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辭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3 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是香港
經濟發展的新引擎。為全面參與並把握當中的機遇，發揮
香港獨特優勢，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着眼全局，期望透過
不同層次、面向不同對象的具體措施，將工作落到實處。
因此，特區政府特別聯同「一帶一路總商會」在 2018 年
2 月 3 日在北京舉辦「國家所需  香港所長—共拓『一帶一
路』策略機遇」論壇，讓香港的金融、法律、會計、工程
和相關專業服務及科技等界別的人士直接與國有企業進行
對接，建立策略伙伴關係，共同開拓「一帶一路」機遇。

今屆香港特區政府積極作為，致力發揮「促成者」和「推
廣者」的角色，制訂政策和措施，協助業界發揮香港的獨
特優勢，包括「一國兩制」、自由開放的市場、優越的地理
位置、廣泛的國際經驗和人脈、世界級基礎設施、聯通世
界的通訊和交通網絡，以及大量的專業人才等。這些正是
香港可以配合國家落實「一帶一路」倡議，讓「香港所長」
能貢獻「國家所需」，並讓特區的專業及企業，能與國有企
業一起「併船出海」，共創商機。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何立峰在
2017 年 12 月 14 日於北京簽署《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
路」建設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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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剛於去年 12 月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簽署了《國家
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支持香港全
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作為香港進一步
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方針和藍本。在這背景下，我期
望是次論壇能為香港業界和國有企業「牽上紅線」，藉着這
個交流機會，香港業界可介紹自身的獨特優勢，而國有企
業則可了解如何借力香港面向國際市場，雙方優勢互補，
攜手合作，共同連繫「一帶一路」沿線和相關國家及地區，
促進「五通」，共建多贏。

謹 祝 論 壇 圓 滿 成 功， 並 預 祝 大 家 新 春 萬 事 如 意， 身 體 
健康！

林鄭月娥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歡迎辭

邱騰華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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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帶一路」建設是香港經濟發展的新引擎，香港特區政府
對此高度重視。本屆特區政府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負責牽
頭和統籌協調「一帶一路」倡議的相關工作。今年我們將
舉辦多個商貿論壇，期望「化願景為行動」，「轉倡議為商
機」， 協助香港企業和專業界別切實參與「一帶一路」建
設。在北京舉行的「國家所需  香港所長 — 共拓『一帶一路』
策略機遇」論壇便是我們今年的首項重點活動。

今次論壇，多名來自香港不同界別的精英翹楚將圍繞「金
融與投資」、「專業服務」和「商貿、產業發展及科技應用」
三個範疇作分享，更有由超過百名來自金融、法律、會
計、工程和相關專業服務、科技業，以及商界等人士組成
的香港代表團出席，絕對是國有企業了解香港優勢的最佳
場合，也是國有企業與香港專業直接對接優勢、協商合作
的理想平台。

「一帶一路」倡議是廣受國際關注的新熱點，國有企業作
為「一帶一路」建設的先行者，既在克服各種困難的過程
中累積經驗，也更明白落實倡議需要強強聯手、合作開
拓。香港素來是國家對外開放的橋頭堡，也是新時期國家
新一輪開放政策的國際窗口之一，我們歡迎國有企業利用
香港的優勢「走出去」，併船出海，一起抓緊「一帶一路」
沿線的機遇，真正做到「把香港所長，貢獻給國家所需」。

這次論壇是建立雙方聯繫的起點，我們日後還將繼續跟進
讓雙方關係可持續地發展，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歡迎辭

林建岳 
一帶一路總商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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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位蒞臨「國家所需 香港所長—共拓『一帶一路』 
策略機遇」論壇。

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影響全球的
宏偉構想，也是中國首次以自身發展成果，搭建造福全人
類的合作框架，既開拓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格局，也創造
了全球發展的新模式，並為香港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張
德江委員長出席 2016 年香港第一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時亦明確支持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林鄭月娥特首領導的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高度重視全面參
與和助力國家「一帶一路」建設，並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
員會簽署了合作安排。「一帶一路總商會」參與舉辦今次論
壇，亦是配合香港特區政府全面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一帶一路總商會」旨在聯合港澳台僑的工商專業界人士
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未來工作有三大方向：一是盤點「一
帶一路」相關國家及地區的華資分布、產業分類及所面對
問題，藉以構建相關大數據庫；二是組建「共商共建共享」
民間平台，推動民間與政府的交流和合作；三是為華資開
拓「一帶一路」商機提供智力支援。

敝商會很榮幸有機會與香港特區政府攜手，為香港企業和
專業服務界別搭建平台，促進各界合作，共拓「一帶一路」
機遇。在此，我謹祝大家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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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團局長成員・

邱騰華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邱騰華由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出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負責的範疇涵蓋商貿、電訊和廣播政策，亦包括推動創意
產業、保護知識產權和消費者權益，以及促進外來投資和
旅遊業發展。 

邱先生一直從事政府公務。在出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前，於 2012 年至 2017 年期間擔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協助行政長官制訂政策及訂立施政方針、目標和優次。他
於 2007 年至 2012 年出任環境局局長，負責環境保護、能
源、自然保育及可持續發展的政策。

邱先生於 1981 年加入公務員行列，任職政務主任。他任職
公務員多年間，曾出掌不同部門，包括擔任政府新聞處處
長、教育統籌局副秘書長、工業貿易署副署長和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駐美國華盛頓經濟貿易辦事處處長。

邱先生畢業於香港大學，其後分別於牛津及哈佛大學進修。

・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團局長成員・

劉怡翔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劉怡翔由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出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劉先生於 1979 年加入政府，任職政務職系，於 1988 年 4
月晉升首長級丙級政務官。他於 1993 年 4 月加入香港金
融管理局（金管局），至 2004 年期間出任金管局不同部門
的主管及助理總裁。2004 年 7 月借調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
司，出任該公司總裁至 2012 年年底榮休，並於 2014 年 1
月獲委任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

劉先生持有加拿大滑鐵盧大學數學學士及數學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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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團局長成員・

聶德權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現年 53 歲，於 2017 年 7 月 1 日出任第五屆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聶先生獲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士學位及美國哈佛大學甘迺
迪政府學院公共行政碩士學位。他亦曾於英國牛津大學和
國家行政學院進修。

聶先生於 1986 年 8 月加入香港政府政務職系，曾在多個決
策局及部門工作，包括前政務總署、前副布政司辦公室、
前工商科、前財政科、前公務員事務科、前貿易署、行政
長官辦公室、前衞生及福利局、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
京辦事處及前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他於 2009 年 8 月出任社會福利署署長，2013 年 6 月出任
政務司司長私人辦公室專員（特別職務），2014 年 2 月出
任政府新聞處處長，2016 年 7 月出任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
書長（衞生）。

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團  
（按中文姓名筆劃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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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團・ ・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團・

丁偉銓現為香港會計師公會行政總裁兼註冊主任，香港會
計師公會和英格蘭及威爾士特許會計師協會資深會員。

丁先生曾任國浩集團及南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均富（香
港）會計師事務所及摩斯倫•馬賽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
亦曾於畢馬威及德勤兩家會計師事務所任職。

丁先生於 2016 年中獲中國財政部聘任為第一屆企業會計準
則諮詢委員會委員。

丁先生曾擔任公會及公共職務包括：
· 公會理事
· 公會專業操守委員會、專業水平監察委員會和中小企財務 

報告準則工作小組主席
· 公會財務報告準則委員會副主席
· 中國財政部獨立審計準則外方專家諮詢組成員
· 香港財務匯報局財務匯報檢討委員會成員
· 香港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
· 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泛珠三角小組委員

丁偉銓
香港會計師公會行政總裁兼註冊主任

電話：+852-22877111
電郵：raphaelding@hkicpa.org.hk

丁晨自 2010 年起擔任南方東英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總裁。在
其領導下，南方東英成為香港最大的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
投資者（RQFII）基金管理公司。丁女士也曾任南方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總裁助理兼社保及國際業務部總監，負責管理南
方基金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項下業務，是中國境內
發行的第一支 QDII 基金的領導者。丁女士亦被《亞洲資產
管理》評選為 2013 年亞洲最佳 CEO。

丁女士目前也擔任以下職位（部分）：
•香港中資基金業協會會長
•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副會長
•香港中國金融協會副主席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會董
•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國際業務專業委員會委員
•香港財資市場公會理事會成員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上訴審裁處成員／監察委員會諮詢

委員會成員
•香港金融管理局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轄下的金融基建委

員會成員
•香港金融發展局拓新業務小組成員

丁晨
南方東英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總裁 

香港中資基金業協會會長

電話：+852-34065608 / 
+852-98898696

電郵：chen.ding@csopasset.com /  
ivy.sheet@csopass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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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團・ ・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團・

于曉怡
凱諦思客戶服務總監

香港專業工料測量顧問公會

電話：+852-63101136 
+86-13501350147

于曉怡在建築、開發和諮詢行業擁有超過 20 年的工作經
驗，目前在凱諦思任職客戶服務總監，亦是「一帶一路」
項目負責人，為客戶及合作項目提供綜合的定制化解決方
案服務。于女士在開發管理和項目管理方面擁有豐富的實
踐經驗，現同時擔任中國建材國際產能合作企業聯盟副秘
書長職務，為中國建材企業在「一帶一路」國家的開發建
設提供戰略諮詢、組織項目孵化和落地實施等。

孔祥兆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及副總裁

香港建造商會副會長

電話：+852-28237041
電郵：dhung@cohl.com /  

kinki_ko@cohl.com

孔祥兆於 2011 年 6 月 8 日獲委任為中國建築國際集團有
限公司執行董事及副總裁。孔先生畢業於英國普里茅斯大
學。他為香港工程師學會及英國結構工程師學會會員。孔
先生於 1996 年加入中國建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集團， 他自
2000 年起任該集團若干附屬公司的董事。孔先生在建築管
理及規劃方面有逾 35 年經驗，他積極參與香港建造業相關
協會與組織的活動。現時，他為香港島各界聯合會之常務
理事長、香港島各界社會服務基金會之董事、香港建造商
會之副會長、香港建造業議會採購專責委員會成員及香港
貿發局基建發展諮詢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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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團・ ・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團・

文志泉
聯合調解專線辦事處主席

電話：+852-29011224 /  
+852-92604648

電郵：chairman@jointmediationhelpline.org.hk /  
email@jointmediationhelpline.org.hk

文志泉自 2013 年 10 月接任聯合調解專線辦事處（專線辦）
主席。專線辦由 8 個在香港提供調解服務專業單位，包括
香港調解會、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律師會、特許仲裁學
會（東亞分會）、香港仲裁司學會、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
測量師學會和香港和解中心於 2010 年成立，旨在推動調
解成為在香港解決爭議的方式之一，並提升調解於解決本
地、內地及國際糾紛上的地位。

文先生曾任香港測量師學會爭議解決委員會主席，處理香
港標準建築合同內有關調解及訟裁的事宜。文先生也是粤
港澳商事調解聯盟副主席。

文先生是香港測量師學會資深專業會員、中國建設工程造
價管理協會資深會員、英國造價工程師學會會員及香港註
冊專業測量師（工料測量），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造價
工程師，對招投標、概預算、合同、財務及工程管理等富
有經驗。

方舜文
香港貿易發展局總裁

電話：+852-1830668
電郵：hktdc@hktdc.org

方舜文於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出任香港貿易發展局總裁，
領導香港貿發局通過其全球網絡，為以香港為基地的企業
創造商機，促進香港對外貿易。她於 2010 年加入貿發局，
主責向外推廣香港的製造及服務業，並管理該局全球 40 多
個辦事處。

方女士於香港大學畢業後，加入政府任政務官，曾於多個
部門服務。1997 至 1999 年，她獲特區政府派駐華盛頓，
出任香港駐華盛頓經濟貿易辦事處副處長。1999 至 2004
年，方女士返回香港擔任副運輸局局長。2004 至 2006 年，
她再度獲派駐華盛頓，出任香港駐華盛頓經濟貿易辦事處
處長；2006 至 2008 年，她升任為香港駐美國總經濟貿易
專員，擔任香港特區政府代表的角色。在加入香港貿發局
之 前， 她 由 2008 年 11 月 至 2009 年 底， 任 職 旅 遊 事
務專員。

方女士現為經濟發展委員會轄下會展及旅遊業工作小組、
航空發展與機場三跑道系統諮詢委員會、香港航運發展
局、香港海運港口局、香港物流發展局、香港旅遊發展
局，以及金融發展局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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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團・ ・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團・

王文英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

香港仲裁中心秘書長

電話：+852-25298066
電郵：wangwenying@cietac.org /  

hk@cietac.org

王文英博士為香港大學法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碩
士、北京大學文學學士。現任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
會（貿仲委）香港仲裁中心秘書長、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
香港仲裁中心秘書長，香港特區政府仲裁推廣諮詢委員會
委員。

王博士獲聘貿仲委仲裁員、貿仲委域名爭議解決中心域名
爭議解決專家、中國國際商會調解中心調解員；並同時是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海峽兩岸仲裁中心、廈門仲裁委員
會、西安仲裁委員會等多家仲裁機構的仲裁員；深圳市藍
海現代法律發展中心法律查明專家；英國仲裁學會會員。

王博士曾任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中國國際商會駐香
港代表處代表、中國國際商會仲裁研究所主任、中國貿仲
委案例編輯委員會主任、商務部中國企業境外商務投訴服
務中心法律顧問、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理事等。

王明鑫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

電話：+852-91907478 /  
+852-34062929

電郵：mywong@astri.org /  
mingyamwong@netvigator.com

王明鑫，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

王明鑫是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亦是
崇賢投資有限公司主席，並在多間科技公司擔任董事或非
執行董事。王先生曾任飛利浦電子高級副總裁。

王先生現時是香港電子科技商會名譽主席及香港關鍵性零
部件製造業協會榮譽主席。王先生對發展創新科技和服務
社會十分熱衷，過去 35 年，曾參與不少政府相關機構的董
事局和委員會的工作，如創新科技署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
劃擔任評審委員會委員、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副主席及理事
會成員、香港科技園公司董事，及創新及科技諮詢委員會
的當然委員。

王先生現時仍擔任多項公職，包括：創新及科技基金企業
支援計劃的評審委員會委員、創意香港創意智優計劃審核
委員會主席，及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
會的當然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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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貞
王新興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

電話：+852-29599689
電郵：conniewong@wshgroup.com /  

christine_li@wshgroup.com

王惠貞 2005 年畢業於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取得管理學士榮
譽學位及碩士學位。

2009 年王女士獲香港特區政府委任為太平紳士，及後於
2013 年獲頒授銀紫荊星章，2015 年獲香港浸會大學頒授
榮譽院士，2016 年獲香港潮屬社團總會頒發《潮拼天下》
大獎，同年獲金紫荊女企業家協會頒發女企業家大獎。

王女士現任王新興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擔任公職包括：
全國政協（港澳區）委員、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常務委員、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執委、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九龍
社團聯會理事長、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會長、香港義工聯
盟常務副主席、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永遠會長、港區省級政
協委員聯誼會政制及內地事務委員會主任、工業貿易諮詢
委員會委員及法律援助服務局委員。

