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会手册

携手创造未来

2021年9月9日 周四   
13:00 –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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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议程

13:00 - 13:30         签到注册、社交
13:30 - 13:40          上海英国商会主席 薛思瑞 致欢迎辞

13:40 - 13:55         主旨演讲: 提升企业雄心和行动，加速落实巴黎协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14:50 - 15:20         主旨演讲:  从风险到机遇：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合规如何使企业成功或失败

13:55 - 14:00          视频发言

14:00 - 14:10           主旨演讲： 可持续发展与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14:10 - 14:50          专题讨论： 可持续商业的建立和维持

刘萌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 
中国办公室负责人

Rosie Hawes
化险集团，合伙人

罗世轩
年利达律师事务所，顾问

- 理解ESG责任以及企业的报告义务
- ESG如果不妥善处理，对企业的声誉和运营会有哪些影响
- 如何辨别靠谱的信息

Nigel Topping
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高级别倡导者

胡克定
英国驻沪总领事

沈莹 
毕马威中国， 
交易咨询合伙人

程迎迎
佛吉亚中国，战略部，          
创新与碳中和高级经理

张晶
港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战略发展副总裁

嘉宾

嘉宾

嘉宾

嘉宾

主持人

嘉宾

2021年9月9日 周四   
13:00 – 19:30

高志文
环保桥（上海）环境技术 
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安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战略与规划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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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 - 15:35          茶歇

大会议程

15:35 - 15:55         主旨演讲: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及交易市场

16:35 - 17:05         主旨演讲: 责任供应链建设与ESG管理相融合 

张瑶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全国碳市场运营中心副主任

林垚
Sedex， 亚洲区执行总裁 

嘉宾

嘉宾

15:55 - 16:35          专题讨论： 中国的低碳之路以及循环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17:05 - 17:45          专题讨论： ESG投资原则

张美玲 
经济学人企业组织，总监

姚凯力 
世界经济论坛，中国及其它
地区金融服务的未来行动
倡议负责人

蒋南青
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
普惠专委会，秘书长

高迪
IQ-EQ，业务拓展董事

孙捷
远景集团，零碳业务总经理

李蜚
CDP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 
心，中国项目副主任

罗楠
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 
组织（PRI），中国区负责人

刘疏桐
道兰环能，创始人

陆胜利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 
数据和分析业务 
中国区销售总监

阮劭龙
富达国际，中国区首席 
投资官

主持人

主持人

嘉宾

嘉宾

- 负责任供应链的重要性
- 负责任供应链的趋势
- 负责任供应链如何助力提升企业ESG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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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议程
17:45 - 18:20          行业案例展示：可持续时尚和对策

孙文华 
路透社，工业和环境 
资深记者

卢志宏
设计师、可持续时装专家， 
Zodiac Active品牌创始人 

*上海英国商会有权更改上述议程。

罗芬妮
设计师、可持续时装专家， 
Zodiac Active品牌创始人

Itee Soni
Loop Swim，联合创始人

主持人

嘉宾

18:20 - 18:30         上海英国商会“环境承诺书”及商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介绍

18:30 - 19:30          社交简餐会

傅潇霄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国际教育中国区 
董事总经理，中国中心主任

演讲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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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
大会司仪

开幕致辞

承诺签署

怡和集团中国区法务总监

上海英国商会主席

上海英国商会执行会长

莊思勤先生是怡和集团中国区法务总监，也是怡和集团上海代表处的首席代表。
莊思勤于2009年加入怡和，曾在集团内担任多个资深的法律相关职位，包括在
零售行业子公司牛奶集团内的一系列相关职务。

莊思勤于2019年加入怡和中国，他和战略投资团队主要负责怡和集团中国市场
的业务拓展和投资组合管理。

在其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薛思瑞（Ray Chisnall ）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超过20
年。在加入格利资（Gleeds）之前，他曾就职ABB，庄信万丰（Johnson Matthey）和
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英国帝国化学工业集团）。

薛思瑞是诺丁汉大学宁波校区顾问委员会成员。代表在华四家英国商会，薛思瑞
参与撰写《英国在华企业建议书》，并在2019年加入商会伦敦访问团，向英国政府
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交了该文件。

邓杰（James Dunn）2015年毕业于曼彻斯特大学，后加入在上海英国商会担任商
务拓展经理。邓杰拥有国际视野，在三个不同的大洲学习、生活和工作，目前他已
经在中国生活了5年多。邓杰对英国企业如何在中国市场运作有着丰富的知识，关
心并帮助会员企业在华经营遇到的挑战和市场准入壁垒。

