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届国际资本峰会议程 

 

新常态 ；中国-欧盟在能源和金融方面增长的新利益和新机遇 
 

2015 年 10 月 19-20 日- 中国，北京 

 

2015 年 10 月 18 日星期日 
15:00  会议登记 

19:00 迎宾饮品 
 
 

2015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一 
08:00 登记和咖啡 

08:45     国际资本峰会 VIP 开幕专题讨论会：中国-欧盟；新常态。中国经济以及中国与欧盟经济关系的新时代 
 

主持人: Matthew Astill, 国际资本峰会和英国卡文迪什国际集团首席执行官 
 

龙永图,国际资本峰会联合主席,前商务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前秘书长         

Senator Jean-Pierre Raffarin,国际资本峰会联合主席,法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防和武装部队主席,法国展望

与革新基金会主席 

姜增伟,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 

孙永福,商务部欧洲司司长 

Gérard Errera, 国际资本峰会联合创始人,法国黑石集团总裁, 法国外交部前秘书长 
 

 中国变化中的经济形势如何影响其与欧盟的经济关系 

 中国和欧盟共享”一带一路“的愿景和实施 

 中国和欧盟如何通过更多的贸易和投资实现深化合作 

 中国和欧盟在能源以及金融领域如何加快双向合作 
 

09:45 专题讨论会二：VIP 能源座谈 
 

 巴黎气候大会（COP21）的预期成果有哪些？中国和欧盟将在大会上发挥哪些作用 

 2015 巴黎气候大会（Cop21）的预期成果有哪些 

 领先的能源公司如何利用 2015 巴黎气候大会（Cop21）的成果帮助决策者 

 欧盟-中国公司能源合作关系如何继续演进 

 油价何时稳定，在哪个水平稳定 

 可再生能源是否达到了商业上可行性的临界点 

 核能在欧盟-中国能源构成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主题演讲：Fatih Birol, 国际能源署署长* 

主题演讲:   解振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巴黎气候大会首席谈判代表 * 

主题演讲：努尔 白克力, 国家能源局局长* 
 

朱共山,协鑫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Livio Gallo, 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基础设施与网络业务总裁 

                  Jarand Rystad, 挪威 Rystad 能源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董事长 
*- 拟约 

 
 



 
 

10:45 茶歇&交流 
                

 

11:00 专题讨论会 3：VIP 金融——新的利益和机遇 

 对于欧盟有什么影响，除了通过丝绸之路、亚洲开发银行及参与欧盟基础设施投资实现中国金融的出

口 

 中国金融部门增长的新常态的影响是什么、这对中国的欧盟合作伙伴意味着什么 

 欧洲投资者可以从放开银行利率、汇率和资本控制的放松中期望些什么 

 中国和欧盟如何共同摆脱债务，获得更多可持续的股权融资以及增加双向投资 
 

成清涛,中国华阳经贸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田国立，中国银行董事长 

                 林毅夫，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Jean- Hervé Lorenzi, 经济学家俱乐部主席 
 

11:45 专题讨论会 4：互联网+与 RAID:能源和金融领域的突破性创新  

 互联网+与 RAID（机器人、人工智能、物联网、数据）如何促进能源和金融领域的创新 

 中国和欧盟可以以何种方式开展合作，将“互联网+”或 RAID 作为生产力的新推动力  

 突破性创新是否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二氧化碳排放挑战的解决方法 

 大型能源企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如何面对突破性 

  中国和欧盟如何合作才能从突破性创新和巨大技术突破结合中获得 
 

  刘扬声，浩然资本、浙江同景新能源公司董事长 

Robert Proctor, audioBoom 公司首席执行官  

Mark Beilby, LUMI 董事长 
 

 12:30 交流午宴 
 
 

 14:00 能源(E) 

座谈小组 E1：石油天然气和核能座谈 

 中国和欧盟能源公司油价预算是多少；油价是否受到市场的推动，油价何时稳定以及上涨 

 中国公司是否将向北海地区投资、我们是否将看到油气部门的一段盘整期（涉及大宗中国-欧盟交易） 

 中国和欧盟公司如何实现将投资者情绪变为公司对化石燃料的 

 核能起到什么作用、中国和欧盟如何深化核能方面的合作 

 

