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 年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东京论坛  
 
 

论 坛 介 绍 
在刚刚走过的 2007 年，日本对华投资涌现第三次高潮，成为中国第二大外资来源。与此同时，中日贸易往来保持增速，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2008

年，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中日关系的回暖以及日元的升值，日本对华投资的势头有增无减，而中国快速发展起来的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更是引起了中外投资

者日渐浓厚的兴致。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的跟踪统计，2008 年上半年，中国创业投资市场热度逼人，共有 47 家中外创投机构新设 63 支创投基金，其中可投资于中国大陆的创投资本高达 52.82

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上涨 94.5%；同时，有 275 家企业得到创投机构的资金支持，已披露金额达到 21.45 亿美元，同比增加 92.7%。私募股权投资方面，2008 年 1～6

月共有 26 支针对亚洲市场（投资范围包括中国大陆地区）的私募股权基金成功募集资金 320.2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9.2%。与此同时，在中国大陆，共有 73 家企业得到

私募股权基金投资，投资额为 52.38 亿美元，与上年规模相当。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助推着 VC/PE 市场的发展潮流，行业趋势和特征也随着市场不断变幻，比如在行业投资格局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广义 IT 行业内的投资在二季度略有

回暖；扩张期企业投资占比仍过半，成熟期企业获得青睐；投资规模思路分化，巨额投资贡献近半金额；境内资本市场成主要退出渠道，本土创投机构趁势走强，人民币

基金逐渐崛起等等。 

 

对于众多的境内外投资者来说，围绕市场变幻还有众多问题需要答案。譬如浮华之后，下一波投资中国的机遇会在哪里？如何在全球运营中整合中国资源？何时是进入中

国的最佳时机？人民币基金如何影响中国创投格局？中日企业家的价值观、企业运作理念有何不同？中国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和日益增强的国际经济实力会为国际 LP 带

来怎样的机会？中国机构投资者与日本 LP 之间如何分配市场空间等等话题，都将在本届“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东京论坛”上进行深入探讨。 

 

自 2001 年开始，由清科集团主办的「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论坛」已迈入第八个年头，时至今日，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创业投资产业中享有盛誉的专业论坛品牌。

这个专为投资家、企业家、学术研究机构及所有相关业内人士所举办的盛会，诚挚的希望有您的参与，并期望成为您在未来的事业发展道路上最佳的伙伴。 

 

议  程 
 

              2008 年 9 月 9 日 

16:00-18:00 大会接待与注册 
18:00-20:00 欢迎酒会 

             2008 年 9 月 10 日 

9:30-10:00  来宾签到 

10:00-10:20 会议开始 
主办方及嘉宾致词 
丁  毅 清科集团 董事长 
徐志敏 株式会社 JCD 董事长 

10:20-10:35 主题演讲 
武  卫 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首席财务官 

10:35-10:50 主题演讲 
阎  焱 软银赛富投资基金 首席合伙人 

10:50-11:20 2008 年中国创业投资/私募股权/市场格局及趋势 
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CEO 兼总裁 
 

11:20-12:20 
 
 
 

第一专场 把握中国 VC/PE 市场的发展脉搏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如何助推 VC/PE 市场的发展潮流？ 
 人民币基金的崛起如何影响中国创投格局？模式、回报与风险。 
 中国的创投 PE 化趋势会持续多久？ 
 如何解读中国相关法规政策架构，把握最新发展脉搏？ 
 浮华之后，下一波投资中国的机遇会在哪里？ 
 

专场主席：吕谭平 清科集团 副董事长 
 
陈文江 鼎晖创投 合伙人 
清水延广 三井物产（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金融市场部部长 
         三井创投（北京代表处/上海代表处）投资合伙人及首席代表 
叶  东 青云创投 总裁兼 CEO 
周政宁 集富亚洲－中國北区 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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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雄 Keytone 创业投资基金 创始执行合伙人 

12:20-13:30 商务午宴 

13:30-14:00 主题演讲  
北尾吉孝 SBI Holdings, Inc. 董事长及 CEO 

14:00-15:00   第二专场 中日企业家对话：企业发展的制胜秘诀 
 中日企业家的价值观、企业运作理念有何不同？  
 在中日不同的风险投资市场上，商业模式、技术和利润率哪个更为重要？ 
 企业家的发展潜质通常表现在哪些方面？  
 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最常遇到哪些问题？如何抵御潜在的风险？  
 在中国市场的发展策略及经验教训总结。 
 
专场主席：曾之杰 开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兼管理合伙人 
 
鲍康怡 Dorm99.com 总裁 
陈  昶 飞拓无限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柯细兴 亿玛公司 总裁 
宋  涛 小鬼当佳 董事长兼 CEO 
王  伟 北京明致无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富高 忠房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 副总裁 索尼中国研究院院长 

