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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9 日上午（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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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科集团 董事长 

9:05-9:20 主题演讲：Better Communication Between GP and LP 

盖里. L. 布里奇 Horsley Bridge Partners 董事总经理 

9:20-9:35 主题演讲 

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CEO 兼总裁 

9:35-10:35 第一专场：VC 专场：锐减七成，VC 投资何日走出冬季？ 

 创投在华十年都积淀了哪些经验，对下一个十年有何启示，又有哪些新的趋势和机会在产生? 

 清科数据显示，一季度 VC 投资锐减七成以上，VC 投资冬季会持续多久？ 

 作为中国 VC 界的领军人，认为中国经济如何走势如何？自己相应的 VC 投资策略如何？ 

 在中国大陆，VC 投资 PE 化趋势日益明显，如何把握 VC 与 PE 的分界？ 

 

专场主席：吕谭平 清科集团 副董事长 

 

陈  浩 联想投资 董事总经理及投资总监 

邓  锋 北极光创投 创始人/董事总经理 

熊晓鸽 IDG 资本 创始合伙人 

阎  焱 软银赛富投资基金 首席合伙人 

张  颖 经纬中国 创始管理合伙人 

周  逵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合伙人 

10:35-11:35 第二专场：PE 观察：三股势力逐鹿中原，谁将最终胜出？ 

 金融危机对中国 PE 市场带来哪些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如何调整适应？ 

 政府背景 PE、大量涌现的民间 PE 与外资 PE 以及合资 PE 之间各自优势和劣势，竞争格局将如何演变？ 

 境内外中国上市公司是否会成为 PE 投资的新热点？ 

 A 股市场估值重新走高，PE 投资上市公司还是时机吗？ 

 

专场主席：黄晶生 贝恩投资顾问（中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林明安 英联投资 合伙人及区域总裁（中国及东南亚） 

孙  壮 新天域资本 执行董事 

唐  葵 方源资本 总裁 

曾之杰 开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兼管理合伙人 
11:35-13:30 商务午宴---  IntraLinks Inc 提供赞助  

致辞：Thomas So, IntraLinks Inc, Sales Director 

7 月 9 日下午（星期四）                  

议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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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4:30 第三专场：如何应对经济危机？ 

 在经济危机中，私募基金应该如何管理他们的投资？ 

 被投资企业在经济衰退时将面对哪些挑战？ 

 危机中的机遇？ 

 

专场主席：封和平  普华永道 北京主管合伙人 

 

洪伟力 KTB 投资集团 中国区合伙人 

赖国辉 网尚文化集团 首席财务官 

涂鸿川 高原资本 董事总经理 

于松岭 东方剑桥教育集团 董事长 

周政宁 集富亚洲-中国北区 董事总经理 

周志雄 凯旋创投 创始执行合伙人 

14:30-15:30 第四专场：“利成于益
©”：清洁技术热潮中的机会、风险及策略

1                （青云创投提供赞助） 

 经济危机中，清洁技术投资依然火热，如何看待这一领域的机会和风险？ 

 可再生能源、绿色交通、节能、污染治理、新材料、可持续农业……不断扩展的清洁技术领域，哪一类将独领风骚？

 国际上清洁技术发展的现状和潮流，给中国企业带来什么样的经验、挑战和机遇？ 

 相比其他传统投资领域如 TMT，清洁技术领域的创业之路有何异同？ 

  

专场主席：叶  东 青云创投 管理合伙人 

 

Nicholas Parker 清洁技术产业投资机构集团™ 主席和联合创建人 

邵  俊 德同资本 创始合伙人 

王世汶 中国环境投资网 主编 

王兴华 中盛光电集团 董事长 

吴正宇 汇能科技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杨  希 德丰杰投资 投资副总裁 

 

1“利成于益©”的版权为青云创投所拥有 

15:30-16:00 茶歇 

16:00-17:00 第五专场：医疗健康：新医改方案千亿蛋糕，VC 如何分？  

 新医改方案提出四项改革重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医疗保障），并提出三年投资 8500

亿，具体看各项政策，能释放出哪些投资机会？ 

 2009 年生物医药行业产业化发展进程中的最新进展以及 VC/PE 对生物医药行业的投资热点是什么？ 

 医疗器械市场机会何在？ 

 健康服务行业投资的现状，未来空间如何？ 

 

专场主席：宋安澜 软银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主管合伙人 

 

崔相民 Bay City Capital 合伙人 

李文飚 华登国际 董事总经理 
杨  志 百奥维达中国基金 创始人、董事长 

应希堂 北京科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和首席执行官 

张黎刚 爱康国宾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17:00-18:00 第六专场： 3G 时代的 4000 亿，VC/PE 怎么淘金？ 