邓建玲，华电集团副总经理 

Hervé Machenaud, 法国电力公司发电工程集团高级副总裁 

Matti Ruotsala,富腾(Fortum)工程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 

陈秋途，中国华信能源公司董事长 

Sturla Henriksen, 挪威船东协会首席执行官 
 

 15:00 座谈小组 E2：可再生能源 

 中国和欧盟的能源结构中，什么是当前和预计可再生能源 

 哪些可再生能源最有可能具备竞争力 

 2014 年绿色金融的金额达 1900 亿美元 – 预计增长为多少 

 中国从欧盟寻求哪些关键节能技术 
 

石定寰, 原国务院参事，科学技术部原秘书长，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  

Chris Beaufait, 维斯塔斯集团亚太和大中华区副总裁  

刘科,托普索中国公司总裁 



 
 

 

 15:45 茶歇&交流 
 

 16:15 座谈小组 E3:私募股权与投资者专题讨论会 

 欧盟和中国在哪些能源领域的资金配置最为活跃  

 PE 在石油勘探和开发中有哪些作用 

 能源方面的突破性创新如何为私募投资创造机遇  

 存在哪些向能源部门投资的中国-欧盟合作模型 

 中国的投资者将如何将更多的资本分配到欧盟的能源基础建设中 

 投资者如何加快双向技术转让  
 

Koos Tesselaar, 海明威投资集团董事长 

Ingmar Wilhelm, 泰丰资本总经理 

王巍,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并购公会主席 

                                汪潮涌,信中利国际控股公司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 
 

 17:00 休会 
 

 17:30 酒会 
 

18:30 招待晚宴& 国际资本峰会 颁奖 

国际资本峰会颁奖，认可欧盟-中国企业合作与投资 
 
 
 
14:00 金融(F) 

座谈小组 F1：资本市场改革 – 对中国和欧盟而言的机遇 the opportunities for China and the EU 

 股票发行仅占中国公司融资的 4%——将期待哪方面的增长 

 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资本管制进一步放松对中国-欧盟资本双向市场投资的影响是什么 

 中国的衍生产品市场将如何发展以及欧盟公司如何参与其中 

 首次公开募股（IPO）过程将如何加快，以满足投资者需求、避免市场失真 

 欧盟投资者如何才能参与到中国的股票、公司以及地方政府债券市场 
 

  Laurent Fouquet, 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李晶, 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亚太地区副主席  
 

 15:00 专题讨论会 F2：私募和投资者座谈小组专题讨论会 

 检查欧盟-中国合作关系的双向投资 

 大型欧盟投资者如何向中国资本市场（其中包括地方债务）投资更多 

 欧盟私募如何寻求募集资金或买入中国的资金 

 与中国纯私募相比，私募是否更多作为后期风险投资  

 中国和欧盟私人股本如何共同向金融技术投资 
 

潘松,复星集团董事总经理 

胡祖六, 春华资本集团主席,前高盛集团合伙人及大中华区主席  

   Eddie Chen, 法国投资公司 Eurazeo 首席执行官 

Xavier Marin, 法国资本投资基金会(Fontations Capital)董事会主席兼联合创始人 
 

 15:45 茶歇&交流 

 
  
 



 
 

16:15 座谈小组 F3: 银行与保险 – 新常态、新机遇，突破性创新 
 

 中国金融领域的自由化进程慢于世贸组织预期的时间。国际银行和保险公司是否会获得更多进入机会 

 中国银行和保险公司如何增强其在欧盟的地位 

 欧盟和中国的银行如何增强在各自市场的竞争力 

 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合作关系如何围绕金融技术和突破坏性创新演化  

 大型银行和保险公司如何看待其市场瓦解这一情况？他们能从中国和欧盟市场能学到什么 
 

Christophe Baviére, Idinvest 首席执行官 

Arnaud de Bresson, Paris EUROPLACE 总经理 
 

 17:00 休会 
 

 17:30 酒会 
 

18:30  招待晚宴& 国际资本峰会 颁奖 

国际资本峰会颁奖，认可欧盟-中国企业合作与投资 
 
 

2015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 
 

 B2B 圆桌会议  
 同时进行三场 B2B 圆桌会议  

 所有的会议应遵循以下格式 

 层次分明、以内容为主导的议程 

 主持人介绍关键议题领域 

 主持人邀请与会者就议程事项发表意见 

 峰会代表参与 B2B 议程，于 10 月 1 日公布 

 
08:15 咖啡 
 

09:00 Room 1: 私募：国际资本峰会欧盟-中国私募交流会议  
 

 Room 2: 能源公用事业圆桌会议 
 

 Room 3: 金融技术圆桌会议 
 

13:00 闭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