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创新中国春季峰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创新中国春季峰会将于2017年04月在北京召开。

大会亮点大会亮点



活动概述活动概述

创新中国DEMO CHINA是创业邦旗下创新产品服务、商业模式的展示平台，源于美国DEMO活动，2006年被引入
中国，以创新中国春季峰会、秋季峰会闻名。每年吸引最有潜力的初创企业报上台展示，熊晓鸽、徐小平、沈南
鹏、阎众、邓锋等超过1500位国内外顶级投资人列席，囊括国内一线投资机构。

9年运作，10届积累

20座创投一线城市巡回

500+媒体报道



DEMO于2006年进入中国，每年举办两次，是新技术、新产品、新趋势的创业大赛、发源地和展示平台。24年里汇
聚全球15,000多名参会者，并累计有20,000多种新技术、产品从这里诞生屯如Tivo, Palm, Java, Skype等。

 

活动形式活动形式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高成长企业、互联网公司  创新商业模式

科技科技会展会展——时尚新产品、炫酷新技术  创业服务平台与机构

项目路演项目路演——创投大咖及企业领袖  主题分享、路演点评

 

项目路演项目路演

创业风向创业风向  领先披露领先披露

行业初创企业上台竞赛、创新商业模式展示

入围企业按照赛事设置的不同专场，进行项目PK，由投资人组成的评委团选出该专场的第一名进入决赛；

决赛企业以6分钟项目展示，3分钟评委点评为基础，现场进行1%股权拍卖，上台企业在赛后均获得投资机构跟进；

 

明星企业明星企业

挖掘最具潜力的初创公司挖掘最具潜力的初创公司

来自全国的2000+新锐项目报名创新中国，入围春秋总决赛的仅有最优质的120+企业，冠军项目“DEMO GOD”被顶
级投资人竞相争抢。

 

科技会展科技会展

创新中国创新中国  无新不展无新不展

创业投资全产业链大展，定义中国创业板图

为增进互联网创业企业与中国各行零高成长企业的展示与交流，并it创业者第一时间近距离体验炫技术、酷模式、潮
产品，创新中国DEMO CHINA峰会在外场设立展览区，采用小规模、高规格的形式，定向邀请极具影响力的创投企
业及机构参加展示。
展位采用木质机构，高端大气，并配有电视，方便企业现场播放宣传片，使参展企业能够全方位的展示自己的产品
及服务。
 

2017创新中国春季峰会创新中国春季峰会

峰会亮点峰会亮点

·最懂创业者，离资本最近，发现中国最具潜力初创公司

·汇聚创业邦高端人脉，汇聚资源助力创业项目后续孵化

·亿级资本参与，天团级投资人阵容，引导中国创业风向

.外场展会流贵时时变现.播报最新商业模式、行业趋势

 

平台价值平台价值

·品牌提升、资源对接、获得用户



·全媒体、多层次精准组光

·汇聚战略资源、与行业标杆细致深入交流

.业务成倍增长、广泛的贸易推广和合作机会

 

主要板块主要板块

·投资人论坛

·企业服务

·机器人专场

·移动生活

.医疗健康

·二次元专场(娱乐+时尚)

·城市论坛

·智傲出行

·AR/VR

·海外专场

 

"DEMO CHINA创新中国”春季峰会期间，同步推出“DEMO CHINA创新中国展”。摘过大型展示活动，DEMO CHIN

锵首次全面勾勒出中国创业版图的全貌。2017 DEMO CHINA创新甲国展汇聚了创投圈内创业群体、创业服务机
构、创投金融机构等产业链各主体，是全面接触了解中国创业生态圈的入口。

