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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商学院中国商业论坛（CBF）起始于2012年，是当前
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以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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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商学院拥有着及其活跃、国际化的校友群体。在这
里，多元观点、非凡思想相互碰撞，对全球商界产生了
深远影响. LB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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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校友致力于为生活各方面做出贡献。最
具影响力的知名校友包括关明生（阿里巴巴前首席运营
官），王根成（新加坡前副总理）和托尼·惠勒（孤独星
球的创始人）。

未来已来：适应与改变

与会观众

参会国家

特邀嘉宾

媒体机构

高峰论坛

从绊脚石到垫脚石：2020年代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从绊脚石到垫脚石：2020年代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是否还需要西方？

中国商业论坛

往届论坛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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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my Choo PLC
国际时装设计师

王石
万科
创始人

陈为民
华利安
中国区总裁

曲宏斌
汇丰银行
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王晖
弘晖资本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The 48 Group Club
董事长

关明生
阿里巴巴
前首席运营官

唐宁
宜信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汪天凡
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
合伙人

卫哲
嘉御资本
合伙人兼董事长

瑞银英国
前首席投资官

邓亚萍
奥林匹克冠军

Stephen Perry 

Jimmy Choo, OBE

Geoffrey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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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嘉宾



两年制国际MBA项目
2021年《金融时报》排名位列第一

金融学硕士项目
2021年《金融时报》排名位列第一

欧洲商学院综合排名
2021年《金融时报》排名位列第二

管理学硕士项目
2021年《金融时报》排名位列第四

全球MBA综合排名
2022年QS世界大学排名位列第六

伦敦商学院作为一个世界排名稳居Top5的商学院，拥有来

自155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5,000多个校友，是一所多元

化，全球化的商学院。

WE ARE MINDS ALIVE

#1

#1

#2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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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Oded Koenigsberg
伦敦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
伦敦商学院副院长(学位教育) 
杜克大学博士

Oded Koenigsberg教授的重点研究领域是如何将后勤约束纳入企
业的营销决策（如定价、产品设计、分销渠道和产品线）。
Koenigsberg教授是其领域内领先期刊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包括《营
销科学》，《运营和生产管理杂志》，《国际市场营销研究杂志》和《零售
学报》。他也是《生产与运营管理》杂志的高级编辑。

方文建
英国中国商会会长
中国银行伦敦分行行长
中国银行（英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方先生自2018年12月起，任英国中国商会会长。
方先生于2018年11月被任命为中国银行伦敦分行行长和中国银行
（英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2015年至2018年，他曾担任中国银行美
国分行副行长和首席风险官。2011年至2015年，他曾担任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伦敦分行行长兼中国银行（英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方先
生于1996年加入中国银行总行。

陆雄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独立董事
国际商学院联合会（AACSB）全球理事会成员

陆雄文教授现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复旦大学中国市场营销研
究中心主任。陆教授的教学和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不成熟市场营
销、因特网营销、服务营销和企业组织变革等，在国内外权威刊物
上发表五十余篇论文，并主编《管理学大词典》，出版七部著作及
教材。陆教授同时还任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中国东
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的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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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 10:30 伦敦时间 / 17:00 - 17:30 北京时间

开幕仪式



朱嘉明

经济学博士，教授。横琴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
席，南方科技大学等大学客座教授，珠海等地方政府顾问。代表作
有《国民经济结构学浅说》、《现实与选择》、《非均衡增长》、
《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书话集》、《未来决
定现在:区块链、数字货币与数字经济》等。

花旗银行新兴市场经济董事总经理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副研究员

David Lubin是花旗银行新兴市场经济的董事总经理，他带领的团
队有来自全球15个地方的30多名经济学家。他还是英国皇家国际
事务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他研究国际资本流动的著作“Dance of 
the Trillion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Global Finance”
（Brookings出版社）被《金融时报》评选为2018年最佳经济学
书籍之一。

