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穹 中国投资协会副会长、中国投资协会投资理财专业委员

刘慧勇 中国投资协会投资咨询专业委员会会长
Junkyu Lee 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公共资产管理公司论坛首席经济学家

秦丽萍 不良资产行业联盟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北京浩天安理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兼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詹向阳 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 中国城市金融研究学会秘

成家军 银登中心副总裁

王龙 中国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机构协会副秘书长
苗乐如 中国房地产协会 副会长
郑昌幸 中投危困企业投资并购联盟会长、中国房地产协会常务

张民耕 中国房地产投资基金联盟会长、盛世神州房地产投资基

丁化美 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天津金融资产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Justin Ferrier 贝莱德集团董事总经理
韩峰 东方藏山资产管理公司 执行总裁

吴舸 德富资产 执行合伙人
郑志斌 北京破产法学会 副会长
李传全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首席战略官
庄日杰 普华永道 大中华区企业重整服务合伙人
葛卫华 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徐欣 广汽汇理汽车金融信贷风险总监助理兼催收诉讼科经理

刘卫 秃鹫资产董事长
高蒙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执行董事
曾珊珊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华北业务总部兼投资银行部总经

方晓宇 苏州信托 风控部副总经理
李  文 环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李晓冰 招商证券 投行部副总裁
李燕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冯所腾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金融服务部合伙人
陈慧明 阿里巴巴创新业务事业部副总经理
肖博 零一资产创始人、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副秘书长
彭众阳 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经理
周东海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另类投资部 总经理
温彬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
张晓琳 海岸投资董事长

往届发言嘉宾名录（排序不分先后）



刘律 广发银行总行资产保全部总经理
Phil Groves DAC Management 创始人兼董事长
Britney Lam 麦格里银行联席董事
冯剑云 博思恩资本创始合伙人
韩峰 东方藏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缪晴辉 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Tom Carr Preqin 不动产部主管
薛宗奇 博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大华区私募股权投资主管
林德明 阿波罗资产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
江晓峰 中信资本结构融资部董事
郑佳 峰堡投资（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郑慧 新岸资本合伙人
杨磊明 德勤财务咨询服务全国主管领导人及全球财务咨询服务

吴锐 中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NPA投资部总监
Daniel Shepherd  Fulcrum Capital Holdings董事总经理
席宝成 广东国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裁、深圳联合金融控股有

陈明理 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孙涛 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进安 国厚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
郝光辉 穗甬融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冯毅 浙商资产研究院副院长。
吴舸 德富资产执行合伙人
任志毅 方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唐婕人 方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孙敬泽 北京律师协会不良资产处置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主任、

韩杰明 峰堡投资（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郑佳 峰堡投资（香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Craig Blomquist 泛亚太资产管理（国际）有限公司前总经理
胡振毓 峰堡房地产（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Greg donohugh Double Haven Capital
彭富强 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中国区主管特殊资产

秦丽萍 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秘书长
王维军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
王柯 知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张文良 信达海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方杰明 新岸资本创始人



李晓冰 招商证券投资银行部副董事
肖博 零一资产董事长
陈勇 安徽国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董辉 成都工投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瞿史敏 上海浦东国际金融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秦丽萍 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北京中投

刘辉 诚通湖岸总经理
刘律 前广发银行资产保全部总经理
邱代伦 北京甲乙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昕 海岸投资 COO
何金 潍坊银行北京金融市场业务部总经理
郑伟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事务部公平贸易处处长
邱文宇 安华理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刘律 前广发银行资产保全部部总经理
徐健哲 东亚银行总行资产保全部总监
廖文杰 成都农商银行总行资产保全部副总经理
彭富强 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中国特殊资产部主管合伙

黄振宇 关门网创始人兼 CEO
蒋文妍 Wind资讯固收和外汇事业部总裁
冀婕 招商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部高级经理
路竞祎 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梁涛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结构融资部高级分析师
肖博 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副秘书长、零一资产董事长
王东 安徽国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符望 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六庭副庭长
韩长印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凯原特聘教授，上海破产法研究会

王巍 君合律师事务所顾问
Carole Neville 大成律师事务所重组、破产重整纽约办公室合伙人
王云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
陈彗 大成律师事物所亚洲结构融资合伙人
李进安 国厚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
严弘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金融学教授
乃菲莎·尼合买提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破产重组与不良资产并购

陈夏红 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中

张宇 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企业重组服务合伙人
周萍 Debtwire 高级记者



席宝成 沣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兼执行董事
林泽强 贝恩资本信贷香港办公室的资深顾问
朱南杭 东方瑞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经理
全海峰 东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张晓琳 湖岸投资首席投资官、海岸投资创始合伙人&董事长、

唐斌 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总经理
郭明杰 吉艾科技副总裁
周海良 平安银行特殊资产管理事业部法律事务部总经理
徐健哲 东亚银行资产保全处总监
刘律 前广发银行总行资产保全部总经理、金卓资产管理有限

王维军 远东国际租赁资产管理部总经理
黄振宇 关门网、百昌网络拍卖科技创始人兼总裁
吴锐 鼎辉投资夹层与信用执行董事
刘昕 海岸投资首席运营官
张瑞 宝矿控股（集团）投资部总经理
Ee Fai Kam Preqin亚洲运营主管
葛睿利 东方珑心资本有限公司董事、珑心中国资本创始合伙人
Saif Qureshi 德意志银行董事
陈彗 大成律师事务所亚洲结构融资合伙人
李嘉琦 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跨境业务总监
张纳新 青岛新大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杜称华 广州瀛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程阿楠 上海摩安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冯恩 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跨境业务部战略发展高级总监
许为珉 深圳前海赤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季诺 方达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合伙人
黄漾 联合金控副总裁
乃菲莎•尼合买提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钟伦权 北京甲乙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朱芸霞 吉艾科技集团投资管理部总经理
陈夏红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副编审，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

吴海花 新华网房产事业部新闻部主编
林少洲 阳光100总裁
张鹏 当代置业总裁
邱代伦 北京甲乙丙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
陈良敏 思源资本董事长



杜科 中信国安(上海)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志强 北京恒泰昌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余邦瑞 中融信托上海业务部总经理
张宇 中信金石不动产董事总经理
郑平 中信金石基金项目负责人
薛昌祺 ARA中国基金副总监、亚腾私募基金总裁助理

胡宁 鼎晖投资夹层与信用投资董事总经理
孙永红 弘毅投资董事总经理
张文良 信达海胜基金合伙人
郑华玲 鼎一投资总裁
王刚 中国REITs 联盟秘书长
周以升 高和资本执行合伙人
李耀光 摩根史丹利华鑫证券结构融资部总监
宋志清 中信建投证券债券承销部副总裁
郭鹏 普华永道中国税务及商务咨询总监
贺志荣 高力国际中国区估价与咨询服务部高级董事

江南 中信金石不动产副总裁
陈方勇 佰仕会创始人
白羽 星库空间创始人
徐郝捷 未来域创始合伙人
马际 中投危困企业投资并购联盟 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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