♦  100 标准展位

♦  80+参展企业

♦  1000+投资机构

♦  20000+专业观众

六大行业专场六大行业专场/两大主题论坛两大主题论坛

这是属于你的世界，不用约束只管尽情的狂欢！

释放你的狂野！

能给你的就是，在自己的领域中尽情的施展，在你擅长的领域中探究前沿信息！

VC投资论坛投资论坛

——资本寒冬到来之时，流入市场的资金却没有减少，机遇与风险并存中你还需要靠实力吃饭，实体经济被重新拉
回正轨，面对“中国造”资本将流向何方？国内一线VC大咖将带你品尝一次舌尖上的VC论坛

企业服务企业服务

——一种思维，一种天地，在传统中萌发新的力量，驱动市场发声巨大的裂变。在蕴藏着无限可能的世界里，领军
者已经整装待发！而那些崭露头角的异军又将如何推翻过去的那些巨头？这是一次创新与传统的战争，在没有硝烟
的战场上一直激烈厮杀，而你将是见证者，来这里发现更多！

天使投资论坛天使投资论坛

——剑指风口，论剑谈商，说BP，聊情怀，更多的是为你分享“我为什么要选择你”经验之谈，让你更清楚谁才是你
的天使，而他是否对你心动，还需要你做一番准备，在竞争就激烈的市场中，机会总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你懂了



么？

大健康大健康

——这是一个世界都关心的行业，它决定了人类的未来，而你将以什么身份加入进来？在这里医疗改革及创新政策
不断被深入解读，互联网及医疗业界巨头和资本纷纷抢滩布局，人口健康信息化、互联网+、科技创新强势助力

前沿科技前沿科技

——黑科技将在哪里迎来爆发？席卷全球改变世界的那个“他”又将是谁？风口已经打开，你却还在等风来？前沿科技
2.0时代为你带来全新体验！行业一线大咖将为你分享满满的干货之外，还有6+3的精彩演出，优秀的他们可能就是
你未来的对手！或许你们已经狭路相逢了！

海外海外

——站在中国看海外，深入海外看中国，从文化到理念，从应用到改变，不一样的环境带来不一样的创新，有着共
同的信仰，不禁想问下“他”的名字，世界级企业莅临现场，海外的声音已经到来，还在跃跃欲试海外市场的“你”在这
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

文娱文娱体育体育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虽然经典已经成为过去，但超越任重而道远。在文化中感受娱乐气息，在体育中挖掘市
场价值，在行业中洞悉下一个即将崛起的独角兽，生命不息、创新不止，谁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这里你将见证！

新消费升级新消费升级

——如果还只是停留在概念上，那么你注定将被淘汰，在这个激烈的市场中，消费改变了人们生活，消费也同样提
升了人们的品质。万物互联的宇宙中未来城市还有多远？技术改变世界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开启你新的旅
程，我们在这里等你！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日期Date 内容Content 地点Venue

4.21上午
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大宴会厅Ａ

Ballroom A

4.21下午

行业会场 - 前沿科技

Advanced Technology Session

多功能厅A

Function Hall A

行业会场 - 企业服务

Enterprise Service Session

多功能厅B

Function Hall B

中国投资人峰会

China Investor Summit

多功能厅C

Function Hall C

创业邦融交汇

INVEST FAIR

大宴会厅C

Ballroom C

DEMO音乐会暨嘉定之夜颁奖盛典（限嘉宾&评委） 大宴会厅Ａ



4.21晚上

Gala Dinner & Jiading night Awards（Only Speaker & Judge） Ballroom A

2017创业邦德州扑克锦标赛（限嘉宾&评委）

DEMO CHINA Poker Championship（Only Speaker & Judge）

 

4.22上午

行业会场 - 海外

Overseas Session

多功能厅C

Function Hall C

行业会场 - 大健康

Health Care Session

多功能厅B

Function Hall B

行业会场 - 文娱体育

EntertainmentSession

多功能厅A

Function Hall A

行业会场 - 消费升级

Consumer Upgrading Session

大宴会厅Ａ

Ballroom A

4.22下午

终极PK暨颁奖典礼

Finals and Awarding Ceremony

大宴会厅Ａ

Ballroom A

 

