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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简介

伦敦商学院中国商业论坛（CBF）成立于2012年，是当前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
以中国商业动态为核心议题的欧洲商业论坛之一。
该论坛旨在与商界、学术、政
治精英对话，为社会各界提供前沿行业动态、中欧及全球未来发展见解。

伦敦商学院拥有着极其活跃、国际化的校友群体，促使多元观点及非凡思想相

互碰撞，对全球商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伦敦商学院跻身全球最佳商学院之列，致

力于培养商界精英人士，目前已拥有来自155个国家/地区的45,000多名校友。
我们的校友为社会各方面做出贡献。

第十届伦敦商学院中国商业论坛主题为“未来已来，唯变不变”
，通过分论坛形

式对英国脱欧、全球疫情下的产业发展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来自世界各地的知

名嘉宾将分享他们在“挑战与机遇”、
“青年领导力”、
“投资”、
“科技”、
“可持续商
业”、
“奢侈品和时尚”、
“新媒体新内容”七大主题领域的洞见。论坛旨在激励青
年领袖了解所处新时代，并引领未来。

引领商业创新

伦敦商学院是一所多元化、全球化的顶尖商学院，世界排名始终位居全球前五，
拥有来自 155+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5,000+多位校友。

#1
#1
#2
#4
#7

两年制国际MBA项目
2021年英国《金融时报》排名位列第一
金融学硕士项目
2020年英国《金融时报》排名位列第一
欧洲商学院综合排名
2021年英国《金融时报》排名位列第二
管理学硕士项目
2020年英国《金融时报》排名位列第四
全球MBA项目综合排名
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位列第七

搭建中英关系发展的桥梁

中国学联是伦敦商学院最大的区域性学生社团，拥有2,700+名成员。除中国商
业论坛外，中国学联还举办企业参访、招聘会等年度活动。

外部合作伙伴

企业合作伙伴

2021年伦敦商学院中国商业论坛主题

未来已来
唯变不变

全球经济与商业所面临的持续性挑战与机遇

注：以下时间为北京时间

2021/5/15
开幕仪式

4：00 -4：25PM

论坛一：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中国扮演何种角色

Note: All the time list below is in London Time.

May 15, 2021
Opening Ceremony
9：00 -9：25AM

4：25 -5：40PM

Panel I. China's Role in an Increasingly Interdependent
World
9：25 -10：40AM

论坛二 ：聚焦亚洲与欧洲：投资格局展望
·炉边谈话
5：40 -6：30PM

Panel II.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Asia and Europe
· Fireside Chat
10：40 -11：30AM

休息
6：30 -6：55PM

Break
11：30 -11：55AM

论坛二 ：聚焦亚洲与欧洲：投资格局展望
·圆桌论坛
6：55 -8：30PM

Panel II.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Asia and Europe
· Panel Discussion
11：55 -1：30PM

论坛三：回到未来：数字时代的科技角力

Panel III. A Bionic Future: Symbiosis with Technology
1：30-3：00PM

8：30-10：00PM

2021/5/16

论坛四：青年领导力：企业家精神与价值生态的新生代
4：00 -5：30PM
论坛五：新媒体新内容：疫情加速产业升级转变

May 16, 2021
Panel IV. Young Leadership: Fresh Thoughts and New
Responsibilities
9：00 -10：30AM
Panel V. New Media and New Content

5：30 -6：30PM

10：30 -11：30AM

休息
6：30 -8：00PM

Break
11：30 -1：00PM

8：00 -9：00PM

论坛六：时尚消费及奢侈品行业的后疫情时代

Panel VI. Resilience in Luxury and Fashion Industry
1：00 -2：00PM

论坛七：商业向善：构建可持续的商业生态

Panel VII. Sustainable Business Ecology
2：00-3：00PM

9：00-10：00PM

论坛日程
Forum
Agenda

2021/5/15

开幕仪式
Opening Ceremony

开幕式嘉宾

François Ortalo-Magné
伦敦商学院校长
特别参与
Prof. Jimmy Choo, OBE
周仰杰教授
国际时装设计师

Prof.Jimmy Choo,OBE 周仰杰教授是大英帝国勋章
获得者。
Jimmy Choo教授帮已故戴安娜王妃制鞋而
闻名。
他的美丽创作也成为许多皇室成员、名人及流
行音乐巨星脚上的精美装饰品。
Jimmy Choo教授在
教育界非常活跃，因为他深信成为一位真正的大师
需要具有传授知识及技艺的使命感及责任感。