王皓成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 

香港仲裁中心總法律顧問顾顾

電話：+852-25298066
電郵：bradwang@cietac.org /  

bradwang@vip.163.com

王皓成現任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貿仲）香港仲裁
中心和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海仲）香港仲裁中心總法律顧
問。貿仲是中國最大、歷史最悠久的常設仲裁機構。海仲
是中國唯一一家專門管理海事仲裁案件的仲裁機構。貿仲
香港仲裁中心和海仲香港仲裁中心分別為兩家仲裁機構在
中國內地以外設立的第一家分支機構。

王先生負責管理案件經辦團隊工作，包括案件管理工作以
及回答當事人諮詢等。此外，他還發起並參與了多項貿仲
香港仲裁中心的研究項目。研究成果包括緊急仲裁員程序
規則等。

王先生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資格，和中國法律、香港
法律、英國法律教育背景。主要執業領域包括海事爭議和
建築工程爭議等，辦理了大量訴訟和仲裁案件，有着豐富
的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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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
華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總裁

電話：+852-56253998 /  
+852-36586139

電郵：levinwang@htsc.com

王磊現任華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總裁。王先生長期
在國內頂尖投行和華爾街國際知名投行從事管理和投行業
務開發執行工作，曾任美國雷曼兄弟公司中國投行副總
裁、日本野村證券執行董事和工銀國際董事總經理。在長
期國內和國際複合的投行工作中，其主持和參加的企業境
內外上市融資金額和跨國併購交易金額累計超過 1500 億美
金。

其中重要項目包括中國鋁業 148 億美金收購力拓，中國華
能 30 億美金收購新加坡大士能源，匹克體育、華熙生物
香港私有化回歸 A 股，以及工商銀行、中國人保、友邦保
險、中信證券、中國華融、中國大唐等大型境內外 IPO 項
目。王先生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央財經大學碩
士研究生導師。

甘耀成
甘耀成會計師事務所所長

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前會長、理事兼

首届世界華人會計師大會之聯席主席

電話：+852-27301622
電郵：tony@tonykamcpa.com

甘耀成爲甘耀成會計師事務所所長，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
2016 年會長及現任理事，自 1989 年起成爲合資格會計
師，並於 1993 年開始執業。他持有澳洲 Monash Univer-
sity 之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亦爲香港會計師公會及英國特
許公認會計師公會之資深會員，香港稅務學會及英格蘭及
威爾斯特許會計師公會之會員，並擁有註冊稅務師資格。

甘先生獲委任爲首屆世界華人會計師大會之聯席主席。是
次大會由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主辦，主題為「當你遇上一
帶一路」，會期為 2018 年 5 月 18 日至 22 日，於香港及北
京舉行。

甘先生爲現任珠海市政協委員、珠海海外聯誼會副會長、
香港珠海各級政協聯誼會副主席兼財務長、香港珠海社團
總會常務副會長、香港珠海社團總會青委會主任和香港珠
海商會財務長。甘先生亦爲香港半島獅子會前會長及半島
青年商會前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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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雲飛
怡和保險顧問有限公司 

新業務及市場營銷總監

電話：+852-28645546（直線）/  
+852-28645333（公司）

電郵：Tom_Birbeck@jltasia.com

白雲飛是怡和保險顧問有限公司在香港及澳門的新業務及
營銷總監，負責推動新業務策略，識別及發展跨部門合作
機會，並協調香港及澳門的營銷活動。他還支持新客戶到
怡和的適應過程，確保服務連續性。

白雲飛於 2002 年在倫敦保險市場擔任航空險經紀人，開始
了自己的職業生涯。2006 年，他移居上海協作公司發展全
球業務能力，後專注於快速發展的職業及特殊風險業務。
2009 年，白雲飛加入了勞合社保險（中國）有限公司，負
責管理本地保險市場，勞合社中國以及所有在亞太地區和
倫敦的勞合社承保部門的重要關係。

在 2012 年搬到香港後，他領導了貝氏評級（A.M. Best）
的市場開發團隊。他於 2014 年加入怡和保險顧問有限公司。

白雲飛在英國和中國學習漢語，講流利的普通話。

江智蛟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香港會計師公會副會長

電話：+852-22188221
電郵：johnsonkong@bdo.com.hk

江智蛟為執業會計師，香港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擁有 35
年的專業經驗，專責企業融資、盡職調查、法證會計、公
司重組等相關業務。為香港立信德豪（BDO）會計師事務所
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並兼任 BDO 國際的國際風險管理委
員會、風險諮詢服務國際委員會及國際法證會計領導組之
委員。

會務方面，現為香港會計師公會之副會長、當選理事、資
格監督委員會及專業行為委員會主席、中小事務所委員會
副主席。曾任香港財務會計協會會長。

其他現時公務職銜包括：
· 廣東省粵港澳促進會會計專業委員會（香港區）委員
· 運輸及房屋局房屋上訴委員會委員
·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上 訴 審 裁 處 上 訴 

委員會委員
· 國際會計師聯合會中小事務所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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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慶恩
TNG 金融科技集團創始人兼主席

電話：+852-97368109 /  
+852-39516288

電郵：alex@tng.asia /  
alex@tngfintech.com

江慶恩為 TNG 金融科技集團的創始人兼主席。TNG 金融
科技集團透過旗下的「全球電子錢包聯盟」，為亞洲 12 億
無銀行帳戶人口提供新世代的金融服務。其電子錢包平台
包括 TNG Wallet、PhiliPurse、XIN Wallet 及其他。

在江先生的帶領下，TNG Wallet 的用戶量及交易量快速增
長，成立首 2 年便錄得超過 10 億美元的交易量。江先生的
願景及使命是推動普惠金融的發展，為全球的無銀行帳戶
群體提供服務。

TNG 金融科技集團為亞洲金融科技領域的領導者，致力通
過電子錢包平台，為亞洲無銀行帳戶人口提供新世代的金
融服務，其虛擬銀行服務涵蓋電子支付、全球匯款、全球
現金提款、全球結算等領域。 旗下的「全球電子錢包聯
盟」目前覆蓋香港、中國內地、菲律賓、印尼及越南等 12
個「一帶一路」地區及國家。

江澤民
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

全球建築工程險核保經理

電話：+852-29770108 /  
+852-63929720

電郵：dave.kong@zurich.com

江澤民擁有 20 多年工程險核保經驗，服務全球性客戶，
風險查勘和處理複雜賠案等，曾前往地區包括大中華、亞
太區、歐洲、中亞、中東和拉美，並處理過大量的能源、
電力、土建、港口、電訊、核電、地鐵、石油化工等大型
項目。

從 2009 年加入蘇黎世保險集團主管亞洲區工程險業務，現
時是集團全球建築工程險核保經理，主要負責亞太區工程
險核保、員工培訓、規劃市場發展策略等。任内主理不少
國内標誌性項目，例如港珠澳大橋主體工程、上海迪士尼
樂園及國家近年海外投資，包括「一帶一路」國家在亞洲、
中亞、中東、中南美洲等地區不同項目的工程保險安排及
後續風險管理和理賠服務。

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在加入保險行業前曾在香港和常駐
國内工作，擁有工程行業相關經驗。



25 26

・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團・ ・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團・

何志文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集團庫務及項目融資高級總監

電話：+852-26788002
電郵：fcmho@clp.com.hk

何志文負責中電集團的庫務及項目融資工作，其中包括企
業貸款、結構性及項目融資、財務風險管理、信貸評級、
退休金管理、維持與貸款者和銀行的良好關係及庫務業務
的規管。

何先生擔任此職位之前，在中電集團的 CLP Power Asia 工
作， 主要負責香港以外投資項目（中國、澳洲、印度、東南
亞）的結構性及項目融資、投資評審及財務風險管理。何
先生在加入中電前在投資銀行界工作。

何先生是香港財資市場公會執行委員會的成員。香港財資
市場公會由香港金融管理局贊助成立，透過推動及加強金
融市場參與者的合作和協調，加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的競爭力和專業水準。此外，何先生是香港企業司庫協會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Corporate Treasurers) 的 召
集人，及國際企業 ( 中國 ) 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FOs & Corporate Treasurers (China)) 的主席（會員事務）。
兩個協會的目標是推動中港兩地財資及庫務專業的發展。

何耀東
摩根大通銀行香港區首席運營官

電話：+852-28001198
電郵：alan.yt.ho@jpmorgan.com

何 耀 東 為 廣 東 順 德 人。1997 年 5 月 畢 業 於 美 國 塔 夫 斯 
大學，獲經濟和計算機工程專業最高榮譽理學士學位。何
先生為香港註冊金融分析師、香港註冊會計師、香港投資
管理與研究協會成員、美國註冊會計師協會成員和香港會
計師公會准會員。他於 1998 年 1 月至 2004 年 10 月在德
勤（香港）任審計和諮詢經理；2004 年 10 月至 2005 年 8
月在瑞士信貸（香港）有限公司亞太區財務控制部任助理
副總裁；2005 年 8 月至今在摩根大通集團任職，歷任執行
董事、亞洲主要投資業務首席財務官；摩根大通亞洲信貸
市場財務控制總監；摩根大通中國區資深財務總監；董事
總經理、摩根大通中國區首席運營官；及摩根大通亞太區
財務控制總監；現任董事總經理、香港區首席運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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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德森
偉歷信（中國）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香港）

電話：+852-51005607
電郵：michael.yu@curriebrown.com

余德森是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及香港註册專業測量師，在
香港擁有超過 33 年的工作經驗。 他於 1987 年加入偉歷
信，並於 1988 年成爲公司的助理董事及 2007 年成爲全職
董事。他具備一致的和可靠的造價諮詢業績，並能在大型
的項目團隊中發揮主動的和有效的溝通能力。余先生在香
港、澳門以及國內均擁有多年大型建設項目造價控制的
經驗。

余先生領導的工料測量項目小組爲香港及國內私人發展
商、政府及大型鐵路工程服務。

宋英培
摩根士丹利亞洲有限公司 

亞太區電力、公用事業、基礎設施 

及清潔技術投資銀行部執行董事

電話：+852-53710047
電郵：Yingpei.song@morganstanley.com

宋英培目前供職於摩根士丹利亞洲有限公司，加入摩根士
丹利超過 10 年，職位為執行董事。

宋女士 2004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獲金融學碩士學位。

2004-2007 年，就職於中銀國際投行部。

2007 年至今，就職於摩根士丹利，先後於中國團隊及電
力、公用事業、基礎設施、清潔技術投資銀行部工作，負
責相關地區和行業的投行業務，歷任經理、副總裁、執行
董事，對中國電力、公用事業、清潔技術行業有深入理
解。宋女士牽頭執行了龍源電力、中廣核電力等多個香港
IPO，首創股份、中廣核集團等多個境外發債項目，南方電
網收購香港青山電廠項目等多個跨境併購專案，擁有豐富
的資本市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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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君毅
國際商會—香港區會 

仲裁及替代糾紛調解委員會主席

電話：+852-29730006
電郵：general@icchkcbc.org

岑君毅為長盛國際律師事務所香港辦事處的合夥人。他的
主要執業範圍涉及各個領域的爭議解決。他專長於中國相
關事務、跨境商業糾紛、國際貿易、運輸、保險和再保
險、產品責任和產品召回，包括以上領域的仲裁、訴訟、
調解和調查。

岑律師具有香港、英格蘭、威爾斯和澳大利亞律師執業資
格。他是香港仲裁司學會資深成員，以及英國特許仲裁員
協會資深會員。同時，他是國際商會—香港區會仲裁及替
代糾紛調解委員會主席。他在各種機構仲裁中擔任仲裁律
師或仲裁員，包括國際商會、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中國國
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倫敦海事
仲裁員協會、穀物與飼料貿易協會或國際植物油油料和動
物油聯合會等。岑律師曾於香港、中國、倫敦、美國和新
加坡進行仲裁。

岑棓琛
視野機器人有限公司聯合創辦人 / 

首席科學官

香港科技協進會理事

電話：+852-23252777 /  
+852-98219427

電郵：rex.sham@insightrobotics.com / 
info@insightrobotics.com

岑棓琛是視野機器人有限公司創辦人及首席科學官，2008
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

2014 年公司憑「視野智能森林火險監控系統」獲得香港資
訊及通訊科技獎最佳創新金獎及大獎等十多個國內和國際
獎項。現時機械人系統 24 小時監控國內超過 22,000,000
畝森林和綠地。

2015 年帶領公司進入無人機市場，為農林業提供完整的大
面積航拍和大數據圖像分析服務。公司登上央視《新聞聯
播》、《朝聞天下》、CCTV World 新聞、新華社、中國日報、
美聯社和香港無線電視等。同年公司亦獲華爾街日報選為
香港五間最值得注意初創公司和 IBM Smart Camp 全球年
度創業家獎總冠軍。

2016 年，公司業務擴展至印尼、馬來西亞等地，並榮獲亞
太地區最高榮譽的科技獎項—APICTA 2016 亞太區資訊及
通訊科技獎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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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強
香港會計師公會市務及傳訊總監

電話：+852-22877209
電郵：terrylee@hkcipa.org.hk

李志强在香港會計師公會任職市務及傳訊總監，負責制定
市場發展策略，建立強健的會計師品牌，鞏固其於全球的
認可資格地位，並強化公會在中港發展的先導角色。

李先生曾任職於全球跨國機構和企業，具有豐富的國際營
銷和開拓經驗，先後為特許金融分析師協會及尼爾森公司
建立了亞太區市務及傳訊部門，成功推動業務持續增長。
李先生亦曾於香港政府駐外辦事處工作，負責在澳洲及新
西蘭推廣香港的國際形象。

李先生持有澳洲悉尼大學的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李秀恒
金寶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電話：+852-27236223
電郵：eddyli@campell.com.hk

李秀恒博士從事鐘錶行業 30 餘年，其創辦的金寶集團業
務除成錶製造及鐘錶零件貿易外，更擴展至電子、運輸、
金融、地產、酒店及藝術品投資等。

李博士 1991 年當選為香港十大傑出青年，1993 年當選為
香港青年工業家，2000 年獲頒銅紫荊星章，2012 年獲委
任太平紳士，  2017 年獲頒金紫荊星章。現任全國政協委
員、中華海外聯誼會常務理事，並在香港經貿商會、香港
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等多個工商社團中
擔任要職，及於香港多家上市公司擔任董事。

李博士現保持為香港《東方日報》、《香港商報》、《頭條日
報》、《中國日報》等報刊每周撰寫財經專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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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民斌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副行政總裁

電話：+852-36080006
電郵：libmb@hkbea.com

李民斌為東亞銀行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副行政總裁，主要
負責中國及國際業務。

李先生現擔任多項公職及榮譽職務，包括：第十二屆中國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香港貿易發展局理事
會成員、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諮詢委員
會主席、航空發展與機場三跑道系統諮詢委員會成員，以
及金融發展局市場推廣小組成員。

此外，李先生為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理事會委員、香港歐洲
商務委員會委員、亞洲金融合作協會副理事長，以及深圳
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金融專業諮詢委員會
委員。

