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第十八届）中国风险投资论
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第十八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将于2016年06月在深圳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由民建中央、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科学技术部支持的“2016（第十八届）中国风险投资论（第十八届）中国风险投资论
坛坛”将于2016年年6月月5日至日至8日日在深圳市深圳市举行。

“中国风险投资论坛”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教授始创于1999年，迄今已成功举办十七届，历届出席
论坛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先生，科技部部长万钢先生，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先生，中国国际交流中
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先生，深圳市市长许勤先生等国家领导人和地方政策制定者；有深交所总经理宋丽萍女士，联想
集团董事长柳传志先生，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先生，红杉资本创始合伙人沈南鹏先生，今日资本创始合伙人徐新女
士，TPG全球合伙人王兟先生，贝恩资本董事总经理竺稼先生，原深圳创新投董事长靳海涛先生等业界大佬；累计
共有1600多位中外政策制定者、著名专家学者、业界翘楚通过这个平台建言献策，是中国风险投资领域历史最久、
规模最大、层次最高，最具权威性和前瞻性的标志性国际盛会。

本届论坛以“新形势下中国VC/PE行业规范与价值重塑”为主题，邀请近500位投资大咖，800多位企业精英，100多
位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70多家主流媒体近150位财经记者齐聚深圳。论坛设置了2场高层论坛以及10场专题议
题，深入浅出地探讨中国资本市场格局,剖析行业走势,为投资以及企业经营提供极具价值的理论依据。

会议同步还将举办“2016中国风险资本—项目对接会”、“2016中小企业融资技巧实战训练营”、闭门圆桌会议、高端
会见、交流宴会等多项高层次的对话交流活动，多层次提升全球风险投资领域的对话与合作。这是风险投资界各方
精英的思想盛宴，也将是一次资本的全球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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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论坛日程表论坛日程表

6月月5日日  星期日星期日

09:00-17:15 2016中小企业融资技巧实战训练营

6月月6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

09:00-12:00 2016中小企业融资技巧实战训练营

14:00-17:30 2016中国风险资本—项目对接会

17:30-17:45 “2016最具投资潜质创新企业”颁奖仪式

6月月7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

09:00-12:00 2016中国风险资本—项目对接会



09:00-12:00 闭门圆桌会议  

14:30-14:45 开幕式·开幕致辞

14:45-15:15 主旨演讲

15:15-16:30 高层论坛A  推进双创健康发展  助力供给侧改革

16:30-16:45 中国风险投资系列榜单之“2016新锐魅力领袖”颁奖

16:45-18:00 高层论坛B  中国VC/PE行业规范与价值重塑

6月月8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09:00-10:30

专题论坛A1 专题论坛B1 专题活动

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战略

布局

产业互联网生态重构

与投资机遇

新三板投资峰会暨新三板百强榜发布

10:30-12:00

专题论坛A2 专题论坛B2

并购热潮后的冷思考 创客孵化之路与投资家精神

13:30-15:00

专题论坛A3 专题论坛B3 专题论坛C

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大健康生态：风口与变革 股权众筹的红与黑

15:00-16:30

专题论坛A4 专题论坛B4  

“制造”到“智造”的

转型升级

重见蓝天，生态平衡与

环保产业任重而道远
 

论坛详细议程（嘉宾按姓氏笔画排序）论坛详细议程（嘉宾按姓氏笔画排序）

6月月7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

14:30-14:45开幕式开幕式 开幕致辞开幕致辞

14:45-15:15主旨演讲主旨演讲  

高层论坛高层论坛A 推进双创健康发展推进双创健康发展  助力供给侧改革助力供给侧改革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同时，它也成为当下中国经济领域最热的词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那么我们
该如何调整产业结构，确切落实供给侧改革？

创新创业是创造市场化新型强大供给侧的主动力，也是加快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那么，我们的政策
环境该如何配套支持？孵化器、平台该如何服务？金融机构、投资机构如何助力？



15:15-16:30

“化解产能过剩” 、“降低企业成本”、 “消化地产库存”、 “防范金融风险”是供给侧改革的必须要完胜的歼
灭战，那么随着“战役”的打响，以及部分细分领域的迅速崛起，VC/PE该如何找准风口，把握先机？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辜胜阻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已确认）

