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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百人论坛系列”是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倾力打造的行业交流平台，论坛由协会的各个专业委员

会定期主办，邀请私募行业内的百位专家坐而论道、分享投资心得。协会四个专业委员会各有侧重，早期

投资专委会、创业投资基金专委会、私募股权及并购基金专委会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专委会分别代表私募

产业链条的一环，通过年度论坛的形式树立行业风向标，共同搭建行业与政府沟通的桥梁。 

“私募股权及并购百人论坛”是百人论坛系列的第一期，由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股权及并购基金

专业委员会主办，全联并购公会、宏瓴资本、君和资本和基石资本四家委员单位协办。在经济新常态和供

给侧改革的大环境，并购重组应当在推动经济转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本次论坛的

主题即并购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协会私募股权及并购基金专委会计划每年举办一次主题论坛，围绕并购市场出现的新情况，邀请政府主管

部门、并购基金、上市公司和优质未上市企业等并购市场的相关方参加，力促行业健康发展，为中国经济

发展贡献力量。

私募股权及并购百人论坛
会议议程

中午

12:00-13:30 ┃午宴（仅限受邀嘉宾，论坛提供）

地点：上海市兴国宾馆 8 号楼接见厅

下午

13:30-14:30 ┃圆桌论坛：医疗健康行业 - 战略并购 行业整合 价值创造

主持人    张 弛    基石资本董事总经理

杨 青    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首席商务官及首席战略官

吴兴华    全亿健康董事长

牛 伟    Hospira 公司（辉瑞子公司）中国医疗器械业务负责人

马春敏    欢乐口腔医疗集团董事长

程立飞    美敦力大中华区副总裁

14:40-15:40 ┃圆桌论坛：教育行业并购——新政策、新教育、新发展

主持人    胡 雄    君和资本管理合伙人、总经理

张 明    安徽新华集团总裁

刘玉文    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易定宏    华图教育董事长

罗得军    中信资本董事总经理

15:45-16:00 ┃大会总结

吴尚志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股权及并购基金专业委员会联席主席，鼎晖投资董事长

16:00-18:30 ┃参观并购博物馆 ( 地点：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 89 号 1-2 层 )

统一乘车前往并购博物馆 

普陀区委区政府领导致辞

并购广场鸣钟典礼 相关领导及委员会委员

集体合影 

讲解并购博物馆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

并购博物馆简介

全球首家并购主题博物馆坐落于上海并购金融集聚区，于 2015 年 11 月 4 日开业，展示面积 2600

平方米。开业后得到业界广泛关注，刘明康、刘吉、屠光绍、苏宁、蔡鄂生、魏迎宁、许善达、金琦

等各界嘉宾三万余人到访。并购博物馆秉承金融启蒙与创新的原则，通过六个以并购主题的展厅再现

产业重组、并购技术与金融创新的风云变化，让更多的企业家、金融家和创业者现场感受金融在生活

中的变化，理解并购带来的颠覆力量。

上午

主持人

张小艾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副会长

09:00-09:15 ┃开幕致辞

洪 磊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

09:15-09:30 ┃开幕致辞

赵令欢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股权及并购基金专业委员会主席，弘毅投资董事长

09:30-10:00 ┃主题演讲

上海市政府领导

10:00-10:20 ┃主题演讲

证监会上市部领导

10:20-10:40 ┃主题演讲

卢文道    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席律师

10:45-12:00 ┃圆桌论坛：A 股并购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主持人    王宏霞    宏瓴资本创始合伙人

王 巍    全联并购公会创始会长

王国斌    君和资本创始合伙人

张 维    基石资本董事长

刘乃生    中信建投证券公司执委

陈 颉    投中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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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席

赵令欢       弘毅投资董事长

联席主席

吴尚志       鼎晖投资董事长

张懿宸       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秘书长

王宏霞       宏瓴资本创始合伙人

安红军     

邓 爽   

胡章宏     

李引泉     

厉 伟      

梁信军     

刘海峰     

刘乐飞     

王 巍    

熊晓鸽      

杨向东     

张 维   

君和资本创始合伙人 / 董事长

国开开元总经理

建银国际董事长兼总裁

招商局资本董事长

松禾资本创始合伙人

复星创富董事长

德弘资本董事长 / 前 KKR 亚洲私募联席总裁

中信产业基金主席 / 首席执行官

全联并购公会创始会长

IDG 资本全球董事长

凯雷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 / 亚太区主席

基石资本董事长 / 管理合伙人

委员   （以姓氏拼音排序）

私募股权及并购基金专业委员会诞生于我国私募投资基金行业快速发展、直接融资大时代加快到来的大背景之下，由来自 16

家国内外知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高管人员组成，宗旨是为私募股权行业提供专业交流平台，反映行业发展诉求，促进行业快速

