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04 亞太經濟領袖（澳門）高峰論壇 主辦機構及演講嘉賓簡介】

亞太經濟領袖聯合會 亞太華商領袖聯合會 亞太經濟領袖論壇 簡介

【亞太經濟領袖聯合會】

亞太經濟領袖聯合會是亞太華商領袖聯合會 2012 年在澳門註冊之分支機構，在澳門特區政

府身份證明局正式註冊為本澳社團（社團編號為 5626）。旨在面向世界，加強亞太地區和世界

其他地區的經濟、文化領域的廣泛交流與合作，尤其是經濟領袖之間的合作共贏。

【亞太華商領袖聯合會】于2004年在香港正式註冊（政府註冊號：16165088-008-09-03-0），
是頗具影響力的、知名華商領袖相互交流、合作、共謀發展的國際性機構。聯合會發起並成功

舉辦了“亞太最具創造力華商領袖”和“亞太最具社會責任華商領袖”評選活動，在亞太地區

產生了深遠影響。聯合會正式與美國華商會、美國中國總商會、美國進出口商會、加拿大中華

總商會、加拿大中國商會、日本中華總商會、中國新加坡商會、新加坡中國商會、新加坡潮州

八邑會館、新加坡廣東社團總會、馬中商務理事會、馬中經貿總商會、泰國中華總商會、泰國

工商總會、印中協會、印中商務理事會等亞太區數十家商會互結友好機構。現有包括王健林、

王文銀、嚴介和、許榮茂、陳峰、陳永栽、李文正、方潤華、鍾健國、劉長樂、劉藝良、霍震

霆、張瑞敏、潘石屹、李金元、劉遠炳、李興浩、許為平、劉漢元、張果喜、馬蔚華、張躍、

蔣錫培、梁慶德、藍楚漢、李金友、李深靜、陳大江、鄭明如、魏成輝、鄭明明、徐美琪、陳

耀璋、翁國亮、李敏、劉正昌、袁漢源、俞培俤、黃志明、洪貴仁、周光明、吳銘仁及吳桂賢

前副總理、劉仁懷院士、莊炎林前主席、劉劍峰前部長、吳志偉前政務部長、湯恩佳院長等 50

多位知名政經領袖為其名譽主席、名譽會長、副主席/副會長等。聯合會為會員提供多種交流平

臺，共同分享豐富的亞太資源和商機，並共同建設富有影響力的亞太經濟領袖網絡，在推動亞

太經貿、文化與社會責任各個方面，都扮演著積極和重要的角色。

聯合會每年都在亞太區不同國家和地區主辦 “亞太華商領袖論壇/峰會”和“亞太華商領

袖頒獎盛典”。已經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中國成功舉辦了十年（13 屆）。

聯合會於 2004 年 6 月 28-29 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舉行了“2004 首屆亞太華商領袖論壇暨

亞太最具創造力之華商領袖頒獎大會”；

2004 年 12 月 6 日-8 日在中國三亞市舉行了“2004 亞太華商領袖大會暨亞太文化與經濟發

展論壇”；

2005 年 8 月 7-9 日在馬來西亞吉隆玻金馬皇宮舉行了“2005 亞太最具創造力華商領袖頒獎

大會暨亞太華商領袖論壇”；

2006 年 8 月 25 日-27 日在泰國曼谷香格里拉酒店舉行了“2006 亞太華商領袖論壇暨亞太

最具創造力之華商領袖頒獎大會”；

2007 年 11 月 12-14 日在新加坡國際會議中心隆重舉辦“亞太華商領袖（新加坡）論壇暨

頒獎盛典”；

2008 年 7月 30 日-8 月 1日在中國海南博鼇亞洲國際會議中心舉辦“2008 亞太華商領袖（博

鼇）論壇暨亞太最具社會責任感華商領袖頒獎盛典”;

2008 年 12 月 14 日-16 日在印尼首都雅加達香格里拉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了“2008 亞太華商