李先生為香港會計師公會資深會計師，以及英格蘭及威爾
士特許會計師協會資深會員，並獲美國斯坦福大學工商管
理碩士學位和英國劍橋大學文學碩士及學士學位。

李國華
中富建博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香港專業建築測量顧問公會成員

電話：+852-22644662 /  
+86-13564003399

電郵：edgar@unitedconsult.com.hk /  
info@unitedconsult.com.hk

李國華現任中富建博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持有香港特區
政府屋宇署認可人士與資深測量師專業資格，近年被委任
為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倫敦董事管理局成員，曾被邀委任
為戴德梁行房地產國際顧問之建築顧問部中國區董事。曾
全面帶領項目管理與建築顧問團隊參與多個重大項目與投
資，其中包括廣州 TOD 交通樞紐省市重點綜合體地標項
目，以至中國五星級酒店集團首個成立開元房地產基金擔
任香港上市顧問團房地產專業認可人士。他帶領之管理層
持有各項國際專業資格，並處理多項基建與建築工程，從
事盡職審查、項目管理、項目開發及策劃、合同管理、成
本規劃及監督、項目紛爭排解、設計管理、品質監管、流
程與風險管理、基金投資及國際與內地事務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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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興
TFP Farrells 有限公司董事 

香港建築師學會副會長

電話：+852-25116323 /  
+86-10-88082219

電郵：hkiasec@hkia.org.hk /  
hkiabjo-sec@hkia.net

李國興為香港註冊建築師、香港政府認可人士。

李建築師是香港建築師學會資深會員，並是中國建築學會
會員及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會員。

李建築師現在是 TFP Farrells 有限公司董事，具有多年總
體規劃、建築設計、項目管理及工程合約管理的豐富經
驗；其主持的建設項目遍布中國內地、香港、「一帶一路」
沿線城市，屢獲各地之設計獎項。

李建築師熱心服務業界，曾是學會兩大重點項目主要統籌
人，牽頭完成《香港與內地建築師工作範疇上的比較與研
究》和《內地對香港建築業之稅務、法制及外匯管理研究
報告》兩個由政府資助的研究計劃項目。

李建築師現為香港建築師學會副會長（2017-2018）。

李耀
國際金融公司亞太地區首席投資官員

電話：+852-25098154
電郵：yli2@ifc.org

李耀博士擁有超過 22 年的金融從業經驗，現任世界銀行
集團國際金融公司（IFC）駐香港的首席投資官員（CIO）。
2011 年至 2014 年底曾任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投資顧
問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和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資委員會主席。
在 1999 年加入 IFC 之前，李博士也曾在中國銀行總部工作
近 5 年，代表中國銀行負責 AIG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基金顧
問工作，並負責籌建了中國銀行的國內投資銀行業務。此
外，李博士也曾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短期任職研究中國
對外經濟開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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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可緯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亞太業務部總經理

電話：+852-91217446 /  
+852-35108228

電郵：aaron.hw.chow@icbcasia.com

周可緯於 2016 年 1 月加入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
司（工銀亞洲），並擔任亞太業務部總經理。周先生主要從
事中資、港資在「一帶一路」相關投資的融資項目 ; 亦為
亞太區內的大型企業提供專業的商業銀行服務，及提供無
追索權的融資服務予頂級項目發起人及私募基金。周先生
累積了逾 25 年的亞太區域銀行經驗，當中涉足的業務範圍
包括槓杆融資、債務資本市場、銀團貸款、商業銀行、機
構銀行及交易銀行等。在加入工銀亞洲之前，周先生曾於
不同的國際銀行及區域銀行工作，包括滙豐銀行、瑞士銀
行、星展銀行、摩根及花旗銀行。

周松崗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主席

電話：+852-28403338
電郵：ckchow@hkex.com.hk

周松崗議員，金紫荊星章，太平紳士。

周松崗為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主席。他亦是香港特
別行政區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金融領導委員會委員、廉
政公署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主席，及輸入優秀人才及專才
諮詢委員會主席。加入香港交易所前，周先生曾任職多家
國際企業：包括 2003 年至 2011 年為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行
政總裁；2001 年至 2003 年為英國及澳洲上市的環球支援
服務公司布萊堡工業集團行政總裁；1997 年至 2001 年為
英國的跨國工程公司 GKN PLC 總裁；1997 年至 2008 年為
渣打集團獨立非執行董事；2004 年至 2010 年為渣打
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主席。

周先生現為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香
港賽馬會董事及國際證券交易所聯會董事。他亦於 2016 年
獲委任為 EYG 全球管治理事會的獨立非執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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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維正
其士國際集團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

香港巴林商會副會長

電話：+852-31711199
電郵：info@hkbba.org.hk

周維正為 Polaris Holdings Limited 之董事總經理。周先生
曾在香港、加拿大及英國接受教育，1997 年畢業於英國牛
津大學工程碩士課程，於同年回港先後加入法國巴黎百富
勤的大中華企業融資部，以及於蘇黎世金融服務集團轄下
機構從事與金融保險有關之工作，並於 2000 年加入其士國
際集團有限公司，現為集團之非執行董事。

周先生現任香港總商會理事會成員和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會董。他亦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委員及
香港理工大學顧問委員會成員。

周先生自 2013 年起擔任香港巴林商會副會長，致力推動中
國、香港與巴林三地的貿易和投資。香港巴林商會於 2003
年成立，是由香港政務司司長所主持之國際商務委員會中
唯一來自海灣合作委員會成員國的商會。

冼永寧
禮頓亞洲策略及業務發展總監

香港建造商會副會長及建築小組主席

電話：+852-91243535 /  
+852-28231482

電郵：barry.sin@leightonasia.com /  
barrysinwn@gmail.com

冼永寧是現任香港建造商會副會長及建築小組主席，現職
於禮頓亞洲建築有限公司董事暨策略及業務發展總監。冼
先生擁有 35 年建造經驗，是一名註册專業工程師和建造經
理，活躍參與建築有關的政策諮詢和各項活動，推動安全
和環保建築，獲委任為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和建築環保評估
協會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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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海龍
商湯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

電話：+852-39051900
電郵：shanghailong@sensetime.com / 

liujiewen@sensetime.com

尚海龍為商湯科技香港公司總經理，全面負責商湯科技戰
略業務及海外業務板塊，特別是無人駕駛、零售、醫療、
遙感等創新領域業務。尚先生極具戰略眼光，在大型專案
操作以及海外業務管理方面經驗豐富，並與各級政府部門
保持着良好的互動關係，推動了商湯科技在戰略業務及海
外業務上的快速發展。

尚先生目前還擔任香港科技聯盟副理事長、上海人工智慧
聯盟副理事長等職務。在加入商湯科技之前，尚先生曾
任中國聯通國際公司高級副總裁，主管全球 B2B 業務，
此外，他還曾任中國移動香港公司政企部總監、大學教師
等職，並持有工學學士及 MBA 學位。

林向陽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電話：+852-31663811
電郵：hermanlam@cyberport.hk /  

carmenvai@cyberport.hk

林向陽於 2010 年加入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出任行政總
裁，目標是推動香港發展為資訊及通訊科技的創新與貿易
樞紐，開拓相關的貿易商機與資源。

林先生參與公職包括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數
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諮詢委員會 (2008-2016) 及該會內之行
業促進專責小組 (2010-2016)、香港貿發局資訊及通訊科技
服務委員會、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指導委員會、香港電
腦學會名譽顧問、香港無線科技商會擔任榮譽顧問、香港
社會服務聯會的數碼共融基金委員會、香港城市大學的電
腦科學系顧問委員會、「創新科技獎學金計劃」委員會、以
及香港中文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諮詢委員會、香港
大學商學院創新及資訊管理學課程顧問委員會、香港國際
機場科技諮詢委員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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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宣武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

電話：+852-27885910
電郵：chairman@hkpc.org

林宣武是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林先生是資深工業家，
擁有紡織及成衣業之廣泛經驗，現為美羅針織廠 ( 國際 ) 有
限公司及美羅實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林先生多年來致
力推動香港工業發展，自 1999 年起擔任香港付貨人委員會
主席，並為香港出口商會、香港毛織出口廠商會及香港紡
織業聯會的名譽會長。

林先生現任香港特區政府工業貿易署工業貿易諮詢委員會
委員、香港物流發展局及香港海運港口局成員，亦是勞工
及福利局人力發展委員會委員。林先生為廣東省揭陽市政
協委員會委員，並自 1998 年起擔任斯洛伐克共和國駐香港
及澳門名譽領事。他亦是港泰商會董事及泰國商務部香港
名譽顧問。

林建岳
麗新集團主席

工商貿易諮詢委員會委員

電話：+852-28540668
電郵：peterlam@esun.com

林建岳博士現為香港旅遊發展局之主席及香港貿易發展局
之當然成員。他亦為第十二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
委員會之委員及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此外，林博士為
香港電影商協會有限公司主席、香港影業協會有限公司之
名譽會長、香港地產建設商會之董事、香港明天更好基金
之信託人、香港友好協進會有限公司之成員、香港•越南商會有
限公司之董事、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之非官方成員、香
港江蘇社團總會榮譽會長、香港文化協進智庫有限公司主
席及香港文化產業聯合總會有限公司之主席。於 2017 年 7
月，林博士再獲委任為航空發展與機場三跑道系統諮詢委
員會之委員。2017 年 8 月，林博士獲委任為工業貿易諮詢
委員會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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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禮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主席

電話：+852-90348988 /  
+852-27586276

電郵：georgelam@cyberport.hk /  
leeglam@netvigator.com

林家禮博士擁有超過 30 年在跨國企業之國際管理經驗，具
備豐富的在上市公司、策略顧問、企業治理、投資銀行、
直接投資及基金管理方面的經驗，也在電訊媒體高科技、
消費市場／醫療、基建／地產、能源／資源及金融服務行
業裏的領先企業擔任了董事或總裁、首席營運官及總經理
等高管職務。他現為麥格理基礎建設及有型資產之香港及
東盟區非執行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再
工業化委員會委員、香港—東盟經濟合作基金會會長、太
平洋盤區經濟理事會理事、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
委員會工商諮詢理事會副主席。他亦為香港高等法院律師、
澳洲會計師公會榮譽資深會員及澳洲管理會計師公會資深
會員兼亞太區榮譽主席。

林健輝
偉歷信（中國）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中國）

電話：+852-94507019 /  
+86-13816698479

電郵：alan.lam@curriebrown.com

林健輝是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在香港擁有超過 25 年的工
作經驗。 他於 1989 年加入偉歷信，   於 1991 年成為助理董
事，並於 1998 年成為公司的全職董事。他具備一致的和可
靠的造價諮詢業績，並能在大型的項目團隊中發揮主動的
和有效的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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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凱章
永和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工業貿易諮詢委員會委員

電話：+852-28968118
電郵：victorlam@fowind.com.hk

林凱章自加入香港永和實業有限公司至今，現任職總經
理。主要工作負責管理及監察公司的日常運作，主管公司
的市場推廣及銷售策略，並為公司注入創新科技，提高公
司環保水平，減炭排放，屢獲殊榮，包括由香港工業總會
舉辦的 2013 年泛珠三角環保大獎銅獎。

林先生有豐富的工商管理營運經驗。在現職工作之餘，林
先生亦積極為工商業界出謀劃策，現擔任紀律人員薪俸及
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廉政公署人員小組委員會主席、工業
貿易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方便營商諮詢委員
會委員、香港中小企業發展支持基金委員會委員、香港中
華廠商聯合會常務會董等工作。在 2016 年榮獲香港特區政
府授勳及委任為太平紳士。

邵家輝
立法會議員（批發及零售界）

電話：+852-25373627 /  
+852-98340686 

電郵：kfshiu003@yahoo.com.hk /  
kafaishiu.lc@gmail.com

邵家輝為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 
（2016-2020 年）。他從事於建材批發零售及進出口的業務。

公職： 立法會議員（批發及零售界）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成員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轄下批發及零售
業工作小組成員

香港房屋委員會委員

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商業樓宇小組委
員會

工業貿易諮詢委員會委員 

東區區議員（寶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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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定國
郭吳陳律師事務所顧問律師

評估式調解特別委員會主席

電話：+852-28511168 /  
+852-90457579

電郵：iutingkwok@kncsol.com

姚定國教授是郭吳陳律師事務所的顧問律師，香港調解資
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認可之綜合及家事調解員及家事調解
監督，同時亦是新加坡國際調解中心及澳門世界貿易中心
仲裁中心調解員。姚教授亦是英國仲裁學會資深會員。

自 2017 年 5 月起，擔任香港律政司調解督導委員會成員
及評估式調解特別委員會主席。

學術方面，姚教授是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客席教授、香
港樹仁大學法律與商業學系的客席教授、香港大學法律學
院客席副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賽馬會公共衛生及
基層醫療學院客席助理教授。

姚教授詳細履歷載於其律師事務所中英文網頁 (www.knc-
sol.com)。

段世文
利比有限公司董事

香港專業工料測量顧問公會會員

電話：+852-28231823 / 
+86-18611730022 /   
+86-10-65155818 分機 1808 

電郵：sm.tuen@cn.rlb.com

段世文是利比有限公司香港和中國區的董事，負責管理利
比北京、青島、大連及瀋陽辦事處。

段先生於 1991 年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取得建築工料測
量學專業理學士。畢業後加入利比有限公司從事工料測量
及工程造價諮詢服務，曾參與多項在香港及國內的大型
項目。段先生於 1994 年取得皇家特許測量師證書，並於
2006 年通過中國建設工程造價管理協會與香港測量師學會
的互認取得中國註冊造價工程師證書。

段先生於 2003 年開始長駐利比有限公司北京代表處，並於
2008 年晉升為董事，負責利比在北京及周邊地區的發展專
案，密切參與多項建築工程，並以工料測量師的專業管理
推動了許多香港和中國的地標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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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紀倫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環球銀行中資企業組常務總監

電話：+852-28223744  
電郵：matthewhung@hsbc.com.hk

洪紀倫於 1999 年加入滙豐銀行，曾經在貿易融資部、工商
金融業務部及環球銀行部任職。

洪先生主要負責環球銀行部中資企業的業務，致力於向中
國企業提供一站式銀行服務。同時，洪先生還負責實施滙
豐集團一系列戰略目標，包括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的
海外併購融資方案。

此前，洪先生曾經負責太古、怡和、會德豐及嘉里等香港
大型藍籌企業客戶關係及融資服務。

洪先生擁有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數學、經濟學及計量經濟學
學士學位。

胡勁恒
協興建築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香港會計師公會內地業務關注組召集人

電話：+852-28267728
電郵：woosiu@hotmail.com

胡勁恒為香港會計師公會內地業務關注組召集人，現在在
香港一間大型建築公司任職執行董事。

胡先生擁有北京大學法學學士、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
學院、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及香港城
市大學法學碩士學位，並為英格蘭及威爾士特許會計師
公會、 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及香港會計師公會資深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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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嘉敏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企業及金融機構客戶環球人民幣 

應用策略主管

電話：+852-28211363
電郵：Carmen.ling@sc.com

凌嘉敏為企業及金融機構客戶環球人民幣應用策略主管。

在此職位，凌女士負責帶領執行渣打的全球人民幣業務的
策略。她與該集圑的企業及金融客戶部緊密合作，並且夥
拍銀行的產品團隊，為客戶提供包括企業金融交易、金融
市場、資本市場，以至企業融資等範疇的實際應用方案，
同時帶領渣打網絡裏的各個人民幣應用策略小組，與世界
各地金融中心的客戶群建立緊密連繫。

凌女士擁有超過 20 年的銀行業工作經驗，於 2013 年 5 月
加入渣打前，曾任職花旗集團，其廣闊經驗包羅了企業客
戶事務、 企業金融交易、人民幣，以至網絡發展策略的工
作。在任職花旗期間，曾擔任一系列的客戶事務要職，包
括花旗香港的金融交易服務主管，以及地產部門主管，此
外，亦是花旗的資深授信官。