Grisons Peak创始人和CEO
前巴克莱、荷兰银行批发银行董事会成员
前富国银行非执行董事

Henry在国际银行有超过35年的职业生涯，包括巴克莱银行和荷
兰银行的董事会职位和富国银行的非执行董事职位。他在中国和
亚洲分别有超过25年和35年访问经验，并为许多公司提供跨境事
务咨询。Henry也是www.chinainvestmentresearch.org和
www.asiainvestmentresearchh.org的创办人。2018年之后
Henry开始专注于科技领域的咨询，包括生物科技、金融科技以
及新能源，并常提供全球性事务咨询建议。

复旦大学金融学教授
前瑞士百达私人银行金融和发展讲席教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经济学家

黄教授现任复旦大学金融学教授、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和亚洲经
济金融研究局成员。他曾任教于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
院、长江商学院和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他还曾担任国际清算银
行、香港金管局金融研究中心、罗汉堂研究员和世界经济论坛全球
议程理事会委员。

后疫情时代影响：国际格局与定位 —— 大国力量

横琴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
南方科技大学等大学客座教授
珠海等地方政府顾问

David Lubin

Henry T. Tillman

黄毅

2022年，席卷全球超过两年的新冠疫情行至后期，世界关注的重点逐渐从疫情本身转移，国际关系面临新格
局与新挑战。在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不同市场将面临怎样的新常态，发生怎样的新变化，相关参与者又
会做出怎样的选择？科技依旧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近两年在疫情催化下的新技术发展又将对重点行业产
生怎样的冲击与影响？又有哪些关键行业将从这种发展中收益？这又将为全世界的投资者孵化哪些新的投资机
会？我们邀请了来自学界、智库以及业界的前辈发表相关观点并共同讨论，期待听到他们之于此的见解。

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穆勒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香港中资资产管理协会副主席
前中信建投国际董事总经理

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穆勒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杜洋在资产管理行业
服务17年，曾任中信建投国际董事总经理、耀之资产管理董事总经
理等职。2019年被选为香港中资资产管理协会副主席。杜洋是中国
跨境投资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专家。他曾于2015年被伦敦金融城市
长授予杰出华人商业领袖的国际贡献奖。

科技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当前国际格局及市场发展情况几何？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怎样的新常态？
新科技将给金融行业带来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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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洋

主持嘉宾

主讲嘉宾 主讲嘉宾

主讲嘉宾 主讲嘉宾

主要议题

嘉宾介绍

论坛简介

伦敦商学院 | 中国学生会
中国商业论坛

10:30 - 11:50 伦敦时间 / 17:30 - 18:50 北京时间

主论坛（一）



徐全利

徐全利先生作为创始合伙人加入红杉中国和宽带基金联手发起成
立的红杉宽带跨境数字产业基金，并成功完成了一期30多亿人
民币基金的募集。徐全利先生曾任淡马锡中国区高级投资总监、
英国最大的上市私募股权投资公司3i的执行董事、汇丰香港投资
银行联席董事等高管职位。他共主导或参与完成了数十个投资项
目，总交易金额超过50亿美元。

BAI资本合伙人
伦敦商学院校友，MiM2012

现任BAI合伙人，主要关注零售消费变革、下一代网络以及跨境
和国际化等领域。他累计负责投资和管理包括所思科技、Keep、
潮玩族、光良、叮咚买菜、摩拜单车、即刻、理享家、Outer、
毒舌电影等在内的50多家企业。汪先生曾获来自业界的多项荣
誉，包括企名片2020「年度最佳投资人TOP100」；36氪
2019、2018「36位36岁以下投资人」。

萧寅康先生是BDA Partners合伙人及中国区联合负责人，领导
BDA中国并购业务和财务投资者联络。萧先生完成了许多备受
瞩目的跨境并购交易，涉及工业、消费、医疗和服务领域案例。
他的客户包括凯雷、鼎晖投资、中华开发、中信资本、CPE、
EQT、方源资本和华平投资等。他还负责参与私募股权公司的投
资组合公司撤资、跨国公司资产剥离、私营企业出售以及成长型
企业股权融资业务。

