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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啟烈教授 BBS JP
深圳市政協歷屆港澳委員聯誼會會長 
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榮譽會長

孫啟烈先生是資深的工業家，自 1978 年在加拿大學成返 

港後，一直穿梭中港兩地，從事工、商業的經營。除了將其
家族企業的「KINOX建樂士」五金、塑膠器皿等家庭用品
拓展至深入餐飲及家居市場外，更將大量精力投入了推
動中港融合和互利共贏的社會事務。先後出任了內地省市
及香港工商社團多個職務，現任四家香港的上市公司董事
或顧問職務，熟識兩岸多地的工商社團，政商界人脈網絡 

廣泛，熱心協助港資企業轉型升級及為內地企業走出去 

牽線搭橋。

施榮懷先生 BBS JP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
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榮譽會長

施榮懷先生現任職恆通資源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為全
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市政協常委、港區
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永遠名譽
會長、香港北京交流協進會會長、香港貿易發展局內地商貿
諮詢委員會主席、勞工顧問委員會委員、團結香港基金參
事等職務。



主禮嘉賓

戴北方先生
政協深圳市委員會主席

張建宗先生 大紫荊勳賢 GBS JP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是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一項重要戰略部署。 

香港特區如何發揮自身優勢，抓緊機遇，同時與鄰近九個城市和澳門特區結合力量， 

推進大灣區經濟，乃是社會各界應積極投入參與。 

心繫國家及香港發展的深圳市政協歷屆港澳委員聯誼會繼 

2015年舉辦論壇探討十三五規劃中的深港優勢後，今次與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合辦粵港澳大灣區高峰論壇， 

以「商經貿落實與推進」為題，邀請粵港澳三地官方和商界代表及學者等，聚首一堂， 

就金融、創科及工商業發展共商對策。

程序
接待、登記及嘉賓就座
深圳市政協歷屆港澳委員聯誼會會長 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榮譽會長 孫啟烈教授 BBS JP致歡迎詞
主禮嘉賓： 政協深圳市委員會主席 戴北方先生致辭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先生 大紫荊勳賢 GBS JP致祝賀詞
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 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榮譽會長 黃友嘉博士 GBS BBS JP致答謝詞 

主禮嘉賓、各位貴賓及贊助機構合照留念

第一節 金融大灣區
主講嘉賓： 香港特別行政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劉怡翔先生 JP 

論壇題目：「互聯互通」 

嘉賓主持及嘉賓講者：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主席 黃友嘉博士 GBS BBS JP 

嘉賓講者： 保險業監管局主席 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榮譽顧問 鄭慕智博士 大紫荊勳賢 GBS JP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鄂志寰女士 

 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 巴曙松教授 

 滙豐香港工商金融主管 趙民忠先生 

第一節各位主講、主持及嘉賓講者合照留念

第二節 科技創新大灣區
主講嘉賓： 香港特別行政區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楊偉雄先生 GBS JP

論壇題目：「創新科技」
嘉賓主持： 智慧城市聯盟創辦人及榮譽主席 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榮譽顧問 鄧淑明博士 JP

嘉賓講者： 港科院創院院長 徐立之教授 大紫荊勳賢 GBS JP

 澳門創新科技中心董事會主席 丘竹博士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郭萬達先生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資訊科技部總經理 鄭松岩先生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榮譽顧問 林家禮博士
第二節各位主講、主持及嘉賓講者合照留念

茶歇

第三節 智慧工業大灣區
主講嘉賓： 香港優質標誌局名譽主席 孫啟烈教授 BBS JP

論壇題目：「商界的機遇及挑戰」
嘉賓主持： 職業訓練局理事會主席 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榮譽顧問 鍾志平博士 GBS SBS JP

嘉賓講者： 香港總商會主席 吳天海先生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 郭振華先生 BBS MH JP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 吳宏斌博士 BBS MH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王惠貞女士 SBS JP