唐希強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副行政總裁

電話：+852-35108580 /  
+852-63800001

電郵：samuel.tong@icbcasia.com

唐希強為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副行政總裁，現主
要負責銀行公司業務、機構業務及亞太業務的發展。唐先
生持有布魯內爾大學工商管理系碩士學位。唐先生亦為特
許銀行學會之會士，擁有 30 年企業及商業銀行業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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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業銓
德勤中國審計及鑒證合夥人

香港會計師公會會長

電話：+852-28526690 /  
+852-28526665

電郵：ertong@deloitte.com.hk /  
jono@deloitte.com.hk

唐業銓是德勤中國的審計及鑒證合夥人。他累積了超過 30
年專業經驗，主要從事金融服務領域的工作，為眾多大型
金融機構，包括跨國及中國內地銀行、證券公司、資產管
理公司提供審計及諮詢服務。同時經常被邀對金融業相關
事項發表評論，亦就合規事項為客戶提供諮詢建議。 

唐先生是現任香港會計師公會會長及理事會理事。過往曾
出任多個委員會主席，其中包括審計與鑒證準則委員會主
席、證券事務監管協調小組主席，以及推廣及傳訊顧問小
組主席。

公務方面，唐先生是金融發展局轄下政策研究小組成員，
以及社會福利署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專責小組組員。

唐臻怡
中信里昂證券有限公司董事長

電話：+852-26008590
電郵：Zhenyi.tang@clsa.com

唐臻怡於 2017 年 1 月起任中信證券旗下中信里昂證券董
事長，亦是中信證券黨委委員、執委會委員，常駐香港。

此前，唐先生於 2011 年 11 月起任中國中信集團董事會辦
公室副主任、主任，及中信股份有限公司（HKG 0267）
聯席公司秘書，主持完成了中信集團香港整體上市等重要
資本運作項目；2006 年至 2011 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
部正處長級秘書、副司長級幹部；2001 年至 2005 年於世
界銀行總部任中國執行董事執行助理、顧問。1995 年至
2001 年供職於財政部世界銀行司及國際司，負責中國與世
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主要國際金融機構、各國主權投
資機構的合作事宜，以及中國在 G20、APEC 等國際合作
議程下的財經外交事宜。

唐先生擁有美國馬里蘭大學的 MBA（金融）學位。唐先生
還是中國基金業協會國際業務委員會聯席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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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凱
馬來西亞馬來亞銀行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企業銀行部主管

電話：+852-35188888 /  
+86-60287688 *6009

電郵：xukai@maybank.com.cn

徐凱現就職於馬來西亞馬來亞銀行上海分行，任副總裁、
客戶業務部主管，以及中國區一帶一路業務主管。馬來亞
銀行是馬來西亞最大的銀行金融服務機構。1962 年在香港
開設分行，香港分行的大中華區行政總裁負責制定大中華
區，包括在北京、上海等內地分行的業務策略。徐先生曾
在宇通客車集團財務中心／海外財務部、中國出口信用保
險公司上海分公司從事海外融資、信用風險管理工作。具
有豐富的海外項目投資融資、結構融資、信用風險管理，
以及市場開發經驗，曾任寶鋼集團人才開發院海外後備幹
部培訓班外聘講師。曾經服務過客戶有中國電建、中國交
建、中國核建、寶鋼集團、中石油天然氣管道局、中建材
集團進出口、國網平高電氣、葛洲壩集團、協鑫集成、晶
科太陽能、晶澳太陽能、中航租賃、正大集團、追星汽車
（Starchase）、利星行（LSH）、新加坡星獅地產等大型中
外資企業。

桑貫琴
偉萊香港有限公司

亞洲工程業務部分區總監

電話：+852-28306669 /  
+86-18614203064

電郵：Janice.sang@willistowerswatson.com

桑貫琴是偉萊韜悅亞洲工程業務部的分區總監，主要負責
亞洲客戶在工程項目的風險管理和保險安排。桑貫琴在保
險行業有超過 15 年的經驗。她一直參與全球各大電力、建
設和基礎設施項目，在風險管理、保險計劃設計和排分、
項目融資、貸款人保險諮詢，以及併購盡職調查等方面積
累了豐富的經驗。

桑女士的職業生涯自紐約一家全球領先的專業諮詢公司開
始。她在 2003 年 10 月遷往香港，並且多年在達信、怡安
等國際保險顧問公司擔任亞洲地區的建築、電力和基建業
務部門的助理董事。她於 2017 年 2 月加入偉萊韜悅。

桑女士說流利的普通話和英語，並擁有新西蘭奧克蘭大學
商學位和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商碩士學位，以及英國
特許保險學會（ACII）和特許仲裁研究所（CIAarb）的專
業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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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錦輝
善覓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電話：+852-39551230 /  
+852-98783080 

電郵：TONYYUNG@XCELOM.COM

翁錦輝是善覓公司的行政總裁，於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接
受基因科技培訓後於跨國科技企業工作，近年於香港科學
園創辦醫學科技企業。

善覓創立於香港，是一家行業領先的基因科技公司。它使
用新一代專有技術，分析癌症患者的基因。基因對癌症的
個體化管理至關重要，利用香港特區大學合作研究的創新
技術，能夠發現基因突變異常，幫助醫生確定治療策略。

善覓的國際業務覆蓋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善覓的首要工
作，是把技術應用到東南亞及中東等地區，以協助提升當
地的癌症醫療技術水準，協助癌症的治療及預防相關科技
建設，同時配合國家「一帶一路」的發展策略。

袁國章
馬海 (建築顧問）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建築師事務所商會執行委員

電話：+852-25447007 /  
+852-90266479

電郵：spenrobi@netvigator.com /  
kcyuen@spencerobinson.com

學歷 澳洲紐卡素大學建築學士 
香港大學建築保育碩士

專業資格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 
屋宇署認可人士（第一名冊） 
澳洲皇家建築師學會會員 
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會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級註冊建築師 
國際設施管理學會會員 
註冊建築師 
屋宇署認可檢查員 
香港文物保育學會會員 
香港調解認證中心認可調解員 
香港建築師學會認可調解員 
香港建築業仲裁中心認可調解員

公職及社會服務 港島獅子會會長 2001 年、香港結構
工程師註冊試評委 2008–2012 年、上
訴庭委員 2013-2015 年

工作經驗 從事專項建築師超過 30 年，包括住宅
社區、酒店、寫字樓、商業、展覽會
議中心、醫院、碼頭、社區設施、工
廠及綜合建築發展等。在歷史建築保
育方面超過 15 年經驗。過去 5 年積極
參與專家證人、調解及屋苑管理技術
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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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國強
資深大律師

電郵：rykk@netvigator.com 

袁國強資深大律師於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5 日
獲委任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律政司司長。他在加入政府
前是執業大律師，專注處理商業糾紛，並曾擔任國際仲裁
的仲裁員及商業糾紛的調解員。

袁國強在 2003 年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並於 2006 年獲委
任為香港高等法院原訟庭特委法官。

袁國強曾擔任多項公職，包括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委員、
廉政公署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非官方委員、交通諮詢委員
會主席、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非執行董事、香港教育
學院校董會成員。

馬駿
工業貿易諮詢委員會委員

清華大學金融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

電話：+852-97460112 
+86-10-83021700

電郵：junminhk@qq.com /  
chengl@pbcsf.tsinghua.edu.cn

馬駿博士現任清華大學金融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人民銀
行行長特別顧問、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主任、
G20 綠色金融研究小組共同主席。2014-17 年任人民銀行
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2000-13 年曾任德意志銀行大中華
區首席經濟學家、首席投資策略師、董事總經理。1992-
2000 年在世界銀行和 IMF 工作，曾任經濟學家和高級經濟
學家。

1994 年獲美國喬治城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88 年獲復
旦大學管理學碩士學位。研究領域包括宏觀經濟、貨幣和
金融政策、資本市場、環境經濟與綠色金融等，發表了數
百篇文章和十多本著作，包括《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研
究》、《人民幣走出國門之路》、《PM2.5 減排的經濟政策》、
《構建中國綠色金融體系》、《新貨幣政策框架下的利率傳
導機制》、《國際綠色金融發展與案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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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時亨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港鐵董事局非執行主席

電話：+852-25862650
電郵：fredma@mtr.com.hk

馬時亨教授，金紫荊星章，太平紳士。

馬時亨教授於香港大學取得文學士（榮譽）學位，主修經
濟及歷史。在加入香港特區政府前，馬教授歷任多個主要
職位，包括美國大通銀行、加拿大皇家銀行多美年證券
行、摩根大通銀行、熊谷組和電訊盈科集團等，有豐富的
財經金融事務經驗。他於 2002 年加入政府，任職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局長，2007 年出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2008
年 7 月因健康理由請辭。馬教授的其他職務包括香港大學
經濟金融學院榮譽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榮譽
教授。馬教授於 2009 年獲委任為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國
際諮詢委員會成員，另 2013 年獲委任為美國銀行集團全球
顧問委員會委員。2017 年 4 月，獲委任為香港教育大學校
董會主席。

馬教授現為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主席、富衛集團獨立非執行
董事及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董事。

高穎
花旗集團董事、花旗香港國際企業金融

業務中國業務主管

電話：+852-28687295 
電郵：sabrina.gao@citi.com

高穎現任花旗銀行香港分行中國業務部主管。她的團隊為
中資企業駐香港的分支機搆提供全面銀行服務。

高女士於 2002 年加入花旗銀行，擁有 21 年國際銀行的工
作經驗。先後就職於花旗銀行中國北京分行及天津分行企
業金融部，協助設立花旗天津分行並拓展了跨國公司業務
部。高女士曾任職花旗銀行北中國區國際企業金融業務部
主管，以及花旗北京分行副行長，之後於 2010 年調任花旗
倫敦分行，任中國海外業務部歐洲區主管並開拓了中資企
業在歐洲地區的業務發展。此前高女士曾服務於法國巴黎
銀行天津分行 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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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鳴
通用電氣中國首席財務官

電話：+852-21006800 
+86-21-38777668

電郵：ming.tu@ge.com

屠鳴於 1996 年加入通用電氣（GE）塑料集團。GE 是一
家集合基建、金融及媒體的公司，在 100 多個國家設有
業務，現時是香港金管局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合作夥伴之
一。屠先生曾在美國、中國和日本擔任過多個領導崗位。
回到中國之前，屠鳴在 GE 能源服務集團擔任業務發展總
經理一職，領導 GE 能源戰略併購式增長以及併購項目的
執行，以及在中國和日本的多個合資公司項目。屠先生自
2011 年擔任 GE 中國首席財務官以來，對 GE 在大中華區
的業務增長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2013 年，屠先生同時擔
任起 GE 全球運營部亞洲區總經理一職，為亞太地區建立
起共享服務的架構。2014 年 10 月，屠先生在擔任 GE 中
國首席財務官的同時被任命為 GE 醫療大中華區首席財務
官，致力於支持 GE 醫療在大中華區的兩位數業務增長。
屠先生本科畢業於復旦大學，之後就讀於維克森林大學和
阿克倫大學，分別取得工商管理金融方向碩士學位和信息
系統管理碩士學位。同時，屠先生還完成了 GE 的 EFLP 課
程，並被授予西格瑪 6 段黑帶資格。

張少華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學院校長

電話：+852-29932462
電郵：mcheung@mtr.com.hk

張 少 華 自 2016 年 7 月 1 日 起 出 任 港 鐵 學 院 校 長， 並 自
2012 年 7 月起出任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執行總監會成員。他
負責帶領及監督港鐵學院的發展，目標是透過提供有關鐵
路管理、營運、工程及客戶服務課程，以及進行鐵路相關
研究，培育鐵路專才及提升本地及區域鐵路服務質素。張
先生於 1983 年加入港鐵公司，擔任見習工程師，其後獲晉
升至車務處及工程處的高級管理職位。他於 2007 至 2009
年間擔任昂坪 360 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後在 2009 年 7
月獲委任為港鐵公司車務總管，至 2011 年 1 月轉任車務
工程總管，後於 2012 年 7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間出任人力
資源總監及於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間出任歐洲業
務總監。他現時為國際公共交通聯會亞太區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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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美娥
安騰園林規劃顧問董事

香港園境師學會持續專業發展 

委員會主席

電話：+852-35905248
電郵：cds@constance-design.com

張美娥為香港園境師學會持續專業發展委員會主席。她是
安騰園林規劃顧問董事，擁有景觀建築學碩士、建築管理
及經濟學碩士和房地產發展學文憑。她是香港註冊園境師
和香港園境師學會專業會員。

張女士擁有豐富設計香港及中國各地大型園林景觀及規劃
項目的經驗。曾經參與的香港大型專案包括數碼港、萬景
峰、碧堤半島、香港賽馬會復康中心、香港九龍城活化
歷史建築項目石屋家園、 AXA 安盛滙、香港聖方濟各大學
等。國內大型專項包括廣州七星級卓美亞高德酒店、中山
市盛景尚峰大型綜合發展項目、廣州高盛置地廣場購物中
心及寫字樓、廣州卓美亞禮庭公寓、廣州美居中心，以及
山東泰山經濟開發區等。

公司為香港園境師學會註冊公司會員，主要服務範疇為提
供全面室內外園林景觀設計、城市規劃及綠化規劃的專業
服務。

梁素甄
摩根大通銀行財務與業務管理部 

香港首席運營官辦事處副總裁

電話：+852-28007128 /  
+852-61862757

電郵：anita.sy.leung@jpmorgan.com

梁素甄於 2007 年獲授香港大學工商管理及法學士雙學位，
隨後加入摩根大通銀行財務與業務管理部門，並先後於公
司與投資銀行產品管理、計劃與分析及財務部門工作，現
於香港首席運營官辦事處任職，主要協助首席運營官統籌
於各地方辦事處企業管治及業務策劃之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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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誠 
香港海洋公園餐飲業務執行總監

香港瑞士商會副會長

電話：+852-39232559 /  
+852-25240590

電郵：joseph.leung@oceanpark.com.hk / 
admin@swisschamhk.org /  
winnie.kwok@oceanpark.com.hk

梁啟誠於 2006 年加入海洋公園任營銷總監，集中負責營銷
和遊客服務事宜，其範圍包括餐飲、零售、攤位遊戲、攝
影及其他商業伙伴營運，藉以綜合發展園內所有收入來源
項目，配合海洋公園總體重建計劃之開展。

梁先生擁有超過 25 年旅遊業及相關工作之經驗，曾在香港
和不同國家如澳大利亞、瑞士、英國、比利時主管跨國大
型飲食、酒店及零售業集團、航空餐飲公司等。

梁先生曾參與多項企業資源策劃、公共投標、採購程序和
項目管理等大型項目，取得良好業績，並得到專業認可；
他在收購與合併、項目融資、資本運作、執行成本預算及
商業計劃等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經驗。

梁繼昌 
立法會議員（會計界）

電話：+852-23523209
電郵：info@kennethleung.hk

梁繼昌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會計界功能組別）的議員。

在立法會中，梁先生分別擔任財經事務委員會主席、帳目
委員會及議事規則委員會副主席等職位。梁先生亦是一位
執業律師及註冊稅務師，在稅務諮詢方面擁有超過 25 年的
經驗。在政策方面，梁先生着重稅務政策、公共財政、金
融服務及企業管治等問題。

他現任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諮詢委員會及工業貿易諮詢委員
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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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曉海
通用電氣中國商業融資及 

