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资中国2017股权投资产业峰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融资中国2017股权投资产业峰会将于2017年07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融资中国2017股权投资产业峰会】【融资中国2017股权投资产业峰会】

股权市场时代开启：未来的10年股权市场时代开启：未来的10年

新布局·新机会·新使命新布局·新机会·新使命

2017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一个关键词“资产证券化”，“促进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推进资产证券化，支持市
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其实早在2016年两会，总理就提出鼓励股权投资基金的设立，引导股权
投资和新经济的良性发展。连续两年两会，“股权投资”均成为热议的焦点，可见“股权投资”不仅得到政府的关
注，股权投资更成资产配置最优选择。

站在市场的角度，金融改革势在必行，政府引导基金作用凸显，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战略的推进，股
权市场即将全面爆发能量，尤其在IPO开闸，随着资本市场的河清海晏，股权投资也时和岁丰。

对于股权投资机构来说，如何抓住新的机会，布局长远；如何在股权时代脱颖而出；大机构如何利用良机巩固行业
地位，做到持续发展？

投资领域如何调整和布局？新十年股权投资的逻辑和赛道选择？股权投资的各个阶段如何协调？VC领域在项目选择
上的变化？PE在Pre-IPO阶段如何竞合？政府引导基金和GP的合作会出现那些新变化？PE资本、产业基金在新形势
下的投资模式选择？产业基金和PPP如何结合？产融结合的关键在哪里？产业资本如何助力产业发展？

融资中国2017股权投资产业峰会定于2017年7月12日—7月13日召开，来自投资机构、产业资本、金融领域、上市
公司、独角兽企业、政府相关领导，行业专家等汇聚一堂，一起回顾和总结上半年市场的新变化，继而探讨2017年
以至于未来几年的股权投资布局，也为与会嘉宾提供一个业内深度交流探讨的务实平台。

l主办：融资中国

l协办：融中集团、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浙江省股权投资行业协会、

浙江创业风险投资协会、深圳市私募基金协会

l支持单位：上海股权投资协会

l时间：2017年7月26日—7月27日

l地点：北京 四季酒店

l规模：800人

l参会方式：门票预售、主办单位定向邀请

l参会对象：产业资本、投资人、VC/ PE、上市公司、政府园区、行业协会、第三方机构



融资中国2016-2017年股权投资产业榜单融资中国2016-2017年股权投资产业榜单

（2017年7月股权投资产业峰会颁发）

TMTTMT行业榜单行业榜单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行业十佳投资机构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大数据/企业级服务行业十佳投资机构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TMT行业十佳投资人物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TMT行业十佳投资案例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TMT行业新锐投资机构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TMT行业最具投资价值公司

医疗医疗健康产业健康产业榜单榜单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十佳投资机构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医疗器械产业十佳投资机构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医疗服务产业十佳投资机构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医疗健康产业十佳投资人物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医疗健康产业十佳投资案例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新锐投资机构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最具投资价值公司

大文化产业榜单大文化产业榜单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文化内容产业十佳投资机构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文化传播产业十佳投资机构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体育产业十佳投资机构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旅游产业十佳投资机构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大文化行业十佳投资人物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大文化行业十佳投资案例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大文化行业新锐投资机构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大文化行业最具投资价值公司

大消费产业榜单大消费产业榜单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消费服务产业十佳投资机构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消费升级产业十佳投资机构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大消费产业十佳投资人物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大消费产业十佳投资案例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大消费产业新锐投资机构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大消费产业最具投资价值公司

先进制造产业榜单先进制造产业榜单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先进制造产业十佳投资机构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先进制造产业十佳投资人物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先进制造产业十佳投资案例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先进制造产业新锐投资机构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先进制造产业最具投资价值公司

节能节能环保环保产业榜单产业榜单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十佳投资机构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十佳投资人物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十佳投资案例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节能环保产业最具投资价值公司

农业农业产业榜单产业榜单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农业产业十佳投资机构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农业产业十佳投资人物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农业产业十佳投资案例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农业产业最具投资价值公司

军工产业榜单军工产业榜单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军工产业十佳投资机构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军工产业十佳投资人物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军工产业十佳投资案例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军工产业最具投资价值公司

房地产房地产行业榜单行业榜单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房地产最佳投资机构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房地产最佳投资人物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房地产最佳投资案例



并购榜单并购榜单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最佳并购投资机构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最佳并购投资人物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最佳并购投资案例

新三板新三板投资榜单投资榜单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最佳新三板投资机构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新三板最具投资价值公司

综合机构榜单综合机构榜单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十佳产业资本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十佳政府产业引导基金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十佳产业园区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十佳特色小镇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十佳众创空间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十佳孵化器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十佳创新投资机构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最具潜力投资机构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最佳早期母基金

第三方服务机构分榜单第三方服务机构分榜单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股权投资最佳投资银行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股权投资最佳服务银行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股权投资最佳服务律师事务所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股权投资最佳服务会计事务所

融资中国2016-2017中国最佳第三方理财机构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08:30-09:30　签到