 

2017创新中国春季峰会创新中国春季峰会
DEMO CHINA SPRING SUMMIT 2017

 

开幕式开幕式 · 主题主题 - 新风口捕手新风口捕手

2017-04-21 · 上午上午 ·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 1层层大宴会厅大宴会厅A

09：30 致辞致辞

 嘉宾： 领导致辞

09：4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 创新所将呈现的未来创新所将呈现的未来10年年

嘉宾： 熊晓鸽，IDG资本全球董事长、创业邦董事长

10：00 邦访谈邦访谈 – 对话北极光创投对话北极光创投



 嘉宾： 邓锋，北极光创投创始人

10：3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 创业的意义：从梦想到理想创业的意义：从梦想到理想

 嘉宾： 俞敏洪，新东方董事长、洪泰基金创始人

10：50

锵锵三人行锵锵三人行 – 新消费与新企业服务，降温还是慢热？新消费与新企业服务，降温还是慢热？

如今很多产业都被提出了新的概念，那么在三位看来，什么是新消费与新企业服务？尤其以企业服务市场为例，从新

概念角度看产业生态，产生了哪些新业态，或者对产业有哪些革新？

与传统零售业不同，新零售已成为众多新兴创业企业的发展方向，那么新零售与新消费的产生原因与时代的发展变化

有哪些关系？各位投资人更看好哪些新消费领域的未来发展？

 三位认为目前新消费与新企业服务的发展，是在降温？还是慢热？导致降温或慢热的原因又是什么？而针对未来，各

位嘉宾认为需要多长时间新消费与新企业服务会发展成熟？

 嘉宾：

傅哲宽，启赋资本董事长

铃木亮一，Recruit Holdings中国基金总裁

许良，元生资本创始合伙人

11：20

专家讨论专家讨论 – 深科技，机会还是陷阱？深科技，机会还是陷阱？

不同于以往商业模式的创新，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深科技，被大家认为是不能放过的风口。深技术已经蔓延到了多个

领域，如医疗、金融、安防、交通等多个领域。面对众多领域，在座各位如何抓住深科技产生的风口机遇？如何进行

布局？

在各位眼中，深科技有哪些陷阱？很多深科技的技术创新处于初期阶段，难以推测技术到产业化的时间？需要大量的

持续资本投入等？

纵观全球深科技的发展，从技术创新和市场角度，中国与欧美国家有什么差异？这种差异是否可以在未来进行互补？

而资本从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嘉宾：

甘剑平，启明创投主管合伙人

沈劲，Qualcomm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许达来，顺为资本创始合伙人、CEO

12：00 午餐午餐

 

 

平行会场平行会场 · 前沿科技前沿科技

2017-04-21 ·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 1层多功能层多功能A厅厅

14：0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 创新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推动网络可信身份体系建设创新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推动网络可信身份体系建设



嘉宾： 柴海新，国民认证总经理

14：2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 智能硬件智能硬件生态圈，布局正当时生态圈，布局正当时

嘉宾： 刘宏蛟，硬蛋CMO&聚投100基金负责人

14：4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 智能安防如何撬动智能安防如何撬动智能家居智能家居新蓝海新蓝海