魏建国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已确认）

贾  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已确认）

曹远征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已确认）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已确认）

16:45-18:00

高层论坛高层论坛B 中国中国VC/PE行业规范与价值重塑行业规范与价值重塑

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多重困难和挑战相互交织，由此给VC/PE行业的发
展带来了哪些考验？

随着国家迎来重要的战略转型期，我国VC/PE行业是“危”是“机”，如何迎接新的挑战？如何发掘新的机
遇？

资本暴利时代一去不返，VC/PE机构该如何对自身正确定位，以突破目前的行业泡沫和回报率走低的
困局？回归价值投资？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朱  敏   赛伯乐投资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基本确定）

李宝林   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已确认）

沈建光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已确认）

竺  稼   贝恩资本董事总经理（基本确定）

唐  骏   港澳资讯董事长兼CEO（已确认）

6月月8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专题论坛专题论坛A1 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战略布局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战略布局

与发达国家成熟市场层次多样、板块有效连通互动的情况相比，我国资本市场呈现“倒三角形”的不合理
结构，那么，如何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资本市场的双向对外开放正不断加速，而推出“深港通”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不过目前深港两地上
市公司估值差异较大，相较平稳启动的沪港通，深港通的启动会有什么潜在的问题？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甘剑平   启明创投主管合伙人（已确认）

李立新   北极光创投董事总经理（已确认）

杨成长   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已确认）

宋安澜   软银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主管合伙人（已确认）

张云峰   上海股权交易中心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已确认）

蒋晓冬   NEA全球合伙人、中国董事总经理（已确认）



09:00-10:30

专题论坛专题论坛B1   产业互联网生态重构与投资机遇产业互联网生态重构与投资机遇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在各个行业的逐渐渗透，新兴的互联网企业以颠覆传统的姿态进入市场，对传统
产业产生巨大重聚，痛定思痛，有的传统企业将互联网视为巨大威胁，有的则将之视为机遇，那么传
统产业在互联网转型阶段也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企业文化、管理制度、组织架构、市场营销……

传统产业，产业链完整，运作模式成熟，那么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产业链该怎样优化整合？这对资本
方投资而言又将会是怎样的机遇呢？

船大难掉头，那么资本方该怎样介入，帮助传统产业顺利转型？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万黎峻    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已确认）

祁  庆    诸葛天下董事长（已确认）

徐  晨    戈壁创投管理合伙人（已确认）

戚立明    中国风险投资论坛战略顾问（已确认）

程晓明    企巢新三板学院院长（已确认）

10:30-12:00

专题论坛专题论坛A2  并购热潮后的冷思考并购热潮后的冷思考

PE+上市公司并购持续火热，成为各方眼中的多赢之举，但也存在一些争议，此举的机遇与挑战？PE

公司应当如何应对？政策如何进行监管？

随着并购狂潮的兴起，各路并购基金纷纷成立，并购基金的运作模式有哪些？PE如何从中获得盈利？

海外并购一直是资本圈的热议话题，但真正走出去进行并购且成功的极少，其中的原因是什么？需要
怎么进行风险防范？

目前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绝大部分是出于自身市值管理的考虑，而不是考虑有效的产业资源整合，如
何看待这种并购行为？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田立新    德同资本创始主管合伙人（已确认）

李凤岭    深圳市中锂财富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已确认）

杨  飞    IDG资本资深合伙人（已确认）

周可君    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已确认）

韩惠源    硅谷天堂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已确认）

傅永辉    勤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德勤全球法律网络成员（已确认）

专题论坛专题论坛B2  创客孵化之路与投资家精神创客孵化之路与投资家精神

目前，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创客孵化基地如雨后春笋般成立，那么创客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创
业孵化平台？

创客的创意终将转化为产品投放市场，资本该如何助力创客引领产业变革？

创客创业初期，因自身的规模限制，产量小，供应链以及代工厂等问题成为了老大难，那么VC/PE能
否借此探寻新的合作模式，帮助创客腾飞？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邓天佐    科技部资源配置与管理司副巡视员（已确认）

朱  波　  追梦者基金暨创新谷创始人（已确认）

刘曼红    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风险投资研究室主任（已确认）

陈  宗    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党组书记、秘书长（已确认）

鲁银刚    蓝奥集团董事长兼CEO、广东招商快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已确认）

