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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0-08:50 来宾签到 

08:50-09:00  嘉宾入场 

股权基金支持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与海洋经济发展推进会 
主办：浙江省人民政府 

承办：浙江省金融办 
09:00-09:30 主持人：冯波声 浙江省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 

浙江省领导致辞 

致  辞：陈敏尔 浙江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 

09:30-09:50 杭州市领导致辞 

致  辞：杨戌标 杭州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 

09:50-10:05 签约仪式 

10:05-10:10 揭牌仪式 

10:10-10:30 主题演讲 I 

沈南鹏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10:30-10:50 主题演讲 II  

胡章宏 建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总裁兼执行董事 

10:50-11:10 主题演讲 III 

黄永忠 磐石基金（香港）有限责任合伙 合伙人 

11:10-11:25 主题演讲 IV：积极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 

张善坤  浙江省发改委  副主任 

2011 第十一届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中期论坛 

主办：清科集团 

11:25-11:35 主办方致辞 

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11:35-11:45 嘉宾致辞 

宗佩民 浙江华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11:45-12:00 主题演讲 I   

符星华 清科研究中心 董事总经理 

12:00-13:30 商务午宴 

2011 年 7 月 6 日下午（星期三）                  

13:30-14:30 第一专场：VC 观察：募投屡破新高度，储粮还是快投？ 
 

 在发改委与证监会相继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试点地区股权投资企业发展和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与《新基金

法》（修订案征求意见稿），对国内创投机构均采取备案及注册措施后，国内创投机构的募资规模与客户结构将

面临多大程度的“监管”？ 

 近年国内创投机构纷纷涉足新疆等西部省市，掘金西部哪些产业项目的预期回报将 大？哪些项目则是“投资

风险 高”？ 

 除了积极吸纳广大民营企业投资，及与政府引导基金合作，国内创投机构募资规模扩张是否已悄然呈现新模式？

 今年以来创投机构合伙人跳槽频率提高，将给项目投资管理带来多大的挑战？国内 LP 如何控制基金合伙人跳

槽衍生的投资风险？ 
 

专场主席：吕谭平  清科集团 副董事长 

专场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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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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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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水龙  深圳市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裁 

徐  航  赛富亚洲 合伙人 

章苏阳  IDG 资本 合伙人 

14:30-15:30 第二专场：PE 观察：策略战术新变化，扩张还是收缩？ 
 

 吸引社保基金与保险公司等大型机构投资者出资，国内 PE 如何“给力”？ 

 产业投资基金募资迎来小阳春的背后，民营企业家或实业资本将如何通过 PE 投资参与企业技术升级与业务互

补？投资机会有多大？投资风险究竟有多高？ 

 PE 基金投资趋向同质化，如何塑造 PE 基金的个性化投资特点？ 

 券商资产管理部门将发行 PE 基金、保险资金直投方兴未艾，银行系 PE 横空出世，国内 PE 市场百花齐放的背

后，不同类型 PE 的优劣点各有多少？ 

 上海、北京等城市均在酝酿 QFLP 政策并落实相关实施细则，境外美元 LP 参与出资国内人民币基金还有多少

顾虑？中外合资非法人制基金模式是否将无用武之地？ 
 

专场主席：钟晓林  江南资本 创始及管理合伙人 

专场嘉宾： 

邓  杰  华山资本 董事总经理、创始合伙人 

高  磊  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 

刘及欧  崇德基金投资公司 董事总经理 

辛  洁  中金佳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田立新  德同资本 创始主管合伙人 

张俊杰  英联投资 董事 

15:30-16:20 战略研讨：股权投资助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与海洋经济发展 
 

 如何将浙江打造成为民间财富管理机构的集聚地？ 

 如何引导千亿浙江民资“规范投资”，PE 机构在投贷联动、小额贷款担保、早期项目股权投资等方面寻求新机

遇？ 
 浙江企业家如何借助 PE 力量实现企业的技术升级与产业链整合，摆脱自身经营困境？ 

 

专场主持：徐素荣 浙江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副主任  

专场嘉宾： 

汪  炜 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 执行院长 

袁维钢 天堂硅谷创业集团 总裁 

姚纳新 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16:20-17:20 第三专场：医疗健康：“健康产业”投资金矿有多大？ （医疗专场合作机构：                建银医疗基金） 
 