杨晓光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公使

安德鲁·威尔, MBE

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主席

安德鲁（Andrew）是毕马威（KPMG）香港地区高级
合伙人和毕马威中国（KPMG China）副董事长。 他
在为香港，中国大陆，亚洲以及全球的上市公司，公
共机构，投资基金和跨国公司金融服务方面拥有30
多年的从业经验。 他对公司治理，董事会领导，社区
业务有着浓厚的兴趣，并领导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独立非执行董事季度论坛。
安德鲁（Andrew）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任命为香
港贸易发展理事会理事，并在大湾区一带一路委员
会任职，并主持全球一带一路论坛。
安德鲁（Andrew）因对中国香港和大陆内地与英国
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做出的卓越贡献于2017年
英国女王生日当天被授予大英帝国员佐勋章
（MBE）
，并因其对非政府组织部门的服务而被英国
董事学会授予年度总监。

2021/5/15
全球经济与商业格局展望论坛⸺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中国扮演何种角色
Main Panel - China's Role in an Increasingly Interdependent World

论坛简介

2020年是极特殊的一年。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受制于新冠病毒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全球经济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

战。世界如何重塑秩序，以及经济体们如何在当前环境下寻求新的合作机会仍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难题。但是，能够确定
的是，全球领先的几个经济体将会起到牵头作用。
在英国正式签署脱欧协议后，我们将会遇见一个中国、欧盟、英国三大
经济体之间前所未有的合作机会。

本次论坛的“挑战与机遇”板块将邀请政界人士和专家学者与我们一起探讨，后疫情时代下的全球秩序究竟会何去何从。

主要议题

脱欧与疫情后，中英、中欧贸易与商业合作将发生何种改变？

短期、长期来看，最受脱欧与疫情影响的国际贸易与商业市场是哪些？

“一带一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将何种互相作用，并影响中英、中欧贸易与商业合作？

中国和有关国家刚刚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这对未来中英经贸投资合作有何影响？

嘉宾介绍

Stephen Perry

英国四十八家集团俱乐部主席
俱乐部成员包括政治家，外交官和企业高管，
例如Tony Blair,Jack Straw,Alex，Salmond 和
Peter Mandelson
国务院授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1953年，Stephen Perry的父亲JackPerry先生
领头成立了四十八家集团俱乐部，率先与中国
开展商贸往来。目前，集团拥有600多名英中两
国个人或机构成员，涵盖商业、文化、外交、学
术等多个领域。
Stephen Perry先生长期关注中国政治与经济，
致力于让更多英国政治经济人士深入了解中
国，包括关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一带一
路”的中国国家战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等。

Rana Mitter

牛津大学中国现代历史和政治学教授
英国国家学术院（传播系）副主席
授予大英帝国教育成就勋章

Rana Mitter OBE FBA是牛津大学近代中国历
史和政治学教授，及圣克罗斯学院的学者。他
撰写诸多作品，包括《China’
s War with Japan: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1937-1945》
，该书获
得了英国皇家联合服务学院2014年威斯敏斯
特公爵军事文学奖章，并被《金融时报》和《经
济学人》评为“年度最佳书籍”。
Rana Mitter教
授常在世界各地的媒体和论坛上，包括在达沃
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对中国时事发表评论，近
期他发表的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的纪录片
“Meanwhile in Beijing”已在BBC Sounds上
线。同时，他还获得了由历史协会颁发的2020
年Medlicott历史服务奖章。

潘庆中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副院长
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

潘庆中教授于1980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及计
算机技术应用专业，获清华大学工学学士学位
。随后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攻读硕
士和国际贸易与金融系攻读博士，获清华大学
工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3年获得美国
斯坦福大学工学院理学硕士学位。1994-2004
年，先后在四家公司做工程师、研发部经理、副
总裁、CEO、董事长等。
2004-2014年，在清华经管学院担任合作发展
办主任，负责学院的国际、国内合作，以及学院
顾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潘庆中教授同时也是
清华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其研究领
域包括公司治理、企业发展、中国经济史、一带
一路等。

