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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华人经济和科技峰会 

在2009年，马来西亚著名企业家兼郑和多元文化信托基金创始人丹斯里李金友与智库领袖丹斯里杨元庆联创世

界华人经济峰会。随着技术和创新的迅速崛起，现更名为世界华人经济和科技峰会将涵盖商业、教育、医疗保

健和经济增长方面的技术。 

中国在数码、绿色、铁路和建筑技术方面的巨大进展，可为国家和公司包括中小型企业提供机会。本峰会还将

促进技术合作与交流。技术是全球经济的主要游戏规则改变者。 

本峰会是年度国际论坛，旨在推广商业联系、连通性、共享繁荣和永续发展，并加强中国与全球的连接，以及

全球华裔之间的联系。它是一个汇集政府、企业和学术界领袖的高级别论坛，讨论中国的崛起、其与东南亚和

其他国家的关系，并推广商业、教育和技术的合作。它的基本理念在于其创始人的使命，即促进东西方之间的

学习并连接全球华裔。它还推动可持续发展以及与全球复苏同步的新增长动力。 

一带一路分会嘉宾（左至右）：马来西

亚绿野集团执行董事长丹斯里李金友、

KSI执行董事拿督魏俊明、中国BBAI链商

国际商业联盟创办人曹耀群博士和居外

IQI集团执行董事长乔治·奇米尔。 

在2020年世界华人经济峰会上，

马来西亚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以预

录视屏的方式致开幕词。  

在一带一路分会上，马来西亚银

湖集团创办人兼执行董事长吴炳

炜通过Zoom发言。 

处于颠覆时代的中国与全球化及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分会嘉

宾：丹斯里林玉唐、项兵博士、伊安·布查南、马蔚华博士、

艾德明爵士、王辉耀博士、谢祖墀博士、史蒂夫·霍华德、闫

立金博士和金刻羽教授。 

丹斯里杨元庆和马

来西亚交通部长拿

督 斯 里 魏 家 祥 博

士。 

（左至右）KSI执行董

事拿督魏俊明、马来西

亚交通部长拿督斯里魏

家祥博士和峰会筹委会

主席兼KSI院长丹斯里

杨元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

务副理事长兼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张晓

强通过Zoom致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持续发

展目标影响力指导委员会委

员、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

席兼中国招商银行前行长马

蔚华通过Zoom发言。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终身

教 授 金 刻 羽 博 士 通 过

Zoom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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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世界华人经济和科技峰会 
2021年12月16日星期四 | 马来西亚槟城沙洋香格里拉 

“推广商业、文化及数码经济合作与外交关系” 

08:30 am 宾客报到 

09:00 am 开幕仪式 

 

 欢迎词： 

� 全球华人商业与经济峰会筹委会主席兼皇岦研究院院长丹斯里杨元庆 

�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博士 

�� 全球华人商业与经济峰会发起兼赞助人丹斯里李金友 

 

 致词：  

�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欧阳玉靖 

�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拿督斯里魏家祥博士（有待确认） 

�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兼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张晓强  

 

 开幕词 

� 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 

 

 主题演讲 

� 马来西亚槟城州元首敦阿末弗兹 

 

 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 

 

 剪彩仪式及大合照 

10:45 am 茶叙交流 

11:15 am 龙的崛起：后疫情时代，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 

 中国是在全球疫情中复苏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其作为东盟十国和全球许多其他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是全球和区域经济的一个主要火车头。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将塑造产业的未来。一带一路倡议将推

动亚洲、非洲和中亚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中国如何使东南亚国家受益并加速其复苏？中国和该地区

面对哪些经济挑战？技术与创新如何塑造商业和全球竞争的未来？   

  

12:30 pm 午餐特备环节：加强东盟与中国的关系—对话关系30周年 

   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尤索夫·卡拉（有待确认）   

 

01:45 pm 后疫情时代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 

在疫情期间，全球电子商务的增长以及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大数据分析的加速，对国家和企业产生了

影响。数字经济将塑造商业的未来。数字丝绸之路将加强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合作。数

