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众筹界大咖出席第二届中国众
筹节，让天下没有不懂众筹的老

板！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中国众筹界大咖出席第二届中国众筹节，让天下没有不懂众筹的老板！将于2016年06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2015年6月6日，首届中国众筹节以“众筹+梦想，引领众筹未来”为主题开启中国众筹行业先河。众筹招募的66位
中国众筹节联合发起人已吸引多位行业顶级专家和知名天使投资人的关注，“众筹家·梦想秀”让每一位众筹参与支
持中国众筹节联合发起人荣登“众筹英雄榜”，成为影响众筹行业发展的关键性人物。
2016年3月，众筹被正式纳入十三五规划，博鳌亚洲论坛“众筹”成为热议话题。6月6日，第二届中国众筹节
以“让天下没有不懂众筹的老板”为主题引领中国众筹行业未来。中国影视众筹节、世界众筹节、中国众筹家大
会、中国社群众筹节、中国公益众筹节融合形成众筹生态链平台，让天下没有不懂众筹的老板。
指导单位：指导单位：中关村股权投资协会 全球中小企业联盟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世界领筹金融集团 人人投集团 上海云意集团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 中顾法商集团 中国股权众筹联盟
中国众筹家俱乐部 中国众筹联盟 中国众筹节组委会 世界众筹节组委会 赢在中国北京组委会 联合国世界青年峰会中
国组委会
联合主办：联合主办：上海环球经济城 高鹏会 优董会 万创会 K友汇 云海汇 中国社群联盟 社群研习社 中国众筹精英会 八八
众筹 摘星众筹 合伙圈 一塔湖图众筹 微领袖商学院 中国众筹商学院 中国众筹研究院 博学俱乐部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知投网（股权众筹家） 同筹网 开心投 众筹第三方 观众筹 众筹坊 深圳市众筹同业公会 轻松筹
支持单位：支持单位：中国中小企业家联席会 中华杰出成功人士联合会 中国奢侈品协会 中国德友会 WEHOME社群
赞助单位：赞助单位：菲尔蒂蛋糕 茅小五 老八谷
媒体单位：媒体单位：人民日报 新华社 全国总工会《现代企业文化》杂志社 《互联网金融》杂志社 《新财志》杂志社 《别
墅》杂志社 央视网 中国全景网 
网络媒体：网络媒体：新浪 搜狐 腾讯 网易 凤凰网 新华网 中国新闻网 中国日报网 中华网 和讯网 中国经营网 中国财经网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北京高鹏天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众筹工场 星梦影业

大会主题：大会主题：众筹+梦想，引领众筹未来  让天下没有不懂众筹的老板
会议时间：会议时间：2015年6月6日  09：00-22：00
会议地点：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17号（四季青桥西）御仙都飞龙翔凤宫
会议规模：会议规模：800-1000人
活动支持：活动支持：活动家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08:00 - 09:00  贵宾签到
09:00 - 09:30  主持人介绍到场领导和贵宾
09:30 - 10:00  中国众筹节（6月6日）开幕式（中国众筹节联合发起人集体亮相）
09:30 - 10:30  领导致辞、主办单位、联合主办、赞助单位代表致辞
                     世界众筹节（9月9日）启动仪式
                     中国影视众筹节（3月3日）颁奖典礼
                     中国社群众筹节启动仪式
10:30 - 11:00  中国众筹节特邀贵宾主题演讲
11:00 - 12:30  中国众筹节·众筹好项目路演
12:30 - 13:30  贵宾签到
13:30 - 14:00  主持人介绍到场领导和贵宾
14:00 - 15:00  中国众筹节特邀贵宾主题演讲
15:00 - 16:00  中国影视众筹节·众筹好项目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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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 17:00  中国社群众筹节·众筹好项目路演
17:00 - 18:00  人人都是众筹家，众筹家梦想秀
19:00 - 20:00  晚宴场地布置
20:00 - 22:00  跨界众筹+双创晚宴（众筹家之夜）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拟邀请和已确认出席中国众筹节贵宾：拟邀请和已确认出席中国众筹节贵宾：