Henry Tillman

China Investment Research,ltd创办人兼主席

Tillman先生在全球金融领域有超过30年的从
业经验，包括在巴克莱银行（Barclays）、荷兰
银行（ABN AMRO）和富国银行（Wells Fargo）
担任ExCo和NED的职务，职责覆盖70多个国
家 。从 2 0 0 3 年 到 2 0 1 8 年，他 创 建 并 管 理 了
Grisons Peak，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商业银行，
完成了超过250亿欧元的交易。此后，他一直专
注于为寻求国际增长资本的英国及欧盟科技
公司提供咨询和融资。2008年，他创建了专有
的中国数据库，起初，该数据库追踪研究中国
对外FDI投资和政策性银行贷款，而后扩展并
覆盖了低于FDI水平的投资（2017年）和境外资
金在华投资（2018年）(www.chinainvestmentresearch.org)。 Tillman先生曾在英国、
欧盟、亚洲和美国的多所大学任教，并与多所
大学和智库共同撰写了中国相关的研究。

2021/5/15
投资分论坛⸺聚焦亚洲与欧洲，投资格局展望

Investment Panel -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Asia and Europe

论坛简介

2020年是充满着巨变的一年，上市热潮，SPAC的崛起，外交动荡，伴随着疫情对传统行业的洗刷和对新兴行业的催化。
后疫情时代逐渐到来，拥有着全球视野的我们，一齐聚焦亚欧的投资版图，双方各有哪些好的投资机会，以及亚欧企业
是否能互利共赢？例如，欧洲高端制造商技艺成熟，而亚洲大宗商品制造商运营高效，这两者是否能有机结合？此类企业
发展是否能孕育出新的投资机会？本次峰会的“投资”板块将邀请包括投行、风投、私募在内业界专家，开展对与亚洲与
欧洲投资机会的多角度的展望。

主要议题

今年以来的上市热潮，不仅大量制造着“独角兽”企业，也令风头积累了更多的资本火力。
融资狂潮下怎么看现在的估
值水平？
SPAC热潮蔓延到APAC，这将如何影响一级市场估值？放宽上市条件的同时也意味着更大风险，过高的定价让个人投
资者在投资SPAC上市公司时绝大多数面临亏损，所以从长远来看SPAC会成为主流上市手段还是一时的热潮?
对SPAC的看法；中国金融市场是否可以效仿该政策？如果不可行的话，根本原因是什么？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形式愈发紧张，这是否会改变双方投资者看待对方投资机会的观点？

从中国投资者或公司的角度来看，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应该抓住哪些机遇？中国企业和投资者可以从欧洲企业那里
学到什么？
中国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如何规划作为私募投资人的职业发展？

嘉宾介绍

Prof. Florin Vasvari
伦敦商学院私募股权中心学术主任
知名教科书《私人资本：私募股权与超
越》作者

Florin Vasvari教授现任伦敦商学院私募
股权中心学术主任，他的研究和教学专
长涵盖债务市场、私募股权估值、绩效评
估、次级私募股权二级债务市场的抵押
贷款义务和会计信息定价等领域。他与
伦敦商学院教授伊莱·塔尔摩尔合著了
《国际私募股权》
《 民营资本》两部著作。
Florin教授定期出席行业会议、去到顶尖
商学院等机构，展示研究成果。包括：芝
加哥布斯商学院、哥伦比亚商学院、沃斯
顿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哈
佛商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欧洲
工商管理学院等高等院校。
Florin Vasvari
教授是多家私募基金和基金会的顾问，
现担任威利德斯风险投资（Validus Risk
Management）
和达林集团
（Darin Partners）
的 监 理 人 ，也 是 墨 菲 希 思 资 本
（Morphosis Capital）的投资理事。

陈为民

华利安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区总裁
伦敦商学院校友, MBA 1998

陈为民先生现担任华利安(Houlihan
Lokey)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区总裁。陈先生
负责中国市场的投资银行业务，包括华利
安的公司金融、财务咨询及财务重整业务。
此前陈先生在精品投行拉扎德(Lazard)中
国任职近5年，担任董事兼北京办事处总经
理，在加入Lazard 之前，他曾在光伏企业江
苏常州天合光能担任首席财务官,协助天合
光能成功实现从一家民营企业到美国纽约
交易所上市的公共公司的过渡。