字经济的主要趋势是什么？有哪些新的挑战和机遇？   

 

03:00 pm 企业如何在新增长的领域中把握新机遇？ 

在全球疫情对多个经济领域，如制造业、物流、医疗保健、教育、农业和绿色能源的冲击下，新技术

和创新将改变全球商业的格局。商业领袖也必须接受新的商业模式，以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中国

企业如何与东南亚、澳大利亚、非洲、欧洲及中东的企业和行业进行合作？新的机遇和增长点在何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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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5 pm 平行会议：全球华裔在全球复苏中的角色 

  华裔遍布于五大洲的80多个国家。全球华裔为他们所在的国家做出了贡献，并使之受益。马来西亚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和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出席2014年世界华人经济峰会时，李副主席在致辞

中说，中国60%的外国投资来自全球华裔。今天，全球华裔在创业、技术、医药、创新和国家建设方

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全球华裔如何协助后疫情时代的复苏？他们如何为自家社区和人类做出贡献？ 

 

04:15 pm 平行会议：女领袖交流圆桌会议：发挥女性的力量和潜力 

  本次圆桌会议将汇聚来自政府、商业、教育、研究和民社的女领袖，就女性在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下面临

 的挑战、问题和主要趋势分享观点、想法和经验。会议还将重点讨论在建设可持续和更具包容性的未来

 中，女领袖如何发挥其作用。 

 

05:30 pm 闭幕仪式  

�  

 06:00 pm 休会 

 

备注:  

- 基于峰会最大利益的考量，主办方保留更改活动和时间安排的权利。对于因突发情况而取消的活动，主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 任何发言者在峰会上的口头陈述或书面材料，以及这些声明和材料的任何复制、转载或再传播，主办方一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 版权所有 © 皇岦策略研究院（KSI）2021 ® 保留所有权利  

- 日期：2021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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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全球华人经济和科技峰会是年度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中

国与全球的商业联系和接轨 。 

为中国崛起为世界领先经济体，提供关于全球和区域性

活动的高层次的讨论平台。 

简介  

世界华人经济峰会发起于2009年，至今已踏入第12个年

头。它起源于以促进商务合作、贸易和投资，连接全球

华裔的商业活动。此后，本峰会已发展成为吸引政府领

导人、著名智库和战略思想家的一个领先国际峰会 。 

本峰会曾在多个城市举办，包括吉隆坡、墨尔本、重

庆、伦敦、香港、马六甲和澳门等。  

同时，还在中国北京和德国波恩举行了区域性圆桌会议 

。 

愿景  

全球华人经济和科技峰会旨在从一个成功的商业和经济

论坛转变为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论坛，为可信赖的第二

轨道对话进程、意见交流和战略见解提供渠道。 

 

 

价值观 

全球华人经济和科技峰会秉承中庸之道，并谨遵这古老

的中国价值观为主要指导思想。 

 

同时，本峰会也秉持着宽容、信任和相互尊重的价值

观。 

使命与目标 

连接全球华裔是全球华人经济和科技峰会的基本使命。

（值得关注的是，在重庆举办的世界华人经济峰会上，

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在其主题演讲中说，流入中国的外

国直接投资中有60%来自于全球华裔，他们的财富总和

是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 
 

全球华人经济和科技峰会旨在促进中国、东盟和亚太国

家之间的紧密协作。同时，它也加强了中欧关系。 
 

本峰会还将为全球战略思想家、商业领袖以及未来领袖

提供一个意见和想法的交流平台。 
 

本峰会还致力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促进

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之间的紧密联系，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建设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可持

续性的世界。 

 

全球华人经济和科技峰会立志于促进东西方之间的学

习，并更好地理解一带一路倡议 。 

 丹斯里李金友，马来西亚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丹斯里杨元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4 



马来西亚前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与峰会发起兼赞助人丹斯

里李金友和峰会筹委会主席丹斯里杨元庆拜会时任中国

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峰会发起兼赞助人丹斯里李金友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梁振英。 

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欢迎马来西亚前首相丹斯

里慕尤丁和柬埔寨副首相贺南洪（后排右一）。 马来西亚前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印度尼