邓杰于2019年6月被任命为执行会长，现在负责管理商会的所有业务。

莊思勤

薛思瑞

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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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企业雄心和行动，加速落实巴黎协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中国办公室负责人

刘萌,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中国办公室负责人。在此之前，刘萌担任亚太区总代
表，负责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在十五个亚太地区国家的战略和运营。其2007年加
入联合国,曾在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任职。刘萌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
院担任亚洲公共政策研究员。她是世界上首部全面介绍联合国-企业合作领域中
文专著-《责任改变世界-联合国全球契约引领全球企业大变革》的作者，并受邀在
主要期刊和报纸发表数篇专文。2015年，刘萌女士被世界经济论坛授予“全球青
年领袖”荣誉，并于2021年被推选为全球青年领袖中国地方联席主席。她于2020
年起还担任全球未来理事会理事，关注前沿市场风险和可持续发展机遇。

刘萌

嘉宾                       13:55 - 14:00

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高级别倡导者

Nigel Topping于2020年1月被英国政府任命为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高级别倡导者。

 高级别气候行动倡导者的角色是主席国和缔约方（国家政府）与非国家行为者（企业、投资者、城
市和其他地方政府以及民间社会）之间的桥梁。高级别气候行动倡导者的职责是全球性的，并创
立了“奔向零碳”运动，以使所有行为者承诺实现净零排放。

 高级别气候行动倡导者的角色是在2015年巴黎气候会谈中设立的，任期两年。Nigel正与智利
COP25高级别气候行动倡导者Gonzalo Muñoz一起工作。

 Nigel的上一任工作是担任We Mean Business的首席执行官。他在私营部门工作了18年，并在世
界各地的新兴市场和制造业领域工作过，通过这些经验，他积累了宝贵的专业知识。

Nigel Topping

嘉宾                      13:40 - 13:55

嘉宾                       14:00 - 14:10

英国驻沪总领事

胡克定（Chris Wood ）出生于出生于英格兰伍尔弗汉普顿，他于1981年毕业于剑桥
大学并于同年加入英国外交部。此前在英国外交部曾担任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总
领事（2003-2006）；英国驻华大使馆公使 （2008-2012）以及英国台北贸易文化办事
处代表（2013-2016）。

在担任现任职务之前，胡克定还曾担任欧盟对外行动署—欧洲联盟驻中国代表团
公使兼副团长；曾在内阁办公室和英国环境部就职（自1997年5月改为环境、交通与
地区事务部)。

胡克定

嘉宾简介

可持续发展与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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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商业的建立和维持

 可持续商业的建立和维持

主持人                  14:10 - 14:50

嘉宾                      14:10 - 14:50

毕马威中国，交易咨询合伙人

佛吉亚中国，战略部，创新与碳中和高级经理

沈莹负责毕马威中国能源行业相关的投资并购业务。她拥有二十余年投资并购
经验，包括4年在毕马威伦敦能源卓越中心的工作派遣。她专注于石油天然气、可
再生能源和基础设施投资，所执行的投资并购项目涉及20多个国家，涵盖财务顾
问、投资战略、尽职调查，估值和交易谈判等服务。沈莹自2018年起担任中国英国
商会的执行董事，致力于推动促进中英两国经济贸易发展和投资。

程迎迎是佛吉亚中国区创新与高级经理。 主要负责佛吉亚碳中和项目，包括碳足迹
计算，碳减排技术路线以及碳减排项目实施。程迎迎同时负责佛吉亚中国的开放式
创新工作，包括佛吉亚中国创新生态系统搭建和维护，专利管理，技术搜寻和风险投
资，以及技术战略相关工作。

在加入佛吉亚之前，她在大学，主机厂，以及政府背景的NGO 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她
获得了东南大学的交通运输工程工学博士学位，在博士学习期间（2010年-2012年），
由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访问学习两年。 

沈莹

程迎迎

嘉宾简介

 可持续商业的建立和维持

嘉宾                      14:10 - 14:50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战略与规划总监

Antoine de Guillebon现任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汇丰中国”）战略与规划总监。

Antoine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交易银行家。在来华工作前，他曾在汇丰投资银行部为
欧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客户提供服务多年，此后加入了欧洲的战略
与规划部，帮助银行为英国脱欧做准备。

Antoine也曾在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任职。在加入汇丰之前，Antoine曾就职于普华
永道和 Lazard Brothers，主要负责各类并购交易和重组业务。

