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中国天使投资人峰会暨中国青
年天使会第三届黄浦江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中国天使投资人峰会暨中国青年天使会第三届黄浦江论坛将于2016年10月在上海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会议简介会议简介

     2015年众创热潮席卷中国，创投活动遍地，投资和创业也历经了一轮“冰与火”，2016年的资本寒冬让所有创
业者明白：专注做最好自己，再冷的冬天都和自己无关。政府也进一步发声，李克强总理指出：“进一步放宽准
入，促进民间资本回稳向好，要把中国打造为潜力最大的投资市场！”在当下和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无论传统行
业还是互联网行业都在经历重构，伴随新一波的创新创业大潮，资本最终会奔流何处，成就下一个趋势，下一
波“BAT”？

     两届峰会，黄浦江论坛已然是中国最高端最盛大的投资人峰会。2016年度中国最顶级的天使投资人峰会如约而
至，与这个时代最好的天使们一起，分享这场投资与创业的饕餮盛宴。

 

举办单位举办单位

指导单位：指导单位：

杨浦区人民政府

主办机构：主办机构：

中国青年天使会  中国青年天使会华东分会

联合主办：联合主办：

杨浦区金融办  杨浦区发改委  中国（上海）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

战略合作单位：战略合作单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

杨浦区科技金融联合会  乐博资本  PreAngel

 

峰会亮点峰会亮点

3+3+大热门高增长行业，高成长企业与投资机构的对话碰撞

70%+70%+一线机构投资大咖倾情分享

1000+1000+创投人士参与

360度360度解析当下创投生态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637639971.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637639971.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37/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07/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92/


全明星全明星奥运冠军、娱乐大咖转型创投界的投资峰会首秀

车上有约车上有约投资人和创业者一对一的私密旅程

天使令天使令重现江湖，一令在手，天使有约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2016-10-162016-10-16

09:00-22:00  嘉宾接待09:00-22:00  嘉宾接待

18:00-21:00  家宴（封闭，接待晚宴）18:00-21:00  家宴（封闭，接待晚宴）

 

2016-10-172016-10-17

09:00-12:00  2016中国天使投资人峰会暨第三届黄浦江论坛主论坛09:00-12:00  2016中国天使投资人峰会暨第三届黄浦江论坛主论坛

14:00-18:00  平行分会场：医疗专场14:00-18:00  平行分会场：医疗专场

14:00-18:00  平行分会场：AI专场14:00-18:00  平行分会场：AI专场

14:00-18:00  平行分会场：文化创意专场14:00-18:00  平行分会场：文化创意专场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确认参会嘉宾（持续增加中......）确认参会嘉宾（持续增加中......）