西亚前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和

GCET筹委会主席丹斯里杨元庆。 

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和丹斯

里杨元庆。 

承蒙敦马哈迪医生的牵引，丹斯里杨元庆

有幸与习近平主席会面。 

丹斯里李金友和丹斯里杨元庆迎接马来西

亚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 

在香港举办的峰会上，峰会筹委会主席丹斯里杨

元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及维多

利亚州总督琳达•德绍相谈甚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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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斯里李金友和丹斯里杨元庆与荣获WCBES仁義奖的印度

尼西亚前副总统尤素夫·卡拉。 

峰会顾问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 

丹斯里杨元庆与巴基斯坦前总理肖卡特·阿

齐兹。 

丹斯里杨元庆与香港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蔡

冠深博士相见欢。 

名誉发起人 

丹斯里李金友 

马来西亚绿野集团执行董事长兼创始人 

 
 

筹委会名誉主席 

丹斯里杨元庆 

马来西亚皇岦策略研究院院长 

 
 

名誉联合主席 

樊纲博士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王辉耀博士 

中国国务院顾问兼全球化智库理事长 

 

丹斯里林玉唐 

中国东盟商务协会（CABA）总会长兼发林集团（马）有限公司董

事长 

 

苏格大使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兼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

长 

 

闫立金博士 

中国丝路集团董事长 

 

潘振祥 

马来西亚绿驰通讯科技董事经理兼首席执行官 

 

拿督斯里陈革成教授博士 

瑞士欧健生物医疗集团董事长 

 

拿督黄传发 

马来西亚思特雅（UCSI）集团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 

WCBES 的价值主张： 

� 商业网络 

 精神领袖 

 知识交流 

 见解与分析� 

 建立信心 

 最新趋势 

 公开对话����������� 

 相关课题 

 杰出演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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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从中获取 

2021年全球华人经济和科技峰会 

➢ 关于中国经济的最新分析和信息 

➢ 一带一路倡议的最新机遇 

➢ 评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 如何从数字经济和数字丝绸之路中受益的建议 

➢ 与全球企业家的联系 

➢ 关于初创和创业精神的想法 

➢ 了解东盟和中国市场的发展 

➢ 与全球华裔的联系与交流 

 

 

 

活动简介:  

 WCET是一个为期1天的年度峰会，流程包括整体会议和分组平行会议。 

 WCET还在年度峰会期间，于不同城市举行圆桌会议。 

 WCET意在与其他智库合作，并进行政策对话和战略会议。 

 WCET也将重启其青年企业家会议，并将聚焦于未来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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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源潮 中国国家前副主席 

曾培炎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兼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 

丹斯里慕尤丁 马来西亚前首相 

敦马哈迪医生 马来西亚前首相 

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 印度尼西亚前总统 

安德鲁王子殿下 英国约克公爵 

林郑月娥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梁振英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将军  巴基斯坦前总统 

贺南洪 柬埔寨副首相 

素拉杰•沙田泰博士 泰国前副总理 

琳达•德绍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总督 

周文中大使 博鳌亚洲论坛前秘书长兼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 

萨吉德·贾维德 英国前财政大臣 

冯慧兰博士 印度尼西亚前商务部长 

陈惠华 新加坡财政部兼交通部前第二部长 

拿督斯里安华·依布拉欣  马来西亚前副首相兼共政党主席 

默文•戴维斯勋爵  英国前贸易及投资大臣兼渣打银行前主席 

乔纳森·马兰德勋爵  英国前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兼英联邦企业与投资委员会前主席 

苏格大使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兼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 

闫立金博士 中国丝路国际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兼中巴经济走廊理事会联合主席 

王辉耀博士 中国国务院顾问兼全球化智库理事长 

陳啟宗博士  亚洲协会香港分会会长兼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 

羅康瑞博士  香港瑞安集团董事长兼香港贸易发展局前主席 

朴振博士 南韩亚洲未来研究院执行院长兼韩国总统前顾问 

大岛正太郎大使 日本株式会社国际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田中直毅教授 日本国际公共政策研究中心（CIPPS）理事长 

