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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简介 

苏州大学坐落于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是国家“211工程”、

“2011计划”首批入列高校，是教育部与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建“双一流”建设高校、国

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是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苏州大

学前身是 Soochow University（东吴大学，1900年创办），开现代高等教育之先河，

融中西文化之菁华，是中国最早以现代大学学科体系举办的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

上，东吴大学最早开展研究生教育并授予硕士学位、最先开展法学（英美法）专业教

育，也是第一家创办学报的大学。1952 年中国大陆院系调整，由东吴大学之文理学

院、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南大学之数理系合并组建苏南师范学院，同年更名为江苏

师范学院。1982 年，学校更复名苏州大学（Soochow University）。其后，苏州蚕桑

专科学校（1995年）、苏州丝绸工学院（1997年）和苏州医学院（2000年）等相继并

入苏州大学。从民国时期的群星璀璨，到共和国时代的开拓创新；从师范教育的文脉

坚守，到综合性大学的战略转型与回归；从多校合并的跨越发展，到争创一流的重塑

辉煌，苏州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苏州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Center for Financial Engineering）(“中心”) 成立于

2007年12月13日。基于金融工程本身跨学科，复合型和业界紧密联系的特点，中心成

员由经济、管理、理工科等相关学科背景的教学科研成员组成。中心现有由老、中、

青国内外知名专家教授，和业界领军人物组成的一个团结、积极向上的团队。现有教

授博士生导师6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6人，讲师4人，是集产、学、教性质为一体的校

级教学科研单位。中心现拥有授予经济学学位的金融工程专业二级学科博士点（数学，

统计学和应用经济学下的二级交叉学科博士点）及授予金融（金融工程）专业学位的

硕士学位点。中心力图通过金融学与数学的交叉和融合，促进理论与实际的真正结合，

重点在以下三个层面培养高、中层次学术型和专业型人才： 

1.博士学位研究生。旨在培养基础扎实，具有在金融数学领域中从事理论研究和

教学工作的能力，能在金融、保险等机构从事金融产品设计和创新的高层次专门人

才； 

2.学术型金融工程硕士研究生（3 年制）。旨在培养金融工程基础较为扎实，能

进行教学科研，在金融、保险等机构从事金融产品设计和创新的实际工作人才； 

3.专业型金融硕士研究生（2 年制）。具有扎实的经济、金融学、保险学和金融

数学理论基础及熟练使用计算机的能力，富有创新和进取精神，较强的从事金融工

程实际工作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金融专门人才。 

中心自成立以来，已培养毕业研究生350多人，其中面向银行、期货证券及其他

金融机构就业的有300余人，考取公务员12人，攻读博士或博士后15人，从事教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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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相关工作22人，自主创业4人；中心毕业研究生就业率高，就业质量好，到目前为

止中心为我国现代金融业已培养了一批金融数学和金融工程方面的高素质紧缺专

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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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旨 

风险投资是创新创业的引擎，由于其本身的正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政府一直给

予了很大的支持，如何优化公共政策来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成为当务之急。风险投资

在中国也风风雨雨地走过了三十多年，较为有效的公共政策有税收、引导基金、孵化

器等。如何有效退出，也是风险投资发展中的重要环节，我国的资本市场历经了主权、

中小企业板、创业板等发展与蜕变，如何能更好地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 

在十四五规划的引导下，协同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成为当前发展的重中

之重。如何通过风险投资、科技创新来促进长三角创新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国际贸

易一体化？ 

“风险投资与公共政策”，2021（第五届）中国风险投资学者论坛期间，组委会

届时将邀请政策制定者、天使投资人、机构投资人及专家学者等齐聚一堂，探讨风险

投资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热点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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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为了方便您在会议期间的活动安排，请参阅本会议手册并特别提醒您注意以下事

项。 

一、会程形式 

为切实保障各位宣讲者利益与安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经与中国风险投资学

者论坛理事会以及论坛共同发起单位商议决定： 

第五届“中国风险投资学者论坛”将于 10 月 16 日、10 月 17 日线上召开。 

 