09:30-09:40　主办方致辞

09:40-10:00　领导致辞



10:00-10:20　主旨演讲： 产融结合背景下的股权投资新格局

10:20-11:20 论坛一   产业资本专场：产融结合，产业资本的投资和并购论坛一   产业资本专场：产融结合，产业资本的投资和并购

进入2016年以来，资本市场最为亮眼的就是产业基金和产业资本的表现， PE资本、产业基金在新形式
下的投资模式选择？产业基金和PPP如何结合？产融结合的关键在哪里？产业资本如何助力产业发展？
其中的并购呈现那些特点？房地产基金如何转型？

　主持人：　罗　飞　松禾资本总裁

　　　　　　陈伟豪　华平投资总裁

　　　　　　陈　健　长江产业基金副总裁

陆永涛　上汽投资总经理

孙  祺 华领集团董事长

王　岑　红杉资本合伙人

吴雅婧　国寿投资投资总监

11:20-12:20论坛二   资产配置专场：资产配置，寻找新的资产增值机会论坛二   资产配置专场：资产配置，寻找新的资产增值机会

 随着中国母基金数量的增长以及高净值人群数量和资产规模在快速增长，资产配置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
的问题。资金在产业投资方面如何倾斜？股权投资在资产配置中的作用？家族办公室如何实现家族传
承？财富管理机构如何在模式上创新？伴随着全资管时代到来，各类资产管理机构如何加强自身投资管
理能力的建设？

主持人：张　伟　信业基金首席投资官

        李  胜  华泰资产副总经理

        唐峥辉  韦莱韬悦中国区投资咨询业务总监

        万　方　恒泰华盛投资合伙人

            赵  甜　钜派投资集团资产管理事业部合伙人

谢作强  盛世方舟主管合伙人、盛世投资管理合伙人

章　华　鼎信长城总裁

12:30-13:30 商务午宴（定向邀请）

13:40-14:00 主旨演讲：大消费发展促投资升级

14:00-14:20 主旨演讲： 人工智能助力教育产业

14:20-15:20论坛三   TMT专场：创新为先，TMT领域风口选择论坛三   TMT专场：创新为先，TMT领域风口选择

随着IPO审批的提速，TMT企业上市将大幅上涨，作为近年来备受VC/PE投资机构关注的高成长领域，
电子科技，智能终端、传媒、新型平板显示、高性能集成电路和高端软件大量出现，TMT领域投资白热



化，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如何把握其中的机会？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市场、互联网社交类公司的
投资趋势？TMT领域的投资风口在哪里？

主持人：何士祥  达晨创投业务合伙人 

        陈洪武  国科嘉和基金执行合伙人

        高  婧  云适配联合创始人兼COO

        梁隽樟 昆仲资本创始合伙人

        王赓宇  华软资本总裁助理

        徐　晨　戈壁创投合伙人

        张  磊  晨晖资本合伙人

15:20-16:20 论坛四论坛四    文化专场：创新融合，文化专场：创新融合，技术、资本驱动下的文化产业技术、资本驱动下的文化产业

技术和创新在文化产业中的作用？如何引导文化产业未来的投资机会？消费升级下上，资本如何嫁接旅
游产业形成动力？影视行业投资渐渐冷却的原因是什么？体育风潮下如何挖掘细分领域的投资？文娱领
域的并购重组的再融资项目全部劝退，文娱行业IPO也遇到一系列制约，这些会给这个行业的发展带来
什么？并购后的企业从管理、运营、人员都遇到了新的问题，融合前景如何？

主持人：邵振兴　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
            陈悦天  辰海资本合伙人

　　　　    刘  纲  深创投合伙人

            陆宏宇  德同资本合伙人

            刘继军  中科招商联席总裁，中科创大创始人、总裁

　　　　　　彭华军  纳德光学合伙人

            朱劲松  陕文投合伙人

16:20-17:20  论坛五  大消费专场：消费升级，资本如何引领消费投资论坛五  大消费专场：消费升级，资本如何引领消费投资

 随着消费升级，其中以旅游、娱乐、餐饮、IT产业消费升级趋势最为明显。机构投资如何抓住高端消费
的投资机会？大消费领域的投资是否需要升级？大消费投资的逻辑以及领域选择？那些行业具备长期发
展的基础？在此领域的并购整合趋势如何？资本如何在大消费供给端开展投资？

主持人：于伟霞　亚商资本合伙人

        刘一昂  百度风投执行董事

        于光东  沸点资本合伙人

        张嘉诚  通江资本董事总经理

        周丽霞  金慧丰投资董事长

        梁  宇  创世伙伴资本合伙人  

        潘  震  五牛基金私募股权部执行董事

17:30  会议结束



7月月27日议程日议程

08:30-09:20　签到

09:20-09:40　主旨演讲：产城融合 产业小镇再起航

09:40-10:00  主旨演讲：股权投资新格局 新机会

10:00-11:10  论坛一   产业特色小镇专场：平台构建，产业小镇投资模式打造论坛一   产业特色小镇专场：平台构建，产业小镇投资模式打造  

产业特色小镇如何构建以项目为核心的投资？多种投资平台之间如何协调？产业链投资如何应用在产业
小镇，产业基金包括房地产基金在产业小镇的作用？PPP模式在产业小镇中的投资和项目融合？产业小
镇投资平台如何建立？产业基金和政府以及项目的协调？