江丙坤 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前董事长 

克莱德·普莱斯特威兹博士  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创办人兼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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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方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以下称“综研院”，是经国务院批

准，于1989年2月在深圳经济特区创办的国内第一家综合性、全国

性的社会智库。2015年入选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

位。 

综研院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致力于为中

国各级政府和国内外企业提供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和实操性的研

究咨询服务。主要研究领域有：国家宏观战略、区域经济、城市

化、产业发展和政策、以及企业战略与投资决策。 

自成立以来，综研院不断探索完善有利于社会智库发展的机制和

运作模式，将研究与咨询有机结合，成为国内各类智库中具有市

场化特色和活力的一个新型智库。 

综研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国家财政部原部长项怀

诚任理事长，著名经济学家樊纲任院长兼首席专家。全院员工有

百余名，其中70%为研究咨询人员。 

丝路国际公益基金会是一家设在北京的非营利性专项基金。丝路

国际公益基金会的宗旨是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一带一路相

关的公共利益，加强社会工作的国际合作。丝路国际公益基金会

与国内外企业，非营利组织和智库密切合作，通过鼓励那些有能

力支持和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的人，为相关国家的人民带来福祉。 

在 2020 年 8 月 18 日，Golden Touch 投资银行有限公司

（GTIB）获得了纳闽岛金融服务管理局（Labuan FSA）发出的营

业执照。本投行专注于为高净值的人士、机构和企业管理其财

富。 

GTIB 的成立旨在为股东和客户创造最大的价值。GTIB 通过运用

区块链技术来创造价值，开通诸如电子钱包、数字交易所、稳定

币、数字银行和支付等服务。区块链势必彻底改变未来的商业

界。通过利用区块链的两个核心价值--信任和激励，GTIB 充当这

场革命的催化剂。 

全球化智库 (CCG)，是北京东宇全球化人才发展基金会注册的智

库机构品牌，是国内领先的社会智库型全球化研究机构。CCG 成

立于 2008 年，总部位于北京，在国内外有近 10 个分支 机构或

海外代表处，“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

策”，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全球治理、人才国际化和企业

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目前拥有全职智库研究和专业人员近百

人。CCG 是中联部“一带一路”智库联盟理事单位，中央人才工

作协调小组全国人才理论研究基地，人社部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

员会所在地，财政部“美国研究智库联盟”创始理事单位，拥有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质，并被联合国授予“特别咨商地位”。在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 2018》

中，CCG 再次进入世界百强，是唯一入选的中国社会智库。同

时，CCG 在国内多个权威智库排行榜也获高度认可，在南京大学

与光明日报发布的《2018 CTTI 智库报告》中蝉联社会智库第

一，蝉联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 2018》最具影

响力社会智库第一，入选多个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

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发布的《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2018）》分榜

单，并位列社会智库综合影响力首位。此外，CCG 还荣获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智库咨政建言国策

奖” ，获评《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年度智库。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 (CNCPEC)是根据太平洋经济合作

理事会(PECC) 章程于 1986 年成立的全国性机构。全国委员会由

来自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工商界、新闻媒体、人大、政协及其

他组织机构人士参加组成，宗旨是积极参与和谋求促进亚太区域

经济发展与合作。主要工作为：从事对太平洋经济发展和合作的

研究；组织和协调有关单位和部门参与PECC 的活动；开展与 

PECC 及其成员经济体的多边和双边交流；协助企业与 PECC 成员

经济体建立联系。 

现任名誉会长为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原名

誉主席黄孟复，现任会长是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前驻冰

岛大使苏格，他同时也是 PECC 双主席。全国委员会的组织机构

包括全体会议、理事会、秘书处。近年来，我会就亚太经济合作

和一体化的重要议题举行了一系列的研讨会，在深入研究的基础

上，提出了不少政策建议。 我会于 1995 年和 2014 年在北京分

别成功举办了 PECC 第 11 届和第 22 届大会。特别是 2014 年 

9 月举行的 PECC 大会，为 11 月在北京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提供了智力支持，得到各方高度评价。2018 年 9 月，