 

15:00-15:10 茶歇 
15:10-15:40   主题演讲 

唐  骏 新华都实业集团 总裁兼 CEO 
15:40-16:40 

 
  第三专场 日本投资者在华的机遇与挑战 

 如何在全球运营中整合中国资源？何时是进入中国的最佳时机？ 
 日本投资者进入中国需要留意哪些风险和挑战？ 
 如何建立日本投资家与中国创业家之间的互信合作关系？ 
 怎样与本土投资者竞合，该如何寻找在华的投资伙伴？ 
 如何考察新兴投资领域的潜在价值？哪些领域更适合于日本投资家？ 
 
专场主席：徐志敏 株式会社 JCD 董事长 
 
戴周颖 CyberAgent 投资公司 海外投资 中国区副总裁 
本多央辅 DCM 投资总监 
大西敏彦 大和证券 SMBC 株式会社 执行董事 
         大和证券 SMBC Principal Investments 株式会社 代表董事副社长 
津田哲也 日亚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山中卓   Mobile Internet Capital 株式会社 投资总监 

16:40-17:10 主题演讲 
小池聪 ngi group 株式会社 董事长 CEO 

17:10-18:10 
 
 
 
 
 

  第四专场 LP 在中国：投资策略与实务 
 中国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和日益增强的国际经济实力对国际 LP 的机会。  
 中国机构投资者与日本 LP：市场空间如何在二者之间分配和博弈？  
 中国 GP 与西方的 GP 相比，有哪些相同的和不同的特质？  
 日本 LP 与人民币基金如何合作共赢？日本 FoF 如何在中国选择 GP 并直接投资? 
 在中日合资基金中，如何处理好日本 LP 与中国 GP 之间的关系？  
 日本 LP 应该如何在中国挖掘、筛选和把握投资机会？ 

      
     专场主席：森本晴久 Astoria 咨询集团有限公司（纽约、东京） 董事总经理 
      海野俊一 Wilshire Private Markets Group, 董事 

梅津淳一 第一生命保険相互会社 課長（投资课） 
小林和成 AI Capital 株式会社 總裁兼執行長 
贞永英哉 日本生命保险相互会社 副总经理（信贷与其他投资部） 
Markus Ableitinger, Capital Dynamics, Director 

18:10－20:00 
 

  招待晚宴、交流会 
  晚宴致辞 
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CEO 兼总裁 

20:00 论坛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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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鲍康怡 

Dorm99.com 

总裁 

北尾吉孝 

SBI Holdings, Inc. 

董事长 CEO   

本多央辅 

DCM 

投资总监 

陈昶 

飞拓无限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陈文江 

鼎晖创投 

合伙人 

戴周颖 

CyberAgent 投资公司 

海外投资 中国区副总裁   

大西敏彦 

大和证券 SMBC 株式会社，执行董事 

大和证券 SMBC Principal Investments 株式会社，代表董事

副社长 

丁毅 

清科集团 

董事长   

富高 忠房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 

副总裁，索尼中国研究院院长 

津田哲也 

日亚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吕谭平 

清科集团 

副董事长 

柯细兴 

亿玛公司 

总裁   

梅津淳一 

第一生命保险相互会社 

課長(投资课) 

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CEO 兼总裁   

清水延广 

三井物产（上海）贸易有限公司，金融市场部部长 

三井创投（北京代表处/上海代表处），投资合伙人，首席代

表 

山中卓 

Mobile Internet Capital 株式会社 

投资总监   

森本晴久 

Astoria 咨询集团有限公司（纽约、东京） 

董事总经理 

海野俊一 

Wilshire Private Markets Group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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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vcf.cn/cvcf/article/speakers/221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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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涛 

小鬼当佳 

董事长兼 CEO 

唐骏 

新华都实业集团 

总裁兼 CEO   

王伟 

北京明致无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武卫 

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首席财务官   

小林和成 

AI Capital 株式会社 

总裁兼执行长 

小池聪 

ngi group 株式会社 

董事长 CEO   

徐志敏 

株式会社 JCD 

董事长 

阎焱 

软银赛富投资基金 

首席合伙人   

叶东 

青云创投 

总裁兼 CEO 

曾之杰 

开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兼管理合伙人   

贞永英哉 

日本生命保险相互会社 

副总经理 

周政宁 

集富亚洲-中國北区 

董事总经理   

 

周志雄 

Keytone 创业投资基金 

创始执行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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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vcf.cn/cvcf/article/speakers/204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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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vcf.cn/cvcf/article/speakers/198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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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报道 
 

签到现场 

 

  
签到现场 签到现场 

  
会议现场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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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及嘉宾致辞 
 

丁    毅 清科集团 董事长 

徐志敏 株式会社JCD 董事长

 