卫哲

陈青

嘉御基金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
原阿里巴巴B2B总裁
伦敦商学院校友，CFE 1998

硅谷银行中国区首席代表
伦敦商学院校友, MBA 2000

卫哲先生在中国具有超过20年的投资和
企业管理的经验，是嘉御基金的创始合
伙人兼董事长。创立嘉御基金之前，卫先
生是阿里巴巴的首席执行官。阿里巴巴
是全球领先的B2B电子商务公司，在卫先
生的带领下，阿里巴巴在2007年成功完
成首次公开发行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此前，卫先生曾担任东方证券投资银行
部总经理，和普华永道国际会计公司（目
前隶属普华永道）的公司融资部经理。卫
哲先生是香港电讯盈科的非执行董事和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的副会长。2010年，他
被《亚洲金融》杂志选为“中国最顶尖的
首席执行官”之一。

陈青于2013年12月加入硅谷银行，负责
硅谷银行中国的业务,包括SVB资本中
国，SVB中国区银行业务，VC关系管理，
和跨境业务。在其带领下，SVB资本中国
的人民币母基金管理规模从6亿人民币
增长到了60亿人民币。在加入硅谷银行
之前，陈青供职于国际金融公司（IFC），
世界银行集团的私营投资部门。陈青还
领导并参与了IFC在中国市场的三个第
一债权发行和转贷，即熊猫债的发行和
转贷，点心债的发行和转贷，以及货币互
换项目的执行和贷款项目。在加入IFC之
前，陈青在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资
本分析部供职三年。其和团队在2002年
“亚洲货币”最佳分析员的行业排名中荣
获第八名的殊荣。

冯林

易界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冯林先生于2014年创立易界，该公司是中
欧跨境并购咨询及投资专家。
2017年，由于
在易界取得的成就，冯林作为中英关系杰
出贡献者被授予“胡润新兴之星”称号。在
创立易界之前，曾就职于顶峰投资公司以
及伦敦瑞银。

王晖

弘晖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原鼎晖创投高级合伙人，投资委员会委员
伦敦商学院校友, MBA 2007

现任弘晖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并在
清华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王晖先生前后积
累了近20年的国内外的医疗卫生行业经验
和投资经验。在创立弘晖资本之前，就职于
鼎晖创投任高级合伙人、投资委员会委员。
在加入鼎晖之前，曾就职于美国Avenue
Capital和Lehman Brother伦敦分行，并且
曾在美国Becton Dickinson医疗集团全球
总部任收购部高级经理。

高逸达

安德鲁·威尔, MBE
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主席

安德鲁（Andrew）是毕马威（KPMG）香港
地区高级合伙人和毕马威中国（KPMG
China）副董事长。他在为香港，中国大
陆，亚洲以及全球的上市公司，公共机构，
投资基金和跨国公司金融服务方面拥有
30多年的从业经验。他对公司治理，董事
会领导，社区业务有着浓厚的兴趣，并领
导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独立非执行董事
季度论坛。
安德鲁（Andrew）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任命为香港贸易发展理事会理事，并在
大湾区一带一路委员会任职，并主持全球
一带一路论坛。
安德鲁（Andrew）因对中国香港和大陆
内地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做出
的卓越贡献于2017年英国女王生日当天
被授予大英帝国员佐勋章（MBE），并因
其对非政府组织部门的服务而被英国董
事学会授予年度总监。

高逸达（福布斯30 Under 30）管理着加密货币
投资基金Shima Capital
（Shima.Capital）
。
逸达曾
联合管理Strike Capital，一家早期行业不可知风
险基金，
和DDC
（Diﬀerence Digital Currency）
，
一家
由Huobi、
CrossCut Ventures、
BitBull、
Hottolink和其
他机构LP投资的多策略加密货币基金。此前，
高逸达曾是资产管理规模超过250亿美元的
全球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之一NEA的技术投
资人。
他曾在DoorDash、
OpenDoor、
Robinhood
和Wealthfront等交易中进行项目搜寻并领导尽
职调查。
他曾是摩根士丹利纽约办公室并购组
的投资银行家，参与过的交易总额超过150亿
美元。逸达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数学和
计 算 机 科 学 学 位，并 在 斯 隆 管 理 学 院 Paul
Asquith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反向并购和公司金
融。