二、会程安排 

10月16日，8:00-11:50，开幕式暨主旨报告会。 

10月16日，13:30-16:40，分论坛报告。 

10月17日，8:00-11:55，主旨报告会暨闭幕式。 

 

三、注意事项 

1. 会议手册 

请参会代表提前熟悉会议手册，按照会议日程安排准时参加各项学术活动。若会

议议程时间、地点安排临时有变化，会务组将会提前通知。 

2. 会议微信群 

为了便于交流，会务组创建“第五届中国风险投资学者论坛”微信群，请参会嘉

宾联系会务组入群，会议重要事项将会在群内发布。 

3. 会议期间如需帮助，请及时与会务组联系，联系人： 

（1）李丹丹（18362673596，lidan3550@163.com） 

（2）任杰（15250000201，731563573@qq.com） 

（3）潘锴（19851356525，jsqdpk@163.com） 

（4）武传浩（13659973476，4240972782@qq.com） 

（5）仲启凤（18846082386，18846082386@163.com） 

 

mailto:1884608238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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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简表 

日期 时间 事项 腾讯会议号 

10 月 16 日 

08:00-08:20 大会开幕式 

345903788 
08:20-10:20 大会报告（I） 

10:20-10:30 会间休息 

10:30-11:50 大会报告（II） 

13:30-16:40 

学术分论坛

（一） 

专题 I 风险投资与创新 

737168464 

专题 II 风险投资与公共政策 

学术分论坛

（二） 

专题Ⅲ 风险投资与资本市场 

809955596 

专题 IV 风险投资与风险管理 

学术分论坛

（三） 

专题 V 风险投资与经济发展 

635787873 

专题 VI 风险投资与数字经济 

学术分论坛

（四） 

专题 VII 风险投资与科技金融 

291741754 

专题 VIII 风险投资与产业链 

10 月 17 日 

8:00-10:10 大会主旨报告（I） 

484752282 

10:00-10:10 会间休息 

10:10-11:40 大会主旨报告（II） 

11:40-11:55 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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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10 月 16 日（周六） 

08:00-08:20 
开幕式 

腾讯会议号：345903788 

主持人：李丹丹  苏州大学 

1. 苏州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王过京教授致欢迎辞 

2. 中国风险投资学者论坛理事会理事长金永红教授致辞 

08:20-10:20 大会报告（I） 

主持人：王雷  江南大学 

1. 08:20-09:00 

演讲人： 杨晓光 

题  目： 大数据助力信贷风险的认知与管理 

2. 09:00-09:40 

演讲人： 张陆洋 

题  目： 政府支持风险投资模式借鉴研究 

3. 09:40-10:20 

演讲人： 党兴华 

题  目： 风险投资网络社群演化及影响研究 

10:20-10:30 会间休息 

10:30-11:50 大会报告（II） 

主持人：权小锋  苏州大学 

1. 10:30-11:10 

演讲人： 张学勇 

题  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投资合约条款 

3. 11:10-11:50 

演讲人： 袁先智 

题  目： 在大数据框架下建立支持风险投资和资管业务实践的产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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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分论坛宣讲（一） 

时间：13：30-16：40 

腾讯会议号：737168464 

注：每篇论文宣讲时间 20 分钟、点评与互动 10 分钟 

专题 I  风险投资与创新 

上半场   

时间：13：30-15：00 

主持人：陈愉  苏州大学 

13：30-14：00 门槛效应下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对企业创新激励影响研究（岳远歌 

贵州财经大学） 

14：00-14：30 CVC 介入下制造业创业企业如何提升创业绩效——基于组态分析

视角（顾晓宇 江南大学） 

14：30-15：00 跨国技术并购、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刘昕璨 贵州

财经大学） 

15：00-15：10                    会间休息 

专题 II  风险投资与公共政策 

下半场   

时间：15：10-16：40 

主持人：许先普  湘潭大学 

15：10-15：40 税收优惠、创投基金募集与初创科技型投资（彭涛 中山大学） 

15：40-16：10 定向降准、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

实证研究（高绮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16：10-16：40 股权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下的金融监管完善——以完善国有企业