13:30-15:00

专题论坛专题论坛A3 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VC/PE在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这个领域现状如何？

文创领域投资和VC传统的投资方向有什么本质区别，VC/PE如何量化风险并估值？

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票房呈井喷式爆发，我国正在迎来文化产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中国作为全球第
二大电影市场， 资本未来如何更好的助力影视产业阔步腾飞？如何让创意引爆行业巨变，以资本撬动
产业链条？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王  超    创新工场运营合伙人兼CMO（已确认）

包  涵    博华（北京）影业有限公司CEO（已确认）

乔志杰    永安信董事局主席（已确认）

刘朝晨    信中利资本集团合伙人、董事总经理（已确认）

严楷晨    中国教育电视台主持人（已确认）

彭  震    创丰资本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已确认）

专题论坛专题论坛B3  大健康生态：风口与变革大健康生态：风口与变革

“三分医疗，七分养生”，在国民健康意识越来越强的今天，大健康产业迎来了发展黄金时期，VC/PE该
如何占位，迎上风口？现在产业细分领域中哪些是投资潜力巨大的？

随着互联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医疗产业也深受其影响，移动医疗产业发展迅猛，去伪存真，真正价
值有几何？

目前中国的大健康产业发展还没有形成产业链、没有服务标准与体系、没有专业培训体系、没有专业
管理公司，那么VC/PE是否可以可以调动自身资源，建立产业孵化器，正向引导大健康产业良性发
展？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王  晖    弘晖资本管理及创始合伙人（已确认）

李广新    德丰杰龙脉中国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人（已确认）

杨  志    百奥财富董事长及创始合伙人（已确认）

梅  健    东方富海合伙人（已确认）

傅哲宽    启赋资本董事长（已确认）

蔡达建    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董事长（已确认）

专题论坛专题论坛C    股权众筹的红与黑股权众筹的红与黑



 

2015年，股权众筹迎来了发展元年，平台数量、融资项目、融资金额均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但其仍属
于发展早期，各种暗箱操作频发，应如何加强政策监管力度？如何解决风险控制问题？如何建立股权
众筹行业规范？

2015年，各路巨头涌入股权众筹行业，电商系、金融系纷纷布局，其中不乏PE机构，各自的优势与特
点？草根派如何应对？

面对“优质项目难寻觅、信任关系难建立、定价方式不完备、退出机制不健全”等行业痛点，股权众筹应
该如何开展模式创新？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王少杰    中关村股权投资协会会长（已确认）

王守仁    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已确认）

兰宁羽    天使汇创始人（已确认）

杨  东    中国证券业协会股权众筹专业委员会委员（已确认）

赵妍昱    投壶网联合创始人&CEO（已确认）

谢宏中    深圳前海云筹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CEO（已确认）

15:00-16:30

专题论坛专题论坛A4  

“制造制造”到到“智造智造”的转型升级的转型升级

“中国制造2025”规划，智能制造被赋予了中国工业经济“弯道超车”的重任，那么，中国距离“智造之
国”还有多远？

智能制造作为两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如何真正实现从“制造”到“智造”的转型升级？

智能制造或将成为下一头站在风口上的“猪”？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王  涌    盾安集团副总裁，浙江如山汇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已确认）

刘建云    深圳清源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已确认）

孙达毅    璞玉投资董事总经理（已确认）

赵忠义    深圳壹号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CEO，九鼎投资集团

          联合创始人（已确认）

贾君新    深圳市新恒利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已确认）

徐向阳    水杉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已确认）

陶  冶    凯旋创投基金合伙人（已确认）

专题论坛专题论坛B4  重见蓝天，生态平衡与环保产业任重而道远重见蓝天，生态平衡与环保产业任重而道远

当今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环保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各种政策出台也势必会带来新一轮环保产业的
发展黄金期，蕴含了哪些投资机会？企业如何进行战略调整？ 

在国家政策出台的同时，各地地方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治污措施，纷纷成立环保产业股权投资基金，



大规模集中治理污染、环保投融资主体多元化已经成为新常态，投资者该如何布局？

PPP模式在实践中曾暴露出诸多问题，具体到环保领域，有哪些PPP模式成功案例？社会资本在参与
PPP项目时会有哪些顾虑？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王  彤    中国绿色能源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席（已确认）