2021/5/15
科技分论坛⸺回到未来：数字时代的科技角力

Technology Panel - A Bionic Future: Symbiosis with Technology

论坛简介

新冠疫情的肆虐让全球经济面临极大挑战，科技创新再次成为新一轮经济周期下各企业寻求突破的主命题。
前所未有的

数字化转型浪潮为云计算、5G和人工智能等行业带来全新机遇。
与此同时，数字化浪潮也促使传统企业进行科技转型以
及适应数字化时代。
本次论坛的“科技”板块将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家与投资人一起探究他们的行业洞见，帮助参会者与
现行科技共存。

主要议题

未来10年云服务（Cloud Services）的机遇与挑战？
5G技术增效、普惠大众生活？

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方向及路径？
AI技术的未来商业化趋势？

中国与欧洲在科技领域有哪些合作机遇？

嘉宾介绍

张云

腾讯云英国及北欧地区总监

张云，现任腾讯云英国及北欧地
区总监，曾任华为英国CIO。他在
ICT领域积累了15年以上的丰富
经验，在欧洲和中国担任过不同
的技术和商务职责，并拥有ITIL
服务管理的最高专家认证。

谭欢

优必选科技联席首席技术官
优必选科技深圳研究院院长
优必选科技北美研发中心总经理

谭欢博士，现任优必选科技联席
首席技术官、北美研发中心总经
理。
在此职位前，曾任通用电气全
球研发中心科学家。他出版了3
本专著和章节、发表了50多篇论
文，以及拥有超过120项技术发
明。谭欢博士有近20年人工智能
与机器人领域经验，曾获IEEE机
器人与自动化学会青年科学家
奖，IEEE1区技术创新奖。

向前

慧与HewlettPackard Enterprise
全球副总裁
通讯技术集团亚太中国和印度
区域负责人
原中兴通讯ZTE 欧洲区CEO
及南太平洋区CEO

向前先生现任慧与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全球副总裁，通讯技术
集团亚太、中国和印度区域负责
人。曾任澳洲电信国际Telstra
International 执行董事，香港移
动通讯CSL执行副总裁，中兴通
讯ZTE 欧洲区CEO及南太平洋区
CEO等职。他在电信行业有25余
年经验。

闵万里

张唤

闵万里博士现任北高峰资本及坤
湛科技创始人兼CEO。曾任阿里
云机器智能首席科学家。2017年
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人工
智能领军人物。2019年创办北高
峰资本及坤湛科技，以“技术+资
本”双重驱动模式推动国内外传
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张唤女士自2021年3月起担任汇
丰银行中国区全球联动业务总
监。此前五年曾任汇丰银行环球
银行金融机构部欧洲和中东地区
中资金融机构及公营机构业务主
管，常驻伦敦。在担任此职位之
前，她曾在汇丰银行纽约工作，担
任环球银行与资本市场美洲区中
国联动业务及人民币国际化团队
副总裁。

北高峰资本及坤湛科技创始人兼
CEO
前阿里云机器智能首席科学家

汇丰银行中国区全球联动业务总监
伦敦商学院校友，MiF 2014

2021/5/16
青年领导力分论坛⸺企业家精神与价值生态的新生代

Young Leadership Panel - Fresh Thoughts and New Responsibilities

论坛简介

尽管2020年充满着社会动荡、经济下滑与全球政治结构巨变，一些青年领导者仍能化危为机。他们有强烈的企业家精

神与社会责任感，凭借年轻的视角和超越其年龄的眼界在各自的行业中突围与创新。本次峰会的“青年领导力”板块将
邀请青年企业家和意见领袖与我们分享他们关于如何抓住每一个机会并拥抱新时代的见解。

主要议题

商学院青年才俊在毕业后应该如何选择自身的发展路径？
年轻一代应该具备哪些社会责任感，如何“特立独行”？

毕业直接进入投资领域将面临哪些挑战？成功的路径是可复制和参考吗？

作为90后创业者相比于其他年代的人有哪些优劣势？想要创业的年轻人该如何做准备？
为什么选择自媒体工作？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特性？