担任 GP 的监管规定为视角（徐宗杰 苏州市相城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 

学术分论坛宣讲（二） 

时间：13：30-16：40 

腾讯会议号：809955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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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每篇论文宣讲时间 20 分钟、点评与互动 10 分钟 

专题 III  风险投资与资本市场 

上半场   

时间：13：30-15：00 

主持人：程新生  南开大学 

13：30-14：00 中国私募股权基金有限合伙人的投资绩效研究（周翔翼 西安交通

大学） 

14：00-14：30 私募基金市场结构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收益分配和人力资本

激励视角（邱语宁 北京大学） 

14：30-15：00 考虑决策者时间偏好和预期信念的风险投资进入时机研究 

（李彦昭 西安交通大学） 

15：00-15：10                    会间休息 

专题 IV  风险投资与风险管理 

下半场   

时间：15：10-16：40 

主持人：赵睿  北京联合大学 

15：10-15：40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Venture Capital and Expropri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xt（万山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15：40-16：10 How Does the Change in Left-tail Risk Priced in China?（朱一峰 中

央财经大学） 

16：10-16：40 A New Semiparametric Approach to Expected Shortfal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Finance（方艳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学术分论坛宣讲（三） 

时间：13：30-16：40 

腾讯会议号：635787873 

注：每篇论文宣讲时间 20 分钟、点评与互动 10 分钟 

专题 V  风险投资与经济发展 

上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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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3：30-15：00 

主持人：朱一峰  中央财经大学 

13：30-14：00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辛迪加联合投资——来自中国风险投资市场

的经验证据（漆慧兰 江南大学） 

14：00-14：30 风险投资、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

证检验（武传浩 苏州大学） 

14：30-15：00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行为吗？（廖艺凡 

湖南大学） 

15：00-15：10                    会间休息 

专题 VI  风险投资与数字经济 

下半场   

时间：15：10-16：40 

主持人：王佳妮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15：10-15：40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不平等——基于个体和群体的双重视角

（熊若皙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5：40-16：10 风险投资市场中领投VC的动态转换及驱动因素研究 （梁蔚萍 西

安交通大学） 

16：10-16：40 CVC母公司ESG水平具有溢出效应吗——基于被投资企业的视角

（袁德洲 江南大学） 

学术分论坛宣讲（四） 

时间：13：30-16：40 

腾讯会议号：291741754 

注：每篇论文宣讲时间 20 分钟、点评与互动 10 分钟 

专题 VII 风险投资与科技金融 

上半场   

时间：13：30-15：00 

主持人：尹国俊  浙江农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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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4：00 基于扎根理论的风险投资支持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研究——以北京

市医药健康产业为例（赵睿 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 

14：00-14：30 风险投资、融资约束与 R&D 投资周期性（张凯歌 上海师范大

学） 

14：30-15：00 风险投资业绩承诺协议、参与董事会与企业投入（邵艳 浙江财经

大学） 

15：00-15：10                    会间休息 

专题 VIII 风险投资与产业链 

下半场   

时间：15：10-16：40 

主持人：周翔翼  西安交通大学 

15：10-15：40 Exploring the impacts of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 A spatial econometric approach（李夏婉 湘潭大学） 

15：40-16：10 Enhancing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thr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ased demand forecasting（白冰峰 上海大学） 

16：10-16：40 我国农业风险投资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尹国俊 浙江农林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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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周日） 

腾讯会议号：484752282 

8:00-10:00 大会主旨报告（I） 

主持人：付辉  江南大学 

1. 8:00-8:30 演讲人：孙立宁 

题目：医用机器人创新与协同发展 

2. 8:30-9:00 演讲人：房汉廷 

题目：中国技术资本化的创新空间 

3. 9:00-9:30 演讲人：李姚矿 

题目：区块链研究：对象、思想与方法 

4. 9:30-10:00 演讲人：禹久泓 

题目：PE 投资、孵化器和政府母基金 

10:00-10:10       会间休息 

10:10-11:40 大会主旨报告（II） 

主持人：禹久泓  苏州大学 

1. 10:10-10:40 演讲人：董梁 

题目：待定 

2. 10:40-11:10 演讲人：翟俊生 

题目：待定 

3. 11:10-11:40 演讲人：粟鹏 

题目：地点多层次资本市场新阶段，股权投资的思考与期待 

11:40-11:55 闭幕式            

主持人：岳兴业  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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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人简介 