 港鐵學院校長 張少華先生
第三節各位主講、主持及嘉賓講者合照留念

講題 大灣區發展的機遇
發言嘉賓：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先生 JP 

發言嘉賓、各位貴賓及贊助機構合照留念

論壇結束

 「商經貿的落實及推進」午餐會 (只限受邀請嘉賓 )

主講題目：「善用香港優勢 融入灣區發展」
主講嘉賓：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 陳德霖先生 GBS JP

主講嘉賓、主賓席嘉賓及贊助機構合照留念

午餐會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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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8年 5月 3日（星期四）
地點： 金鐘道 88號太古廣場 
 香港港麗酒店 大堂低座全層宴會廳



第一節：金融大灣區

劉怡翔先生 JP  
香港特別行政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劉怡翔局長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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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底退休，並於 2014年 1月獲委任為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

趙民忠先生
滙豐香港工商金融主管
趙先生於 1986 年加入滙豐，在亞太區工商金融業務和管理方面具有豐富的經驗。他曾在中國內地、 
香港，以及新加坡的工商金融，以及環球銀行及資本市場部門擔任多個高級管理職務，並曾負責滙豐 
香港工商金融的策略規劃。他於 2017年 7月 1日起擔任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香港工商金融主管， 
於 2014年 1月起擔任滙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滙豐中國」）工商金融總監，同年 7月獲任命為 
滙豐中國副行長。

黃友嘉博士 GBS BBS JP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主席
黃友嘉博士於 1987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頒授經濟學博士學位，擁有不同範疇的豐富經驗，包括企業
融資，工業生產及貿易等，並身兼全國人大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主席、 
金融領導委員會委員、行政長官創新及策略發展顧問團成員及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委員等。黃博士為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前會長，現為多家上市及非上市公司的非執行董事。

鄂志寰女士
中國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中銀香港首席經濟學家，經濟學博士。1991 年到 2003 年，任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室主任。 
2003年到 2013年，任職中國銀行紐約分行。2013年到 2016年 6月，任中銀香港經濟分析與研究主管。
2016年 6月至今，任中銀香港首席經濟學家。

巴曙松教授
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
巴曙松教授，香港交易所董事總經理、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及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還兼任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秘書長、商務部經貿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銀監會中國銀行業實施巴塞爾 
新資本協議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證監會並購重組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十三五」國家 
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基金會理事長等。巴教授被譽為是 2006 -2015年 
中文文獻經濟學領域被引用頻次最高的中國學者。 

鄭慕智博士  大紫荊勳賢 GBS JP
保險業監管局主席 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榮譽顧問
鄭慕智博士現為律師事務所的顧問律師，曾擔任高級合夥人逾 20年，其工作範圍涵蓋資本市場、企業
管治、監管以及合規。他一直積極貢獻社會，現為金融領導委員會委員；他亦曾擔任多個重要職位， 
包括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政府委任董事以及地產代理監管局的首任副
主席。

主講嘉賓

嘉賓主持 及 嘉賓講者

嘉賓講者

論壇題目：「互聯互通」

第二節：科技創新大灣區

楊偉雄先生 GBS JP
香港特別行政區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楊偉雄局長於 1978年加入英特爾公司任職高級設計工程師，其後在 Bain & Company任職策略管理顧
問。1983至 1999年在蜆殼電器工業（集團）有限公司任職執行董事及集團副董事總經理。其後曾任職多
家科技公司及創業投資公司和私募基金投資公司。2003年出任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行政總裁，2010
年擔任香港理工大學行政副校長。2015年獲委任為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和行政長官創新及科技顧問。

主講嘉賓

丘竹博士
澳門創新科技中心董事會主席
丘博士曾在亞太地區同時擁有七家科技公司，是一個成功推動「產學研」的學者。他於 1980年取得 
倫敦大學電腦學士，回香港工作三年後再赴蘭加士打大學深造，於 1985年取得運籌學博士。曾任香港中文 
大學及澳洲格理菲大學電腦科學教授，在數據分析、資訊安全、實時交易等領域上有豐富理論和實踐 
經驗。自八十年代參與賽馬會顧問工作，及後更成為亞太地區多個大型娛樂博彩科技項目的總設計師。

