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亚布力论坛第十三届夏季高
峰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年亚布力论坛第十三届夏季高峰会将于2016年08月在西安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中国是个新崛起的经济大国，但在世界经济的历史版图中，中国曾长期占据重要位置。此次夏峰会希望通过塑造这
一大历史观，昭示中国经济的未来，给暂时下行中的中国经济以更多启示，消除对短期困难的疑虑，坚定信念，创
造美好明天。

自2001年成立，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始终秉持自由、平等的精神，并将“帮助和关心更多新兴企业和企业家的成
长、促进企业家成为社会和国家重要的建设力量”作为一贯的宗旨。至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已成功举办了十
六届年会（黑龙江亚布力）、十二届夏季高峰会（国内各省市）、七届中美商业领袖圆桌会议（美国）、三届外滩
国际金融峰会，各种小型CEO研讨会、读书会及企业互访、地市考察等活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影响力日益显
著，并于2012年成为哈佛商学院二年级MBA学生课程案例。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汇聚了中国优秀企业家的思想之光，这不仅聚焦在管理、人才、体制和技术等问题上，还聚
焦在企业家极为关心的长远性问题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参与者或许并不是中国强大的经济力量，也不一定
是行业翘楚和领袖，但绝对是最具思想力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亚布力的贡献就在于积累了中国企业家的众多原创
思想。

2016年亚布力夏季高峰会将继续坚持平等、自由的交流原则！企业家不分行业、不分区域、无论大小！畅想新的未
来！相信您的到来，一定能够为我们的中国企业带来更为广阔的思想视野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8月24日8月24日

09:00— 14:30   注册

15:00—18:00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考察

15:00—18:00   赛艇训练

16:00—18:00   省政府领导座谈会（仅限受邀嘉宾）

18:00—20:00   省政府餐叙（仅限受邀嘉宾）

 

20:30—22:30   走进西北大学：创新型人才与中国教育20:30—22:30   走进西北大学：创新型人才与中国教育

主旨（拟）：如何培养真正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关系到中国经济的未来。教育不仅具有提升经济效率的功能，
教育还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前途，由此，我们担忧目前的一些教育举措。中国教育到底怎么了？

主持人： 王维嘉     信中利美国创投创始合伙人

拟邀请嘉宾：

张维迎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艾路明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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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石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冯   仑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张   磊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张朝阳     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20:30—22:00   青年论坛：创新与共享——青年人如何引领未来？20:30—22:00   青年论坛：创新与共享——青年人如何引领未来？

主持人：陈奕伦    亚布力青年论坛轮值主席、PEER毅恒挚友理事长

拟邀请嘉宾：

张一鸣     今日头条创始人                                             汪   滔     大疆创新创始人

周   源     知乎创始人                                                   张贤铭     P8空间创始人

刘    欢    MUJIN机器人控制公司首席软件开发               刘靖康     insta 360 

拟邀请点评嘉宾：

俞   渝     当当董事长                                                   韩   坤      一下科技（小咖秀）CEO

张旭豪     （饿了么）创始人兼CEO        

范   钧      万合天宜CEO

 

20:30—22:00   前沿科技论坛：从移动到AI——人工智能引爆点20:30—22:00   前沿科技论坛：从移动到AI——人工智能引爆点

主旨（拟）：AlphaGo 4：1战胜李世石的意义是重大的，它说明人工智能时代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早到来，谷歌总裁
总结为“世界将从移动优先（mobile first）变成人工智能优先（AI first）。”人工智能类的服务业务正在以超快的
速度成为技术产业最赚钱的门类，人类可能面临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需要技术、资本和伦理共同审视AI可能颠覆
的未来。

主持人：王维嘉   信中利美国创投创始合伙人

拟邀请嘉宾：

丁   健     金沙江创业投资董事总经理                             刘庆峰     科大讯飞董事长

黄   莹     联想集团副总裁、联想研究院云与智能计算实验室主任                   

张醒生     道同资本创始合伙人

余   凯     地平线机器人技术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王   劲     百度副总裁

 

2016年8月25日（周四）2016年8月25日（周四）

08:00—08:30   早餐      

08:00—12:30  第十三届亚布力夏季高峰会开幕式   

特邀主持人：蒋昌建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特邀主持人、复旦大学副教授

08:30—09:00开幕致辞

杨元庆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轮值主席、联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陕西省领导

09:00—11:00   开幕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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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邀请嘉宾：                                                            

金立群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                       李彦宏       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宗庆后       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刘强东       京东集团首席执行官

丁   磊       网易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

王忠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程   维       滴滴出行创始人、CEO

张维迎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首席经济学家                   陈启宗       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