 

杨晓光，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

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理事长、欧

亚系统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系

统科学与数学》主编。曾获复旦管理学突出贡献奖，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中国青年科技奖等荣。 

 

 

 

 

 

 

 

 

 

 

张陆洋，男，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工程工学学士、工

学硕士；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工程工学硕士、工学博士；

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后；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复

旦大学国际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风

险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同时兼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治理

委员会专家委员、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特聘导师、全国创

业投资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投资协会常务

理事、教育部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特聘专家、中国

现代金融学会副会长。曾研究的小型模具研磨机器人获航

天部科技进步二等奖；自 996 年博士毕业至今，专题研究

创新与风险投资的理论、国际经验和实务问题；在国内 5

家风险投资机构的支持下，于 2000 年发起创建了我国第一家专业性研究风险投资理论与实

务的机构——复旦大学中国风险投资研究中心。承担并完成国家教育部课题；国家发改

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科技部软科学项目；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项目；上海市

科委软科学项目；成都市科委项目；成都市发改委项目等课题。这些研究涉及风险投资的

资本市场、风险投资定价、风险投资风险分析方法、风险投资机构治理、风险投资运行体

系和机制、风险投资金融支持体系、风险投资经济政策体系等多项课题。2016 年受军事科

学院委托，做了“美军开展风险投资的主要做法以及对我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启示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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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017 年受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的委托，做了“浦东新区小微双创示范政策支

持体系研究”的课题研究；2017 年到 2019 年连续三年受浦东新区创新促进中心的委托，做

了“浦东新区高成长性科技企业发展趋势分析”、“浦东科技中小企业发展趋势分析研究”、

“浦东新区先进制造业发展现状分析”等课题研究；2019 年受国家工信部中国中小企业发展

促进中心委托，做了“创新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估值体系的研究”的课题研究；2020 年获得

上海证券交易所第 28 期“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的配套政策和法律环境研究”项目研究。正在

研究项目有“科创企业 ESOP 的区块链模式研究”、“数字金融体系、市场、交易机制的研

究”等课题。此外，还承担了成都市政府、贵州省政府、宁波市科委、浦东新区政府、工信

部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多项课题研究，内容有：地方政府风险

投资体系建设、技术产权交易市场、科技孵化器建设及运行机制、创新型中小型企业估值

体系、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的配套政策和法律环境等研究。 

 

 

 

 

 

 

党兴华，管理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理工

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陕西城市战略研究所常务副所

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兼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

会长、中国双优法研究会常务理事、陕西省软科学研究会副理

事长、陕西省应急管理学会副理事长。 

学术研究领域：技术创新与风险投资、区域与产业发展。 

主持完成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8 项，

国家软科学项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陕西省软科学重点项

目等省部级课题 10 余项。主持完成了一批面向企业和区域发展的研究课题。主持的科研成

果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二等奖 6 项。主编３部学术著作，在国家自然基金委管理学部 A 类

期刊发表论文 50 余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AE%89%E7%90%86%E5%B7%A5%E5%A4%A7%E5%AD%A6/3176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AE%89%E7%90%86%E5%B7%A5%E5%A4%A7%E5%AD%A6/31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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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勇，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现任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工作部部长，研究生院

院长，龙马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主持人，中国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2007 年于浙江大学获经济学博士，2007-2009 年

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主

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2项，中国博士后基金1项，并在Financial Management，Journal of Portfolio Management,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Accounting & Financ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 ,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经济研究》、《管理科学学报》、《金融研

究》、《中国工业经济》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多篇，2011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培

养支持计划，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1 月在美国宾州州立大学（PSU）访问研究，2017