冯冠平    深圳市石墨烯协会首任会长（已确认）

张立辉    青云创投合伙人（已确认）

陈镇洪    新盟资本高级董事总经理、亚洲区主管（已确认）

钱慧高    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合伙人、高级副总裁（已确认）

 

6月月8日日    09:00-12:00

“新三板投资峰会暨新三板百强榜发布新三板投资峰会暨新三板百强榜发布”专题活动专题活动

09:00-11:10      领导致辞及主旨演讲领导致辞及主旨演讲

                 主题演讲一：分层时代新三板做市交易的发展趋势

                 主题演讲二：新三板企业的并购与发展

                 主题演讲三：专业机构投资新三板之价值判断

11:10:12:00      首届新三板价值投资企业系列榜单首届新三板价值投资企业系列榜单

本议程最终解释权归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所有。本议程最终解释权归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所有。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邓天佐
科技部资源配置与管理司

副巡视员  

陈宗
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党组书记  

甘剑平
启明创投
主管合伙人  

朱磊
赛伯乐投资集团
执行合伙人

杨成长
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
首席经济学家  

蒋晓冬
NEA

全球合伙人  

徐晓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

书记  

沈建光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
董事总经理



傅哲宽
启赋资本
董事长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

院长  

杨东
中国证券业协会股权众筹…

委员  

严楷晨
中国教育电视台

主持人

谢宏中
深圳前海云筹互联网金融…

创始人  

唐骏
港澳资讯
董事长  

王晖
弘晖资本
创始合伙人  

孙达毅
璞玉投资
董事总经理

田立新
德同资本

创始主管合伙人  

兰宁羽
天使汇
CEO  

宋安澜
软银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主管合伙人  

刘曼红
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

风险投资研究室主任

杨飞
IDG资本
资深合伙人  

李立新
北极光创投
董事总经理  

李凤岭
深圳市中锂财富投资控股…

董事长  

王少杰
中关村股权投资协会

会长

岑颖寅
光辉合益

中国区副总裁、资深合伙人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

所长  

陈镇洪
天泉投资
首席执行官  

竺稼
贝恩资本
董事总经理



张立辉
青云创投
合伙人  

徐向阳
水杉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魏建国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秘书长  

陶冶
凯旋创投基金
合伙人

赵妍昱
投壶网

联合创始人&CEO  

徐晨
戈壁创投
合伙人  

梅健
东方富海
合伙人  

杨志
百奥财富

董事长及创始合伙人

李广新
德丰杰龙脉中国创业投资…

管理合伙人  

程晓明
企巢新三板学院

院长  

蔡达建
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

董事长  

鲁银刚
蓝奥集团

董事长兼CEO

朱波
追梦者基金暨创新谷

创始人  

傅永辉
勤理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王守仁
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周可君
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上…

总裁

戚立明
中国风险投资论坛

战略顾问  

祁庆
诸葛天下
董事长  

韩惠源
硅谷天堂资产管理集团股…

董事总经理合伙人  

张云峰
上海股权交易中心

总经理



万黎峻
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宝林
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

董事长  

辜胜阻
全国人大
常委  

冯冠平
深圳市石墨烯协会

首任会长

王彤
中国绿色能源发展基金管…

主席  

贾君新
深圳市新恒利达资本管理…

董事长兼总裁  

赵忠义
深圳壹号柜科技股份有限…

创始人CEO  

刘建云
深圳清源投资管理股份有…

总裁

王涌
盾安集团
副总裁  

孔辉
深圳融昱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合伙人  

刘朝晨
信中利资本集团

合伙人  

乔志杰
永安信
董事局主席

包涵
博华（北京）影业有限公司

CEO  

王超
创新工场

运营合伙人兼CMO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参会方式参会方式 收费标准收费标准

参会

6月7日下午-6月8日

参会费用：5200元/人，5人成团：3100元，10人成团：2600元

权益：

1、出席为期一天半的论坛，享有会议期间（6月8日）自助午餐；

2、享有会议会刊及相关会议资料；

3、获赠2016年最新一期《中国风险投资》杂志；



4、投资机构将优先获邀参加6月7日全天项目对接会。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4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