資本市場部總經理

電話：+852-21006800 
+86-10-59189300

電郵：charles.xu@ge.com

許 曉 海 於 1999 年 加 入 通 用 電 氣 資 本 集 團 美 國 總 部。 
通 用 電 氣 公 司 是 一 家 集 合 基 建、 金 融 及 媒 體 的 公 司，
在 100 多個 國 家設 有 業 務，現 時 是香 港 金管 局 基建 融
資促進辦公室合作夥伴之一。許先生先後擔任資本市場
服務部經理、銷售和項目融資部副總、通用電氣運輸集團
資本市場部資深副總，以及董事總經理。許先生於 2015 年
3 月調回中國，擔任通用電氣大中國地區商業融資及資本
市場總經理。

許先生擁有耶魯大學商業管理碩士學位和加州州立大學學
士學位，也是中國人民大學校友。

郭岳忠
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副董事總經理

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

電話：+852-25341777 /  
+852-25263679

電郵：dkwok@savills.com.hk /  
info@hkis.org.hk

郭岳忠測量師為香港測量師學會新任會長，亦是學會的資
深專業會員，曾於 2011 年至 2013 年度擔任學會物業設施
管理組主席，現為第一太平戴維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副董
事總經理。他多年來致力服務於建築和物業管理的專業服
務，除了在香港測量師學會服務外，亦於多個行業相關的
機構擔任公職，如在物業管理業監管局、香港房屋協會及
華人廟宇委員會擔任委員，並積極向年輕一代推廣測量行
業，以推動業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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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邦
君譽集團國際有限公司主席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會長

電話：+852-21115151 /  
+852-94338991

電郵：stephen@iconedu.hk

郭振邦博士，榮譽勳章。

郭振邦博士現為君譽集團國際有限公司之主席，集團主要
經營業務包括提供專業持續教育及企業培訓、發展醫療科
技，以及提供醫療諮詢服務。郭博士於創立「君譽集團」
前曾於投資銀行及風險基金投資管理業界工作多年，專責
亞洲區機構上市、收購合併和風險基金管理工作。郭博士
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分別取得應用科學電機
工程學士及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其後於英國布里士托大學
取得教育博士學位。

公職：
·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會長
· 工業貿易諮詢委員會委員
· 中小型企業委員會委員
· 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及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

銷市場的專項基金（機構支援計劃）評審委員會委員
· 創新及科技基金科技券計劃委員會委員
· 香港工業總會理事

郭振華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

工業貿易諮詢委員會委員

電話：+852-27323188 
電郵：jimmy.kwok@ram-chem.com /  

bertha.lai@fhki.org.hk /  
amy.lee@ram-chem.com

郭振華為永保化工（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郭先生現任多項公職，包括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回收基金
諮詢委員會主席、能源諮詢委員會主席、香港理工大學校
董會校董、工業貿易諮詢委員會委員和勞工顧問委員會委
員。他亦是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委員、個人資料
私隱委員會委員、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審裁小組成員和香
港貿易發展局理事會成員。另外，他亦是香港創新科技及
製造業聯合總會榮譽主席、香港金屬表面處理學會顧問和
香港電鍍業商會技術顧問。

除此之外，郭先生亦擔任湖南省政協委員及湖南省海外聯
誼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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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江
新域保險顧問有公司董事及總經理

香港保險顧問聯會副會長

電話：+852-25841898 /  
+852-25263950

電郵：patrickchan@nova-insure.com / 
info@hkcib.org

陳志江為新域保險顧問有限公司董事及總經理、Brokers-
link AG 董事局副主席、香港保險顧問聯會前會長及現任副
會長暨大中華事務小組召集人、澳大利亞新西蘭保險與金
融學會香港會員顧問委員會成員。

陳先生於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後加入太古洋行轄下保險顧問
為行政見習生，後獲委任為總經理。2000 年轉職至渣打銀
行，於亞洲取得豐富銀保經驗。2003 年加入新世界集團，
現任職僱用萬五員工的豐盛創建控股旗下新域保險，負責
管理香港、澳門、北京、上海及廣州五地業務。陳先生專
長於工程險、財產險、責任險、金融險及航空險，非常熟
悉倫敦保險市場運作，先後參與太古廣場、香港機場核心
計劃、新世界中心重建的保險安排，亦曾替港商及國企於
海外包括印度及非洲等地的項目安排保險。

陳志強
凱諦思執行董事／華北區董事總經理

香港荷蘭商會代表

電話：+852-68524063 
+86-10-63101136

電郵：andrew.chan@arcadis.com

陳志強在建築造價諮詢行業工作共 34 年，工作地區包括
香港、  加拿大、台北及北京。目前已長駐在北京工作 20 餘
年，專責北京市及周邊地區建築工程造價諮詢顧問服務，
負責管理北京工程項目近 200 個。主要職責為公司營運，
包括專案洽談、市場推廣、行政人事及政策制定、工作制
度建立及管理、品質管制、專案造價分析和各項目的技術
難題處理等。

回應國家「一帶一路」發展大計和公司戰略計劃部署，陳
先生於公司內部成立亞洲區專項團隊，外部以中國建材國
際產能合作企業聯盟等平台為紐帶，帶領團隊積極拓展「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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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興
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行合夥人

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會長

電話：+852-92580173 /  
+852-35756302

電郵：info@scaacpa.org.hk

陳志興現為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執行合夥人，
對稅務籌劃和審計方面擁有非常豐富的經驗，曾服務於不
同規模的公司，包括本地與海外的中小型企業和上市公司。

陳先生現爲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會長、香港會計師公會執
業會員及香港資深稅務學會會員，並持有工商管理學學士
學位。

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創於 1913 年，為本港專業會計團體。
目前會員人數逾千，會員均為執業會計師，當中大部分為
本港中小企會計師事務所之代表。

公會成立的宗旨是為服務社會，提高會員執業質素及學
識，促進會員間的溝通，探討同業在工作上遇到的問題及
尋求解決方法，從而保持和提高會計師的執業水平。

陳沐文
美亞國際設計集團創辦人及執行董事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

電話：+852-25116323 /  
+86-10-88082219

電郵：hkiasec@hkia.org.hk / 
hkiabjo-sec@hkia.net

陳沐文為香港註冊建築師、香港政府認可人士及綠建專才；
亦為中國一級註冊建築師和亞太經貿（APEC）建築師。

陳建築師是香港建築師學會資深會員，並是中國建築學會
會員及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會員。

陳建築師為美亞國際設計集團的創辦人及執行董事，具有
逾 30 年總體規劃、建築設計、項目管理及工程合約管理的
豐富經驗。其主持的建設項目遍布中國內地、香港、澳門
及東南亞，並多次獲得內地、香港及亞太區的設計獎項。

陳建築師熱心服務業界，曾擔任香港政府認可人士註冊小
組主席、香港政府城市規劃上訴委員會及建築上訴委員會
成員。2014 至 2016 年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建築師註冊管
理局主席。

陳建築師為現任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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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佩君
香港總商會理事會成員

電話：+852-27786680
電郵：Jennifer.chan@dt-capitalhk.com

陳佩君現為鼎立資本有限公司主席，該公司是一家在香港
主板上市的投資公司。自小在歐洲長大的她，受多元文化
的薰陶，精通多國語言。

陳女士曾任職於多間歐洲銀行，包括荷蘭合作銀行、荷蘭
銀行、富通銀行等，為該等銀行設立歐洲業務部，向投資
中國之歐洲企業提供支援。 陳女士於 2002 年成立了自己
的公司 SINOVA，為進軍中國市場之投資者提供意見及支
援。2010 年，SINOVA 被一家歷史悠久的荷蘭信托集團收
購，以作爲其亞洲的業務中心；而陳女士留任行政總裁一
職直至 2012 年 9 月。

陳女士曾在荷蘭、中國及香港獲得多個獎項：於 2009 年，
她亦獲中國女企業家協會選為「中國百名傑出女企業家」
之一。陳女士一向積極參與社區活動，亦在多間社會機構
擔任職務，她現為香港總商會理事會成員，亦為社企「愛
連心」的顧問。

陳美寳
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副管理合夥人及全國促進海外投資負責人

電話：+852-39871255
電郵：mabel.chan@cn.gt.com

陳美寳是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副管理合夥
人及全國促進海外投資負責人。

陳女士擁有超過 20 年審計經驗，其客戶包括多家上市公
司、國際公司及內地公司。此外，她在跨境投資、交易支
援、企業上市、風險管理、內部審計、財務盡職調查、商
業評估，以及法證調查等各方面均有豐富的經驗。

陳女士為香港會計師公會前會長、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前
會長、香港女會計師協會前會長、香港工業貿易諮詢委員
會委員、香港浸會大學校董會成員、大律師紀律審裁團成
員、證券及期貨事務上訴審裁處成員、創意智優計劃審核
委員會成員，以及上訴委員會（房屋）的成員。此外，她
同時擔任國家財政部會計專家及香港中國商會副會長。

陳女士亦是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會員、英格蘭及威爾士特
許會計師公會會員，以及澳洲會計師公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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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勝
恒生銀行環球銀行業務主管

香港銀行公會「一帶一路」委員會成員

電話：+852-21983873 /  
+852-93025965

電郵：patrickchan@hangseng.com

陳國勝現為恒生銀行環球銀行業務主管，負責管理大型中
資企業客戶的業務。他擁有逾 25 年銀行工作經驗，一直專
注於大型企業業務，包括企業融資、銀團貸款及項目融資
等，並曾被派駐到內地工作開拓相關業務。陳先生現為香
港銀行公會屬下「一帶一路」委員會成員。

陳紹雄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中國區總裁

電話：+852-26788238 /  
+852-26788407

電郵：shchan@clp.com.hk

陳紹雄是中電集團執行委員會成員，負責中電在中國內地
的業務。他也是集團在香港的業務 -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以及中電集團多家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的董事。

陳先生獲香港特區政府委任為太平紳士，現任香港專業及
資深行政人員協會會長、香港工程師學會理事、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團結香港基金顧問、香
港貿易發展局轄下內地商貿諮詢委員會及基建發展服務諮
詢委員會委員。在中國內地，陳先生被委任為中國人民政
治協商會議第十一屆廣東省委員會委員。

陳先生是英國能源學會的榮譽院士，並為香港中文大學機
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諮詢委員會主席。他亦為香港城市大
學顧問委員會成員，並擔任校內機械及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之客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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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霖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

電話：+852-28788188
電郵：nchan@hkma.gov.hk

陳德霖由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出任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
局）總裁。陳先生於 1976 年加入香港政府為政務主任，並
於 1991 年出任外匯基金管理局副局長。陳先生於 1993 年
金管局成立時獲委任為助理總裁，並於 1996 至 2005 年間
出任金管局副總裁一職。

陳先生於 2005 年 12 月至 2007 年 6 月期間出任渣打銀行
亞洲區副主席，及於 2007 年 7 月至 2009 年 7 月出任香港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陳先生在 2006 年創立智
經研究中心。

陳慶輝
香港大律師公會 

大中華事務常委會副主席

電話：+852-28690210
電郵：pd@hkba.org /  

mac@hkba.org

陳慶輝大律師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和英國倫敦大學學院，
1993 年即在香港獲認許為大律師， 1995 年在香港正式執
業。 陳大律師是英國 CEDR 認可調解員、英國仲裁協會會
員（MCIArb）、英國仲裁協會資深會員（FCIArb）和香港國
際仲裁中心會員。執業範圍涵括仲裁、銀行法、破產及清
盤、樓宇管理糾紛、商業法、商業衝突法、公司法、合同
糾紛、衡平法、土地法、家事法、調解、專業疏忽、信託
法等。陳大律師是北京大學訪問講師、香港大律師公會大
中華事務常委會副主席、保險事務上訴審裁處成員、私營
骨灰安置所上訴委員會副主席，並曾經擔任香港大學法學
系兼職講師、香港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律
師公會名譽秘書及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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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澤銘
蕭一峰律師行顧問律師

香港律師會理事

電話：+852-28460500
電郵：adceag@hklawsoc.org.hk

陳澤銘律師是蕭一峰律師行的顧問律師，擁有香港和英格
蘭及威爾士律師資格。 陳律師持有法律學士（東倫敦大
學）、法律碩士（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工商行政管理碩士（牛
津大學）和公共行政管理碩士（哈佛大學）。陳律師也是香
港註冊財務策劃師和香港註冊稅務師。 

陳律師是香港律師會理事，也是香港律師會企業律師委員
會創會主席。陳律師是香港稅務上訴委員會委員和香港社
會工作者註冊局學歷認可評審團成員。2012 年起，陳律師
獲提名成為濟南巿政協委員。 

陳律師是以下非政府組織的成員或名譽法律顧問：香港社
會服務聯會惠施捐獻文化督導委員會、香港足球總會、香
港大學法律專業學系校外評審委員。2007 年到 2012 年，
陳律師當選國際律師協會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委員。陳律
師也是香港非盈利組織杜佩群紀念基金會主席。

陳靜薇
法國東方匯理銀行亞洲能源基建結構 

融資部董事總經理、部門副主管

電話：+852-28267451
電郵：annie.chan@ca-cib.com

陳靜薇供職於法國東方匯理銀行，任亞洲能源基建結構融
資部董事總經理、部門副主管。在跨境能源項目融資和大
宗商品貿易融資等領域擁有逾 20 年經驗，負責項目所在地
包括中國、東南亞和非洲等。和中國大型企業有着長期的
合作關係，在多宗具代表性的海外石油天然氣開發項目擔
任了財務顧問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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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栩然
香港大律師公會

中國業務發展常委會名譽秘書

電話：+852-28690210 
電郵：pd@hkba.org /  

mac@hkba.org

陸栩然大律師執業於德輔大律師事務所，執業涉及民商事
訴訟及國際仲裁的各個領域，並以公司法、破產法及信託
法為主。在非爭訟事務領域，陸大律師亦有處理企業重組
和減資事務，及時常就香港法提供法律意見。陸大律師能
以英文及中文工作。陸大律師亦擔任《香港民事司法程序》
的特約編輯和英國公司法文獻的研究助理， 並同時獲委任
香港大學法律系公司法特約講師。陸大律師也是第一批在
司法部及香港律政司的支持及見證下成為內地律所的香港
法顧問 。

正式執業前，陸大律師先以全級第一名在倫敦政治經濟學
院考獲法學士一級榮譽學位。其後，他在牛津大學以優異
成績成為法學碩士，及獲得大律師公會頒發大律師獎學金
及沈澄紀念獎學金。

麥嘉晉
ATLIUS Group Limited 

聯席創立合伙人

香港智慧城市聯盟投資委員會副主席

電話：+852- 96549384
電郵：raymond.mak@atliusgroup.com

麥嘉晉為 ATLIUS Group 的聯席創立合伙人，除了自美國
引入高端室內水耕技術外，亦幫助初創企業和中小企推出
產品、改善營運模式及籌集資金。創業前為一跨國管理諮
詢公司的香港及亞太地區高級經理，擁有超過 10 年戰略執
行、組織效率和變革管理諮詢經驗，項目涵蓋金融服務、
運輸及物流、製造業、零售和消費等多個領域。

麥先生亦是特區政府工業貿易諮詢委員會成員和香港智慧
城市聯盟投資委員會副主席，致力為本地新創企業開拓更
多投資和進入海外市場的機會、與專業團體合作發展智慧
城市，以及為香港在「一帶一路」的發展、CEPA 和粵港澳
大灣區計劃等，向政府提供相關政策建議。