領袖（印尼）高峰會暨亞太最具創造力華商領袖頒獎盛典”；

2009 年 8 月 1 日-3 日在中國廣州白雲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了“2009 亞太華商領袖（廣州）

論壇暨亞太最具社會責任感華商領袖頒獎盛典”；

2009 年 11 月 23 日-25 日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文華大酒店舉辦了“2009 亞太華商領袖論壇

菲律賓高峰會暨亞太最具創造力華商領袖頒獎盛典”；



2010 年 5月 29-30 日在中國海南海口喜來登大酒店隆重舉辦第十屆亞太華商領袖論壇暨亞

太最具社會責任華商領袖頒獎典禮；

2011 年 2 月 19-21 日在吉隆玻金馬皇宮大酒店隆重舉辦了亞太華商領袖（吉隆玻）高峰會、

中國吸引華商投資最佳城市推介會；

2011 年 9 月 22-24 日在中國肇慶奧威斯國際酒店隆重舉辦了亞太華商領袖（肇慶）國際養

生與旅遊峰會；

2013 年 1 月 28 日在澳門星際酒店舉辦了“亞太經濟領袖聯合會”成立晚宴暨“亞太名流名

媛領袖匯新春交流酒會”；

2013 年 4 月 29 日在澳門喜來登金沙城中心酒店隆重舉辦了“第十三屆亞太華商領袖論壇

之亞太經濟領袖【澳門】峰會暨頒獎禮”；

2013 年 9 月 30 日在北京隆重舉行了“老將軍暨老幹部紀念習仲勛誕辰 100 周年座談會”

等系列活動。

(請參見：新華社、中新社、人民日報等報導和我方網站 www.apce.hk)

“亞太領袖論壇”已在全球華商界享有廣泛的讚譽和知名度。活動旨在彰表亞太地區不同

行業裏為社會創造財富的華商領袖非凡的創造力，大力弘揚他們在業界的創新和奉獻精神，充

分展示他們獨特的創造性思維和由此而帶來的他們“企業經營的成功”和“對祖國社會責任感

的成功”；紀錄和總結他們勇擔社會責任、對現今社會經濟發展之貢獻和留給新的創業者之寶

貴管理經驗及財富。

中國前副總理吳桂賢女士、中國僑聯原主席莊炎林先生、中國全國政協外事委原主任劉劍

鋒先生、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委主任、衛生部原部長高強先生、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委員王守

初女士、印尼前總統瓦西德先生、新加坡總理公署林瑞生部長、美國前商務部副部長黃建南、

印尼商業部長馮慧蘭女士、馬來西亞交通前部長拿督斯裏陳廣才先生、馬來西亞國會下議院原

副議長、拿督翁詩傑部長、馬來西亞國際貿易與工業部前副部長吳立洋先生、泰國前副總理功·

塔巴蘭西先生、菲律賓數據通訊科技部長蔡繼敦、新加坡前政務部長吳志偉先生、全國人大常

委曾憲梓博士等亞太知名政經領袖亦作為論壇名譽主席出席論壇並表示，亞太區已成為了世界

經濟增長的中心，在座的華商正是這一區域最為成功的商業領袖，為加強亞太區的商貿交流及

融合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可是，更重要的就是當他們在爭取他們的經濟成就的過程中，他們並

沒有忘記對社會方面、在慈善方面的努力。所以很榮幸有這個機會跟華商領袖握手、跟他們見

面，也相信他們能夠成為好榜樣。

“亞太領袖論壇”致力於提煉、昇華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商業文化、增強世界各地華商