年 7 月-8 月在美国德州州立大学达拉斯分校（UTD）访问。 

担任国际主流学术期刊 Accounting & Finance(SSCI, JCR-2 区)副主编（Editor），China 

Finance Review International 编委（Department Editor）,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经济研究》等多个中外学术期刊匿名审稿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CPA），北京

市应急委员会金融小组专家。永赢基金外部董事，齐商银行外部监事。 

主要研究方向：大数据与金融科技（Fintech）；投资者行为与实证资产定价；量化投

资策略构造与数据回测；共同基金与对冲基金的业绩评价、策略分析；私人股权投资基

金与风险投资的投资策略与回报渠道；公司并购、重组、IPO 与价值创造。 

主要讲授课程：实证资产定价、量化投资、高级财务报表分析、大数据、互联网

与金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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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先智，苏州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中山大学

管理学院讲座/特聘外籍教授；国际金融工程杂志

（Journal of Financial Engineering）主编和多家学术专

业杂志的编委。他也是中国系统工程学会金融系统专

业委员会资深顾问和中国工业和应用数学学会

（CSIAM）金融数学工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内金

融科技公司 BBD（成都数链铭品科技有限公司）CRO

和 SVP。 

袁博士有在国外（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超过 30 年工作和学习的经历。在金融

科技、金融工程、金融数学和相关大数据学科从理论到业界实践应用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在国内外 SCI 和 SSCI 学术刊物发表了 160 多篇专业论文，出版 3 本专著。在非线性分析和

相关的在数理经济，金融工程，博弈论，金融科技等方面研究方面取得一系列处于国际领先

的系统性结果。 

在金融业界实践方面,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他先后在全球领先的 KPMG, Deloitte 财务

和咨询公司,美国的TXU 能源交易公司,加拿大 Montreal 银行等国际公司工作.积累了一系列

理论和业绩相结合的专业经验和技能。特别是自 2008 年以来,袁博士为德勤中国（Deloitte 

China）组建了“定价和计量风险部门”，并为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招

商银行，浦东发展银行等的国内大型金融机构提供基于新巴塞尔协议的专业风险计量与管理

服务。带领团队，在下面几个方面进行了具有原创性的卓越工作：1）基于结合中国实践与

世界接轨，有机结合金融科技方法在大数据框架下在金融数字资产定价，在区块链生态下支

持金融科技从理论到实践的支持共识经济的一般共识博弈理论框架基础工作的建立；2）对

应中小型企业（SME）信用贷款产品的落地解决方案的成功实践；3）在充分理解中国金融

行业发展的基础上，基于大数据框架下从全维度动态分析的角度，创建了适合中国国情与国

际接轨的基于咖啡馆（CAFÉ）的全面风险评估体系的信用风险评级体系，及其在信贷市场，

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相关场景的应用。目前在支持金融科技与数字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应

用，标准制定等方面，目前处于国际领先的水平。 

另外，袁博士在非线性分析和相关应用，以及金融工程、金融数学的理论和实践应用方

面的研究得到并得到 1972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Ken Arrow 教授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 和

1994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John Nash (纳什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数学教授) 等国际著名学者高度

评价称赞，被评价为“世界科学舞台的杰出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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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宁，博士、教授、博导，何梁何利基金获得

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

家万人计划专家、苏州大学机电学院院长、机器人与微

系统研究中心主任、先进机器人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

验室（哈尔滨工业大学）副主任、江苏省先进机器人技

术重点实验室主任。担任国家科技部“十五”、“十一

五”、“十二五”863 计划先进制造领域机器人与微纳制

造技术主题专家。主要从事工业机器人及机电一体化装

备、微纳米操作机器人与装备、医疗与特种机器人的等

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 计划、973 计划、国家重大专项等项目 20 多项，获国

家技术发明\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黑龙江省技术发明\科技进步一等奖 3 项，发表论文 500

多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0 多项，多项成果实现了产业化。 

 

 

 

 

 

 

 

 

房汉廷，经济学博士，科技部二级研究员，中国科技

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发明学会协会副理事长，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国家新闻领军人才。先后在

