的增值服务，主要体现在哪些

方面？ 

 电子商务公司在壮大过程中遭遇的最大发展瓶颈有哪些，如何克服的？ 

 2010 年，中国网上零售企业迎来了上市及融资黄金期，VC/PE 比较关注哪些类型的电商企业？决定对某电子商务公

司股权投资时，考量更多的，是财务数据模型预期，还是管理团队的实力与决心？ 

 目前，很多新兴的电子商务公司获得融资，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企业而言，如何平衡资金风险与规模扩张？ 

 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移动电子商务将为电子商务带来哪些新的发展机遇？ 

 2010 年，新兴了团购模式，为投资方带来了新的机遇，大家怎样看待团购模式的发展？ 

 2010 年，网上零售企业融资事件不断，企业估值“水涨船高”，是不是存在电商投资泡沫？如果存在，如何规避？ 

 
专场主席：屈卫东         清科集团                  董事总经理 

专场嘉宾： 

刘强东         京东商城                   董事局主席兼 CEO 

孙  弘         玛莎玛索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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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潮涌   信中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创始人及总裁 

徐小平         真格基金                    创始人         

叶海峰   麦包包                 CEO  

曾之杰      开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兼管理合伙人 

12:00-13:30 商务午宴 

2011 年 3 月 30 日下午（星期三） 

13:30-14:40 第二专场：电商行业“双生花”——百货商店与垂直卖场 

 大型电商都在探索百货商店发展之路，是不是说明百货商店是电商发展的归宿？ 

 在大型电商百货商店化发展路径中，遇到哪些困境？ 

 目前，新兴的中小企业几乎都走垂直化发展道路，是否说明垂直化是中小新近电商发展的突破口？ 

 目前，一些社区网站也步入了垂直电子商务领域，这种“社区+垂直电商”的模式，大家是否看好？ 

 哪些垂直细分领域比较有发展机会？ 

 

专场主席：赵  军      德同资本            主管合伙人 

专场嘉宾： 

胡  超     北京乐友达康科技有限公司    总裁 

郭  峰  珂兰钻石                   CEO 

林  毅  九钻网                   CEO 

薛蛮子                      天使投资人 

杨培锋         VIPStore                   联合创始人兼 CEO 

周  杰         浪淘金                  创始人兼 CEO 

14:40-15:00 主题演讲 

罗江春 风行网 CEO 

15:00-16:10 第三专场：电子商务产业“成长瓶颈”待解 

 今年，时值年节，快递频繁爆仓，严重影响网购体验，是否可以认为仓储物流远远滞后于电商的发展？ 

 目前，中国电商物流有两种形式，一是自建物流，一是外包第三方物流，电商企业是否考虑自建物流？如果是自建物

流，对电商企业的挑战有哪些？ 

 第三方支付牌照发放程序正在进行中，17 家企业进入公示名单，银联系占据 4 席，支付行业将面临哪些变局？对电商

行业将产生哪些影响？ 

 未来数年，是否进入国内电子商务行业并购整合的黄金岁月？哪种类型的电子商务企业比较容易受到资本市场的关

注？ 

专场主席：符星华        清科研究中心                     董事总经理 

专场嘉宾： 

梁  凯  五洲在线                     CEO  

罗  民   出口易                     总裁 

毛丞宇  IDG                          合伙人 

牛利奔  聚尚网                          CEO  

孙江涛  钱袋网（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 

张春晖        松禾资本                         投资总监 

16:10-16:20 主题演讲 

吴 声 凡客诚品 副总裁 

16:20-17:40 第四场：2011 年是否是电商营销的躁动年代？ 

 2010 年很多电商获得融资，有人认为，2011 年是电子商务的营销年，大家是否认同这种观点？为什么？ 

 从成本来看，一般营销成本占总成本多少是一个合理比例？营销成本又将如何分配（线上及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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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上营销中，更倾向于哪些营销模式？效果如何？ 

 有人认为，团购是电子商务的一种形式，还有人认为，团购是一种手段，大家怎么看？ 

  

专场主席：叶  滨  清科创投                        执行副总裁 

专场嘉宾： 

冯晓海  满座网                             CEO  

柯细兴  亿玛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总裁 

马  云  妈妈说                            创始人及 CEO 

吴  声       凡客诚品                             副总裁 

袁  疆  也买网                         董事长 

杨炯纬      聚胜万合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 CEO 
17:40-18:00 行业排名榜单发布  

符星华 清科研究中心 董事总经理 
18:00 论坛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