伦敦商学院MBA2023届在读生
前DAI企业战略分析师
前摩根士丹利股票资本市场分析师

于德智目前就读于伦敦商学院。他曾在国际发展咨询公司DAI从
事企业战略投资与并购工作，并考察了诸多来自新兴前沿市场的
项目。在美国柯盖徳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他分别在摩根士丹
利的旧金山湾区和伦敦办公室工作数年，帮助美国科技企业和德
国蓝筹公司在资本市场融资总计100亿美元。于德智可以用中
文，英文与德文流利地沟通。

红杉宽带跨境数字产业基金创始合伙人
前淡马锡中国区高级投资总监、前3i执行董事
前汇丰香港投资银行联席董事

汪天凡

萧寅康

于德智

BDA Partners合伙人及中国区联合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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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嘉宾 主持嘉宾

主讲嘉宾 主讲嘉宾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局部地区动荡不定，大国力量深刻调整，全球性挑战持续增
多。新冠疫情大大加速了我们对可持续性发展与增长的需求与紧迫性，将全球的重点从短期防
御性措施转移到长期的绿色国际规划，这也使2022年成为了政策和商业战略的分水岭，推动世
界追求可持续的、包容性的经济增长。能够确定的是，全球领先的几个经济体将会起到牵头作
用，在新消费、新医疗、科技、工业自动化、供应链等重点行业转型升级中带领世界寻找平衡
的增长点来塑造长期经济进程。本次论坛的“后疫情时代影响：投资、经贸、商业，变与不
变”板块将邀请政界人士、专家学者和非营利性国际组织与我们一起探讨，后疫情时代下的全
球商业秩序究竟会何去何从。

当前全球投资格局几何？有怎样的新科技及新跨境并购投资机会？
当前中国企业面临怎样的投资环境？
新政治格局讲怎样影响在中国的投资？美元基金及人民币基金将面临怎样的新挑战与新机遇？

主要议题

嘉宾介绍

论坛简介

伦敦商学院 | 中国学生会
中国商业论坛

主论坛（二）
11:50 - 13:00 伦敦时间 / 18:50 - 20:00 北京时间

后疫情时代影响：投资、经贸、商业 —— 变与不变



险峰长青（K2VC）合伙人
北京大学硕士

赵阳先生负责险峰长青基金投资及管理，具有多年早期投资和基金管
理经验，主要关注科技、消费及软件领域。曾投资松果出行、好衣
库、马记永、PLUM、潮玩族、玩物得志、希望树Full Of Hope、
Fordeal等创业公司。加入险峰长青之前，曾在百度担任产品经理，
负责移动互联网产品设计研发与管理。赵阳先生拥有北京大学硕士学
位。

Complex China CEO
Icicle Group CEO

胡陈德姿女士目前担任Icicle Group的CEO，Icicle Group是香港上
市的领先营销制作公司。胡陈德姿女士管理着50人的团队，业务触及
餐饮、零售、奢侈品、娱乐、科技和保险等产业。2019年，她推出电
子商务平台WomanBoss，聚焦女性时尚、生活方式和健康品牌。
2021年，她成为Complex China的CEO。

稻草熊娱乐集团首席运营官
伦敦商学院校友，EMBA 2017

翟女士是稻草熊娱乐集团的首席运营官，目前负责公司管理，战略投
资，募资和发展战略规划。翟女士是国际娱乐业战略投资和创新内容运
营方面的专家，在私募股权，并购，夹层投资和募资方面拥有超过15年
的工作经验。她曾担任阿里巴巴影业集团战略投资副总裁。

新消费的下半场何去何从：白热化竞争后，新消费下半场会以
什么样的形式展开？

赵阳

胡陈德姿

翟书玮

随着80后成为新中产，90后成为青年消费主力，而00后开始步入社会，不同的用户群体展现出哪些消费行为
特点？新消费如何围绕核心客群打造品牌与产品？
消费升级或消费降级？头部市场或下沉市场？线上又或是下线？新消费的下半场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新消费
的长期价值如何定义？