发展，推动私募股权基金行业服务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私募股权及并购基金专业委员会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赵令欢

联想控股常务副总裁
弘毅投资董事长 /CEO

赵令欢先生现任联想控股常务副总裁，弘毅投资董事长、CEO；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中

美交流基金会理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

赵令欢先生于 2003 年加入联想控股并创立弘毅投资。弘毅投资目前直接管理和运作的资金

超过 680 亿元人民币，管理的基金已投资于约百家中外企业。

赵令欢先生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之后获美国北伊利诺依州大学电子工程硕士和物理学硕

士学位，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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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尚志

鼎晖投资董事长

吴尚志，鼎晖投资董事长。

1995 年至 2002 年曾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直接投资部董事总经理负责中金公司的直接投

资业务。

2000 年至 2002 年任管理委员会成员。

1993 年至 1995 年 , 任北京科比亚咨询公司执行董事。

1991 年至 1993 年吴先生任世界银行的国际金融公司的高级投资官员，负责在中国的投资。

1984 年至 1991 年吴先生在世界银行任投资官员和高级投资官员。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

位及工程博士学位。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简称“协会”）成立于 2012 年

6 月 6 日，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社

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经国务院批准，在国家民政部登记

的社会团体法人，是证券投资基金行业的自律性组织，接受

中国证监会和国家民政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

应当加入协会，基金服务机构可以加入协会。

协会主要职责包括：教育和组织会员遵守有关证券投资的法

律、行政法规，维护投资人合法权益；依法维护会员的合法

权益，反映会员的建议和要求；制定和实施行业自律规则，

监督、检查会员及其从业人员的执业行为，对违反自律规则

和协会章程的，按照规定给予纪律处分；制定行业执业标准

和业务规范，组织基金从业人员的从业考试、资质管理和业

务培训；提供会员服务，组织行业交流，推动行业创新，开

展行业宣传和投资人教育活动；对会员之间、会员与客户之

间发生的基金业务纠纷进行调解；依法办理非公开募集基金

的登记、备案；协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共有会

员 2582 家，其中普通会员 570 家，联席会员 238 家，观

察会员 1676 家，特别会员 98 家。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自律管

理范围下的行业资产规模 51.65 万亿元，其中公募基金 9.16

万亿元，私募投资基金实缴规模 7.89 万亿元，基金公司及

其子公司专户产品 17.28 万亿元，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

17.03 万亿元，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 284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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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懿宸

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张懿宸先生是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先生在华尔街开始其职业生

涯，于 1987 年就职于格林威治资本市场公司 (Greenwich Capital Markets)，其后于东京

银行纽约分部担任证券自营交易业务负责人，继而出任美林证券大中华区债券资本市场主管。

张先生于 2000 年加入中信集团，担任中信泰富 ( 现为中信股份 ) 执行董事以及中信泰富信息

科技公司总裁。他于 2002 年参与创建了中信资本，并见证了这家公司的整个发展历程。

张先生是另类投资行业的领军人物。他是新兴市场私募股权投资协会 (EMPEA) 的董事会成

员，中华股权投资协会 (CVCA) 理事会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以及前任理事长，同时还是北京股

权投资基金协会和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的副会长，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股权

及并购基金专业委员会联席主席。 

张先生亦积极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他是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与全球

化智库副理事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理事会成员、世界经济论坛 – 全球青年领袖基金会