的凝聚力，同時，論壇竭力為推進亞太華商經濟合作交流作貢獻，已經成為亞太華商促進經貿

合作的重要紐帶和橋樑、有效促進了華商服務當地經濟，推動所在地區經濟的發展。10 年來，

吸引了來自全球 30 多個國家四千餘名知名華商領袖熱忱參與。亞太地區百余位著名經濟領袖如

曾憲梓、陳永栽、嚴介和、王文銀、李文正、李深靜、李金元、李金友、楊忠禮、謝富年、鄭

明如、陳峰、張瑞敏、謝企華、陳奇偉、魏家福、陳大江、林文光、陳天橋、常德傳、傅軍、

劉漢元、賀同新、俞培俤、李飛列、王敏剛、劉藝良等曾在歷屆論壇上演講。

【亞太經濟領袖高峰論壇】由在亞太區頗具影響力的『亞太華商領袖聯合會』、『亞太經濟領袖聯合

會』共同创辦，借鑒『世界經濟論壇』、『博鰲亞洲論壇』經驗，旨在打造亞太經濟領袖、著名社團首領『研

討全球經濟、促進國際交流、把脈世界未來』的最重要的『非官方、世界級、高端經濟論壇&峰會』。

高峰論壇影響力：力爭作為世界級“頭腦風暴”之思想交流平臺。借助包括高峰論壇、年會在內的各種會議

形式，成為企業領袖、國際組織領導人、各國政要、專家學者就亞太經濟、熱點問題或趨勢性問題及各種世

界重大問題交換意見的重要平臺，以對全球輿論造成重要影響。

http://www.apce.hk/


1，演講嘉賓：嚴介和先生（亞太經濟領袖聯合會名譽會長）、世界 500強

太平洋建設集團創辦人簡介

嚴介和，2014 世界 500 強第 166 位、中國 500 強民營企業排名第一之太平洋建設集團創辦

人、亞太經濟領袖聯合會名譽會長、《新論語》總撰稿人、太平洋商學院院長、蘇太華系創始人，

蘇商集團董事局主席。

嚴介和 1960 年生於江蘇淮安。曾從教從政十年，官商領袖十年，私營老闆十年，歷任國有、

外資、集體、民營、上市公司“掌門”，先後成就了上百家企業。其中收購、重組、整合了幾

十家倒閉、破產、停產的國有企業，橫跨十幾個產業。

嚴介和創建的太平洋建設是國內唯一一家擁有多個總承包一級資質及若干專業一級資質的

民營企業。嚴介和創造了中國的 BT 模式，創建了中國打包重組模式，並被譽為“中國 BT 模式

鼻祖”。太平洋建設躋身中國民營企業 500 強第 8位，中國大企業集團 1000 強前 50 強。

嚴介和創建的華佗論箭，由活躍在當代政界、商界、學界、媒界的精英群體共同打造，志

在著力造就一大批中國優秀企業家，提煉並凝聚中國最新的企業和企業家理念系統，打造一支

能與國外大型企業相抗衡的鄭和艦隊，建立中國第一家中小企業診療機構，搭建聚商、育商、

護商、造商、招商高端平臺，打造資源、智慧、資本三資（智）產業，創建培養中國實戰型企

業家的華佗商學院。

嚴介和在達沃斯、博鼇、亞布力等國內外一批頂級論壇，在沃頓、哈佛、劍橋、牛津、中

央黨校、清華、北大等一批著名學府，在中國各大城市，為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各界

作高端報告千餘場次。

與此同時，嚴介和先後宣導併發起了“中國商界領袖三峽行”、“千名商界領袖會師井岡

山”、“中外政商領袖華佗論箭”、“富民感恩論壇”、“蘇商資本國際化論壇”、“華佗論

箭暢三峽閱江南學思行”等國際國內大型活動幾百場，為有關政府及民營企業招商引資數千億，

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反響並形成巨大影響力。

1992 年 10 月，被國家農業部授予“全國優秀鄉鎮企業家”稱號；1995 年 12 月，被中華全

國工商聯授予“中國十佳優秀民營企業家”稱號；19296 年 5 月，被淮海經濟地區城鄉發展協

作會授予首屆“淮海經濟區十大優秀企業家”稱號；1997 年 1 月，被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授予

“全國光彩事業獎”；1998 年 12 月，被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國個體勞動者協會授予“光