中国社科院、原国家体改委、中国海外（香港）、科技部

系统工作，曾任科技部科技经费监管中心副主任、中国科

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科技日报社副社长、中国科技

信息研究所三级职员。研究方向为金融学与创新经济学，

国内科技金融理论主要拓荒者之一。承担国家、省部级科

研项目 30 多项，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等 10 余项，主要著

作有：《房汉廷文集》（五卷）等著作 20 多部，《STFE 模型：新资本体系驱动创新经济增

长》、《息壤资本论：科技金融理论的中国化探索》、《发现根技术与培育根产业》等论文

100 余篇，评论、散文 40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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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姚矿，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创业投资研究所所长。近年来主要从事创业投资、

女性创业和众筹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国

农村经济》、《妇女研究论丛》、《经济管理》和

《China Agriculture Economic Review》等期刊。 

 

 

 

 

 

 

 

 

 

 

 

 

 

 

    禹久泓，苏州大学副教授，公司金融、智能算法、金

融工程博士生导师，科技部双创大赛总决赛评委、工信部

芯片产业大赛专家、财政部首届管理会计咨询专家、国务

院学位办统计专硕教指委大数据专委会委员、苏州市立法

咨询员、苏州大学校级智能算法协同研究中心主任、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国有基金支持企业创新的效率测度、全息

模型及路径优化研究”主持人，统计学、应用经济学方向

博士后导师、若干产业基金投委会委员和政府母基金委员。

主持的三个科研项目分别荣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在

担任昆山市政府金融办副主任和昆山市工业研究院副总

经理（挂职）期间，主持完成了数字人民币集成电路布图

和数字人民币智能算法的发明专利，主导了全国第一个数字人民币研究方向博士后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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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梁，南京大学理学学士、硕士，管理学博士。现任江苏高科

技投资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兼任中国投资协会股权和创业投资

专委会联席会长、江苏省创业投资协会会长、江苏省沿海发展联合

会副会长、江苏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董梁先

生拥有二十多年的私募股权与创业投资工作经验，对私募股权与创

业投资行业发展规律有着深刻的理解，精通基金产品设计和管理运

作；具有丰富的项目投资、兼并重组实践经验。多次荣获“年度中

国最佳投资人”等荣誉称号。 

 

 

 

 

 

 

 

翟俊生，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南

京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博士、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兼任东南大学

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粟鹏，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现任厚新健投董事总经理，负责

前台投资业务，拥有 10 年的股权投资经验，重点关注医疗器械、

IVD 和生物技术领域。加入厚新健投之前，粟鹏先生曾先后担任九

鼎投资高级投资经理及中植资本投资总监，先后参与多家上市公司

的并购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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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题目和摘要 

 

大数据助力信贷风险的认知与管理 

 

杨晓光 

中国科学院 

大数据为信贷风险的认知和管理提供了新的信息来源，使得对信贷风险的认知深度和管

理的颗粒度都得到深化。本报告汇报我们利用不同的大数据组合，考察次贷危机初始冲击期

间及危机救助期间和恢复正常期间的信贷配置及风险格局的演变，企业信息不透明程度与企

业违约的关系，我国信贷市场如何向证券市场的信息传导，以及建立在大数据上的机器学习

模型如何提高土地估值精度，辨识出更贴切的定价因素。希望以窥豹一斑的方式，展示大数

据在信贷风险管理的作用。 

 

 

政府支持风险投资模式借鉴研究 

 

张陆洋 

复旦大学 

以实际调研为基础，主要分析介绍：美国政府支持的模式；以色列政府支持的模式；日

本政府支持的模式。 

 

 

风险投资网络社群演化及效应研究 

 

党兴华 

西安理工大学 

通过扎根理论对风险投资网络社群关系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采用随机行动者导向

模型（SAOM）和基于主体建模的仿真分析方法分别从关系层面和结构层面探究风险投资网

络社群的演化。确定了机构地位、多维邻近、社群嵌入等多层次风险投资网络社群演化影响

因素，发现风险投资网络社群结构演化具有强烈的情境依赖性。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风险