的董事会成员，以及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成员。

张先生坚信并支持教育事业，他是安多弗亚洲委员会 (Andover Asia Council) 的联合主席、

耶鲁大学亚太发展委员会 (Yale Asia Development Council) 的理事会成员，及道尔顿基金

会 (The Dalton Foundation) 的董事会成员。

张先生拥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学位。 

私募股权及并购百人论坛 05

王宏霞

宏瓴资本创始合伙人

王 宏 霞， 于 2016 年 创 立 宏 瓴 资 本， 中 基 协 私 募 股 权 及 并 购 基 金 专 业 委 员 会 秘

书 长。 主 持 项 目 包 括 阿 里 巴 巴（NYSE：BABA）、 拉 夏 贝 尔（HK:06116)、

奥 马 电 器（002268）、 贝 瑞 和 康 借 壳 天 兴 仪 表 (000710)、 合 全 药 业 等。 

王女士曾担任亚洲最大独立母基金鲲行投资 (Asia Alternatives) 的业务合伙人及上海公司

总经理，全面负责中国公司的管理及投资工作。在此之前，曾就职于赛伯乐中国、荷兰国

际集团亚洲投资管理公司 (ING Asia Investment Management) 等多家知名投资机构。

王女士担任清华五道口 EMBA 上海校友会副会长及清华五道口康奈尔 FMBA 导师。

安红军

君和资本创始合伙人 / 董事长

君和资本创始合伙人、董事长，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专业委员会委员、

2014 沪上金融行业领袖、2014 年度中国长三角青年商业领袖、中国股权投资协会副会长、

上海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全球金融工商管理博士。

安红军先生于 2016 年 10 月创立君和资本，目前管理基金规模超过 60 亿元，核心团队拥有

丰富的股权投资及资本运作经验，专注于国资国企改革及产业并购整合。

九年大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曾任上海城投控股董事长、总裁，通过高效的经营管理、

资产重组、引入战投、创立投资业务板块，将公司市值从 100 亿元提升至近 800 亿元；公司

盈利超过 200 亿元；同时组建诚鼎基金并担任董事长，6 年基金管理规模超过 300 亿元。

十年大型投资银行高管。曾在南方证券、华泰证券、天同证券等多家券商担任高管，分管投

资银行业务，带领南方证券投行团队 97-99 年连续三年获得行业排名第一。

四年世博会财务及投融资负责人。为世博会项目筹集数百亿元资金，发行 40 亿元世博债券，

开创国内以企业债券为大型盛会融资的先例。

邓  爽

国开金融公司副总裁
国开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国开开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邓爽女士，现任国开金融公司副总裁，国开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国开开元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总裁。邓爽女士拥有超过 20 年的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及管理经验，曾主导完成多支

中外多边及双边基金的设立及管理，并主导对国内多支优秀人民币基金的投资。2010 年主导

发起设立了中国第一支国家级股权投资母基金 - 国创母基金，并成功投资了顺丰速运、蚂蚁金

服、药明康德、新世纪儿童医院等多个市场优质股权项目。邓爽女士拥有北京大学经济法、美

国史蒂文斯大学项目管理和长江商学院 EMBA3 个硕士学位，以及南开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

胡章宏

建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建银国际产业基金董事长

胡章宏博士现任建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建银国际产业基金董事长，建银

国际 - 迈特迪斯特环球商品（英国）有限公司（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全球九家圈内会员

之一）董事长、香港中国金融协会主席、香港证监会程序复检委员会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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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产学研创投董事长
松禾资本创始合伙人

厉伟先生，深港产学研创投董事长、松禾资本创始合伙人，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随

后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及光华管理学院 EMBA 学位。曾设计发行中国大陆证券市场第一

张可换股债券和第一张中长期认股权证，策划操作中国大陆证券市场第一起上市公司收购案、

第一次股票上网发行方案。

曾主持同洲电子（002052）、荣信股份（002123）、A8 音乐集团（HK0800）、国民技

术（300077）等多家上市公司的投资和股权管理。

厉伟先生获得清科集团“投资界 100”人物、投资中国 2016 年中国领袖投资人 TOP100 等

多项荣誉。为推动行业发展，厉伟先生还担任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副会长、深圳市金融

顾问协会副会长、深圳天使投资人俱乐部副主席、深圳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厉  伟
梁信军

复星创富董事长

梁信军，复星创富董事长。梁先生现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

中国候任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上海台州商会会长、上

海复旦大学校友会会长、长江商学院校友会常务副理事长及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国工

商理事会理事及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国保险行业协会首席专家团首席投资专家、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专业委员会委员等。梁先生于 1991 年从复旦大学取得遗传

工程学学士学位，于 2007 年从长江商学院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于 2015 年从亚利桑

那州立大学取得全球金融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李引泉

招商局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李引泉，现任招商局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曾任招商局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招商局金融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局中国基金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银行董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财

务部总经理、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等职务。

曾任中国农业银行办公室综合处副处长、处长、中国农业银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助理、副总

经理、中国农业银行纽约分行筹备组组长、中国农业银行人事教育部副总经理、中国农业银

行香港分行副总经理等。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经济学硕士、意大利 FINAFRICA 学院金融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刘乐飞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主席 / 首席执行官

刘乐飞先生拥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MBA 学位。刘先生具有

多年的证券、金融从业经历，曾就职于国家财政部综合司，历任首创证券公司执行董事、中

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管理总部总经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投资执行官

兼投资管理部总经理等。刘先生于 2008 年任中信产业基金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刘海峰