鄭松岩先生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資訊科技部總經理
鄭松岩先生現職中銀香港資訊科技部總經理，負責中銀香港集團科技策略規劃和營運管理。鄭松岩從事
資訊科技及金融行業廿多年，具備資訊科技管治的堅實經驗。他擔任多個資訊科技專業協會核心管理職
務、本港主要大學和學術機構的顧問委員、及創新科技署轄下創新及科技支持計劃的評審及技術檢討委
員會委員。

林家禮博士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榮譽顧問
林家禮博士現為麥格理基礎建設及有形資產之香港及東盟區非執行主席兼亞洲區首席顧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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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貿易發展局一帶
一路委員會委員、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工商諮詢理事會主席。

鄧淑明博士 JP
智慧城市聯盟創辦人及榮譽主席 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榮譽顧問
鄧淑明博士，太平紳士，香港大學計算機科學系榮譽教授，香港土生土長培育的資訊科技界企業家。鄧博
士於九十年代創辦 Esri中國（香港）有限公司，專門推廣地理資訊系統（GIS）軟件和提供相關解決方案。
鄧博士也是智慧城市聯盟創辦人及榮譽主席，並積極參與多個政府及民間組織，致力促進香港科技及社
會事務發展。她的貢獻廣受認同並獲多項榮譽，包括：香港大學 2009年理學院傑出校友、2006年香港
十大傑出青年及香港美國商會 2004年「最具影響力女性獎 ─ 年度傑出女青」等。

郭萬達先生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郭萬達，經濟學博士，研究員。現任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兼任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
長，《開放導報》雜誌社社長。重點研究領域為：國家宏觀經濟與產業政策，港澳經濟與粵港澳合作。主
持研究過涉及港澳發展等多項國家級的政策性課題。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中國城市化及特大城市的思
考》、《中國製造：世界工廠正轉向中國》等。

徐立之教授 大紫荊勳賢 GBS JP 
港科院創院院長
徐教授現為港科院創院院長、香港經綸慈善基金理事長、中國浙江大學求是高等研究院及國際校區 
書院院長，及多倫多大學榮譽大學教授。他亦為香港大學的前任校長。徐教授在遺傳學的研究工作，蜚
聲國際。徐教授至今已發表了 300篇科學文獻及 65篇論文，同時徐教授亦擁有許多國家級 /國際獎項。

嘉賓主持

嘉賓講者

論壇題目：「創新科技」



第三節：智慧工業大灣區

孫啟烈教授 BBS JP
香港優質標誌局名譽主席
孫啟烈先生是資深的工業家，自 1978年在加拿大學成返港後，一直穿梭中港兩地，從事工、商業的經營。
除了將其家族企業的「KINOX建樂士」五金、塑膠器皿等家庭用品拓展至深入餐飲及家居市場外，更將
大量精力投入了推動中港融合和互利共贏的社會事務。先後出任了內地省市及香港工商社團多個職務，
現任四家香港的上市公司董事或顧問職務，熟識兩岸多地的工商社團，政商界人脈網絡廣泛，熱心協助
港資企業轉型升級及為內地企業走出去牽線搭橋。

鍾志平博士 GBS SBS JP
職業訓練局理事會主席  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榮譽顧問
鍾志平博士是創科實業有限公司聯合創辦人及非執行董事，亦為鵬程慈善基金創辦人及主席。鍾博士是
資深工業家，曾任香港工業總會主席，現為名譽會長，並於 1997年及 2014年分別榮獲香港青年工業家
獎及傑出工業家獎。鍾博士身兼多項公職，包括香港特區政府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和教育局教育統籌委
員會的當然委員、教育局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專責小組主席、以及創新科技署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
會委員等。