如何围绕新消费的核心客户打造品牌和产品？
新消费的下一个竞争格局将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定义新消费的长期价值？
疫情如何长期改变了消费者的习惯？
疫情之后有哪些投资或创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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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嘉宾 主讲嘉宾

Stefano Turc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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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商学院战略与创业系教授
米兰理工大学硕士
伦敦商学院硕士

主持嘉宾

主讲嘉宾

BrighterBeauty CEO
Experiential Retail创始人
前Pacific Springboard国际首席运营官

Jessica Gleeson

Jessica Gleeson是BrighterBeauty的首席执行官和Experiential Retail
的创始人，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国际高管。她在星巴克工作了20年，在公
司从美国的50家门店发展到全球55个国家的过程中担任过各种领导职
务。由于对快速变化的零售业态的浓厚兴趣，杰西卡搬到了中国，并帮助
三个标志性品牌成长--星巴克、华特迪士尼公司和克莱尔饰品。她曾担
Zambero和Pacific Springboard的国际首席运营官。

主讲嘉宾

主要议题

嘉宾介绍

论坛简介

伦敦商学院 | 中国学生会
中国商业论坛

分论坛（一）
14:00 - 15:20 伦敦时间 / 21:00 - 22:20 北京时间



火大教育校长
经济学博士，数字经济学家
权威区块链和元宇宙专家

现任火大教育校长、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元宇宙产业委员会执行
主 任、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区块链专委会共同主席。曾任工业和信息
化部 信息中心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务。 为“产业区块链”理念
提出者， 被《中国周刊》誉为“培育区块链思维的领路人”，编著有《元
宇宙》、《中国区块链产业发展报告》等经典图书。

2021年被称为“元宇宙元年”。元宇宙可能是今天最火爆、最有争议的概念。一些人认为元宇宙代表了人类
的未来，一些人认为元宇宙是世外桃源，还有一些人认为元宇宙是海市蜃楼。各大企业平台也投身到了元宇宙
中，那么元宇宙到底是什么呢？

展望元宇宙的无限未来：元宇宙的爆发元年，竞争格局态势如
何，有何发展机遇？

什么是元宇宙，元宇宙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元宇宙发展运用的场景有哪些，会给哪些行业带来颠覆性变革？
元宇宙当前发展阶段的主要瓶颈与下一个窗口机会在哪里？
元宇宙赛道上大厂与创业者各自的比较优势在哪里？竞争和共存的格局如何？中国与欧美在元宇宙领域有哪些
差异化发展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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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嘉宾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元宇宙文化实验室主任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元宇宙文化实验室主任，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现为近十个部委专委会
专家以及多个二级学会副会长或秘书长、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
一批”入选者、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入选者。团队发表论文一百余
篇，软件著作权和专利数十项，设计的大数据平台每日数据过亿条。

沈阳

主讲嘉宾

易宝支付联合创始人、总裁，畅销书《看见未来：改变互联网世界的人
们》、《元宇宙通证》作者。余晨在互联网、金融科技和企业软件领域有
25年的经验。曾任美国甲骨文总公司产品市场经理，负责推广甲骨文
的应用服务器产品、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解决方案及全球战略伙伴合
作。在此之前，他在约翰迪尔和贝尔实验室有过从业经历，曾任美国硅
谷中国无线协会理事。

易宝支付联合创始人和总裁
前美国甲骨文总公司产品市场经理
《元宇宙通证》作者

余晨

主持嘉宾

于佳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称号获得者
前Keep首席科学家、前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称号获得者。曾任Keep首席科学家、人工智能研究院院
长。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硕士、博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
后、牛津大学与卡内基梅隆大学访问学者。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人
工智能、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跨媒体检索与自然语言理解。出版
英文专著1本、专业论文120余篇。