德弘资本董事长
前 KKR 亚洲私募投资联席总裁

刘海峰先生曾任 KKR 全球合伙人， KKR 亚洲私募股权投资联席主管兼大 中华区首席执行官。

同时刘先生还担 任 KKR 亚洲私募股权投资委员会 , 亚 洲投资管理委员会及中国成长基金 投

资委员会委员。

加入 KKR 之前，刘先生曾担任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兼亚洲直接投资部联席主管。在 23 年

的直接投资生涯中，刘先生创造了优异的长期 投资业绩，曾负责并领导了大中华区多项成功

的、富有开创性的直接 投资项目，例如：中国平安保险、中国蒙牛乳业、青岛海尔、圣农发 

展、百丽国际、远东宏信、南孚电池、中国现代牧业、联合环境、中 国脐带血库、永乐家电、

恒安国际、中粮肉食、粤海饲料、亚洲牧业、 优信集团、达内教育、58 到家等。

刘先生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电子工程系最高荣誉理学 学位。刘先生是 Tau Beta 

Pi 全美工程荣誉学会的成员，并曾荣获哥伦 比亚大学最优秀电子工程专业学生 Edwin 

Howard Armstrong 荣誉奖。 刘先生同时担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专

业委员会委员及中华股权投资协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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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巍

全联并购公会创始会长

王巍，全联并购公会创始会长，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万盟并购董事长。

曾任职多家境内外金融机构。直接组织了中国几十家大型企业的改制、重组、承销及并购业务；

在创新金融工具、企业重组和产业整合等领域经验丰富。王巍长期担任政府经济顾问，上市

公司和金融机构的独立董事。

王巍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曾长期担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长江商学院的客座教授。2004

年主持创建了中国并购公会； 2010 年创建了中国金融博物馆（集团），在天津、苏州、北

京、上海和沈阳有六处不同主题的分馆。2015 年担任亚洲并购协会 (AMAA) 会长和全球金

融博物馆协会 (IFFM) 联席主席。 2017 年担任由 25 个国家联合发起的全球区块链商业理事

会 (GBBC) 的执行理事。

熊晓鸽

IDG 资本全球董事长

熊晓鸽，IDG 资本全球董事长。

1993 年，协助 IDG（国际数据集团）创始人及董事长麦戈文先生在中国创立太平洋风险技

术基金（后更名为 IDG 资本）。目前 IDG 资本在中国投资了 500 余家优秀公司，包括腾讯、

携程、百度、搜狐、搜房、如家、汉庭、土豆、91 无线、暴风科技、小米、美图等。2017

年 1 月，IDG 资本牵头收购了国际数据集团旗下的全球投资业务（IDG Ventures）。

1996 年秋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高级管理班。1987 年获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学位，

后入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攻读亚洲经济与国际商务研究生课程。1984 至 1986 年就读于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英语采编专业。1982 年毕业于湖南大学英语专业。

自 2005 年起任波士顿大学董事，自 2013 年起担任 WPP 非执行董事。

杨向东

凯雷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
凯雷投资集团亚太区主席

杨向东为董事总经理及凯雷投资集团亚太区主席 , 负责领导亚太区所有私募股权投资活动

（不含日本）。杨先生于 2001 年加入凯雷，担任凯雷亚洲并购团队的联席主管。凯雷在

亚太区投资近 20 年，是该地区最大的私募股权投资者之一。凯雷亚洲的企业私募股权团队

已经在该地区进行了 130 项投资，股本投资金额逾 116 亿美元，现有资产管理规模约 90

亿美元。

加入凯雷前，杨先生在高盛集团工作九年，曾为高盛的董事总经理兼亚洲投资部联席主管。

杨先生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士及工商管理硕士 (MBA) 学位。杨先生出生于中

国沈阳市。

张  维

基石资本董事长 / 管理合伙人

南京大学硕士、北京大学 EMBA 金融班、中欧哈佛全球 CEO 班，曾任回天新材（300041）

董事长、新加坡上市公司鹰牌控股董事局主席，现任基石资本董事长。2016 年荣获清科集团

颁发的“中国创业投资家 10 强、投中集团颁发的“领袖投资人”、21 世纪经济报道颁发的“年

度投资家 20 强”；2013-2015 年连续三年被评为《福布斯》“中国最佳创业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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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股权及并购基金专业委员会

协办单位：全联并购公会、宏瓴资本、君和资本、基石资本

时       间：2017 年 5 月 9 日

地       点：上海市兴国宾馆 8 号楼宴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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