“创业容易，守业难“，创业期间容易遇到哪些困难，应该如何解决？
如何创立时装品牌，让大众接受“中国设计”？

嘉宾介绍
汪天凡

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董事总经理
伦敦商学院校友, MIM2012

汪天凡，BAI Capital董事总经理，主要负责零售消费，
网络媒体与国际化品牌投资，主导和负责包括叮咚
买菜，Keep，Opay，滴普科技，所思科技，理享家，
outer，Club Factory等30余个创业企业，他毕业于伦
敦商学院与上海外国语大学。

高宇同

易思汇联合创始人
17年福布斯30 under 30

2013年，高宇同创立留学生线上学费支付平台⸺易
思汇，并陆续获得China Equity、IDG资本、真格基金、
真格教育基金等10余家国际顶尖基金上亿元融资。截
止2021年，易思汇交易量近300亿人民币，成为行业
领先的留学生付费平台。高宇同被全球多家媒体评价
为创业先锋，陆续获得《财富》30位30岁以下杰出创业
者、
《福 布 斯》亚 洲 3 0 u n d e r 3 0，
《彭 博 商 业 周 刊》
25under25等行业大奖。

赛茜

CYOT教育慈善董事
前牛津大学华人女辩手

作为China Youth of Tomorrow董事，赛茜持续致力
于帮助第一代大学生，并专注于教育慈善和女性赋
能。同时，赛茜在金融行业和新媒体领域工作，拥有
过百万的粉丝，曾作为女主角参演被第八届中国纪
录片提名的凤凰卫视纪录片，是虎嗅年度新女性获
得者，并被CCTV新闻/环球时报/金融时报等多家媒
体采访。

杨帆

埔思学院创始院长
易思汇合伙人
20年福布斯30 under 30

杨帆，埔思学院创始院长，同时担任金融科技企业易
思汇的合伙人。杨帆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在校期间曾
担任康奈尔大学学联主席，并创办中国留学生论坛与
康奈尔北京峰会。
2020年上榜福布斯中国三十位三十
岁以下杰出青年榜单。杨帆所创办的埔思学院是中国
最具影响力与知名度的青年团体之一。他所担任合伙
人的易思汇也在过去一年中已经完成了来自信中利
资本等公司的过亿元的B轮融资。

Jason Ooi

Agrain创始人
2020年福布斯30 under 30
伦敦商学院校友，MBA2022

Agrain由Jason Ooi创立，是一家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定
制化热谷物健康产品的餐饮连锁店，目前已在马来西
亚拥有6家门店和45家自提站。在此之前，Jason曾任
职于全球第六大退休基金公司Employees Provident
Fund，参与了多项东南亚地区的私募股权投资项目。
同时，Jason本科毕业于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并获得
一等荣誉精算学学士学位，目前在伦敦商学院攻读
MBA，并于2020年上榜福布斯亚洲30位30岁以下杰
出青年榜单。

郑艺

amber yì zheng主理人/ 设计师

amber yì zheng主理人、设计师郑艺2017年于中央圣
马丁学院创意产业创新硕士毕业后，进入女装品牌
Temperley London和Roland Mouret实习，并于2018年
在伦敦创立个人同名品牌。她擅长于原创印花设计、
面料开发，结合对当代女性的解读、使品牌传递出趣
味、浪漫的女性气质。如今郑艺正于皇家艺术学院攻
读女装设计研究生学位，致力于将amber yì zheng发展
为充满女性语言、现代且独特的女装品牌。

2021/5/16
新媒体新内容分论坛⸺疫情加速产业升级转变

New Media & New Content Panel: Covid-19 has Speeded up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论坛简介

由于线下社交的限制，传媒与社交产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电影拍摄停滞，影院观众流失，线下影院停业等。
但机遇
与挑战继续并存，新兴的产业转型悄然开始。从短视频直播热潮，到电子游戏与付费原创内容的进一步风靡，众多企业

已展现出对疫情迅速且有效的反应。哪些改变会持续进行？哪些又会随疫情的消退而逝？本次峰会的“新媒体新内容”
板块将邀请资深从业者、企业家、设计师共同展望传媒和社交行业的未来格局。

主要议题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创新媒体技术涌现，传媒娱乐业会遇到哪些机遇和挑战？

“内容”通常被视为抢占市场份额的最关键因素，该如何创造有竞争力的内容？

传媒娱乐产业该如何通过内容制造，向受众传达理念与想法，对社会产生影响？
在最初的“想法”阶段，该如何评价、判断新作品是否能满足受众的期望？

嘉宾介绍

王健儿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健儿先生历任中共杭州市委外
宣办（市府新闻办）主任、杭州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网信办主任，
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华数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上影
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2019年
起任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2020年起兼任上海电影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