 

11:00—12:30   开幕主题论坛：经济全球化新叙事11:00—12:30   开幕主题论坛：经济全球化新叙事

主旨（拟）：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的主题，中国既是这一主题的受益者，也是这一主题的推动者。中国在加强和世界
经济联系的同时，需要准备评估风险，也需要重新理解自身的经济史演进。我们将在古都西安，讨论经济全球化的
新叙事。

主持人：王   巍      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拟邀请嘉宾：

杨元庆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李东生     TCL集团董事长兼CEO

胡祖六     春华资本集团创始合伙人、董事长 

南存辉     正泰集团董事长

梁锦松      香港南丰集团行政总裁       

郭广昌      复星集团董事长

罗康瑞    瑞安集团董事局主席

刘积仁      东软集团董事长

 

12:30—13:30   自助午餐

13:30—15:00   宏观经济论坛：信贷与索罗斯咒语13:30—15:00   宏观经济论坛：信贷与索罗斯咒语

主旨（拟）：2016年第一季度，人民币新增贷款累计规模为4.61万亿，超出前期高点2009年一季度的4.58万亿，创
历史新高。信贷投放是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好转的重要原因。索罗斯近一年来对中国的警告一直是：中国需要如此
多的信贷来阻止经济下滑，直到超过临界点。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控制信贷规模和阻止经济下滑之间的两难？

主持人：毛振华    中诚信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拟邀请嘉宾：

曹远征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沈明高      花旗银行董事总经理、中国研究部主管

哈继铭      高盛亚洲投资管理部董事总经理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李迅雷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胡祖六      春华资本集团创始合伙人、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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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平      黑石集团大中华区主席

梁    红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13:30—15:00    PE论坛：中国资本与硅谷创新13:30—15:00    PE论坛：中国资本与硅谷创新

主旨（拟）：美国科技新公司的身后，涌动着中国资本的身影。在“美国创新—专利确权—资本筛选—生产制造—
全球营销”这一完整链条上，中国元素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种新的中美科技创新合作模式正在摸索中：中国
资本收购美国新创公司早期股权，借助中国制造，帮助科技产品迅速量产面世，继而在中国市场及全球市场销售。

主持人：丁    健    金沙江创业投资董事总经理

拟邀请嘉宾：

沈南鹏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                                 阎   焱     赛富亚洲投资基金首席合伙人

张   磊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孟   亮     上达资本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

汪潮涌    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田溯宁     宽带资本董事长

李建光    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                         虞   锋     云锋基金发起人、主席

 

13:30—15:00   制造业论坛：工业13:30—15:00   制造业论坛：工业互联网互联网与“中国智造与“中国智造

主旨（拟）：机器智能化基础上的“工业互联网”，是中国制造业转型的关键。中国制造2025、德国工业4.0、美国
再制造业化，要旨都是建设“工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是基础设施，是中国制造业利用国家在软硬件基础设施建
设上的大量经验实现弯道超车的机会。在技术能力、标准制定、产业话语权、中远景规划上，政府与企业如何协同
行动？

主持人：赵    民    正略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拟邀请嘉宾：

丁立国    德龙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钟   玉    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车建新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跃    远大集团董事长兼CEO

韩家寰    大成食品（亚洲）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振滔    奥康集团董事长

陈爱莲    万丰奥特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何启强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蔡洪平    汉德工业促进资本集团执行主席

 

13:30—15:00   【大咖秀】雷军&吴鹰：小米“新常态”？13:30—15:00   【大咖秀】雷军&吴鹰：小米“新常态”？

主旨（拟）：大红大紫的小米在2016年要进入“新常态”了，无论是其自己公布的业绩还是最新的第三方统计数
据，都显示出增速放缓的事实。雷军需要展示新的领导力，以“社群电商”、“互联网平台”和“生态链投资”这
三驾马车，继续驱动小米。小米故事的另一个价值在于它的中国隐喻，它是“中国制造”如何升级、换代的绝佳样
本。

主持人：吴   鹰    中泽嘉盟投资基金董事长

嘉   宾：雷   军    小米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15:00—15:30   茶歇

15:30—17:00   大战略论坛：“一带一路”与经济全球化15:30—17:00   大战略论坛：“一带一路”与经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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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拟）：“一带一路”是经济全球化中的独特篇章，经济全球化历史里的经验、教训，为这一大战略提供了诸
多裨益：中国企业在分享机遇的同时，需要客观评估风险，包括制度安全、政府效能，金融风险等。我们的讨论将
集中于：如何减少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制度成本；如何对参与企业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参与企业如何建立有效的
协调机制；如何提供预警和保险、如何建立退出机制等。