Antoine拥有欧洲领先的商学院之一ESCP Europe的工商管理学位。

Antoine 婚姻幸福，是两个优秀的女儿值得骄傲的父亲。他热衷滑雪和跑步，经常
为了目标执着努力。

高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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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商业的建立和维持

嘉宾                      14:10 - 14:50

环保桥（上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志文，拥有长江商学院金融管理学硕士和同济大学环境工程硕士学位，自2007
开始从事碳减排和碳中和行业，已有14年的碳交易行业从业经验，在全球自愿碳
减排交易市场、欧盟和中国履约碳交易市场、绿色电力交易等方面均有丰富的市
场研究和交易经验。主持开发和管理的碳减排项目超过500个，其中林业碳汇项
目近20个；发起了国内多个首创的碳中和项目，如碳中和话剧艺术中心、碳中和
咖啡馆等。 

高志文

 可持续商业的建立和维持

嘉宾                      14:10 - 14:50

港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战略发展副总裁

张晶先生拥有13年新能源行业战略投资、市场营销经验，曾任汉能光伏应用集团
商用事业部副总裁、协鑫新能源分布式事业部总裁。现统筹恒基兆业集团旗下港
华能源智慧能源板块战略发展，重点负责国家级零碳城市示范区打造、公司级战
略合作、构建能源行业生态圈。

张晶

 从风险到机遇：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合规如何使企业成功或失败

嘉宾                      14:50 - 15:20

化险集团,合伙人

Rosie Hawes是化险集团大中华和北亚区合规、法证及商业调研服务合伙人。她
领导一支专业顾问团队，为客户提供商业调研、交易前尽职调查、响应性调查等
方面的咨询服务。Rosie拥有近20年从业经验，帮助客户在明智决策下完善供应链
体系、塑造市场声誉、构建韧性企业。

Rosie是美国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CFE）成员，也是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认证
的可持续发展专家，拥有上海交通大学MBA学位。Rosie通晓英语和俄语，目前正
在学习中文。

Rosie Haw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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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及交易市场

中国的低碳之路以及循环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主持人                  15:55 - 16:35

嘉宾                      15:35 - 15:55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全国碳市场运营中心副主任

经济学人企业组织，总监

自加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以来，张瑶先后担任市场部和研发部负责人，对试点
碳市场发展以及碳市场相关领域创新探索均具备一定经验，先后承担上海及其
它多省市课题研究以及市场开拓任务。主要课题研究包括《全国碳市场交易产品
发展路线图研究》、《全国碳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研究》、《中国七大碳交易试点市场
有效性研究》、《大连碳金融发展策略研究》、《上海碳普惠平台一期建设》等多项
课题任务。

张美玲女士（Mattie Bekink）负责经济学人企业组织的中国战略，包括项目开发和
中国各地的客户服务。她还为全球所有经济学人企业组织项目提供支持，其中包
括中国项目。

张美玲女士在公共、私营和政策部门拥有丰富的经验。在加入经济学人集团之
前，她是荷兰富布赖特委员会（Fulbright Commission）的执行主任。她还经营着
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咨询公司，为企业、大学和非营利组织的高管提供中国政
策、战略、公共事务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咨询。张美玲女士曾在世达国际律师
事务所执业，曾参与纽约大学法学院的美亚法律倡议和美国律师协会全球法治
项目，并曾任职通用汽车中国法务部。

张美玲女士拥有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学士学位和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法学博士
学位。

张瑶

张美玲 

从风险到机遇：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合规如何使企业成功或失败

嘉宾                       14:50 - 15:20

年利达律师事务所,顾问

罗世轩（Alex Roberts）律师于2012 年加入总部位于英国的年利达律师事务所并
任职至今。他此前曾在北京学习和工作（第一次去北京是在2005年）。 罗律师就跨
境商业和技术交易以及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法规提供法律服务。从医疗保健并
购和数字合作中的供应链到金融服务自动化决策中使用人工智能的道德规范，
罗律师在交易尽职调查和运营风险管理方面的法律和监管经验与投资者及其他
利益相关者对于中国及亚洲区域内可持续性及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相关
问题关注度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罗世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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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低碳之路以及循环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低碳之路以及循环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嘉宾                      15:55 - 16:35

嘉宾                      15:55 - 16:35

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 秘书长 

CDP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 中国项目副主任

蒋南青博士，前联合国环境署中国项目高级官员，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专家。曾留
学荷兰、日本、以色列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国际昆虫生态
中心研究员，国际竹藤组织高级项目官员。组织和策划了如绿色经济、可持续消
费等多个全球倡议、大型伙伴关系和公众活动在中国的落地和实施。