嘉宾： 潘洋，智普信科技CEO

15：00

项目展示项目展示

216. 六分钟项目路演

216. 三分钟投资人互动点评

216. 平行会场冠军晋级总决赛

评委评委

曹巍，蓝驰创投执行董事

顾凯，启赋资本合伙人

金曦，凯旋创投创始合伙人

李骁军，IDG资本合伙人

梁皓凯，派生科技投资负责人

刘宏蛟，硬蛋CMO&聚投100基金负责人

毛丞宇，云启资本创始合伙人

潘翔，光速中国助理合伙人

徐晨，戈壁创投管理合伙人

许萍，盘古创富创始合伙人&CEO

杨磊，北极光创投董事总经理

叶冠泰，启明创投合伙人

袁文达，红点创投主管合伙人

16：50

DEMO会客室会客室 ·

人工智能是未来，也存在泡沫，泡沫不仅仅体现在创业者身上，同样资本也一样存在，互联网下半场当中，资本在人工智能领

域如何寻求突围？

VR/AR行业已经过了玩概念阶段，明显的感觉市场冷清了很多，资本的介入越来越少，创业公司面临倒闭、裁员尴尬现状（完

美幻境倒闭，暴风魔镜大裁员...）。VR行业现状可以说令人堪忧，正面临增速放缓、玩法趋同、格局固化等问题。那么，对

于已入局、正准备入局的人而言（包括资本本身），如何跳出眼前的思维局限，完成自我迭代？

未来的一个可能局面：机器人成为新的物种，彼此相互控制，那么届时人的角色是什么？

18：00 DEMO音乐会、晚宴音乐会、晚宴

 

平行会场平行会场 · 企业服务企业服务

2017-04-21 ·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 1层多功能层多功能B厅厅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 连接消费者与场景，构建线下连接消费者与场景，构建线下大数据大数据生态服务圈生态服务圈



14：00

嘉宾： 杨海玲，ZMT众盟联合创始人兼COO

14：2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

嘉宾： 伍雪峰，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乘用车销售公司副总经理

14：4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 站在新风口站在新风口，，谈谈云谈谈云通信通信

嘉宾： 曾萧，云之讯高级副总裁

15：00

项目展示项目展示

216. 六分钟项目路演

216. 三分钟投资人互动点评

216. 平行会场冠军晋级总决赛

评委评委

何文，春晓资本创始合伙人

毛卫中，和盟创投合伙人

牛奎光，IDG资本合伙人

史伯平，君灝资本合伙人

汤涛，钟鼎创投合伙人

田江川，初心资本创始管理合伙人

屠铮，启赋资本合伙人

王国栋，光速中国副总裁

辛旺，高榕资本副总裁

熊伟铭，华创资本合伙人

张磊，晨晖资本合伙人

张朋，北极光创投合伙人

16：50

DEMO会客室会客室 ·

阿里、腾讯以IM软件切入办公OA，当巨头切入企业服务领域，初创公司的竞争优势在哪里？如何形成自己的壁垒？

2016年，国内外金额巨大的并购案例不断出现，戴尔以600亿美元的高价收购EMC，南洋股份57亿元收购天融信，2017年企

业服务领域是否会出现频繁的整合并购？

小程序上线后，微信就像是一个PaaS平台，小程序会对企业级市场带来怎样的改变？

18：00 DEMO音乐会、晚宴音乐会、晚宴

 

平行会场平行会场 · 中国投资人峰会中国投资人峰会

2017-04-21 ·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 1层多功能层多功能C厅厅

14：0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 中国股权及风险投资基金募资的现状及趋势中国股权及风险投资基金募资的现状及趋势

嘉宾： 梁霄，乾元资本执行事务合伙人



投资早期篇投资早期篇

14：15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 那些年，我们收到过的那些年，我们收到过的“奇葩奇葩”BP

嘉宾：

梁隽樟，昆仲资本创始合伙人

朱波，创新谷创始人

傅淼，星河互联CEO

15：0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 最近比较关注的赛道及投资前景最近比较关注的赛道及投资前景

嘉宾： 曾峥，启赋资本合伙人

15：15

对话对话 – 策略分享：投后管理的奥秘策略分享：投后管理的奥秘

二位认为投后管理在整个投资周期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又有哪些重要指标及构成部分，如组织架构、成本、战略等；