 运营商今后三年将投资 4000 亿布局 3G，VC/PE 资本如何从中分取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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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移动运营商 3G 大战硝烟弥漫，激烈竞争将有利于无线应用企业大发展？ 

 3G 时代，拥有何种商业模式的企业能成为手机互联网时代的宠儿？ 

 全球视野下的 TMT 行业的现状、趋势以及新的增长点在哪里？如何挖掘？ 

 

专场主席：邝子平 启明创投 创始人、董事总经理 

 

陈维广 蓝驰创投 合伙人 

李  煌 兰馨亚洲投资集团 投资总监 

孙文海 纪源资本 合伙人 
袁文达 美国红点创业投资基金 合伙人兼中国区总经理 

18:00-18:30 酒会签到 

18:30-20:30 交流酒会--- 今日资本 提供赞助（仅凭邀请参加） 

致辞：温宝马 今日资本 合伙人 

7 月 10 日上午（星期五） 

7:30-8:00 会前茶点 

8:00-9:00 来宾签到 

9:00-10:00 第七专场：创业板：中国的纳斯达克？还是小型中小板？  

 如何看待创业板的门槛？中国的纳斯达克还是小型中小板？ 

 对本土 VC/PE 和外资 VC/PE 在退出市场的选择上会产生什么影响？ 

 将达到对原有退出市场格局的何种重整效果？ 

 创业板的推出对于中外风险投资机构的市场发展格局有何影响？ 

 

专场主席：陈  玮 深圳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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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振威 招商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彭适辰 美国中经合集团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许盛渊 英特尔投资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王能光 联想投资 董事总经理、财务总监 
10:00-10:20 主题演讲：外资创投重点投资的行业及企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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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专场：2009 退出变局——并购时代的来临？ 

 目前 IPO 市场大门关闭，并购成为主要退出渠道，当前的经济低潮中，什么样的企业将会扮演买方的角色？ 

 卖方寻找并购对象，在过去的一年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买方如何在并购过程中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要求迫切，产业并购基金将借此成为热潮？ 

 对于在国外已经发展成熟的产业并购基金，中国产业并购市场，将会是本土基金是异军突起还是被外资巨头占领？

 

专场主席：关达强 硅谷银行 董事总经理-亚洲 
 
陈维立 德同资本 合伙人 
蒋晓冬 NEA 中国 NEA 全球合伙人、中国董事总经理 

林欣禾 DCM 合伙人 

谭秉忠 富达亚洲风险投资 合伙人 

张永琪 环球天下教育科技集团 总裁 

        环球雅思连锁学校总校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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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2:20 第九专场：人民币基金的崛起与挑战  

 人民币基金的发展壮大正怎样影响中国创投市场的格局？清科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和今年一季度，人民币基金始终

是创投市场新募基金的主流。 

 外资人民币基金的发展与创业板的推出之间有怎样的联系？ 

 在国内 LP 市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人民币基金募集操作中如何建立起成功的 LP/GP 战略合作关系？ 

 LP 是制约人民币基金发展的大问题，今后中国 LP 市场格局如何变化？ 

 
专场主席：肖  冰 达晨创投 执行合伙人、执行总裁 
 
丁宝玉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合伙人 

董  梁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管理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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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品高 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总裁 

于  佳 天津滨海新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投资总经理 
12:20-14:00 商务午宴 ---联想投资 提供赞助 

7 月 10 日下午（星期五）          清科 2009 年中国最具投资价值企业 50 强颁奖典礼 

13:30-14:00 颁奖典礼签到 

14:00-15:00 第十专场：创业企业与创投的蓝色恋情  

 新经济变局下，什么样的企业更会得到 PE/VC 的青睐？ 

 企业如何借助资本之力实现企业良性的发展？如何促进企业团队建设与品牌价值提升？ 

 如何应对变化的市场中突发的危机状况？诚信对于投资的成败至关重要，创投与企业家之间如何建立良好的互信合

作关系？ 

 当创投成为买方市场，创业企业怎样证明自己在经济复苏中能够更茁壮的成长？ 

 

专场主席：王一敏 华登国际 董事总经理 

 
冯  鑫 北京暴风网际科技有限公司 总裁 
黄  炎 鼎晖创投 合伙人 
罗文倩 The CID Group 合伙人 

       CID Group 北京公司 总经理 

李徐亮 深圳市茁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羊  东 软银赛富投资基金 合伙人 
15:00-15:30 茶歇 

15:30-15:45 主题演讲 

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CEO 兼总裁 

15:45-16:00 主题演讲 

徐  新 今日资本 总裁 

16:00-18:00 清科 2009 年中国最具投资价值企业 50 强颁奖典礼 

18:30-20:30 交流酒会--- 华登国际 提供赞助（仅凭邀请参加） 

致辞：李文飚 华登国际 董事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