2018年-2020年担任中国合成树脂协会塑料循环利用分会秘书长，担任中欧环境
政策和循环经济对话合作伙伴项目专家，WWF国际专家，亚洲开发银行项目、世
界银行项目、联合国儿基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项目塑料专业专家。2019年受
中国驻WTO使团邀请参加WTO首个应对塑料污染会议，受欧盟总部邀请参加欧
盟循环经济大会和世界循环经济大会。在南方周末、人民日报海外版、China Daily
等多个报纸和杂志发表文章，并多次接受媒体央视国际台CGTN节目采访。

自2020年起，担任北京绿普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推进绿色碳普惠互联
平台构建，通过智能互联技术对个人绿色行为定量，为个人行为（绿色出行、回收
等）提供碳减排量方法学认证，与政府、商业和公益合作实现激励共赢。2020年10
月成立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并任副主任委员兼任秘书长，专注
开发供应链端减排场景碳减排、循环再生场景标准和示范项目等。 2021年7月成
立绿普惠苏州碳中和促进中心担任理事。

此外，她还担任链家公益基金会和贝壳公益基金会理事，宝洁中国可持续发展委
员会委员和宝洁全球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亚太区委员，雀巢旗下品牌Perrier全球塑
料包装创新大赛国际评委，2021年亚太可持续包装评委。

李蜚目前就职于CDP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作为中国项目副主任，他全面负责
CDP在中国的各项活动。李蜚于2017年加入CDP，长期致力于提升中国企业环境
风险意识和管理能力，探索如何通过绿色金融等手段推动中国企业可持续采购
实践以及环境友好供应链政策的制定。在加入CDP前，李蜚供职于联合国系统，
分别在国际劳工组织亚太局和中蒙局支持“绿色就业”项目；其后供职于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项目，负责赠款审批和项目管理工作。李蜚
毕业于密歇根理工大学，拥有能源与环境政策及应用资源经济双硕士学位，曾在

《Energy Strategy Reviews》等中外期刊发表多篇与可再生能源和碳排放交易相
关文章。

蒋南青博士

李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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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低碳之路以及循环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低碳之路以及循环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嘉宾                      15:55 - 16:35

嘉宾                      15:55 - 16:35

远景集团，零碳业务总经理

道兰环能, 创始人

远景智能副总裁 
道达尔远景能源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 
景旦新能源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官

上海交通大学 硕士 
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 MBA

历任： 
- 远景智能光伏业务总经理 
- 远景集团战略品牌负责人 
- 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项目总监 
- 美国某私募基金公司投资总监

刘疏桐毕业于荷兰阿姆特丹自由大学，环境与能源管理硕士，在荷兰学习与工作
9年时间。让地沟油飞项目发起人，对环保和新能源行业有极大的热情。曾经供职
于四大快递公司之一TNT的CSR部门负责电动车项目，也从事过太阳能电站项目
的开发。硕士毕业后进入世界第一家生物航空燃料供应商SkyNRG，帮助荷兰航
空KLM实现“地沟油”航空燃料飞行，作为亚洲可持续燃料供应链经历，曾经把亚
洲大批量的“地沟油”运往欧洲制作生物燃料。在发现国内地沟油问题之后决定
回国，创立MotionECO 道兰环能，专注于交通领域的节能减排。致力于把本地“地
沟油”安全回收转化成为环保生物燃料，解决食品安全的社会问题和燃料质量的
环境问题。

- 哈佛社会创新种子社区Harvard SEED fellow
- 星展银行基金会社会创业家
- UNEP 可持续挑战赛获奖方案
- 福布斯中国30under30 
- 世界气候战略加速器Climate Strategy accelerator fellow
- Shell壳牌 Makethefuture 全球能源创新伙伴
- 赢之有道全球社会创新大赛中国赛区冠军
- 阿拉善SEE基金会第六期创绿家
- 爱佑基金会创益家
- 道和绿色创业汇年度绿色创新公司
- 中国生物质能可持续认证委员会委员

孙捷

刘疏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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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供应链建设与ESG管理相融合 