主講嘉賓

嘉賓主持

吳宏斌博士 BBS MH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
寶星首飾廠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現為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其他職務包括香港貿易發展局理事會
委員、職業訓練局珠寶及鐘錶業訓練委員會主席、香港提升快樂指數基金聯席主席等。吳博士於 2003年
獲埃塞俄比亞聯邦民主共和國委任為駐港澳名譽領事。於 2007及 2013年分別獲特區政府頒發榮譽勳
章及銅紫荊星章表揚他過去十多年來為香港中小企業爭取應有權益及贊揚他在珠寶業界無私奉獻，並
熱心參與公共及社會服務。

郭振華先生 BBS MH JP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
郭振華先生為永保化工（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現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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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貿易諮詢委員會委員、勞工顧問委員會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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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貿易發展局理事會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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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惠貞女士 SBS JP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王惠貞女士於 2015年獲香港浸會大學頒授榮譽院士，現任王新興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王女士身兼的 
公職包括：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執委、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
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會長、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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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服務局
委員及香港商業道德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

吳天海先生
香港總商會主席
吳天海先生為上市公司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及九龍倉置業地產投資有限公司主席兼常務董事。吳氏
於 1981年加入九龍倉集團，1994年獲委任為集團第一副主席，並於 2015年出任集團主席兼常務董事。
他亦在多家香港及新加坡上市公司出任要職，包括會德豐有限公司副主席；海港企業有限公司、Joyce 
Boutique Holdings Limited和會德豐地產（新加坡）有限公司主席，以及Hotel Properties Limited 董事。

張少華先生
港鐵學院校長
張少華先生於 1983年加入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擔任見習工程師，於 2007至 2009年，他擔任昂坪 360
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2011年任車務工程總管。他於 2012年出任人力資源總監及於 2015出任歐洲業
務總監。2016 年出任港鐵學院校長，自 2012年起出任執行總監會成員。張先生為雲南省政協委員、 
香港工程師學會資深會員、工程及科技學會資深會員以及香港運輸物流學會院士。

嘉賓講者

論壇題目：「商界的機遇及挑戰」

大灣區發展的機遇

聶德權先生 JP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局長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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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德霖先生 GBS JP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

陳德霖先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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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言嘉賓

主講嘉賓

午餐會主題演講

善用香港優勢  融入灣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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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薈萃
共創盛世 

祝粵港澳大灣區
高峰論壇誌慶

致 意 



金賦科技是中國自助服務行業著名品牌，基於智能終端機和大數據應用的創新服
務供應商。公司研究、開發及銷售與智慧城市發展及電子政府相關的科技產品，

實現智慧民生的社會效益。

金賦微信公眾號 市民之窗微信

祝賀 
粵港澳大灣區高峰論壇誌慶

同心創灣區
掌握新機遇

致意

祝賀 
粵港澳大灣區高峰論壇誌慶

集賢匯智
圓滿成功

集賢聚智 
繁榮共創

致意

凝聚眾智 訊息臻萃
裕國利民 溥澤香江

致意

致意

祝賀 
粵港澳大灣區高峰論壇誌慶

祝賀 
粵港澳大灣區高峰論壇誌慶



精英薈萃
圓滿成功

致意

祝賀 
粵港澳大灣區高峰論壇誌慶

凝聚業界
振翅高飛

致意 致意

集賢匯智
圓滿成功

祝賀 
粵港澳大灣區高峰論壇誌慶

祝賀 
粵港澳大灣區高峰論壇誌慶

薈萃精英
共創繁榮

祝賀 
粵港澳大灣區高峰論壇誌慶

集賢匯智 
圓滿成功

祝賀 
粵港澳大灣區高峰論壇誌慶

集賢匯智 
圓滿成功

祝賀 
粵港澳大灣區高峰論壇誌慶

致意

致意



國際盛事
熱切期待



鳴謝

（排名次序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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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經貿
落實與推進

支持機構

香港總商會
香港工業總會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香港中華總商會
政協深圳市委員會

粵港澳大灣區
高峰論壇

金 融 優 勢
科 技 創 新
智 慧 工 業

2 0 1 8 . 5 . 3

主辦機構 冠名贊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