  
丁毅  清科集团 董事长 丁毅  清科集团 董事长 

  
徐志敏 株式会社 JCD 董事长 徐志敏 株式会社 JCD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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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演讲 
 

武    卫 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首席财务官 

阎    焱 软银赛富投资基金 首席合伙人 

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CEO 兼总裁 

北尾吉孝 SBI Holdings, Inc. 董事长 CEO 

唐 骏 新华都实业集团 总裁兼 CEO 

小池聪 ngi group 株式会社 董事长 CEO 
 

  
武卫  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首席财务官 

阎焱 软银赛富投资基金 

首席合伙人 

  
2008 年中国创业投资/私募股权/市场格局及趋势 

倪正东 清科集团 创始人、CEO 兼总裁 
北尾吉孝 SBI Holdings, Inc., 董事长兼 CEO 

  
唐 骏  新华都实业集团 总裁兼 CEO 小池聪 ngi group 株式会社 董事长、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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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专场 把握中国 VC/PE 市场的发展脉搏 
 

专场主席：吕谭平 清科集团 副董事长 

 
陈文江 鼎晖创投 合伙人  

清水延广 三井物产（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金融市场部部长  

                  三井创投(北京代表处/上海代表处) 投资合伙人及首席代表 

叶    东 青云创投 总裁兼 CEO 

周政宁 集富亚洲-中國北区 董事总经理  

周志雄 Keytone 创业投资基金 创始执行合伙人 

 

  
专场主席：吕谭平 清科集团 副董事长 陈文江 鼎晖创投 合伙人 

  

清水延广  

三井物产（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金融市场部部长 

三井创投（北京代表处/上海代表处）  

投资合伙人及首席代表 

叶东 青云创投 总裁兼 CEO  

  

周政宁  集富亚洲－中國北区 董事总经理 
周志雄 

Keytone 创业投资基金 创始执行合伙人 

  

专场现场 专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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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专场 中日企业家对话：企业发展的制胜秘诀 
 

专场主席：曾之杰 开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兼管理合伙人 

 

鲍康怡 Dorm99.com 总裁  

陈    昶 飞拓无限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柯细兴 亿玛公司 总裁  

宋    涛 小鬼当佳 董事长兼 CEO 

王    伟 北京明致无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富高 忠房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 副总裁，索尼中国研究院院长 

 

  
专场主席：曾之杰  

开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兼管理合伙人 
鲍康怡 Dorm99.com 总裁 

  

陈 昶 

 飞拓无限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柯细兴 亿玛公司 总裁 

  

宋 涛 小鬼当佳 董事长兼 CEO 
王 伟  

北京明致无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富高 忠房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索尼中国研究院院长 
专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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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专场 日本投资者在华的机遇与挑战 
 

专场主席：徐志敏 株式会社 JCD 董事长  

 

戴周颖 CyberAgent 投资公司 海外投资 中国区副总裁  

本多央辅 DCM 投资总监  

大西敏彦 大和证券 SMBC 株式会社 执行董事  

                大和证券 SMBC Principal Investments 株式会社 代表董事副社长  

津田哲也 日亚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山中卓  Mobile Internet Capital 株式会社 投资总监 

  

专场主席：徐志敏 株式会社 JCD 董事长  
戴周颖  

CyberAgent 投资公司 海外投资 中国区副总裁 

  

本多央辅 DCM 投资总监  

大西敏彦  

大和证券 SMBC 株式会社 执行董事  

大和证券 SMBC Principal Investments 株式会社  

代表董事副社长  

  

津田哲也  

日亚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山中卓  

  Mobile Internet Capital 株式会社 投资总监 

  

专场讨论 专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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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专场  LP 在中国：投资策略与实务 

主场主席：森本晴久 Astoria 咨询集团有限公司（纽约、东京） 董事总经理  

 
海野俊一 Wilshire Private Markets Group 董事 

梅津淳一 第一生命保険相互会社 課長(投资课) 

小林和成 AI Capital 株式会社 總裁兼執行長 

贞永英哉 日本生命保险相互会社 副总经理（信贷与其他投资部） 

Markus Ableitinger Capital Dynamics, Director 

  
专场主席：森本晴久   

Astoria 咨询集团有限公司（纽约、东京） 董事总经理  

海野俊一 

 Wilshire Private Markets Group 董事 

  

梅津淳一  

第一生命保険相互会社 課長(投资课) 

小林和成  

AI Capital 株式会社 總裁兼執行長 

  

贞永英哉 日本生命保险相互会社 副总经理  
Markus Ableitinger,  

Capital Dynamics, Director  

  

专场讨论 专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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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酒会 
 

  
欢迎酒会 欢迎酒会 

  

欢迎酒会 欢迎酒会 

  

欢迎酒会 欢迎酒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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