秦曾昌

主讲嘉宾

Portus Protocol创始人和CEO
前阿里巴巴集团C2C业务负责人，前Bluecity高管
伦敦商学院校友，MiM2018

尤一飞

伦敦商学院校友，MiM2018。Portus Protocol的创始人，该公司是
Web3的Metaverse分发协议。他之前在阿里巴巴集团担任高级产
品 专家，领导C2C业务的产品和运营。2018年从伦敦商学院毕业后
，他加入了Bluecity（纳斯达克：BLCT），并被提升为集团副总裁兼社
交业务负责人。

主讲嘉宾

主要议题

嘉宾介绍

论坛简介

伦敦商学院 | 中国学生会
中国商业论坛

分论坛（二）
9:30 - 10:50 伦敦时间 / 16:30 - 17:50 北京时间



程丹

毕业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和香港大学公司环境管治专业，程丹拥有
15年的金融和投资相关从业经验。作为pta植物联盟联合发起人和
原子基金创始合伙人，程丹专注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教育与投资；
曾担任中信证券金石投资高级副总裁，期间累积投资总额超过20亿
元。

清华大学可持续住区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房地产经理人联盟轮值主席
北京支持雄安产业发展促进会副会长

现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可持续住区研究中心主任、北京支持雄安产
业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具有二十余年的行业经验。面对社会发展行
业转型，孔鹏先生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可持续住区研究中心为平
台，首创“绿色数字人居‘概念，并作为行业专家参与了国家十三
五、住建部、冬奥村等相关重大项目、助力多个城市的绿色科技转
型升级。

八度阳光创始人和CEO
2017年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入选者
2018年福布斯亚洲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入选者

刘先生拥有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博士学位，为北京八度阳光科技
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曾任共青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代表。2017年入选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精英，2018年入选
福布斯亚洲30位30岁以下精英。在新能源发电领域申请相关专利
140余项，各类奖项100余项。

环境，社会与治理：共建可持续商业生态

原子基金创始合伙人
pta植物联盟联合发起人
前本征资本创始合伙人

孔鹏

刘一锋

由于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不同，ESG在不同国家的侧重与发展也有所不同。ESG故事在东西方语
境下是如何演绎？有哪些合作与趋势？
不同机构在可持续转型中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企业如何把握机会实现社会效益与商业效益的平衡？

中国经济可持续转型的过程中有哪些机会与挑战？
东西方如何就ESG领域展开合作？
绿色发展有哪些技术趋势和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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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商学院客座讲师
前花旗银行Director

Vidur是伦敦商学院的客座讲师。他在花旗银行工作了22年，
并曾担任花旗银行Director、花旗银行英国和花旗国际个人银行
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离岸银行）的财富管理主管，涵盖损
益、产品、投资战略、咨询和专业咨询团队。他现在成立了一个
咨询公司Vaidurya Advisory Limited，在战略、价值主张、创
新、财富咨询和数字化转型方面提供企业咨询服务。

Vidur Varma

主持嘉宾

Junee联合创始人
前PWC咨询顾问
伦敦商学院校友，MBA2021

刘雨佳

刘女士是junee的联合创始人，junee是一家建立可重复使用包装网
络的初创公司，以解决办公室的一次性浪费问题。在2021年完成伦
敦商学院的MBA学位之前，刘女士在Hellofresh US领导包装和物流
团队，并曾在普华永道从事咨询工作。她拥有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
院的本科学位。

主讲嘉宾 主讲嘉宾

主讲嘉宾 主讲嘉宾

主要议题

嘉宾介绍

论坛简介

伦敦商学院 | 中国学生会
中国商业论坛

分论坛（三）
10:50 - 12:10 伦敦时间 / 17:50 - 19:10 北京时间



后疫情时代大健康产业展望：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在疫情的影响与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压力下，如何更好的守护人们的健康变得愈发重
要。中国的大健康市场中面临哪些挑战与机遇？
在创新与研发领域，生物医药不断突破带来预期寿命增长，百岁人生将可能对社会带
来哪些变革？中国企业如何更好的与全球产业合作与竞争？