麥先生積極參與政治及公共事務，並創立香港政治及行政
學苑，出任執行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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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瀅
韋萊韜悅亞太區財務方案執行董事

電話：+852-28306659 /  
+86-15626073412

電郵：Patricia.pang@willistowerswatson.com

彭瀅是韋萊韜悅環球金融方案部門亞太區執行董事，專職
為金融機構及大企業提供政治風險和信用風險相關的保險
方案。作為亞太區服務團隊的一員，彭瀅駐香港，主要負
責大中華與南韓的業務發展。由於香港的獨特營商環境，
有利於企業善用全球超過 50 家的信用保險公司。

彭女士積超過 12 年的信用保險經驗，包括來自於公營及私
營的信用保險機構的深厚經驗。她對貿易信用保險和保理
保單有充分的了解，現時也參與發展並執行所負責地區的
項目融資、結構性融資、單一風險等保險方案。

彭女士操流利的普通話和英語，並擁有香港城市大學的國
際商業研究學位和中文大學的文學碩士學位。

温志雄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有限公司合夥人

香港英商會會員

電話：+852-90414671 / 
+852-22713152

電郵：frank.wan@erm.com

温志雄是香港環境資源管理有限公司的合夥人，專門從事環
境影響評估和廢物管理政策和基礎設施開發的硏究。 温先生
在環境影響評估方面擁有超過 27 年的經驗，負責各種基礎
設施發展項目硏究，包括香港和亞太地區的發電廠的開發
和管理、廢物管理、工業設施、道路和鐵路項目。

他是香港英國商會建築業小組成員、英國廢物管理學會的
特許廢物管理經理、香港廢物管理協會的前主席、香港環
境影響評估研學會會員和香港合格環境專業人士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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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寧
匯仲律師事務所管理合夥人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理事

電話：+852-25252381 
+86-10-56399588 /  
+86-18811038109 

電郵：feining@huizhonglaw.com

費寧是匯仲律師事務所執行合夥人，專長於商事仲裁及訴
訟，擁有近 30 年的爭議解決領域執業經驗，曾先後在國內
外仲裁機構以及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內的中國各級法院進
行的數百次商事仲裁、訴訟案件中代理過中外客戶。

費先生是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理事會吸納的首位內地背景的
理事。費先生還擔任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新加
坡國際仲裁中心仲裁員和深圳國際仲裁院仲裁員，亦曾作
為仲裁員、法律顧問、專家證人參與過在香港國際仲裁中
心、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院和倫敦
國際仲裁院提起的多次仲裁案件。

費先生曾連續多年被國內外權威法律專業媒體評為爭議解
決領域的一等律師，並多次在國內外爭議解決論壇作會議
發言。

黃一文
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秘書局— 

亞洲事務辦公室 

國際商會（北亞地區）仲裁及 

ADR 助理主任

電話：+852-36075600
電郵：ica8@iccwbo.org /  

Wenny.HUANG@iccasia.org

黃一文為國際商會（北亞地區）仲裁及 ADR 助理主任。黃
女士畢業於華東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是香港城市大學仲
裁及爭端解決法律碩士，也是英國皇家特許仲裁員高級會
員（FCIArb）。

在加入國際商會之前，黃女士在多個世界 500 強公司中擔
任法務及法律顧問，並在境內外數個仲裁機構工作過，對
仲裁及爭端解決方面有豐富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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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王慈明
香港投資基金公會行政總裁

電話：+852-25379912 
電郵：hkifa@hkifa.org.hk

黃王慈明任職於香港投資基金公會。多年來，黃太一直代
表基金業與有關的監管機構、政府部門、立法會議員及媒
體緊密聯繫，反映業界的意見，並務求不斷提高基金業的
專業水準及推動行業的發展，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資產管
理中心之地位。此外，無論是在香港強積金或零售基金的
層面上，她均致力推動投資者教育及參與行業相關的研究
項目。

黃太現時是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中債指數第七
屆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及中國養老金融 50 人論壇核心成
員、香港證監會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委員會委員、香港積
金局強積金計劃指引制定委員會成員、香港恒生指數顧問
委員會成員等。她曾是國際投資基金公會的國際監管事務
工作小組主席；現時是該委員會成員。

黃守儀
摩根士丹利亞洲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電話：+852-28485676 /  
+852-28486635 

電郵：christopher.huang@morganstanley.com / 
foon.poon@morganstanley.com

黃守儀是摩根士丹利的董事總經理和亞太電力、公用事
業、基礎設施和清潔技術投資銀行部主管。過去 20 年來，
他一直服務於這些行業的亞洲客戶。

黃先生在 2000 年加入摩根士丹利。2005 年之前，他是
摩根士丹利亞洲電力和公用事業行業股本研究團隊的負責
人，長期被各種投資調查機構評爲最佳分析員，連續 5 年
被《機構投資人》選入亞洲研究明星團隊，更在 2001 年、
2002 年 和 2003 年 被 評 爲 第 一。 此 外， 他 在 2001 年 至
2004 年期間擔任摩根士丹利全球電力和公用事業研究組負
責人。

在加入摩根士丹利之前，黃先生就職於德意志銀行，並從
1997 年開始研究亞洲的能源和公用事業行業。黃先生畢業
於美國波士頓大學管理學院，擁有會計和金融雙學位，同
時擁有特許金融分析師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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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克強
香港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

電話：+852-26296628 /  
+852-26296696 

電郵：albert.wong@hkstp.org

黃克強於 2016 年 2 月加入香港科技園公司（科技園）擔任
首席企業發展總監， 於同年 8 月升任為行政總裁。

黃先生致力帶領科技園構建融匯科技、創新及創業精神的
強健生態圈，為創新企業在香港茁壯成長創造最佳條件，
協助香港轉型為知識型經濟。

黃先生持香港大學電機工程學士學位及香港中文大學工商
管理碩士學位。他擁有逾 30 年的商界經驗，曾在不同的跨
國企業擔任要職，包括斯倫貝謝、卡特彼勒、艾默生電氣
及通用電氣。黃先生加入科技園前，於安樂工程擔任香港
行政總裁。他亦於通用電氣美國總部、中國內地及亞太地
區負責合併及收購、業務發展、產品管理、商業營運等要
職，最後職至該公司的石油天然氣中國區總裁及工業系統
亞太區總裁。

黃俊碩
黃龍德會計師事務所執業董事

香港會計師公會「與內地中小型事務所

合作工作組」召集人

電話：+852-31878216 /  
+852-60860745

電郵：edmundwong@pwcpa.com.hk

黃俊碩為香港執業會計師，具備超過十年之財務匯報、會
計、審計、內控、稅務、企業服務及商業諮詢等經驗。早
年受訓於四大會計師行——德勤關黃陳芳會計師行，現在
為黃龍德會計師事務所執業董事。

黃先生除為香港執業會計師外，亦為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
會計師、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香港特許秘書公會會士及
英國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公會會士。此外，他亦持會計學
榮譽學士、應用會計及金融碩士、企業管治碩士及工商管
理碩士學位。

黃先生現於香港會計師公會的職務包括：中小型執業所委
員會轄下「與內地中小型事務所合作工作組」召集人、中
小型執業所委員會委員、專業發展委員會委員、青年會員
委員會委員及內地業務關注組委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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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棨麟
薪創生命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電話：+852-97587990 
電郵：wilsonwong@novusls.com

黃棨麟博士是一位專注於創新醫療產業的初創企業家。黃
博士於 2014 年成立了薪創生命科技有限公司，並擔任公司
的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薪創是一間致力於骨骼健康及
相關技術研發和推廣的生物科技公司。薪創開發的全新生
物材料技術可用於多種骨科手術和修復不同程度的損傷。
黃博士過去在香港大學進行有關生物力學、生物材料和骨
疾病方面的研究，並獲香港大學頒授博士、碩士和工程學
士學位。他曾在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及在包括彭博等其他媒體擔任講者。他的初創企業團隊曾
經獲得全球多個初創企業獎項，包括美國 CNBC 最熱門的
創業公司、奧地利政府科技加速器培育公司、法國科技券
獲獎公司和阿里巴巴 Jumpstarter 健康老齡化獲獎團隊。

黃碧娟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大中華區行政總裁

電話：+852-28222828 
電郵：helen.p.k.wong@hsbc.com.hk

黃碧娟（滙豐集團總經理）於 2015 年 3 月出任香港上海
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大中華區行政總裁。她是滙豐銀行（中
國）有限公司及滙豐前海證券有限責任公司副董事長。她
亦為滙豐環球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及滙豐（台灣）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主席。

黃女士於大中華區和亞太區擁有逾 30 年銀行業務經驗。於
1992 年加入滙豐，歷任環球銀行及資本市場多項高層職
務，領導多個項目與新業務的開發，推展滙豐在亞洲資本
市場的版圖。她帶領滙豐拓展中國內地業務，令滙豐成為
中國內地最大的外資銀行，並致力鞏固滙豐於人民幣國際
化進程的領先地位。

黃女士亦是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她亦是中
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上海市委員會委員及陝西省
人民政府國際高級經濟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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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碩東
綠色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兼共同創辦人

電話：+852-26626460
電郵：antonio.wong@greensafey.com.hk

黃碩東為青年企業家，畢業於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統計學
系，曾管理市值 8 億港元的投資基金；自 2015 年 12 月起
擔任香港綠色安全科技有限公司（GST）行政總裁兼共同
創辦人，負責公司方向性策劃、團隊管理及代表公司出席
對外重要活動；其公司的智能駕駛安全系統「4S 方案」，
運用傳感器及大數據協助客戶更有效率管理車隊及提升駕
駛安全，已獲專利發明認證，並已推出市面。方案現已完
成台北市政府等多個試行計劃。在創新科技創業以外，他
銳意提升青少年創業及科技研發潛能，義務擔任青少年
活動嘉賓或導師，恆常與青少年進行直接交流，做到學與
教相長、掌握時代脈膊。他熱衷科技研究，配合全球政府
發展智慧城市的大方向，致力運用大數據分析實現智慧出
行，創建智慧城市。他深信創新科技能為下一代締造更佳
生活。

楊志偉
楊志偉會計師樓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前會長、理事兼

首届世界華人會計師大會之聯席主席

電話：+852-28683661
電郵：info@edwinyeungcpa.com

楊志偉現職香港楊志偉會計師樓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社
會服務之機構及職稱包括：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前會長及
現任理事、香港會計師公會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香港會
計師公會中小型執業事務所委員會委員、香港會計師公會
體育及康樂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會計專業發展基金有限公
司執行委員會主席、香港政府公司註冊處客戶聯絡小組委
員會委員、香港政府禁毒基金委員會委員、香港政府規劃
署上訴委員會委員、香港政府自置居所津貼上訴委員會委
員、中國國情研習促進會會長、新界總商會常務會董、香
港太平洋獅子會前會長及現任會董、中華人民共和國山東
省政協委員、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名譽常務理事及會
計專業委員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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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長浩
花旗集團董事總經理、 

花旗香港財資及貿易金融部主管

電話：+852-34198685
電郵：howard.ch.yang@citi.com

楊長浩現任花旗香港財資及貿易金融部主管。財資及貿易
金融部向全球跨國公司、金融機構和公共部門組織提供綜
合現金管理和貿易服務，包括亞太地區的 18 個國家。楊
先生常駐香港，負責管理現金和貿易業務，包括支付、應
收賬款、信用卡、流動性管理、貿易服務和貿易融資。楊
先生於 2000 年加入花旗台灣擔任現金應收產品經理，於
2004 年成為現金產品主管，於 2008 年成為財資及貿易金
融產品主管。他於 2012 年調至花旗香港擔任財資及貿易金
融產品主管，於 2013 年晉升為香港財資及貿易金融部主
管。加入花旗銀行之前，他先後創辦了自己的建築業軟件
公司，並在台灣擔任連鎖店公司的技術總監。楊先生擁有
美國德克薩斯 A&M 大學的理學碩士學位和台灣淡江大學土
木工程學士學位。

楊洪鈞
中倫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協寧國際事務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香港國際公共關係協會秘書長

電話：+852-25268191 
電郵：norrisyang@zhonglun.com /  

adrilhk@gmail.com

楊洪鈞律師由 1980 年起從事國際商事法律工作。他是香
港中倫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和協寧國際事務有限公司執行董
事。多年來從事不同範疇的法律工作，擁有豐富經驗及多
元背景，並能使用流利的英語和三種中國語言（粵語、普
通話及上海話）。

楊律師現專注於談判、調解及仲裁方面工作，擅長不同模
式的調解（促進式、評估式及轉變式）。他是首位亞洲人士
獲得海牙國際調解學院（IMI,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In-
stitute, The Hague）認可調解員資格，更獲「國際著名法
律名人錄」（Who ’  s Who Legal）評選為 2017 及 2018 年度
「調解思想領袖（」Who’  s Who Legal: Mediation Thought 
Leader 2017, 2018）。

楊律師曾任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 委員；現為香港調
解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HKMAAL） 傳訊委員會主席及香
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調解督導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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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玲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副秘書長、

上海代表處首席代表

電話：+852-25252381 
+86-13918098843

電郵：lyang@hkiac.org

楊玲為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副秘書長兼上海代表處
首席代表。 楊女士畢業於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並獲得
法學博士學位，之後在華東政法大學任教 8 年，主要從事
國際仲裁的教學、實踐和研究。在商事仲裁和投資仲裁領
域，楊女士已出版專著兩本及發表論文 30 餘篇。楊女士
曾在法國馬賽第三大學（2007-2008）和美國波士頓大學  

（ 2016-2017）從事訪問學者研究，並作為獨立觀察員參與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UNCITRAL）第二工作組的活
動。另外，楊女士具有中國律師資格且擔任多家仲裁機構
的仲裁員。

楊嘉強
城通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電話：+852-31712030 /  
+852-96708110 /  
+86-155-46743901

電郵：steven.ykk@citytone.com.hk

楊嘉強為城通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及創辦人、香港科學
園—— 科培網路（TIN）理事會委員、香港職業訓練局（VTC）
資訊科技校友會副會長，及「傑出資訊及通訊科技人員獎 
2015」—— 傑出資訊及通訊科技青年獎得獎者。

楊先生擁有堅實的資訊科技學術背景，專注於雲計算、物
聯網和綠色科技的軟體發展。曾於 IT 顧問公司和納斯達
克上市公司擔任系統工程師、系統顧問和軟體架構師等工
作。曾工作領域包括資訊科技、生產製造、政府、銀行、
金融等專案。現主要為企業提供生產效率、品質與節能減
排的方案。

雲端能源管理平台（Cloud Energy Management Platform,  
CEMP）提供了一個全面和創新的管理平台給住宅、建築、
工業，以及電力基礎設施和資料中心的能源遠端監控和控
制服務，同時為企業提供全面的能源控制和資料分析，以
及碳排放報告，推動節能減排和綠色智慧城市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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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驥
花旗集團董事總經理、花旗金融 

