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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8 日下午（星期一） 

13:00-18:00 2008 创业邦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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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9 日上午（星期二） 

7:30-8:00 会前茶点 
8:00-9:00 来宾签到 
9:00-9:05 主办方致辞 

丁  毅（John Dean）清科集团 董事长 
9:05-9:25 主题演讲：金融危机下企业家的生存之道 

柳传志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 总裁  

9:25-9:45 主题演讲 

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CEO 兼总裁 
9:45-11:00 第一专场 VC 专场：中国创业投资 2008 年回瞻与 2009 年展望 

 次级债危机不断蔓延，究竟对中国投资市场有怎样的影响？ 

 哪些领域在 2008 年带来了丰厚回报？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又带来了哪些新的投资机会？  

 美元持续疲软、股市跌宕起伏、VC 退出放缓，怎样从变化的环境中找到关键的市场趋势？ 

 人民币基金的优势日渐突出，如何影响本土和外资创投机构的竞合格局？ 

 08 年相关政策法规环境变迁和未来走向探讨。 

 

专场主席：吕谭平 清科集团 副董事长 

 

邓  锋 北极光创投基金 创始合伙人 

冯  涛 上海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合伙人 

林和平 软银赛富投资基金 合伙人 

汝林琪 凯鹏华盈中国基金 创始及总裁合伙人 

王功权 鼎晖创投 合伙人及创始人之一 

熊晓鸽 IDG 创业投资基金 创始合伙人 

11:00-12:00 第二专场 PE 专场：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年度盘点 

 不断涌入中国的资金，是否已达到 PE 市场的供需平衡？ 

 09 年产业投资：哪些领域面临挑战，哪些将迎来机遇？对传统、服务和新能源是否偏好依旧？ 

 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在亚洲与中国的市场定位与战略调整，如何适应环境的不确定性？ 

 本土私募行业的发展走势，以及如何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 

 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构建本土和国际的 PE 基金以投资中国？  

 

专场主席：沈南鹏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创始合伙人 

 

郭子德 新天域资本 董事总经理 

唐  葵 方源资本 总裁  

吴尚志 鼎晖投资 董事长 

卓福民 纪源资本 管理合伙人 

       思格资本集团 创始合伙人 

张  仲 英特尔资本 亚太区总监 

12:00-13:30 商务午宴 ---  达晨创投 提供赞助 

致辞： 邵红霞 达晨创投 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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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9 日下午（星期二）                              投资策略专场 

13:30-14:30 第三专场  投资策略专场：投资阶段选择 

 在不确定的经济条件下，如何做投资阶段的策略安排？ 

 中国早期投资关注度减弱的形式下，VC 是否应该增加早期投资？  

 成长期企业得到了最多的关注，是否意味真正最好的机会所在？  

 哪些阶段的项目最该关注？其中有哪些不同特质需要把握？ 

 

专场主席：潘晓峰 金沙江创业投资 董事总经理 

 

陈维广 蓝驰创投 合伙人 

洪伟力 KTB 投资集团 执行董事和合伙人 

李宏玮 纪源资本 管理合伙人 

徐传陞 经纬创投 管理合伙人 

杨  镭 领航资本 创始人和管理合伙人 

张  希 德丰杰基金 首席合伙人 

周政宁 集富亚洲-中国北区 董事总经理 

14:30-15:30 第四专场  投资策略专场：投资地域选择 

 在投资策略日渐多元化的今天，投资人对地域选择有哪些特殊考虑？ 

 传统三大经济增长区和中西部地区，哪里更有升值潜力和地区实力？ 

 如何挖掘二、三线城市的新兴投资机会？关注重点有何不同？ 

 在二、三线城市环境中，如何增进与地方资源的合作共赢？ 

 

专场主席：肖  冰 达晨创投 执行合伙人 

 

曹大容 美国光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首席代表 

刘  纲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公司总经理 
王一敏 华登国际 董事总经理 

许  萍 盘古创富 创始合伙人 

       ant Capital Partner 合伙人 

周  逵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合伙人 

15:30-16:00 茶歇 
16:00-17:00 第五专场  投资策略专场：投资行业选择 

 VC“杂食性”表现越来越强，在行业选择上究竟该用何种策略？ 

 在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下，是否该调整行业策略？如何调整？ 

 2008 年行业投资回顾与 2009 年投资机会预测。 

 

专场主席：罗文倩 The CID Group 合伙人 

                 CID Group 北京公司 总经理 

 

陈晓平 青云创投 合伙人 

龙  宇 贝塔斯曼亚太投资 董事总经理 

宋安澜 软银中国创业投资基金 主管合伙人 

陶  冶 凯旋创投（Keytone Ventures） 副总裁 

辛耀州 高原资本合伙公司 董事总经理 

17:30-20:00 交流酒会（凭邀请参加） 

12 月 10 日上午（星期三） 



  

http://events.zero2ipo.com.cn/bj2008/ 
第八届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论坛组委会 