 国内医疗健康产业多以并购或其它方式布局全国化扩张，投资机构如何协助相关企业在规模提高与现金流运营

风险之间找到 优化的平衡点？ 

 医疗改革实施后，医药流通领域与医药研发制造领域还有哪有投资金矿尚未被挖掘？对医疗服务行业又有哪些

影响？ 

 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来临，国内养老保健产业的投资机会有多大？投资风险有多高？ 

 相比互联网与新能源项目 IPO 火热，医疗健康产业 IPO 的黄金期是否姗姗来迟？ 
 

专场主席：蒋晓冬  NEA  NEA 全球合伙人、中国董事总经理 

专场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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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达建  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 董事长 

徐传陞  经纬创投 管理合伙人 

杨  志  百奥维达中国基金 创始人、董事长 

张  翼  建银国际医疗保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 

17:20-18:20 第四专场：清洁技术：“绿色 GDP”的新投资冲动？（青云创投                提供赞助） 
 

 日本 9 级大地震后，风险资本对于核能发电相关产业的兴趣是否将逐渐退去？哪些清洁技术发电产业的替代效

应将 大？ 

 智能电网技术在美国创投界似乎没有受到热捧，创投对国内智能电网产业投资是否也是步履蹒跚？哪些环节对

创投更有吸引力？ 

 中国经济 GDP 增长更侧重“环保成色”的趋势下，都市废弃物处理，地热节能发电，新能源汽车，近海风力发

电等能否成为新的清洁技术创投热土？ 

 中国哪些清洁技术产业已经度过了 佳投资期？ 

 

专场主席：李立伟  青云创投 合伙人  

专场嘉宾： 

顾怡梅  优点资本 董事总经理、亚洲新兴市场负责人 

赖磊平  SunPreme China 联合创始人、中国区总裁 

李天栋  沈阳昊诚电气有限公司 董事长、公司创始人 

杨  磊  北极光创投 投资合伙人 

张  希  德丰杰基金 首席合伙人 

赵汉卿  应用创投 中国企业发展资深经理 
18:20-20:30 交流酒会（凭邀请参加） 

2011 年 7 月 7 日上午（星期四） 

08:00-09:00 来宾签到及会前茶点 

09:00-10:10 第五专场：TMT：新机遇？新烧钱运动？ （软银中国             提供赞助） 
 

 在未见盈利的情况下，视频网站、SNS 网站与 B2C 电子商务网站相继加快海外上市步伐背后，是 VC 基于项目

退出施加压力所致？还是一场新烧钱运动？ 

 云计算产业方兴未艾，创业投资如何塑造其中的 佳商业模式？ 

 团购市场“千团大战”的局面将如何演变，团购模式深层的商业价值在何处？ 

 在创投眼里，移动终端如电子书与平板电脑等新兴电子产品相关内容服务的新盈利增长点还有多少金矿可挖？

 网络游戏公司等互联网公司要做大做强，从技术研发商变身为平台经营商，是必然路径？ 

 
专场主席：宋安澜  软银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主管合伙人 

专场嘉宾： 

关达成  英特尔投资 总监 

邝子平  启明创投 创始人、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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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  劲  高通风险投资部 中国区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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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晨为  花旗创业投资 董事总经理 

周  炜  凯鹏华盈创业投资基金 合伙人 
10:10-10:25 主题演讲 II 

费小妹  上海市嘉定区 区委常委、副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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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11:25 第六专场：传统行业：夕阳产业的“高成长机会”  
 

 在国内高端制造领域，如何寻找下一个“青岛海尔”、“联想”、“三一重工”？ 

 PE 基金参与金矿、煤炭等矿业投资热情不减，在资源类 IPO 要求逐步提高情况下，如何打通退出新路径？ 

 中国力争成为航运大国与全球新航运金融中心，PE 分享船舶产业大蛋糕的机遇有多大？盈利点又在哪里？ 

 中西部地区的高端制造业正在倔起，创投机构如何慧眼辨别“黑马项目”？ 
 
专场主席：李泉生  达泰资本 创始与管理合伙人 

专场嘉宾： 

刘  浩  松禾资本 合伙人 

李  一  云月基金 合伙人 

吴克忠  优势资本 总裁 

    肖怀中  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徐汉杰  上海永宣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 

11:25-12:30 第七专场：消费品：连锁消费“开疆辟土”路漫漫？ 
 

 消费连锁行业股权投资热情不减，创投机构更看中的是扩张速度，还是稳健运营？ 

 国内创投在中西部省市的“消费类”投资项目多以当地特色农产品为主，在这些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化”过