我会与有关单位共同举办“APEC 后 2020 愿景与亚太区域一体

化”国际研讨会，来自亚太多个经济体的官员和专家学者与会发

言，会议形成的建议提交 APEC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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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 (“PBEC” - 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成立于 1967 年，旨在作为政府和商业之间的桥梁、宣

传新兴亚洲世界中的机遇和潜力，为亚洲带来欧洲和美国曾经取

得的繁荣和增长。在过去的五十年中，PBEC 与其成员共同见证并

参与了亚太地区的卓越发展。作为“ 亚 洲 太 平 洋 经 济 合 

作 会 议 ” (APEC –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的

先驱，PBEC 的发展也同 APEC 的成长相辅相成。我们的角色是为

亚太地区负责任的商贸独立发声，并持续为我们的成员和其所在

社群带来价值。 

中国“郑和研究会”经交通运输部报请国务院，于 2009 年 2 月

成立，其宗旨是建立更广泛的国际合作，进一步弘扬郑和航海精

神，促进世界和平，促进海洋经济科学发展，服务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建设。 

自 1982 年华人资料及咨询中心 (CIAC)成立以来，通过免费法律

咨询，倡 导和支援帮助英国华人社区的弱势和被边缘群体。这些

服务包括新移民 支援，福利咨询和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和儿童受害

者提供支持，以及信息 发展和伙伴合作。中心每月联同英国内政

部移民局提供咨询环节，并与 西区和唐人街社区警务小组有密切

合作。它是公认的第三方报案中心， 也得到了大都会警察华裔及

和东南亚裔协会的警察志愿者的鼎力支持。  

近年来，中心已将社会企业方案纳入其中，并扩展到协办会议，

研讨 会，峰会和圆桌会议及奖项活动。中心亦公开就至关重要的

地方，社会 和咨询议题为社区发声。 中心多年来接手过无家可

归案件，支援在囚或更生华人，鼓励社区参与 和关注妇女健康与

福祉; 并设有 24 小时热线。 

中心在其位于伦敦唐人街 中心提供优质的前线“体恤与关怀”服

务，以便于接触其服务用户和策 略合作伙伴。 

华人资料及咨询中心 (CIAC) 荣获享负盛名的“英国女王志愿服

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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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来西亚给国家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新的挑战。这需要新的战略思维，新计划和新想法。皇岦策略研究院旨在提供策略咨询，高层管理

人员简报，国际会议，政策圆桌会议和全国峰会。 

配合重新启动的马来西亚公司概念-以促进公共领域与私人企业界之间的紧密合作，皇岦策略研究院主办顶级独家汇报和政策对话，并

从政策分析中为政府提供政策谋略。皇岦策略研究院将成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 

 皇岦策略研究院的价值主张是我们对卓越，专业和诚信的承诺。 

 皇岦策略研究院通过分享新想法，见解和情报的思想会议，帮助公司和机构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中断时代做好准备 。 

 皇岦策略研究院也是著名的吉隆坡经济俱乐部，马来西亚中国经济合作理事会（MCECC）和人民论坛（Dialogue Rakyat）的秘书处。 

 马来西亚中国经济合作理事会主办“一带一路”倡议（BRI）的高层会议，并与中国和东盟的智库，商业组织和研究机构密切合作。 

 吉隆坡经济俱乐部促进有关经济政策和问题的讨论和辩论，并与来自马来西亚和东盟地区的内阁部长，高级首席执行长和思想领袖一

起举办圆桌会议和午餐会。 

皇岦策略研究院服务: 

 政策研究 

 商业咨询与投资者服务 

 高层次会议与商务峰会 

 论坛与圆桌会议 

 首席执行长通行小组项目 

历届支持机构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CCPIT） 

 亚洲协会香港分会 

 墨尔本大学「亚洲链接」（Asialink）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MCCC） 

 牛津大学一带一路研究所「沃弗森学院」 

 香港中华总商会（HKGCC） 

 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IPIM） 

 伦敦「亞洲之家」（Asia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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