郭   嘉：嘉德咨询董事长、中国高鹏会总顾问
邢   杰：优董会创始人、优董产融网董事长
王   璞：中国著名管理专家、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创始人、中国众筹节荣誉主席
徐浩然：浩然天下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众筹节荣誉主席
王少杰：中关村股权投资协会长、中国众筹节荣誉主席
曹国钧：商学院EMBA联盟主席、中国众筹节荣誉主席
何   阳：中国第一代策划家、中国“点子大王”
赵   强：中国十大营销策划专家、中国百商会会长
刘文献：世界众筹大会联合创始人、贵阳众筹金融交易所董事长
谢森树：中国众筹精英会理事长、中国国际众筹产业论坛组委会秘书长
刘明杰：上海云意集团董事长
郑   林：中国股权众筹联盟理事长、人人投集团董事长
张迅诚：中国影视众筹节发起人、高鹏天下董事长、北京大学众筹金融课题组组长
梁中国：万创会创始人·主席、全球首席品牌官（CBO）制度首创者
欧阳国忠：中国活动营销第一人、万人创业盛典发起人
王旭川：中国国际俱乐部联盟创始人、中国俱乐部研究第一人
周   宁：上海环球经济城总经理
何丰源：八八众筹创始人、中国风口会发起人
陈炜松：世界梦想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梦想学研究第一人
孔剑平：中国社群联盟创始人、中国社群领袖峰会发起人
叶   梓：世界领筹金融集团总裁、领筹网总经理
高度强：中顾法商集团董事长、世界法商大会发起人
罗华均：金鼎海汇集团联合创始人、61众筹创始人
邱道勇：中国跨境众筹大会发起人、云海汇首席架构师、深山老林集团董事长
陈   东：中国众筹联盟创始人、中国EMBA众筹领袖峰会发起人
敬皓天：众众投董事长、众众投千人会发起人
蔡   晶：人人天使集团董事长
杨   文：知投网（股权众筹家）创始人、金融家咖啡发起人
柯   斌：易筹网创始人、方丁易筹董事长
吴文雄：摘星众筹创始人、91金融联合创始人
管   鹏：K友汇创始人
洁   妮：K影汇创始人、洁妮传媒集团董事长
吴高远：微领袖商学院创始人，《粉丝经济学》作者
刘小华：微峰桃园影视传媒董事长、WEHOME社群创始人
杨孝文：茅小五品牌创始人、自媒体公社联合创始人
杨晓东：大地之爱诗会创始人
郭云海：众筹工场联合创始人、高鹏天下总裁。博学俱乐部创始人
庄   岩：中国创业家俱乐部创始人
何志刚：黄埔会创始人、黄埔资本董事长
郭   恪：天使舱（影视IP孵化投资）创始人
银   智：当代文交所联合创始人
李   帅：中国圈子联合会创始人、圈子联合文化董事长
兰晓华：世界粤商大会秘书长
陈   昕：中国共享经济联盟秘书长
何庆龙：开心投创始人
丁胜利：众筹第三方创始人
高震东：中国互联网金融青年会秘书长、一塔湖图商学院创始人
孙   伟：一塔湖图众筹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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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   文：一塔湖图联盟秘书长
张兆强：中国众筹精英会联合发起人
张   拓：观众筹创始人
涂   涛：众柴网创始人
刘藏秦：众筹板创始人
李雁冰：壹众筹创始人
李   浩：新三板英雄会创始人
曲锐博：西游记中国上市故事创始人
金光辉：金万豪集团董事长
陈文芳：宁波雨花斋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毕志飞：《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 导演
李启涵：启润影视董事长、《穿旗袍的女人》《百年逸夫》出品人
王   哲：中国首部户外探险电影《七十七天》梦想出品人
王海超：中国电影人联合会执行秘书长、慢生活全球品牌艺术馆创始人
黄国伟：中国亿粉丝领袖创始人、北京电影学院访问学者
付   岩：中青创投创始合伙人、董事长，八八众筹创始合伙人
朱新泉：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王庆辉：沈阳鼎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谭一相：山峡（中国）飞行俱乐部董事长
路景涛：创筹网董事长
谭茜文：九鼎国泰（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全胜：北京金路易速冻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彭嘉明：云创控股集团董事长、世尊科技创始人
漆   勇：武汉融盈众筹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珞珈咖啡发起人
詹清荣：著名财税管理专家、中国高校广东校友企业家俱乐部主席
何伟钢：山茶油品牌湖南大三湘集团首席品牌官
张国军：中财仕通（北京）财税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刘万新：仕嘉东方顾问（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立清：京微互通（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韩贺忠：北京共升传媒广告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谭小勇：湖南人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
彭   峰：江西众筹第一人、触点众筹创始人
陈   锐：北京瑞普华养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   明：北京明宇华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浑华：北京凯旋龙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崔丹洋：贵州龙行神洲旅游集团总裁助理、旅游投资公司总经理
常勇俊： 云南悦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德广：孔子养生院院长，孔子食医研究院院长，曲阜市人大代表
鲍旭义：浙江团铺宝网络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薛运达：尚8集团董事长
更多贵宾陆续更新中。。。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参与方式：参与方式：
特邀嘉宾：免费  审核制  只限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特邀嘉宾：免费  审核制  只限企业董事长、总经理
众筹支持：666元   参会众筹支持：666元   参会
权益回报：
1、获得中国众筹节参会资格。
2、获得1本中国首部众筹领袖思维专著《众筹+：众筹改变世界》书籍
众筹支持：1999元   嘉宾众筹支持：1999元   嘉宾
权益回报：
1、获得中国众筹节参会资格。
2、获得1本中国首部众筹领袖思维专著《众筹+：众筹改变世界》书籍
3、获得出席中国众筹节贵宾晚宴资格
4、获得中国众筹节纪念T恤一件
众筹支持：6666元  申请成为中国众筹节梦想合伙人众筹支持：6666元  申请成为中国众筹节梦想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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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回报：
1、中国众筹节梦想合伙人荣誉证书
2、中国众筹节开幕式集体亮相
3、享受中国众筹节VIP贵宾级待遇
4、获得出席中国众筹节贵宾晚宴资格
5、免费申请成为中国众筹家俱乐部理事
6、免费作为贵宾出席中国众筹家大会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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