中国大健康市场中存在哪些挑战与机遇？如何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去应对？
中国可以在未来全球医疗健康产业的哪些领域发挥主导作用？
在生物科技创新与研发方面，中国与海外市场相比，有哪些优势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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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k Barwise

Patrick教授是伦敦商学院管理和市场营销学的名誉教授。他早年
在IBM工作，在1976年加入伦敦商学院，在管理、营销和媒体方
面发表过大量文章。他最新的著作是The War Against the BBC 
(Penguin, 2020)。他也是欧洲最大消费者组织Which?的前主
席；市场和社会研究档案 (Archive of Market and Social 
Research) 的主席；市场营销协会的荣誉会员。

伦敦商学院管理和市场营销学名誉教授
牛津大学硕士
伦敦大学博士

主持嘉宾

杨光，水滴公司联合创始人，16年参与共同创立水滴公司，于
2021年在纽交所上市，现任公司董事、保险保障事业群总经理，
17年从0到1孵化水滴保，带领平台4年时间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
独立保险科技平台。杨光毕业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加入水滴前
曾先后任职于德勤财务咨询团队、易凯资本、以及美团战略和投
资部。

杨光
水滴公司合伙人
水滴保险商城总经理
前美团点评战略和投资部总监

主讲嘉宾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兼职教授
Jumo Partners联合创始人
前益普生亚洲运营高级副总裁

布安瑞教授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兼职教授。他在法国国立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获得组织社会学博士学位。他联合创办了Jumo
Partners公司，并为跨国公司和组织在中国和亚洲的发展提供咨
询。加入中欧之前，他曾任益普生亚洲运营高级副总裁，期间负
责领导亚洲消费保健市场。他曾任巴黎高等商学院管理学院的智
库机构 — 欧亚学院的学院副主任。

Eric Bouteiller

主讲嘉宾

芝诺科技创始人及CEO
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入选者
牛津大学化学系博士

朱先生拥有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学士学位、牛津大学化学系博
士学位。朱先生博士毕业后，回国创立芝诺科技，致力于合成生
物学技术的商业化落地。曾获得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精英称
号、法国奢侈品巨头开云集团举办的“第二届开云可持续创新先
锋奖”季军。公司成立后获得嘉程资本、中信资本数千万元天使
轮融资。

朱天择

主讲嘉宾

主要议题

嘉宾介绍

论坛简介

伦敦商学院 | 中国学生会
中国商业论坛

分论坛（四）
12:40 - 13:50 伦敦时间 / 19:40 - 20:50 北京时间



中国新制造：科技制造谱新篇，“世界工厂”将站上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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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引发全球对供应链体系的关注下，随着美国鼓励制造业回流，中国产业持续升
级，未来中国制造与供应链体系在全球中将如何定位？去规模化（de-scale）将颠覆
哪些行业？
现如今和未来，中国新能源行业面临了怎样的机会与挑战？中国绿色能源的未来蓝图
是什么，将带来哪些影响？

后疫情：在全球制造业和供应链体系中寻找新定位
绿色未来：新能源行业的机遇与挑战
动荡局势：如何适应全球政治动荡引发的能源市场危机

伦敦商学院管理科学和运营学的副教授
清华大学学士、西北大学硕士
芝加哥大学博士及MBA

杨颂现担任伦敦商学院管理科学和运营学的副教授，教育部长江
学者。杨教授的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是供应链金融、金融科技、
商业分析、价值链管理、风险管理和平台经济。研究发表于多个
顶级管理和金融学术期刊。杨教授有丰富的MBA、EMBA和高
管教育经验，曾获得包括伦敦商学院EMBA年度最佳教学奖在内
的多个教学奖项。