针对不同各轮次，从Pre-a 到IPO，投后管理的重点有什么变化？

对于方式的选择，两位更认同"放养式"，让企业自由发展；还是更愿意以"好搭档"的角色与企业共同成长？可否以案例故事的形

式分享下，自身在投后管理中的独特理念及为企业带来的实际成效？

嘉宾：

赵勇，零一创投创始合伙人

曾振宇，DCM资本董事合伙人

投资新锐篇投资新锐篇

15：45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 投资新锐，如何亮剑创投江湖？投资新锐，如何亮剑创投江湖？

嘉宾：

林中华，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

刘毅然，元璟资本合伙人

朱天宇，蓝驰创投管理合伙人

投资并购篇投资并购篇

16：30

对话对话 – 黄金十年黄金十年 & 理性生长理性生长

2016年的并购市场的发展可以用如火如荼来形容，有人说并购市场或将迎来黄金十年的发展期，两位嘉宾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黄金十年的到来是由哪些因素共同促成的，比如环境、政策及产业需求？

以海外并购为例，我国的海外并购热点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随着海外跨境并购政策的收紧，两位如何看待它的未来前景？

2016年“监管”同样成为并购市场的关键词，监管政策的出台，对资本市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监管促使并购转向理性化发

展，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在未来，二位认为并购的理性生长期需要多久，随后才会迎来成熟期？

嘉宾：

李聪亮，高瓴资本董事总经理

王晓辉，盛景嘉成母基金高级合伙人



18：00 DEMO音乐会、晚宴音乐会、晚宴

 

DEMO音乐会音乐会 · 晚宴晚宴

2017-04-21 · 晚上晚上 ·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 大宴会大宴会A厅厅

17：30 交流鸡尾酒会交流鸡尾酒会

18：00 嘉宾入场嘉宾入场

18：10 开场表演开场表演---神秘嘉宾神秘嘉宾

18：15

主办方致辞主办方致辞

 南立新，创业邦CEO

18：20 表演表演

 

独唱： 熊晓鸽，IDG资本全球董事长、创业邦董事长

飞鹰乐队：

刘小鹰，老鹰基金创始人（男主唱）

汪倩，天使成长营执委（女主唱）

唐传龙，老鹰基金管理合伙人（鼓手）

王童，北软基金创始人（贝斯）

杨均然，草莓钧创始人（吉他）

叶晨光，奥图科技创始人（吉他）

张宁，前搜狐高管（键盘手）

18：45 颁奖颁奖 – 2017最值得关注的女性创业者最值得关注的女性创业者

18：52 表演表演

 

独唱： 卢小旭，小旭音乐创始人

乐队：

付建忠，集结号资本创始合伙人

郑刚，紫辉创投创始合伙人（钢琴伴奏）

声乐教学： 杨国英，英晨国际MSSVOCAL创始人、中科院博士

钢琴： 薛汀哲，钢琴家、作曲家、环球音乐签约艺术家



Mr.Miss： 杜凯主唱（吉他）

刘恋主唱

19：35 颁奖颁奖 – 2017年年40位位40岁以下投资人岁以下投资人

19：45 用餐、点歌用餐、点歌

 

 

平行会场平行会场 · 海外海外

2017-04-22 ·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 1层多功能层多功能C厅厅

09：3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 互联网互联网，全球化布局催生新火花，全球化布局催生新火花