翟书玮

石璐

她还获得了哥伦比亚商学院，伦
敦商学院和香港大学联合授予的
EMBA学位。翟书玮女士在中国、
美国和欧洲的风险投资、私募股
权投资和并购方面有着丰富经
验，而后专注于娱乐发展战略的
有机增长和新业务并购，以及上
市公司价值增长。目前担任稻草
熊娱乐集团首席运营官，稻草熊
娱乐集团投资出品了《蜀山战纪》
系列、
《国宝奇旅》、
《两世欢》、
《局
中人》、
《我，喜欢你》等多部热播
剧。

石璐女士是从业18年的资深时
尚媒体人，目前现任瑞丽服饰美
容事业部总经理、瑞丽服饰美容
出版人兼首席内容总监。

稻草熊娱乐集团首席运营官
伦敦商学院校友，EMBA 2017

瑞丽服饰美容事业部总经理
出版人兼首席内容总监

徐涛

“声动活泼”
播客创始人及内容总监
前第一财经周刊助理总编
36kr海外内容总监

徐涛女士拥有十多年商业记者经
验和多档播客制作经验，是播客
制作网络「声动活泼传媒」的创始
人和总制作人，主创音频节目「硅
谷早知道」
「声东击西」
「反潮流俱
乐部」等节目历年均被苹果中国
评为最佳播客。
她曾先后担任《第
一财经周刊》助理总编和36氪海
外内容总监，曾于2012年开始在
纽约担任驻海外记者，后于2013
年搬至旧金山报道科技产业与创
新经济。

竺晶莹

虎嗅编辑，关注投资领域

竺晶莹，虎嗅资深编辑，关注投
资、人文领域，曾专访多位知名商
业人物及学者，部分单篇报道在
微信端获得30万以上浏览量。开
有“算法与活法”系列专题，聚焦
科技时代下我们的生活如何被
“异化”。
曾在伦敦政经国际关系硕士毕业
后在Financial Times实习，专注
FDI领域新闻，参与过WEF主办
的Global Risks会议，采访过多
位经济学家。

2021/5/16
奢侈品分论坛⸺奢侈品行业的后疫情时代

Luxury Panel - Resilience in Luxury and Fashion Industry

论坛简介

疫情导致全球时尚和奢侈品行业陷入低迷。销售下降、供应链中断以及消费者行为不断转变对行业带来的压力可能持

续到2022年。
2020年，全球时尚和奢侈品行业市场份额下滑23%，但中国的市场份额却增长了10%。
这种反弹式的需求
会在中国持续吗？疫情是如何影响全球时尚和奢侈品行业及其与中国市场的关系的？本次峰会的“奢侈品和时尚”板块
将讨论线上购物如何加速发展、新的投资机会以及可持续的创新。

主要议题

时尚消费及奢侈品行业后疫情时代的中国机遇

国际美妆护肤巨头雅诗兰黛集团如何与中国消费者建立本土化联系，及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的消费市场？
如何理解中国95后时尚消费趋势并做出哪些动作来吸引消费主流人群？
从秀场到资本市场，Labelhood如何看待中国时尚生态链及时尚投资？

嘉宾介绍

Prof. Stefano Turconi
伦敦商学院战略与创业系教授

Stefano Turconi是伦敦商学院战略与创业系教
授,拥有米兰理工大学和伦敦商学院的硕士学
位。
Stefano教授专注于商业战略背景下的转化
研究和行为学习。他致力于将学术理论和实证
研究进行整合，从而加强战略执行力并提高业
务绩效。他的论文刊登在《商业战略评论》
（现为
《伦敦商学院评论》），
《战略方向》和《斯隆管理
评论》等出版物中。

连晨

刘馨遐

连晨女士在企业战略、管理咨询、兼并收购等领
域有近二十年的跨行业经验，目前在雅诗兰黛
集团中国区担任战略副总裁，专注于高端美妆
零售行业。在加入雅诗兰黛集团之前，连晨女士
在可口可乐、国际纸业和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
任职。连晨女士拥有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
院和中国复旦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本科
学士学位，以及伦敦商学院的交换生经历。