徐小平 真格基金 创始人

杨向阳 源政投资 董事长

蔡文胜 隆领投资 创始人

杨宁 乐搏资本 创始合伙人

牛文文 《创业家》传媒 创始人

麦刚 创业工场 创始人

李竹 厚德创新谷、英诺基金 创始人｜创始合伙人

刘芹 晨兴资本 创始合伙人

江南春 分众传媒 创始人

朱啸虎 金沙江 创投合伙人

徐晨 戈壁 创投合伙人

陶闯 知卓资本 董事长

张敏 合力投资 创始合伙人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802/


彭勃 奥运冠军｜上海佳兆业毅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

杨守彬  丰厚资本 创始合伙人

张玮 创业工场 合伙人

张志勇 北京五岳天下投资咨询｜五岳天下 创始合伙人

周宏光 龙翌天使投资基金 合伙人

童玮亮 梧桐树资本 创始合伙人

周丽霞 金慧丰投资 董事长

付岩 北京国睿中青创业投资管理｜中青创投 创始人

吴文蔚 TPG中国区合资基金 合伙人

柯烨乐 百丽国际 合伙人

孙艳华 钟鼎 创投合伙人

周哲 北京技德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王利杰 PreAngel 创始人

王童 北软汇智投资 合伙人

王明耀 联想之星 总经理、主管合伙人

刘小鹰 老鹰基金｜德丰杰龙脉基金 ｜ 长远控股集团 创始人｜ 合伙人｜董事长

秦君 清控科创控股股份｜厚德创新谷｜科创资本 董事长

杨东 东方红酒投资集团 董事长

陈亮 泰山天使投资｜泰山兄弟创始基金 创始合伙人

张巍 万嘉创投 董事长

田美坤 Pre-Angel 有限合伙人

乔顺昌 乐搏资本 创始合伙人

陈科屹 险峰华兴 创始合伙人

王啸 九合创投 创始合伙人



李祝捷 真格基金 合伙人

刘冬秋 浙商创投 资深合伙人｜执行总裁

羊东 赛富投资基金 合伙人

吴烨锋 万嘉创投 创始合伙人

李卓桓 PreAngel 投资人

任熙 元素投资 创始人

许飛 元素资本 创始合伙人

廖永通 焯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合伙人

张磊 雾隐美地 董事长

闵海 海创中盈 ｜ 西安傲立科技 董事长

黄晖 深圳市骏凯资本 董事长

翁哲锋 伯乐遇马天使投资 总裁

常冰 北京恒能能源投资 董事、副总裁

王小野 深圳前海潇湘天利资产 CEO

吴鸣霄 上海国鸣投资 创始人

赵志平   

苏禹列 飞驴湾 CEO

郑兆伦 上海弘瑞资本 创始人

王杰 大成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舒纪铭 湖南中大联合创投 董事长

吴彬 唯品会 创始股东、董事

巩波 瑞合房产投资｜上海财晟股权投资 合伙人

成桂华 湖南成也客运 | AC指数基金 | 中大联合 董事长 | 合伙人 | 创始合伙人

汪海波 盛世投资 合伙人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816/


王长明 北京超越未来科技发展 董事副总经理

龚海燕 世纪佳缘 创始人

刘燕 松禾麒翼基金 合伙人

赵华 天津泰达风投 董事长

董大伟 天使投资人  

武志豪 兴民汇鑫投资管理 董事

罗威 天使投资人  

翁晶晶 安思晟投资 董事总经理

郭鹏 诚融资本 执行董事

胡海泉 著名艺人  

李灏呈 洪榆投资｜大唐海外（北京）物流｜前海楷洺供应链 总经理｜合伙人｜董事长

蒋星辉 广东麦谷投资管理 合伙人

陈勇 天使投资人  

王秋虎 开物投资 合伙人 共同创始人

尹平 北京小马蜂启航股权投资中心 创始合伙人

阿西 北京车库咖啡 办事处主任

马驰 马工枚速科技  

张亦杨 alfred little  

梁云锋 广东创业谷天使投资管理 创始人

屈田 天使投资人  

许畯森 天使投资人  

张鹏 天津泰达科技投资股份 投资总监

曾淦池 深圳市前海硕极科技｜新意洋集团 董事长

方从彬 安徽省润生医药｜香港红石投资 ｜上海永睿投资 董事长｜合伙人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8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214/


鱼   平 陕西榆林新长江房地产有限公司 董事长

嵇礼伟 東合創業投資管理 董事长

徐泯穗 承珞资本 合伙人

谢海 中兴合创投资管理 首席策略师

沈功灿 宁波恩凯控股 董事长

乔之东 领筹资本 创始合伙人

冯洪亮 广州裕合丰投资企业 执行合伙人

郑龙山 英德市恒荣行皮革｜ 广州温州商会 董事长

谢作强 北京盛世宏明投资基金管理 副总裁

胡嘉林 宁波精艺阀门管件 总经理 

许洪波 创吧 ｜ 广州创大加速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董事长

刘志硕 天使投资人  

林文海 国海证券股份(收购兼并部) ` 上海分公司 董事总经理

赵国权 湖南洋光投资管理 董事长

周中意 中大联合创投｜湖南同济职业培训学校 联合创始人

俞文辉 微投网Vchello｜雷雨资本 ｜广东天使会 创始人｜创始合伙人｜执行会长

周金旺 金地产机构 ｜ 优客工场 创始人 ｜ 联合创始人

朱伟豪 赛伯乐投资集团 合伙人

谢宏中 前海云筹 创始人

林伟建 光辉投资 合伙人

赵今巍 北京盛景嘉成投资管理｜盛景网联科技股份 合伙人

丁一鸣 广州索度互联网科技 CEO

孙继军 曼图资本 合伙人

袁宏 浙江创点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合伙人

http://www.huodongjia.com/tag/74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5/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003/


张翊钦 大河创投｜ 北软天使基金 创始合伙人｜董事总经理

王馨仪 青岛联创汇科投资管理｜青岛鼎层资产管理 创始合伙人｜董事长

丁华民 北京清创科技孵化器｜深圳紫荆天使投资管理 总裁｜合伙人

张威 广东全通教育股份公司 副总裁

陈文思 洪泰基金 ｜北京洪泰同创投资管理 合伙人

陈兴 个人天使  

满超 亿达创投 合伙人

梁京 微路演 创始人

葛健 天津安正路创业投资｜安正路创投 董事长

林涛 北京汇垠协同投资｜协同工场 创始人

吴海生 深圳市海子资产管理｜普天贷 创始人

盛松松 安徽聚合投资管理 合伙人

祝佳嘉 深圳创国网络科技 CEO

孙浩渺 那智国际（香港）投资 执行董事

曹日辉 易一天使 合伙人

余彬燕 北京泰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泽熙 中植资本 集团执行总裁

刘军 北京汇垠协同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杨杰 新疆杰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东 中金抽（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CEO

朱翔 陕西万盛祥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硕 深圳友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卢伟坚 心创投资 创始人

石克清 微峰资本 创始人

http://www.huodongjia.com/tag/749/


曹清 个人天使  

曾步辉 宁波集物堂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创始人

刘力 青岛宙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创始合伙人

李刚强 联创永宣&无穹创投 合伙人

王小东 北京集翔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创始人  

曹荣军 青岛创客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崔会绅 容铭资本 创始合伙人

郑刚 上海紫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创始管理合伙人

关亦贺 融智开普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段晓辉 众创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吕佳凯 北京春晓汇商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创始合伙人

樊晓艳 北京中原鼎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CEO

乔绪超 苏州工业园区天成正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CEO

杨冬潮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信实进出口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刚 个人天使投资人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普通票：普通票：88元88元，不含午宴，参会普通区域。

VIP（含午宴）：VIP（含午宴）：288元288元，含参会专属通道、坐席（普通嘉宾区域）、17日社交午宴、。

VIP（午晚宴通票）：VIP（午晚宴通票）：2688元2688元，含参会专属通道、坐席（普通嘉宾区域）、17日社交午宴、社交晚宴。

VIP贵宾票：VIP贵宾票：4688元4688元，含参会专属通道、坐席（会员嘉宾区域）、社交午宴、社交晚宴及16号贵宾接待晚宴、峰
会嘉宾演讲PPT分享、峰会后可邀请参与私密活动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17日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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