杨颂

主持嘉宾

华友钴业前沿材料研究院院长
西密歇根大学博士

王利华博士在2021年加入华友钴业，担任前沿材料研究院院长一
职。王博士长期从事量子力学算法和材料科学等方向的研究，与博
士导师共同发展了纠缠微扰理论，无近似求解多粒子量子体系，在
Advanced Materials等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浙江华友
钴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锂电池材料龙头企业，其前沿材料研究院
致力于打造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国际化研究队伍，目前已拥有近30人
的博士研究员团队。

王利华

主讲嘉宾

金羽新能创始人和CEO
北京大学博士

北京大学博士、博士后，金羽新能创始人和CEO。黄博士是北大青
年CEO俱乐部理事，全国优秀创新创业博士后，获得李四光奖、北
京大学校长奖，并入选中科协“科创中国”青年榜单。黄博士是锂
金属电池行业总规范起草人之一，对锂金属电池的制造工艺和产业
化有深刻的了解。金羽新新能是研发和生产高能量密度、本质安全
新型电池的高新技术企业，对核心技术拥有完全独立的知识产权，
相关技术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黄杜斌

主讲嘉宾

主要议题

嘉宾介绍

论坛简介

伦敦商学院 | 中国学生会
中国商业论坛

分论坛（五）
13:50 - 15:00 伦敦时间 / 20:50 - 22:00 北京时间



学术支持

直播平台 校方合作伙伴

合作院校

14

伦敦商学院 | 中国学生会
中国商业论坛

论坛合作伙伴



Sandrine Liu
CBF Advisor
MBA2022
yliu.mba2022@london.edu

共同主席

顾问委员会

嘉宾团队

赞助商团队

运营团队

Xiaotian Sun
CBF Co-Chair
MBA2023
ssun.mba2023@london.edu

Kaize Ying
CBF Advisor
MFA2022
kying.mfa2022@london.edu

Johnna Liu
CBF Co-Lead
MFA2022
johnnal.mfa2022@london.edu

Eva Du
Speaker Manager 
MiFPT2023
edu.mifpt2023@london.edu

Hanlu Lin
Marketing Manager
MAM2022
hlin.mam2022@london.edu

Antonio Yin
Sponsorship Manager 
MFA2023
ayin.mfa2023@london.edu

Abigail Shu
Operation Manager 
MFA2022
ashu.mfa2022@london.edu

Mason Chen
Operation Team Co-Lead 
MFA2022
mchen.mfa2022@london.ed

Nini Li
Operation Manager 
MiM2022
li.mim2022@london.edu

Mathias Wu
Sponsorship Manager 
MIM2022
mwu.mim2022@london.edu

Stella Xu
Sponsorship Team Co-Lead 
MFA2022
sxu.mfa2022@london.edu

Yuan Gao
Marketing Manager
MAM2022
ygao.mam2022@london.edu

Claire Zhang
Speaker Manager
MFA2022
czhang.mfa2022@london.edu

Jasmine Zhang
Speaker Manager
MAM2022
jzhang.mam2022@london.edu

Justin Pan
CBF Co-Lead
MBA2023
jpan.mba2023@london.edu

Kaixuan Wang
CBF Advisor
MBA2023
kwang.mba2023@london.edu

Kai Xu
CBF Co-Chair
MBA2023
kxu.mba2023@london.edu

Lexie Wang
Marketing Team Co-Lead
MFA2022
swang.mfa2022@london.edu

Jason Zhu
Sponsorship Team Co-Lead 
MFA2022
jzhu.mfa2022@london.edu

Everett Tang
Operation Team Co-Lead 
MFA2022
etang.mfa2022@london.edu

营销团队

Susan Tang
Marketing Team Co-Lead
MiM2022
stang.mim2022@london.edu

伦敦商学院 | 中国学生会
中国商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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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成员



lbscbf@london.edu

https://www.lbscbf.com/
伦敦商学院 | 中国俱乐部
中国商业论坛组委会

mailto:lbscbf@london.edu
https://www.lbscb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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