主持人：张建臣  中国城市运营联盟秘书长 

        陈良秋  北京协同创新园总裁

        林　竹  华晟基金董事长 

        吕海彬  盛世投资合伙人 

            欧阳华  广东宏景科技董事长 

            周凯波  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PPP项目主任 

11:10-12:20 论坛二   论坛二   高端制造专场：新型高端，智造领域的投资趋势和退出高端制造专场：新型高端，智造领域的投资趋势和退出

在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以及高端智能装备等呈现爆发式增长，在新材料领域，特种功
能和高性能复合材料也呈现快速发展趋势，在此领域的投资选择？人工智能是否成为重中之重？节能环
保趋势投资的关键？新材料投资面临时间技术等问题，此领域投资退出的模式选择？

主持人：许　萍　盘古创富创始合伙人

        陈　波　领汇基金总裁

        关  博  同创伟业投资副总裁

戚博轩  金葵花资本副总裁、首席分析师

李德刚  景林投资董事总经理

杨  森  中植资本高端制造产业投资部执行总经理

            杨  龑  虢盛投资董事总经理

朱鹥佳　同系资本创始人

12:30-14:00 商务午宴（定向邀请）

14:00-14:20 主旨演讲  产融结合与产业链投资

14:20-14:40 主旨演讲  健康医疗产业投资展望



14:40-15:50 论坛三   健康医疗专场：技术主导，生物医疗投资的技术和模式论坛三   健康医疗专场：技术主导，生物医疗投资的技术和模式

技术在医疗产业中越来越重要，表现在医疗器械、新药和生物技术方面，相应的专业化投资的趋势也越
来越明显。同时，医疗健康产业中的医美、社区医疗、移动诊疗也发生了变化，都在寻找新的商业模
式。针对这种变化，健康医疗行业的机会在哪里？远程医疗、基因技术、移动医疗的投资机会和投资逻
辑？行业并购整合的趋势？上市公司和医疗并购基金如何互动？医药、医疗设备海外并购的变化？

主持人：陈  丹  信中利高级合伙人、联合执行总裁

        刘牧龙　仙瞳资本董事长

        李  晋  澳银资本合伙人

　　　　贤  明　中钰资本合伙人

        沃飞宇  方正和生总经理

        徐渊平  达晨创投董事总经理

        张  可  创丰资本合伙人 

        张海峰  鼎晖创新与成长基金合伙人

　　　

15:50-17:00  论坛四   房地产基金专场：未房地产市场下半场的投资转型论坛四   房地产基金专场：未房地产市场下半场的投资转型

从2017年开始，房地产进入了后半场，后半场的特征是服务深化和经营深化，其中房地产基金如何转
型？如何打造房地产投资市场的价值链？如何通过私募基金、私募REITs、ABS等金融产品进行退出？限
购限贷下如何影响房地产投资？传统地产、境外地产、旅游地产、养老地产，未来发展的趋势？PPP将
带来怎样的投资机会？特色小镇建设中房地产基金的作用？

主持人：郑锦桥  嘉富诚基金董事长 

        蔡汝雄  盛世神州副董事长

        陈延彬  中城投资首席研究员

　　　　　　李  皎　乾立基金董事总经理

　　　　　　杨明伟　长富汇银执行总裁

　　　　　　张文钧  易居资本董事总经理

            周立烨  金茂资本首席执行官

17:00 会议结束

18:00-20:00颁奖晚宴（定向邀请）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贵宾门票：1988元/人贵宾门票：1988元/人

1、凡购买门票可参与“融资中国2017股权投资产业峰会”两天全部会议；

2、主会场享有专属坐席；

3、可获得主会场两日午宴餐券一张，与行业内专家共进午餐，共同交流；

4、可获得年会会刊及相关资料一份；



VVIP门票：2288元/人VVIP门票：2288元/人

1、凡购买门票可参与“融资中国2017股权投资产业峰会”两天全部会议；

2、主会场享有前排VIP预留席；

3、可获得主会场两日午宴餐券一张，与行业内专家共进午餐，共同交流；

4、可获得年会会刊及相关资料一份；

晚宴门票：4988元/人晚宴门票：4988元/人

1、凡购买门票可参与“融资中国2017股权投资产业峰会”两天全部会议；

2、主会场享有前排VIP预留席；

3、可获得主会场两日午宴餐券一张，与行业内专家共进午餐，共同交流；

4、可获得主会场7月13日闭门颁奖晚宴，与投资机构大咖共进晚餐，共同交流；

5、可有机会与行业内大咖合影留念；

6、可获得年会会刊及相关资料一份；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