投资网络社群-信息传播-投资绩效”主效应模型，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探

索风险投资网络社群的功能，分析了风险投资网络社群类型与投资绩效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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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数据框架下建立支持风险投资和资管业务实践的产品创新 

 

袁先智 

苏州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成都数联铭品科技有限公司（BBD） 

针对目前中国金融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在信用评级市场的问题和客观困难，

本报告目的是在大数据框架下，介绍如何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在大数据框架下针对企

业坏样本行为特征提取来建立与国际通用的中国公司（企业）主体和债券的信用评级

体系，从而达到解决挑战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三大核心问题：1）信用评级虚高；2）

信用评级区分度不足；和 3）信用评级事前预警功能弱的问题；然后作为真实应用，

我们分享  

1） 基于中国实际国情，如何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适合“咖啡馆（CAFÉ）评估体系”

的信用评级体系；和  

2）如何在“咖啡馆（CAFÉ）评估体系”框架下，构建支持风险投资，资管业务实

践的创新产品和对应的动态风险管理实践。  

 

 

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创新与协同发展 

 

孙立宁 

苏州大学 

当前，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装备与产品大量涌现，成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有力支撑。

而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赋能，正加速智能制造的创新发展。报告将基

于这一发展现状分享以机器人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在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中的应

用情况及多技术手段深度融合下智能制造、智慧生活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还将围绕当前我

国智能制造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的发展建议和发展方向。结合苏

州市“数字经济与数字化转型“发展战略，分享打造集人才培养、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企

业孵化、投资为一体的产学研创新平台方面的实践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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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技术资本化的创新空间 

 

房汉廷 

科技部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明确提出，到 2025 年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

占 GDP比重达到 13%，版权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到 7.5%，知识产权使用费年进出口

总额达到 3500 亿元，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2件。2035 年，中国知识产权

综合竞争力跻身世界前列。然而总体来看，中国的技术资本化率还非常低。本报告提出要

推进中国技术资本化，需提高技术资本化率的政策创新与提高技术资本化率的工具创新。 

 

 

 

区块链研究：对象、思想与方法 

 

李姚矿 

合肥工业大学 

对区块链研究整体发文趋势、研究领域、高水平科研机构进行分析，展现该领域研究

概况。通过共被引网络分析及地标点、核心性以及突现性文献梳理，剖析区块链研究的知

识结构及前沿。通过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和结构变异分析，呈现区块链领域在不同阶段的

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从管理对象、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三个方面探讨区块链的未来研究

方向。 

 

 

 

PE投资、孵化器和政府母基金 

 

禹久泓 

苏州大学 

近年来，在国内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创新驱动发展逐渐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核

心动力，技术创新成为经济新动能的核心引擎，中国经济实现了从投资驱动走向创新驱动。

目前，依靠技术创新而日益成熟的孵化器行业对我国经济的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贡献性。本

报告将结合孵化器行业，对政府母基金和 PE 投资进行陈述。首先，介绍中国孵化器行业的

迭代历程和发展趋势，通过将国内外孵化器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在政府各项政策的扶持下国

内孵化器正在快速兴起，对孵化器产业进行投资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其次，本报告将从政

府母基金对于 PE 的重要性、政府母基金在创新产业上的实践以及政府母基金的核心诉求三

方面进行陈述，并总结出政府母基金规范化、市场化、专业化、早期化的发展方向。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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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单一基金与母基金的表现进行对比，引出商业化母基金的子基金的选择应从目标子基

金的团队、业绩、策略等多个维度进行考察判断，实质重于形式。 

 

 

 

多层次资本市场新阶段，股权投资的思考与期待 

 

粟鹏 

厚新健投 

随着北交所的设立，中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进入新阶段；企业的IPO上市不再是

壁垒；股权投资机构应当侧重于分享企业的成长红利，而不是简单套利。厚新投资以 One 

Health for One Hundred Year Life 为投资理念，专注于医疗健康和生命科技产业的投资。厚

新认为应当建立学习型组织，建立对人力资源的信仰，参与到生命科技领域的早期企业的

发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