程里，创投机构能在帮助企业扩大连锁或特许经营方面，提供哪些增值服务？ 

 餐饮连锁、汽车租赁、婴幼教育、经济类酒店等连锁产业估值不断提高，是否变成风险资本的新一轮烧钱运动？

 在创投机构眼里，消费连锁产业 大的投资风险有哪些？ 

 
专场主席：曾之杰  开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兼管理合伙人 

专场嘉宾： 

李   响  天泉投资 执行董事 

洪伟力  KTB 投资集团 中国区合伙人 

汪潮涌  信中利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裁 

    王   岑  天图创投 合伙人 

蒋跃敏  龙柏宏易集团 执行总裁 

温保马  今日资本 合伙人 

张  琼  亚商资本 创始合伙人、总裁 

12:30-14:00 商务午宴 

2011 年 7 月 7 日下午（星期四） 

14:00-15:10 第八专场：早期投资：真正“天使”何处寻？ 
 

 中国职业天使投资人为何总是曲高和寡？当越来越多企业家开始加入天使投资人队伍时，合格的天使投资人需

要哪些 DNA？天使投资能给初创企业带来多大的帮助？ 

 在天使投资人眼里，“人”、“商业模式”与“核心技术”，究竟谁 该被青睐？ 

 相比欧美天使投资人投资热情高涨，国内天使投资等早期投资人的投资顾虑究竟有多少？ 

 国内 LP 倾向短期投资回报，如何引导国内出资人参与持有期偏长的早期投资？ 

 在中国，哪些行业的早期投资， 终得到丰硕果实的机率 大？ 
 

专场主席：方   浩  创业邦 执行主编 

专场嘉宾： 

陈   春  蓝驰创投  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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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晓峰  金沙江创业投资 合伙人、董事总经理 

孙江涛  钱袋网（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吴运龙  经纬中国 合伙人 

徐   晨 戈壁合伙人有限公司 合伙人 

尹於舜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浙江大区总经理 

15:10-15:40 主题演讲 III：创业板市场与创业投资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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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0-16:50 第九专场：人民币基金专场：中国式 PE 倔起的“成长烦恼” 
 

 美元基金募资情况回暖，是否对基金合伙人同时管理人民币基金与美元基金的利益分配压力加大？ 

 FOF 模式为何在中国迟迟不见“兴起”？人民币 FOF 发展元年何时到来？ 

 私人银行、第三方理财机构，PE 信托产品等风起云涌，如何成为人民币基金募资的新路径？其中又蕴藏着怎样

的潜在风险？ 

 各地政府去年起相继出台多条创投扶持政策，人民币基金投资管理在税收，法律及项目扶持方面，还需要哪些

“更给力”措施？ 
 

专场主席：屈卫东  清科创投 董事总经理 
专场嘉宾： 
陈  玮  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创始合伙人 
林  霆  青云创投 董事总经理 
唐忠诚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合伙人 
杨百千  招商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叶慧明  SVB 资本中国 董事总经理 
朱  方  深圳力合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16:50-18:00 第十专场：IPO 专场：IPO“光环”还能燃烧多久？ 
 

 当当网与投行基于企业 IPO 估值引爆口水仗后，投行与企业在 IPO 过程的估值、财务要求、尽职调查方面的分

歧，还有多少“定时炸弹”？妥善解决办法又路在何方？ 

 国内证监会严格监督 VC/PE 突击入股等行为，企业在筹划 IPO 期间 不能接受哪些类型的股权投资资金？ 

 国际版渐行渐进，是否给外资 VC/PE 打开海外投资项目境内上市退出的通道？红筹股回归征途还有多难？ 

 以反向并购形式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面临严厉监管潮，是否预示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已步履维艰？ 

 美元基金投资项目境内 IPO 数量激增，投资收益返回境外路径有多难？ 

 新股发行机制改革或将降低新股发行价格与市盈率偏高状况，国内股权投资的预期回报是否或将“回调”，引发

国内 PRE-IPO 热潮迅速降温？ 

 
专场主席：涂鸿川  高原资本 董事总经理 

专场嘉宾： 

韩  翊  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华晔宇  浙商创投股份有限公司 合伙人、行政总裁 

秦志勇  麦顿投资 投资总监 

童士豪  启明创投 董事总经理 

张子成  华威集团 投资董事 

18:00-18:30 自由交流 

18:30 2011 第十一届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中期论坛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