市場公司業務香港及大中華區主管

電話：+852-28688132
電郵：ji.yang@citi.com

楊驥現駐於香港，負責花旗大中華區金融市場領域的公司
業務。其部門分布於中國、香港和台灣，致力於為大中華
公司客戶提供各類國際金融產品及風險管理服務，包括但
不限於外匯、利率、信用、商品，以及結構性融資和跨資
產類別解決方案。他擁有超過 20 年的金融從業經驗，於
2000 年加入花旗銀行，在 2014 年調任香港前，曾先後就
職於北京、蘇黎世和上海，曾任職中國金融市場企業客戶
總經理及中國金融市場機構客戶總經理。此前，他就職於
住友銀行及北京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楊先生於中國人民大
學獲金融碩士學位。

葉志衡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總經理兼中國業務

總部主管

工業貿易諮詢委員會委員

電話：+852-36083012
電郵：yipech@hkbea.com /  

leungwy4@hkbea.com

葉志衡博士為東亞銀行有限公司總經理兼中國業務總部主
管，負責管理集團在華業務和在華投資。葉博士是東亞銀
行多間附屬及聯營公司的董事及監事，包括：東亞銀行 ( 中
國 ) 有限公司董事、華晨東亞汽車金融有限公司董事，以
及東亞前海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葉博士在 2003 年至 2011 年期間，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
限公司擔任不同管理層職位，其最後職銜為副營運總裁。
他亦曾先後任職麥肯錫公司顧問、滙豐環球投資管理（香
港）有限公司亞太區區域發展聯席董事，及璟華資本有限
公司行政總裁。

葉博士現擔任多項公職及榮譽職務，包括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工業貿易諮詢委員會委員，以及香港公益金名譽
副會長。

葉博士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取得經濟學哲學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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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貝琪
怡安保險顧問有限公司電力及基建特種

風險亞洲區區域總監

香港保險顧問聯會註冊會員

電話：+852-28624180 /  
+852-63933072

電郵：betsy.knowles@aon.com

董貝琪是怡安（Aon）建築、電力和基礎建設特種風險部
門的亞洲區區域總監，在風險管理、保險經紀、財務分
析，以及電力能源期貨交易領域有近 19 年的經驗。

董女士 2014 年 8 月從美國遷居香港加入怡安公司，為很
多公司提供風險管理諮詢及保險經紀服務，包括中廣核、
南方電網、上海迪士尼、聯合能源、漢能集團等，還為中
國企業「一帶一路」等海外項目提供服務。

她曾在美國最大的電力控股公司之一的杜克能源集團任
職，負責所有運行電廠價值 920 億美元的資產，及大型電
廠建設項目的風險轉移計劃和保險管理。

董女士還曾就職於美國塔爾薩的威廉姆斯天然氣管道公
司，從事電力能源期貨交易。

董女士在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獲得了金融專業工
商管理碩士學位。她並獲得美國保險協會頒發的 CPCU、
ARM、ARe 保險專業稱號。

廖玉玲
香港大律師公會 

調解委員會主席

電話：+852-28690210
電郵：pd@hkba.org /  

mac@hkba.org

廖玉玲為香港執業大律師、英國特許仲裁司學會院士、
HKIAC 和 KLRCA 仲裁員、香港認可調解員及調解員評核
員、上海國際商事聯合調解庭特邀調解員，以及香港特區
太平紳士。

於香港大學和英國倫敦國皇學院修讀法律， 1987 年獲榮譽
法學士（LLB），1989 年獲法學碩士（LLM）。畢業後從事
法律專業，1992 年為香港執業律師，翌年為英格蘭及威爾
斯律師。2001 年起為香港大律師，處理各類民事訴訟，尤
其商事、國際貿易、公司清算、信託、承繼等。經常獲委
任為國際商事糾紛的仲裁員和調解員。

曾獲委任為香港高等法院暫委副司法常務官和香港區域法
院暫委法官。現任香港大律師公會調解委員會主席、香港
牌照上訴委員會主席、香港地產代理監管局和稅務上訴委
員會的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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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群
中信銀行（國際）首席經濟師兼 

研究部總經理

電話：+852-36036328
電郵：qun_liao@cncbinternational.com

廖群博士於 2002 年 7 月加入中信銀行（國際）擔任副總
裁，現為首席經濟師兼研究部總經理， 主要從事宏觀經濟
分析，並負責該行的行業、市場及策略研究。廖博士曾任
職於中國國家計劃委員會，擔任經濟預測處長和高級經濟
師。加入中信銀行（國際）前，廖博士為渣打銀行高級經濟
師。廖博士為英國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

熊運信
李偉斌律師行合夥人

香港律師會理事及前會長

電話：+852-28460500
電郵：adceag@hklawsoc.org.hk

熊運信律師自 2003 年起出任香港律師會理事，於 2012 年
5 月獲選為律師會副會長，並於 2014 年 8 月獲選為會長。
2015 年 5 月，熊律師成功連任律師會會長。2016 年 5 月，
熊律師卸任會長但仍留任理事會，現時，熊律師亦是律師
會法律教育委員會主席。

作為香港律師會代表，熊律師亦於不同政府委員會擔任公
職，包括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專
業證書課程學術委員會，及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

此外，熊律師以個人身分服務於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評
核委員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導致
或任由兒童死亡個案小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設立專業服
務協進支援計劃委員會、通訊事務管理局，及社會福利署
整筆撥款督導委員會。

熊律師亦是香港樹仁大學客席教授、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
學院客座教授，及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專業學系刑事辯
護兼職講師。

熊律師於 1995 年取得香港執業律師資格。他現為李偉斌律
師行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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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柏基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亞太及大中華區主席

電話：+852-22892111
電郵：raymund.chao@cn.pwc.com

趙柏基是普華永道亞太區主席，也是大中華區主席及首席
執行官。他同時還是普華永道全球網絡領導團隊的五位核
心成員之一，該領導團隊決定着普華永道全球網絡的總體
戰略，為各成員機構制定共同遵循的標準。

趙先生在香港出生及成長，1984 年在加拿大多倫多開始其
職業生涯。他於 1992 年返回香港，1995 年晉升為合夥人；
2002 年，趙先生被任命為普華永道中國內地及香港管理委
員會成員；2003 年，他以能源、公共事業和採礦行業主管
合夥人的身分被派駐北京；2005 年，升任普華永道中國審
計主管合夥人；2011 年至 2015 年 6 月，擔任普華永道亞
太區審計主管合夥人；2015 年 7 月至今，任普華永道大中
華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2017 年 7 月，在趙先生的大力推
動之下，普華永道亞太區域聯盟正式成立。該聯盟由中國
主導，趙先生出任亞太區主席。

趙先生是加拿大特許會計師協會會員及香港執業會計師公
會會員。

劉天倪
皓天財經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上市公司委員會 

理事長

電話：+852-28511038
電郵：tony@wsfg.hk

劉天倪為皓天財經集團（01260.HK）主席兼行政總裁，劉
先生亦為中企協會上市公司委員會理事長、魯港企業投融
資聯合會榮譽會長、香港中國併購公會副主席和重慶市政
協委員（香港區）。 劉先 生於香港資本市場擁有逾 20 年
經驗。

皓天財經集團是在香港主機板上市的為上市公司和擬上市
公司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務的平台，服務包括：資產管理、
股權投資、財經傳訊、國際路演、投資者關係、財經印
刷、品牌推廣、企業獵頭及 ESG 報告「九位一體」，總部
在香港，網絡遍布全球 160 多個國家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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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京生
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顧問董事

電話：+852-28722000 
+86-10-65051166

電郵：liujs@cicc.com.cn

劉京生於 1996 年加入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金公
司）。中金公司是中國首家中外合資投資銀行，其在香港設
立了中國國際金融（香港）有限公司，協助中國企業走向
國際資本市場。劉女士現為中金公司顧問董事。之前，劉
女士就任中金公司投資銀行業務委員會主席、新加坡子公
司董事長及首席執行官，同時兼任中金公司戰略研究部負
責人。

劉女士在中金公司投資銀行部服務長達 20 年，在大型及超
大型國有企業重組、改制、上市融資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
驗；是中金公司投資銀行部在能源礦產行業領域的領軍人
物。加入中金公司之前，在國家計委（現國家發展和改革
委員會）中國計劃經濟的核心部門工作了 11 年，經過中金
公司 20 年的歷練，從宏觀、中觀、企業微觀層面積累了深
厚的行業經驗及國有企業重組改革、國內外上市的實踐經
驗；並在中金公司的平台，進一步加強了行業研究、海外
業務拓展等多方面的經驗積累。

劉振江
仲量聯行有限公司國際董事

工業貿易諮詢委員會委員

電話：+852-28465501 /  
+852-67914398

電郵：chunkong.lau@ap.jll.com

劉振江為仲量聯行國際董事，專責處理亞洲區估價及顧問
業務。仲量聯行為專業服務和投資管理公司，業務覆蓋全
球超過 80 個國家。劉先生在物業估值、顧問服務及投資物
業市場皆擁有廣泛經驗。

劉先生是香港測量師學會前會長，亦是特許測量師及中國
房地產估價師與房地產經紀人學會會員。他亦是國際評估
準則理事會有型資產準則委員會委員，以及香港證監會房
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委員會委員。

劉先生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務，尤其是牽涉土地發展；其
擔當的職務包括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土地及建設諮詢
委員會委員、香港《2030+》專家諮詢小組成員，以及香
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他經常在報章發表有關土地
及 發 展 的 文 章， 詳 情 請 瀏 覽 https://lauchunkong.word-
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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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興達
泛亞環境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香港顧問園境師協會有限公司主席

電話：+852-25599438
電郵：laup@earthasia.com.hk /  

info@hkalc.com

劉興達為泛亞環境國際控股有限公司（06128.HK）董事長、
香港園境師學會原會長、香港顧問園境師協會主席、城市
規劃委員會委員、武漢市政協常委、亞洲人居環境協會主
席和聯合國城市運動督導委員。

劉先生是一位註冊園境師和都市設計師， 在過去 30 多年處
理過不少國際著名的項目，包括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村、
北京奧運水上公園、北京奧運選手村、香港西九龍文化區
等專案，累積了多方面的環境規劃經驗，致力於融合城市
設計及景觀建築之元素， 在各項目裏落實可持續發展的理
念，並善加利用對開發有利的潛力。

在公共服務方面，劉先生亦獲香港特區政府委任為香港太
平紳士、土地建設委員會成員、東區區議員、海港事務委
員會成員、城市林務諮詢小組成員、城市規劃委員會委員
等重要公職。

（

歐陽理良
友邦投資管理私人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投資（海外）主管

電話：+852-28321015 
+65-62162529

電郵：franklin.auyeung@aia.com

歐陽理良是友邦投資管理私人有限公司的固定收益投資（海
外）主管。歐陽先生負責管理多個投資於不同地區、貨幣
和策略的固定收益組合。歐陽先生於 1999 年加入友邦，
並於投資領域擔任不同的管理職位。在加入友邦之前，歐
陽先生曾在銀行界工作，負責信貸風險管理和貨幣交易等
職務。歐陽先生擁有香港中文大學頒發的榮譽工商管理學
士學位及金融學碩士學位。他也是 CFA Institue 的特許金
融分析師（CFA），以及美國壽險管理學會的壽險管理師 
 FL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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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碧琪
鏈知創辦人及首席執行官

電話：+852-67730628
電郵：peggy@lynkpeople.com

蔡碧琪在香港和新加坡長大，本科就讀於美國賓夕法尼亞
大學，主修電腦工程，並同時在沃頓商學院主修金融。她
畢業後加入了高盛集團在美國紐約的投資銀行部。之後，
她參與銀湖投資集團（Silver Lake Partners）在倫敦的團
隊。在這以後，她轉戰三藩市，加入美國一家頂級私募股
權基金集團 TPG 資本。在 2015 年，蔡女士開創了鏈知，
志於把知識平民化。

鏈知是一個專業諮詢的共享平台。透過鏈知，客戶可以在
短時間內與全球 50,000+ 名資深專家進行快速磋商，或洽
談諮詢項目。鏈知在香港、紐約、新加坡、珠海橫琴和孟
買設有辦事處。 鏈知的客戶很多元化，例如頂級諮詢公
司、全球私募股權基金、對沖基金、政府機構、跨國企業
和初創企業等。鏈知專家可以提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的當地知識。

鄧斌
友邦集團投資方案暨衍生品總監

電話：+852-28321087
電郵：Benjamin.deng@aia.com

鄧斌是友邦集團投資方案暨衍生品總監，主管集團的投資
產品類別戰略、資產負債管理戰略、衍生品投資戰略及計
量研究等。他同時兼任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客座教授，並
經常作為演講人出席國內外大型行業峰會及業界培訓與交
流。

鄧先生 1992 年畢業於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貿易專業，曾
服務於外經貿部。後於紐約巴魯克學院取得工商管理碩士
及計量方法暨模型碩士。歷任美國國際集團風險管理部研
究員、資深研究員、亞太區市場風險管理主管、友邦集團
投資分析總監等職。曾任紐約巴魯克學院講座教授。

工作之餘，他是傳統中國詩人和書法家。現為中華詩詞學
會會員、香港詩詞學會副會長和香港書法家協會會員，長
期致力於國學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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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利慧
怡和保險顧問有限公司 

項目組合管理客戶經理

電話：+852-28645497（直線）/ 
+852-28645333（公司）

電郵：Lihui_Gong@jltasia.com

鞏利慧負責怡和保險顧問有限公司在香港與亞洲戰略合作
伙伴的日常管理，以及為合作伙伴提供服務。鞏女士與怡
和香港首席執行官及各部門負責人緊密合作，以確保怡和
與香港保險公司合作順利。通過與合作伙伴制定和實施行
動計劃，為客戶提供更為完善的保障計劃。鞏女士同時負
責協調怡和亞洲在香港的本地計劃和項目的開發及執行。 

鞏女士的職業生涯開始於北京，在 2009 年移居香港後，她
繼續專注於大中華地區的職業責任及金融風險。在出任怡
和項目組合管理客戶經理前，鞏女士已擁有超過 10 年的保
險經紀經驗。

黎逸軒 
香港大律師公會

仲裁委員會名譽秘書

電話：+852-28690210
電郵：pd@hkba.org /  

mac@hkba.org

黎逸軒大律師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及英國劍橋大學。他是
英國特許仲裁司學會資深會員及香港資深會計師，並擔任
香港大律師公會仲裁委員會名譽秘書。

黎大律師是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仲裁員名冊》上的成員。
除出任仲裁員外，他亦以大律師身分，為國際商事糾紛
仲裁、投資者—東道國投資糾紛仲裁、和國家之間糾紛
仲 裁 提 供 法 律 諮 詢 服 務 及 ／ 或 出 庭。 此 外， 他 曾 在 FG 
Hemisphere 訴剛果（金）案、Pacific China Holdings 訴 
Grand Pacific Holdings 案、山東紅日訴中國石油國際事業 

（香港）有限公司案、 S 訴 B 案、Re Insigma 案、宮本海訴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案，和 TNB 訴中煤集團案等與仲裁有關
的訴訟中出庭。去年 7 月，他在亞洲國際法律研究院舉辦
的《2017 年國際法研討會》上，就《中國國有企業是否享
有司法管轄豁免》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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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壽昌
周大福企業有限公司法務總監

香港律師會理事

電話：+852-28460500
電郵：adceag@hklawsoc.org.hk

黎壽昌律師是香港律師會的理事及其對外事務常委會的
主席。

於香港、 英國、澳洲（新南威爾士州及澳大利亞首都直轄
區）具律師資格的黎律師，曾於香港（的近律師行）執業
超過 30 年，主要工作為收購合併及資本市場各類融資專
案。

他現在是周大福企業有限公司的法務總監。周大福企業是
一家位於香港的國際性集團，涉及投資和各類不同業務分
布於 50 多個國家。周大福企業為香港上市的藍籌新世界集
團（股份代號：0017）的控股股東。

另外，黎律師亦是香港聯交所主機板上市的周大福珠寶集
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929）的集團法律總監及聯席公
司秘書。周大福珠寶為世界級領先的珠寶公司，亦是港交
所不同指數的成份股。

賴旭輝 
利比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香港測量師學會前會長、內地事務

委員會主席

電話：+852-28231828 /  
+852-91981869 /  
+86-13816334577

電郵：stephen.lai@hk.rlb.com

賴旭輝目前是利比全球董事會成員及負責香港、中國大陸
和韓國等辦事處的董事總經理。過去 30 年裏，他開發了多
個具創意的專案，為遍布亞洲和中東地區的客戶提供優質
服務。

賴先生是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資深會員、香港測量師學會
資深專業會員，以及中國建設工程造價管理協會資深會
員。他曾出任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之職；現為香港測量師
學會內地事務委員會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
徐匯區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
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選舉會議成員、香港建造業議會成員
及建造採購專責委員會主席、香港教育局專上教育機構開
辦課程貸款評核委員會委員、香港零碳天地董事會成員、
發展局上訴審裁團（建築物）成員、經濟發展委員會專業
服務業工作小組委員、法律樞紐空間分配委員會成員，以
及廉政公署防止貪污處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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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珮琪
國際金融公司投資分析員

電話：+852-97709037 
+86-10-58603282

電郵：ptse1@ifc.org

謝珮琪就職於世界銀行集團國際金融公司（IFC），負責組
建和執行私募股權和債務投資，專注於東亞和太平洋地區
的製造業、農業和服務業。在加入國際金融公司之前，她
曾在高盛擔任投資管理部的股權方案專家。謝女士是世界
經濟論壇的全球傑出青年成員（香港／北京 II）。她亦擔任
亞洲證券業與金融市場協會（ASIFMA）旗下的 Women in 
Finance Asia（WIFA）慈善委員會委員。

鍾小平
AECOM Asia Co. Ltd.  