彩之星”稱號；2001 年 5 月，被授予“江蘇省勞動模範”光榮稱號；2004 年 3 月，被授予“社

會主義建設貢獻獎章”。以及“中國經濟十大新聞人物”、“中國企業十大傑出管理人物”、

http://baike.baidu.com/view/969731.htm


“中國十大創業領袖”、“中國十大工商英才”、“亞太最具創造力華商領袖”、“中華十大

才智人物”、“首屆內地十大華商領袖”、“全球華人企業杏壇領袖”等榮譽稱號。

2，演講嘉賓：萬明子先生（亞太經濟領袖聯合會副會長）

及鼎益豐集團簡介

萬明子，鼎益豐集團創辦人、董事局主席。他把禪、易、道引入資本運營創新和金融博弈，

多年以來領導“東方禪易技術博弈團隊”創造金融界及投資界傳奇。至 2014 年 8 月公司註冊資

本 4.61 億，管理資產超 50 億人民幣，在中國金融界影響力已經初步顯現。

隋廣義先生(字:萬明子)是一位極具傳奇經歷與眾不同的人物。60年代出生於東北一個普

通農村家庭；80 年代大學畢業後成為測量工程師；後從商擁有幾千萬的優秀企業家； 90年代

成為政府公務員，做了當時最年輕的吉林省敦化市副市長；2000 年代隱居，並研究與修習以東

方傳統智慧與現代投資學結合的課題，及資本運作與資本博弈的技術，獲得大智慧；同時創立

出“禪易投資法”。 2010 年代已集商、政、國學研究經歷及背景於一身的他，應用“禪易投資

法”在實體型企業及輕資產型企業的運營中以非常奇特的設計及創新的理念取得重大成效；被

譽為東方傳統智慧創新型投資大師。在未來創新發展鼎益豐集團，將以“道德立業，誠信取勝”

為宗旨，為中國的民族產業興起做出貢獻。

深圳市鼎益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鼎益豐集團；股份代碼：890128）是一家率

先把佛學、道學、易學與西方現代金融學相融合的道商企業發展集團，讓人民更為看重的是“禪

易投資術”核心技術，集團正是以“禪易投資術”為主要聯結紐帶，發展金融創新推動集團產

業發展，目前集團展業務涉及國際對沖基金、私募股權投資、受託企業資產管理、金融資訊服

務以及道家民俗文化產業開發運營等領域。



3 演講嘉賓：史少武先生（亞太經濟領袖聯合會副會長）簡介

史少武先生：

華旭能源有限公司創始人、董事長

深圳市盛義能源有限公司創始人、董事長

鑫創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創始人、董事長

亞太經濟領袖聯合會副會長；中國產學研投融資聯盟副會長；

中國綠色能源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副理事長；

亞洲光伏產業協會副主席；廣東太陽能協會副會長；

上海新能源協會副會長；深圳市新能源行業協會副會長；

深圳市太陽能學會副會長；深圳產學研合作促進會副會長。

簡歷：2005 年—2012 年 12 月 Schmid Group 中國區 董事長、總裁

(Schmid Group 具有 150 年曆史的德國老牌大型跨國集團，是全球光伏產業

的技術領導者及主流設備供應商。)；

2011 年—2014 年，持續發起創建了深圳市盛義能源有限公司、華旭能源有限公

司、鑫創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新創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管理方向博

針對能源產業領域，多年的創業及管理經歷，積累了與國內外相關機構、企業、專家保持

較密切的聯繫，對於中國的市場、技術、服務等層面有著較為深厚的瞭解，具有運作並推動能

源產業、技術、服務的能力與經驗；

具有直接與政府各部門及各科研院所進行有效溝通的經驗。對於如何高效率、低成本地與

工商、稅務、銀行等部門取得良好的合作，為地方和企業的發展創造更好的環境，有一定的見

解。在長期的業務活動過程中，建立了與許多職能部門的信任關係，並以此為企業發展創造良

好的氛圍；

參與創建並領導的德國 Schmid 集團中國分公司迅速佔領中國光伏設備市場，成為行業標

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