电话：8610 8458 0476  传真：8610 8458 0480  电邮： cvcf2008bj@zero2ipo.com.cn 

第八届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论坛                                   议程 

7:30-8:00 会前茶点 
8:00-9:00 来宾签到 

9:00-10:00 第六专场  投资策略专场：投资方式选择 

 红筹模式，还是纯 RMB 模式，如何选择？ 

 各种模式的优势差异，以及面临的挑战和困惑？ 

 不同投资方式在甄选和投资项目过程中的经验之谈。 

 

专场主席：陈  玮 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友忠 智基创投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暨管理合伙人 

符绩勋 纪源资本 管理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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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振威 招商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邵  俊 德同资本 创始合伙人 

羊  东 软银赛富投资基金 合伙人 

10:00-11:00 第七专场  投资策略专场：估值专场 

 全球股市保持低迷，却并未撼动 VC/PE 项目的高位估值，投资人该如何看待？ 

 哪些领域的估值在目前更为合理一些？在变动的环境中，未来又会怎样？ 

 对近期和未来市场估值的心理预期及策略调整。 

 早、中、晚期项目的估值策略。 

 

专场主席：关达强 硅谷银行 董事总经理-亚洲 

 
蒋晓冬 NEA 中国 董事总经理 

邝子平 启明创投 创始人暨董事总经理 

罗  姗 美国律师事务所 VLP 总裁和共同创始人 

林欣禾 DCM 合伙人 

王   刚 捷鸿资本 创始人及首席合伙人 

徐  炯 普凯投资 联席董事 

袁文达 美国红点创业投资基金 合伙人兼中国区总经理 

11:00-11:15 茶歇 
11:15-12:15 第八专场  企业家看点：不同的创业环境和创投市场 

 宏观经济结构性调整升级，对中国创业环境的影响。 

 降低成本？融资？裁员？在不确定经济条件下，中国企业家的应对策略有哪些？ 

 中国市场的持续吸引力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是否该请投资人“分一杯羹”？ 

 新环境下中国的创业趋势，对创业者同业的建议与共勉。 

 

专场主席：吴  鹰 和利资本 资深合伙人 

 

黄  劲 安博教育集团 总裁兼 CEO 

刘晓松 A8 音乐集团 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王  峰 蓝港在线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王志永 北京三得普华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邢  明 海南天涯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 

12:20-14:00 商务午宴 

12 月 10 日下午（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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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4:15 

 

14:15-14:30 

 

14:30-15:30 

主题演讲 

Rhoddy Swire 磐石基金 创始人及资深合伙人 

主题演讲：全球经济衰退下中小企业竞争力与风险管理 

陈鸿桥 深圳证券交易所 副总经理 

第九专场  退出专场：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 

 2008 年国内外退出情况回顾与总结。 

 新形势下的美、欧、亚主要证券市场的优劣势比较与操作重点。 

 计划上市的中国企业，该到境内外其他市场，还是把握创业板的机会？ 

 其他退出策略：时间框架和时机把握。 

 2009 年 IPO 市场和并购市场的策略分析和预测。 

 

专场主席：颜漏有 德勤中国 全国客户及市场主管合伙人 

 

陈永坚 美国必百瑞律师事务所 管理合伙人 

姜  楠 伦敦证券交易所北京代表处 首席代表 
陆景锴 德丰杰龙脉中国基金 创始合伙人 

李基培 兰馨亚洲投资集团 执行董事及投资委员会成员 

李文飚 华登国际 董事总经理 

区国誉 Cowen Latitude Asia CEO 

15:30-16:30 第十专场  LP 专场：在中国，在路上 

 养老基金、保险基金、政府引导基金、券商直投、民间资本等等，迅速萌芽的本土 LP 们如何展开他们的投资之旅？

 进入中国的国际 LP 是否已经得到他们想要的回报？与本土 LP 之间怎样竞合？ 

 还有哪些 LP 相关的政策法规和投资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 

 建立起成功的 LP/GP 关系的关键要素与经验分享。 

 2009 年 LP 投资策略是否会调整？盘点与展望。 

 

专场主席：张震 摩根凯瑞资本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黄永忠 磐石基金 合伙人 

Jeffrey D. Mansukhani, Cambridge Associates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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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旭才 天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天津滨海新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08 年度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排名 
16:30-16:40 

 

 

 

16:40-16:50 

 

16:50-18:00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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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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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单位公布评选标准 

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CEO 兼总裁 

2008 年度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排名揭晓 

第八届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年度论坛、2008 年度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颁奖典礼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