主持人：陈琦伟      亚商集团董事长

拟邀请嘉宾： 

刘明康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名誉主席                     罗康瑞      瑞安集团主席、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

傅    军     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                                 王均豪      均瑶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宣瑞国      中国自动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陶以平      兴业银行行长

丁立国      德龙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陈洪先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朝晖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艾特·凯瑟克    怡和控股有限公司副行政总裁

 

15:30—17:00   共享经济论坛： 共享经济与监管15:30—17:00   共享经济论坛： 共享经济与监管

主旨（拟）：大概没有比“共享经济”更热火的经济模式了：人们通过租赁或借用，而非购买所有权来获取商品的
使用权，从而让闲置的资源得到更有效率的利用。这样的租赁和借用，多数发生在网络上的陌生人之间，于是产生
监管问题。成长与监管是一对孪生兄弟，伴随共享经济在各个领域运用。传统的法律边界被突破，产生了法律的灰
色地带和监管的不确定性。

主持人： 沈南鹏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

拟邀请嘉宾：

王  石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潘石屹      SOHO中国董事长

柳   青      滴滴出行总裁                                               周   源      知乎CEO

嵇晓华      果壳网创始人兼CEO                                     姚劲波      58同城&赶集网CEO

毛大庆      优客工场创始人                                           周   航       易到用车创始人、CEO

陈   驰      小猪短租创始人                                           柳   甄       Uber中国区负责人

 

15:30—17:00   大健康论坛：大15:30—17:00   大健康论坛：大健康产业健康产业的变革与方向的变革与方向

主旨（拟）：医疗行业不仅具有商业属性，也具有体制特征。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越落地，体制特征可能越显现。
我们以大医疗行业特别是互联网医疗的具体案例，分析这一行业实现变革的真正瓶颈。

主持人：田源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创始人、主席

拟邀请嘉宾：

张黎刚     爱康国宾集团董事长兼CEO                           王学海     人福医药董事长

陈启宇      复星医药董事长                                     

张   锐      春雨医生创始人

魏玉林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天天     丁香园网站创始人

张   磊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刘积仁     东软集团董事长

 

15:30—17:00   【大咖秀】黄亚生&钱颖一：再说“中国模式”15:30—17:00   【大咖秀】黄亚生&钱颖一：再说“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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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拟）：有没有“中国模式”？这个模式究竟是什么？这个模式从何而来，往何处去？这些问题已经争论了近
20年。热议于经济上行期的“中国模式”，也许更适合在经济下行期重新回答。我们相信，只有把视角从“改革开
放30多年”、“建国60多年”推衍到更长远的历史，才可能有更好的回答：“中国模式”也许就是中国大历史里那
些恒定不变的结构性因素。

主持人：张维迎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

拟邀请嘉宾：

黄亚生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               钱颖一     清华经管院院长

17:30—19:00   晚餐

19:00—20:30  【大咖秀】贾跃亭&阎焱：乐视的梦想与路径19:00—20:30  【大咖秀】贾跃亭&阎焱：乐视的梦想与路径

主旨（拟）：“互联网生态圈”是乐视最倡导的概念，但对它的准确含义仍莫衷一是，就像乐视一直在创造颠覆与
创新的神话，但仍有人质疑它是靠开发布会起家。乐视是超级梦想家，正因此，它需要不断解释、佐证这些梦想实
现的路径。

主持人：王   兵    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拟邀请嘉宾：

贾跃亭     乐视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CEO             阎   焱     赛富亚洲投资基金首席合伙人

 

19:00—20:30   【大咖秀】梁建章&周航：互联网与“人力资本主义”19:00—20:30   【大咖秀】梁建章&周航：互联网与“人力资本主义”

主旨（拟）：吸引最优秀的创造性人才，是互联网企业维持优势的不二法门，包括充分的授权、丰厚的薪水和类似
创业公司的股权激励机制。互联网带来的最深刻变化，也许是人力资本相对金融资本的优势，梁建章称之为“人力
资本主义”。在互联网时代，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互联网的各种新事务迫使我们对劳动、资
本、产权、公司等最基本的经济学现象做一番新疏导。

主持人：王维嘉    信中利美国创投创始合伙人

拟邀请嘉宾：

周   航     易到用车创始人                                           梁建章    携程网董事会兼首席执行官

23:00—24:00   2016年第一次理事会暨刘明康主席闭门会（仅限理事会成员）

2016年8月26日（周五）

06:30—12:00   企业家高尔夫球比赛（需提前报名并自备球具，统一乘车前往）

开球嘉宾：陈显宝     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06:30—08:00   赛艇比赛