嘉宾： 张向东，JCM颉羿资本创始&管理合伙人

09：50

项目展示项目展示

216. 六分钟项目路演

216. 三分钟投资人互动点评

216. 平行会场冠军晋级总决赛

评委评委

李波，中金资本合伙人

李潇，愉悦资本创始合伙人

田里，峰瑞资本董事

王求乐，名川资本创始合伙人

闻凯，Steamboat Principal

吴峰，红点创投合伙人

吴世春，梅花天使基金创始人

夏淳，清谷资本创始合伙人

熊岳达，亚马逊AWS中国创业孵化和

大学合作部负责人

徐文娟，盛世方舟副总裁

张向东，JCM颉羿资本创始&管理合伙人

11：30

DEMO会客室会客室 ·

2008年游戏公司大批出海，2013年移动互联网工具大批出海，经历这两次浪潮后，目前中国的内容类和社交类公司正在广泛

开拓海外市场，比如Musical.ly、Blued、今日头条等。所以在现阶段，各位认为在哪个细分领域仍有好的机会，对应的海外

地区又是哪里？

以今日头条为例，张一鸣说出海是他今年的主要战略目标，最重要的就是做好本土化。那么在各位看来，中国创业者想要克服

文化差异在海外市场做出好产品，需要什么样的素质，采取什么打法？

概括地说，对中国互联网创业者来说，目前出海是不是一个好的战略决策，更加适合什么样的潜在创业者，或者发展到什么阶

段的大公司？

12：00 午餐午餐

 



平行会场平行会场 · 大健康大健康

2017-04-22 ·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 1层多功能层多功能B厅厅

09：3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 名医主刀的名医主刀的“快与慢快与慢”

嘉宾： 苏舒，名医主刀创始人

09：50

项目展示项目展示

216. 六分钟项目路演

216. 三分钟投资人互动点评

216. 平行会场冠军晋级总决赛

评委评委

刘琦开，复星同浩创始合伙人

刘缨，软银中国合伙人

童嘉元，达泰资本医疗基金合伙人

汪剑飞，君联资本合伙人

于继栋，科大讯飞消费升级副总裁

张江，平安创投创始合伙人

张海峰，鼎晖投资创新与成长基金合伙人

赵刚，弘晖资本创始合伙人

11：30

DEMO会客室会客室 ·

BAT都在涉足健康领域，比如阿里投资中信21CN和腾讯7000万美元投资丁香园，还有上百家上市公司跨界杀入医疗健康领

域……新入局者的机会在哪里？

医疗健康领域有很多跨界合作，就人工智能来说，将为医疗健康行业带来哪些变革？

医生的多点执业和分级诊疗政策推行了很久，在各位的观察来看，是否可能有一个质变或量变的爆发？移动互联网医疗的红利

期是不是就要来了？

12：00 午餐午餐

 

 

平行会场平行会场 · 文娱体育文娱体育

2017-04-22 ·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 1层多功能层多功能A厅厅

09：3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 我的跨界投资经历我的跨界投资经历

嘉宾： 戴军，星创投合伙人、天使投资人、著名主持人

09：45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 我的投资观之我的投资观之“从从A到到O”——投资生态圈思考及构建投资生态圈思考及构建

嘉宾： 姬连强，北京文化中心基金总经理、航美传媒董事长

项目展示项目展示



10：00

216. 六分钟项目路演

216. 三分钟投资人互动点评

216. 平行会场冠军晋级总决赛

评委评委

陈悦天，辰海资本合伙人

郭炜，火橙资本创始合伙人

侯琢，启宸资本合伙人

姬连强，北京文化中心基金总经理、航美传媒董事长

孔毅，真顺基金创始合伙人

孟庆海，麦腾创投CEO

钱奕，华映资本合伙人

王介文，武汉零度资本创始合伙人

吴烨锋，娱乐工场合伙人

谢立治，动域资本合伙人

赵连强，左驭资本董事总经理

11：40

DEMO会客室会客室 ·

去年像二更、即刻视频、罐头视频等很多短视频创业项目都进行了融资，而最近巨头阿里也宣布土豆网回归发力短视频，今日

头条更是先拿下运营牌照，后又获得4个赛季的中超短视频版权，您认为巨头的入局会对短视频领域带来哪些改变？

、2017年开年光圈直播就倒闭了，此外去年很多平台搞的互动综艺也没有几个真正跑出来成为现象级，相反从陌陌和YY公布

的财报看直播却占很大的营收比重，您认为直播经过去年的一年的市场化运作最终的走向是什么？

在您看来，2017年极有可能给文娱行业带来洗牌的因素是什么？您的判断依据是？

12：00 午餐午餐

 

 