亞太區高級副總裁、中國區總裁

香港顧問工程師協會會

電話：+852-39228989
電郵：ian.chung@aecom.com

鍾小平是 AECOM 中國區總裁、亞太區高級副總裁，同時
也負責 AECOM 大中華區市政與基礎設施業務，該業務線
擁有超過 3500 名專業技術人員。

作為註冊市政工程師，鍾先生擁有超過 25 年的專業經驗，
曾為交通、市政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大型跨學科工程提供專
業的管理和技術顧問服務。近期，他作為項目總監負責的
重大工程包括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及港珠澳大橋。

除此之外，鍾先生還擁有豐富的海外項目管理經驗及海外
技術諮詢經驗。 他致力於推動顧問工程師的行業發展，曾
擔任香港顧問工程師協會上任主席（2015-2016），現任香
港工程師學會土木分部主席及香港工路學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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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偉雄
香港和解中心會長 

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聯合主席

電話：+852-28661800
電郵：admin@mediationcentre.org.hk / 

admin@mhjmc.org

羅偉雄博士現為香港和解中心會長、內地—香港聯合調解
中心主席、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理事及粵港澳調解聯盟
副主席，亦獲香港律政司委任為調解督導委員會委員。

羅博士是一位資深國際商業顧問及糾紛解決專家，他現為
各地知名調解機構擔任調解專家，對處理各種糾紛及國際
商業糾紛有豐富經驗。

羅博士是多個地區調解／仲裁機構的首席導師及首席評
審，亦是香港及澳門多家大學的客席高級講師。他曾培訓
了過百位調解專家，更為多個國家及地區成立調解中心，
設計調解機制。在香港律政司支持下，羅博士在 2015 年和
中國貿促會創建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是首個國際商
業糾紛解決平台，服務各地商企。羅博士獲聯合國國際貿
易法委員會邀請出席爭議解決會議並發表意見。

羅富源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安永合夥人審計部香港及澳門副主管

香港會計師公會副會長

電話：+852-26293878
電郵：Patrick.law@hk.ey.com

羅富源從 1993 年加入安永審計部，他從事會計專業已 20
多年，累積了豐富的審計及商業顧問經驗，包括協助客戶
在香港上市。自 2003 年成為安永審計服務部合夥人。現為
安永合夥人審計部香港及澳門副主管。他的客戶主要來自
香港及內地，涉及零售、消費品製造等行業，以及大型國
有企業。現為香港及澳門區審計服務副主管合夥人。

羅先生一直積極支持會計專業。他是香港會計師公會的副
會長，並於公會多個委員會擔任要職。

羅先生是註冊及執業核准委員會主席、專業操守委員會副
主席、管治委員會委員和提名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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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允芝
香港大律師公會 

中國業務發展委員會主席

電話：+852-28690210
電郵：pd@hkba.org /  

mac@hkba.org

譚 允 芝 資 深 大 律 師 為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前 主 席（1.2015-
1.2017）。

畢業於香港大學法律系，繼而在倫敦大學大學學院深造，
作專科實習並取得香港及英格蘭及威爾斯大律師執業資格。 
主要業務範圍為民商訴訟及仲裁，尤其在涉及知識產權的
商務糾紛和侵權爭議解決上累積了多年經驗。現為香港仲
裁司學會資深會員、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
員、華南經貿仲高科技及知識產權仲裁中心專家仲裁員，
以及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專家仲裁員。

2006 年 5 月，獲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
能委任為 ｢ 資深大律師 ｣，隨後獲委任為香港高等法院原
訟庭特委法官。現任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律
師公會中國業務發展委員會主席及業務發展委員會主席，
和前海諮詢會委員。2017 年獲推選為國際律師協會（IBA） 
訟辯律師論壇聯席主席。

譚仲豪
香港保險業聯會行政總監

電話：+852-28619388 
電郵：petertam@hkfi.org.hk

譚仲豪為香港保險業聯會（保聯）行政總監。

保聯乃代表保險業的機構，負責監管近 9 萬名保險代理的
行業操守。保聯共有 135 家會員公司，承保額佔香港保險
市場總毛保費（4,517 億港元）9 成以上。

譚先生擁有豐富行政管理經驗，歷任多項要職：曾於 1979
至 1990 年間於香港政府政務職系服務，於 1995 至 1999
年間在香港機場管理局服務，以及於 2000 至 2004 年間出
任香港煙草業協會行政總監。

譚先生曾出任由律政司司長領導的調解督導委員會委員，
於 2006 至 2012 年期間被政府委任代表保險業界加入統
計諮詢委員會。譚先生現為食物及衞生局轄下自願醫保
計劃諮詢小組委員和教育局轄下保險行業培訓諮詢委員
會委員。

譚先生於 1979 年在香港大學畢業，並於 2011 年獲得英國
特許保險學會會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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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文傑
香港調解仲裁中心主席

電話：+852-37963366 /  
+852-98252500

電郵：mediation@hkmaac.org /  
albertso@hkmaac.org

蘇文傑為香港調解仲裁中心主席。他是執業律師、認可調
解員、認可家事調解員、仲裁員及大學講師。

蘇律師擁有法律榮譽學士、法律專業文憑（香港大學）、劍
橋大學研究文憑和哈佛大學研究文憑。他是香港董事學會
會員、香港仲裁司學會資深會員、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會
員、英國皇家亞洲協會資深會員和國際大律師協會資深會
員。他亦是認可反洗錢專家和認可金融罪案專家。

在加入法律界之前，蘇律師曾任職金融監管機構，處理
訴訟及紀律聆訊等相關程序。他曾處理超過 800 宗金融
糾紛與有關的訴訟。他亦有擔任裁判法院主控官，負責
進行刑事檢控工作。自 2009 年起，蘇律師一直協助並從
事不同學術機構及專業組織之法律與調解培訓。他一直為
政府／非政府組織擔任講師、演講嘉賓及顧問，參與人
數超過 10,000 人。

蘇紹聰
孖士打律師行合夥人

香港律師會會長

電話：+852-28460500
電郵：president@hklawsoc.org.hk /  

adceag@hklawsoc.org.hk

蘇 紹 聰 律 師 於 2016 年 6 月 當 選 香 港 律 師 會 會 長， 並 於
2017 年連任。他於 2013 年 5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間為香
港律師會副會長。此前，蘇律師自 2005 年起出任律師會理
事會理事，曾擔任不同委員會的主席，包括審查及紀律常
務委員會、執業者事務常務委員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
會及憲法及人權事務委員會。

蘇律師現為孖士打律師行合夥人，主理有關商業及與物
業、誹謗和媒體相關的訴訟工作、內地的訴訟、兩地跨境
訴訟仲裁等。他亦是香港訟辯律師，擁有高等法院出庭發
言權。蘇律師擁有赫爾大學法律學士 (1985)、香港大學國
際商法碩士 (1993)、北京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學士 (1997) 及
清華大學法學博士 (2005) 學位。

蘇律師獲得香港 (1988)、英格蘭威爾斯 (1991)、澳洲—
ACT (1991)、澳洲高等法院 (1991)、新加坡 (1993) 及中國
內地 (2009) 律師資格，亦是中國委托公證人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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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團・

龔永泉
邁進基建環保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香港顧問工程師協會主席

電話：+852-28595668 /  
+852-94990464

電郵：franciskung@meinhardt.com.hk

龔永泉是香港顧問工程師協會主席 (2016/2017)，邁進
基建環保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擁有 30 多年大
型基建及橋樑項目經驗，遍及香港、國內及「一帶一路」
沿線，主要包括：香港紅磡繞道高架橋預製節段拼裝梁
設計，並獲得第三屆詹天佑土木工程大獎；香港三號幹
線高速公路西九龍段及八號幹線高速公路長沙灣至沙田
段；香港東區及西區海底隧道；香港西鐵深水埗段，其
中南昌站和美孚站獲得了英國建築業 2004 年度大獎。在
國內參與多座設計獨特優美的大橋，包括已建成的天津
赤峰獨塔斜拉橋；寧波姚江機場路大橋和太原北中環大
橋；以及待建的天津吉兆橋等。 近年積極參與「一帶一
路 」 項 目 設 計， 包 括 馬 來 西 亞 東 海 岸 鐵 路、 汶 萊 PMB
跨海大橋、吉隆玻地鐵二號線投標設計等。

・一帶一路總商會邀請嘉賓・

石禮謙
立法會議員（地產及建造界）

電話：+852-25881060
電郵：arazack@netvigator.com

石禮謙是香港立法會議員。

石先生畢業於澳洲悉尼大學，獲文學士學位及教育文憑。
石先生獲得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及嶺南大學榮譽院士。

石先生現為香港大學校董會及校務委員會成員、香港科技
大學顧問委員會成員、廉政公署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委
員、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的非執行董事，及香港鐵路
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石先生於 1995 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2007 年獲頒銀紫荊
星章，2013 年獲頒金紫荊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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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
立法會議員（商界<第一>）

電話：+852-25303556
電郵：jeffrey@jeffreylam.hk

林健鋒是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及立法
會議員，一直致力推動香港的經濟發展，尤其關注 ｢ 一
帶一路 ｣ 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並透過不同渠道向國家
反映香港工商界的意見。

作為資深工業家，林先生同時擔任香港總商會理事、香
港工業總會理事及香港付貨人委員會副主席；現任公職
包括香港機場管理局董事會成員、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
員會主席、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董事，以及撲滅罪行
委員會委員等。

林先生是香港永和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他於 2011 年獲
頒金紫荊星章，2004 年獲頒銀紫荊星章，1996 年獲委
任為太平紳士；林先生於 1989 年獲頒香港青年工業家
獎，並於 1999 年獲得香港玩具業傑出大獎。

張華峰
恒豐證券集團董事長

立法會議員（金融服務界）

電話：+852-21479898
電郵：chrischeungwf@gmail.com

張華峰從事證券行業逾 40 年，現職恒豐證券集團董事長。
2016 年 9 月成功連任第六屆香港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
員，並且自 2003 年起獲委任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張先生擁有證券牌、期貨牌和金銀貿易場牌照，在金融服
務界廣受尊崇，一直醉心於推動本地金融市場的發展，致
力促進和深化內地和香港在金融互聯互通項目上的發展。

現任主要職務：
一帶一路總商會金融事務委員會副主任
全國政協委員兼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副主席（2017-2018）
香港證券學會永遠榮譽會長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董
香港中國商會會長
香港中資銀行業協會顧問
香港友好協進會副秘書長

曾任職務：
香港聯合交易所理事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董事
香港聯合交易所紀律上訴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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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總商會邀請嘉賓・

梁君彥
立法會主席

立法會議員（工業界<第一>）

電話：+852-25371339
電郵：andrewleunglegco@outlook.com

梁君彥現為全國政協委員。梁先生在出任香港立法會議
員前已有豐富的從商及紡織經驗，為紡織學會資深會員
及製衣業及鞋類學會資深會員。梁先生自 2004 年開始代
表香港工業總會出任立法會工業界＜第一＞議員，並於
2016 年 10 月獲選為第六屆立法會主席。他過去身兼多
項公職，包括職業訓練局主席、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
局非執行董事、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香港按揭證券有
限公司董事，以及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副主席等，亦曾
為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香港紡織業聯會名譽會長和香港
貿易發展局理事會成員。梁先生現擔任競爭事務委員會
委員及海峽兩岸青少年交流基金會有限公司監事。

・ 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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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冊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一帶一路」辦公室及投
資推廣署聯合印製。

「一帶一路」辦公室 
「一帶一路」辦公室隸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負責牽頭及統籌協調香港
特區政府 「一帶一路」建設相關工作。辦公室將會加強與內地合作，就
香港參與「一帶一路」 倡議，擔當與內地當局的主要聯繫，跟進落實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
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並且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和相
關國家及地區聯繫，包括透過進行更多「政府對政府」 的對話，推廣香
港優勢；安排到內地城市／「一帶一路」治線和相關國家及地區舉行商
經論壇和展覽，以及進行訪問和考察，建立更緊密的經貿關係，發掘合
作機會。同時辦公室會加強政府與企業／專業界別的聯繫，促進企業合
作，建立策略伙伴關係，共同參與「一帶一路」項目投資，攜手開拓海
外市場。
電話：+852-36554819 
電郵：info@beltandroad.gov.hk 

投資推廣署 
投資推廣署隸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專責促進外來直接投資。該署以推廣及鞏
固香港作為亞洲國際商業都會的優勢為己任，致力吸引海外及內地企業來港開
業或拓展業務。 
投資推廣署的辦事處遍布世界各地30個主要商業城市，並有專屬行業團隊為各
重點行業的投資者提供支援，包括：商業及專業服務、消費產品、創意產業、
金融服務、金融科技、資訊科技及通訊、創新科技、初創企業、旅遊及酒店，
以及運輸及工業。各駐外團隊與香港總部人員緊密合作，協助企業在香港開業
和擴展業務，在客戶來港發展的各個階段，免費提供量身訂造的支援服務，過
程一概保密。 
網址：www.investhk.gov.hk 
微信官方帳號「香港特區政府投資推廣署」： 

本資料冊所載的個人資料由代表團成員自行提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並沒
有核實有關資料。
如有謬誤遺漏，或因使用有關資料而引致任何損失，行動或不行動，或因依
據有關資料而得出任何意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均無須負上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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