07:00—08:30   闭门早餐会（仅限受邀嘉宾）

08:30—10:00  【轮值主席时间】杨元庆：从防守到进攻——联想未来十年全解读

主旨（拟）：联想要在个人电脑、移动业务和企业级业务这三大增长引擎中争取全面胜利，并为此完成公司内部的
组织机构和领导层调整。面对未来，联想已完成战略布局，它将更加以用户为中心，也将更加多元化。在各种质疑
声中，杨元庆为我们做联想未来10年的最权威解读。

主持人：许戈辉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特邀主持人

拟邀请嘉宾：杨元庆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轮值主席、联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08:30—10:00    股市论坛：“深港通”与“沪港通”08:30—10:00    股市论坛：“深港通”与“沪港通”



主旨（拟）：2014年底，“沪港通”启动，国际投资者第一次直接购买中国内地股票，“深港通”将扩大他们可以
购买的中国股票的清单。多样化的清单将更全面展示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经济体。2016年的“两会”上，总理宣
布年内启动“深港通”，外界正在等待着更确切的时间表和正式启动后的后续表现。

主持人：李亦非     英仕曼集团中国区主席

拟邀请主讲人：李小加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集团行政总裁

拟邀请讨论嘉宾：

王开国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齐    亮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邱晓华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邓    晖     长江证券总裁

龚方雄     摩根大通原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中国投资银行主席            

张佑君     中信证券董事长

许立庆     怡和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兼怡和（中国）有限公司主席

 

10:00—12:00   【大策划】我的“诗与远方”10:00—12:00   【大策划】我的“诗与远方”

策划说明：在我的‘’诗与远方”中，有代表性的企业家展示他们对或个人或公司或所在行业或国家的远见和梦
想。让历史昭示未来，是本届夏季会希望达成的目的。开幕和各分论坛，着重于对经济现状和历史的讨论；闭幕式
是关于未来的洞见与展望。希望这些汇聚而成的企业家们的“诗与远方”，能佐证这个群体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强大
信心。

主持人：蒋昌建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特邀主持人、复旦大学副教授

拟邀请嘉宾：

姜建清      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                                   王中军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王梓木      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王    兴      美团网创始人兼CEO

周鸿祎      奇虎360公司董事长                                     汪    建      华大基因董事长

郭    为      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彭    蕾      蚂蚁金融服务集团CEO

 

12:00—12:15   《2016年中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上半年）》发布12:00—12:15   《2016年中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上半年）》发布

发布人：傅小永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副秘书长

12:15—12:35    闭幕致辞

陈东升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12:35—13:35    自助午餐

13:35         古都文化之旅

下午返程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确认出席演讲嘉宾：确认出席演讲嘉宾：
刘明康   亚布力论坛名誉主席
陈东升   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
田    源   亚布力论坛创始人、主席



杨元庆   联想集团董事长
李东生   TCL集团董事长兼CEO
沈南鹏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
张维迎   亚布力论坛首席经济学家
李小加   港交所行政总裁
王梓木   华泰保险董事长兼CEO
阎焱   赛富亚州创始管理合伙人
张跃   远大集团董事长兼CEO
陈琦伟   亚商集团董事长
车建新   红星美凯龙董事长
王维嘉   信中利美国创始合伙人
谢明   泸州老窖原董事长
何启强   广东长青集团董事长
丁立国   德龙控股董事局主席
王巍   万盟投资董事长
张醒生   道同资本创始合伙人
胡葆森   建业地产董事局主席
赵民   正略集团董事长
陈显宝   宅急送监事会主席
姜建清   原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
陈启宗   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
蔡洪平   汉德工业执行主席
李国庆   当当网创始人
许立庆   怡和(中国)有限公司主席
哈继铭   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
沈志勋   斯坦福大学物理系教授
王晓东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梁建章   携程网董事会主席
曹远征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邱晓华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梁红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戴文渊   第四范式创始人
孟亮  上达资本创始人
高广垣   RECAS集团主席
陈驰  小猪短租联合创始人
李辙   山水文园董事局主席
黄莹   联想集团副总裁
尹烨   华大股份公司CEO
范钧   万合天宜CEO
陈航   钉钉创始人
吴明辉   明略数据董事长
陈达冰   南非钻石集团董事长
冯琪雅   美巢装饰董事长
熊雄   山屿海投资集团董事长
陈爱莲   万丰奥特董事局主席
左小蕾   银河证券董事总经理、
秦朔   著名媒体人
易鹏   盘古智库理事长
刘兆年   九州通医药副董事长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本次夏峰会出席16800元，不含住宿，交通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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