平行会场平行会场 · 消费升级消费升级

2017-04-22 ·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 1层大宴会层大宴会A厅厅

09：30

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

嘉宾： 伍雪峰，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乘用车销售公司副总经理

09：50

项目展示项目展示

216. 六分钟项目路演

216. 三分钟投资人互动点评

216. 平行会场冠军晋级总决赛

评委评委

陈尘，辰海资本合伙人

顾蔚荧，钟鼎创投执行董事

胡海清，浅石创投创始合伙人

黄海鹏，金丰元投资合伙人

刘博，清流资本执行董事

毛圣博，熊猫资本合伙人

潘育新，朗然资本创始合伙人

裘然，北极光创投投资副总裁



厉永兴，毅达资本合伙人

铃木亮一，Recruit Holdings中国基金总裁

沈文杰，云九资本董事

闫怡勝，IDG资本合伙人

张立强，雷锋资本创始合伙人

11：30

DEMO会客室会客室 ·

消费升级被认为是重要的趋势，那么在这个大趋势之下，未来3～5年，各位看好哪些具体领域？

消费升级下，新零售要如何“新”？新零售下要匹配什么样的新营销？

边消费，边理财，互联网原住民从消费型向消费理财型加速转变，消费+理财，还有哪些潜在市场机会？

12：00 午餐午餐

 

 

闭幕式闭幕式 暨暨 终极终极PK

2017-04-22 · 下午下午 ·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 1层大宴会层大宴会A厅厅

14：00

对话对话 – 投资投资人的秘密人的秘密

当前环境下，诸位所在的机构，投哪个领域最多？为什么？今年会主投哪些领域？放眼整个市场，诸位认为近一年，

天使、VC\PE的投资偏好有什么变化？

在你们来看，资本寒冬的回暖迹象是什么？

创投领域发展越发繁荣的一个信号是近年来更多优秀人才涌入了创投市场，人越来越多的同时，VC机构与天使机构

也越来越多，作为行业“老司机”，这意味着什么？

嘉宾：

李家庆，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

林欣禾，DCM董事合伙人

吴炯，风和资本董事长

14：40

终极终极PK

216. 晋级决赛六分钟项目路演

216. 评委点评，现场互动

216. 1%股权拍卖

总决赛评委总决赛评委

甘剑平，启明创投创始主管合伙人

李家庆，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

林欣禾，DCM董事合伙人

刘星，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吴炯，风和资本董事长

朱啸虎，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



17：00

对话对话 – 2017，寒冬后的春天，寒冬后的春天

资本的冬天过去，是否意味着春天来了？各位认为风口会在哪些领域？请各自列举两个。

相比于寒冬时期，你们预计今年要投出多少项目，投出多少钱？寒冬回暖，投资标的的选择是否趋于理性？各位对于

所投项目的评估标准有什么变化？

三位嘉宾都入局了共享单车，聊聊作为投资人，投资共享单车的感触有哪些？共享单车领域的一年五轮融资，是否算

是一次中国创投圈资本的狂欢？对共享单车的未来发展，诸位嘉宾有什么预测？

嘉宾：

刘星，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朱啸虎，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

17：40 颁奖典礼颁奖典礼

18：00 结束结束

※以上嘉宾以实际到场为准以上嘉宾以实际到场为准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商务票：商务票：288元元（3月1日前） - 说明：说明：可参加两天指定闭门论坛，开幕式+闭幕式以及对外公开论坛，两天商务午
宴，无固定座位。

商务票：商务票：388元元（3月1日后） - 说明：说明：可参加两天指定闭门论坛，开幕式+闭幕式以及对外公开论坛，两天商务午
宴，无固定座位。

VIP票：票：1980元元 - 说明：说明：本票含可参加指定闭门论坛，开幕式+闭幕式以及对外公开论坛；入场VIP通道；两天自助
午宴、前排座位，优先入场等以及现场快速问题解答等权益。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6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