Labelhood作为中国先锋设计孵化社区，将中
国青年设计师与具有丰富且优质消费经验的购
买群体建立了有效连接，将中国新锐设计师的
设计展示在国际市场，并在上海时装周为年轻
设计师发布时装秀提供支持全方位平台支持。
刘馨遐女士是2018年Fashion Asia和2019年BoF
China Prize的评审委员。

雅诗兰黛集团中国区战略副总裁

TashaLiu（刘馨遐）是Labelhood创始人

2021/5/16
可持续商业分论坛⸺商业向善：构建可持续的行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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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简介

疫情危机在影响人类健康、社会发展、日常行为的同时，也促进人们对生活方式进行重新考量。公司意识到商业向善并
不与企业发展背道而驰，开始注重使用ESG策略来改善整体商业流程、追求增长并且为业务增值。同时，可持续性投资

也日渐得到投资人的青睐。为了更好地定义下一代绿色发展商业模式，本次峰会的“可持续商业”板块将邀请专家学者、
企业家与投资人共同探讨绿色商业的价值链，可持续发展投资的生态系统以及潜在的绿色泡沫。

主要议题

如何定义与衡量企业的社会价值，并平衡两者关系？
如何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融入到投资流程中？

在评估企业可持续发展价值的过程中，有哪些困难和挑战？
中国与欧洲ESG领域有哪些合作机遇？
如何看待与处理绿色泡沫？

嘉宾介绍

Prof. Ioannis
Ioannou

白虹

Ioannou教授拥有耶鲁大学经济
和数学专业本科学位，及哈佛商学
院商业经济学博士学位，目前担任
伦敦商学院战略与创业副教授。
Ioannou教授在社会科学研究网
络（SSRN）方面的研究广受好评
且极具影响力，始终位列该领域
全球前10%的著作者中。同时，
Ioannou教授也是DWS集团ESG
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及世界经济
论坛专家网络的成员。在公司可
持续发展问题上，他被公认是最
具影响力的社交媒体人之一， 其
言论经常被引用在包括金融时
报、彭博社、卫报、英国广播公司、
福布斯杂志等在内的媒体上。

白女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
华处可持续发展金融技术委员
会委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
债券标准项目小组组长，跨界创
新平台COIN创始人，申万菱信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格莱
珉（中国）独立董事。
具有 23 年金
融从业经验，先后担任中国工商
银行釜山分行行长、万事达卡国
际组织副总裁、汉德产业促进资
本董事总经理等职务。白女士拥
有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联合培养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韩国高丽大
学经济硕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
双学士学位。

伦敦商学院策略及创业副教授

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深圳）秘书长

Rob Walker

原蔚来汽车英国区董事总经理
兼财务主管
伦敦商学院校友(2006)

Walker先生曾就职于英国和欧
洲的飞利浦电子，后加入丰田，
负责在欧洲、中东和非洲建立专
属金融业务。之后，他加入了天
使列车，致力于建立欧洲最大的
机 车 车 辆 租 赁 公 司 。近 期 ，
Walker先生曾担任NIO蔚来汽车
的英国区董事总经理及财务主
管，负责NIO在英国的建立与发
展，包括其旗下Formula E赛车队、
EP9超级跑车，先进工程功能及
在 英 国 的 政 治 关 系 。目 前 ，
Walker先生从事个人咨询业务，
为客户提供财务和策略方面的
建议。

耿艺宸

平安集团首席ESG专家

耿女士现任平安集团首席ESG专
家、ESG战略主管，负责集团ESG
管理提升和ESG责任投资两方面
的具体工作。帮助平安集团连续
两年提升MSCI-ESG评级至A级，
统筹了平安集团ESG投资体系和
AI-ESG平台投资工具的搭建。耿
女士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可
持续发展专业，
LEED AP,WELLAP。
有多年ESG和可持续发展咨询的
海内外项目经验，曾服务过20余
家上市公司。

赵梦然

华夏基金国际投资部ESG研究主管

赵女士目前领导华夏基金国际
投资部ESG研究团队，负责公司
的责任投资研究工作, 担任公司
ESG策略组合的基金经理助理。
在加入华夏基金前，她曾任职于
中金公司及毕马威咨询，赵女士
拥有清华大学工商管理学士及
法学学士学位，及康奈尔大学公
共管理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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