嘉宾                      16:35 - 17:05

Sedex， 亚洲区执行总裁  

林垚先生拥有多年的涉及不同领域的经验，包括制造行业和国际贸易的供应链管
理，可持续与负责任供应链管理，责任商业和企业可持续发展。他对供应链中的各
方有着很强的洞察力，无论是采购商到供应商、还是跨国企业到中小型企业。林垚
先生目前负责Sedex在亚洲的业务运营，与Sedex会员和利益相关方(包括联合国
机构、政府、行业协会等)密切合作，推动责任商业在供应链端的落实与实践。近年
来，他专注于运营管理、责任商业战略、ESG和多利益相关方沟通与参与。

林垚

ESG投资原则

主持人                  17:05 - 17:45

世界经济论坛“中国及其它地区金融服务的未来”行动倡议负责人

姚凯力（Kai Keller）负责领导世界经济论坛的创新与金融稳定工作，同时也参
与论坛的全球领导力项目。他携手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探
讨由技术创新所推动的金融生态系统转型。姚凯力主要关注中国金融服务业的
未来发展。在加入世界经济论坛之前，他曾供职于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麦
格理资本（Macquarie Capital）和大和证券（Daiwa Securities）的股票交易部。目
前，姚凯力还为《连线》杂志（WIRED）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商业频道”（CNN 
Business）撰写文章。他拥有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马萨诸塞州沃尔
瑟姆市）的政治和经济学士学位，以及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Fletcher School at 
Tufts University，马萨诸塞州美德福德市）的法律和外交硕士学位。

姚凯力 

ESG投资原则

嘉宾                      17:05 - 17:45

IQ-EQ， 业务拓展董事  

高迪女士在今年初加入IQ-EQ, 负责领导大中华区的机构发展业务，包含发展基
金管理与环境、社会和企业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简称ESG）
服务。在加入IQ-EQ之前，高女士曾服务于中国农业银行与交通银行两大国有商
业银行，是位具有丰富中国业务拓展经验的银行家。高女士致力于协助客户设立
离岸基金架构并协助客户申请多个先导跨境投资计划，如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简称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MB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简称RQFII )、债券通等。高女士毕

业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主修会计与商业法），同时也是澳洲会计师
公会的成员，并拥有超过5年的税务谘询与会计服务经验。

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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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投资原则

ESG投资原则

ESG投资原则

嘉宾                      17:05 - 17:45

嘉宾                      17:05 - 17:45

嘉宾                      17:05 - 17:45

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PRI），中国区负责人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和分析业务中国区销售总监

富达国际，中国区首席投资官

罗楠自2017年10月加入PRI并担任中国区负责人。她负责与中国机构投资者及政
策制定者合作推动ESG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并协助中国机构投资者将ESG因素纳
入投资流程和决策。

在加入PRI之前，罗楠在英国驻华大使馆国际贸易部担任基础设施机构投资主管，
负责促进中国对英国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尤其是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在此之
前，她在英国使馆气候变化与能源处担任项目经理，重点负责绿色金融项目的开
发、管理和实施。在英国使馆工作期间，她曾被借调至英国国际发展部和英国绿色
投资银行，以促进部门间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协同与合作。

陆胜利先生在伦交所集团/路孚特/汤森路透/路透社工作超过27年。他曾担任多个
销售领导职务，负责欧洲和亚洲市场，其中包括：俄罗斯业务经理、中东欧地区销
售主管、伦敦中心主管、欧洲新业务主管。他目前担任中国区销售总监，在执行销
售目标和客户留存、领导销售团队、发掘新商业机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他拥有
美国杜鲁门州立大学和俄罗斯金融大学的学位。 陆胜利先生常驻上海， 已经结婚
并育有两个儿子。

领导富达国际中国WFOE投资部门，统筹管理包括基金经理、分析师、交易员、投资
运营、投资组合及风险、投资合规，以及企业关系等多个团队。

在此之前，Senan曾负责的主要项目包括：拓展富达国际在亚洲新兴市场的直接
投资渠道、为新产品和新市场搭建运营、投资和治理架构，以及负责QFII，沪港通以
及银行间债券业务的落地等。

Senan为富达成为国内首家发行在岸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外商独资资产管理公
司提供了运营侧支持，做出了重要贡献。

罗楠

陆胜利

阮劭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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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时尚和对策

可持续时尚和对策

主持人                 17:45 - 18:20

嘉宾                       17:45 - 18:20

路透社，工业和环境资深记者

古德智造，销售副总裁

孙文华先生在中国工作了 20 年，过去 11 年在北京和上海为路透社报道能源、 
气候和环境领域。

卢志宏曾任职Harman International、Moleskine、Jabra等品牌，负责中国区零
售、B2B、渠道管理及销售战略工作，目前在古德智造负责事业部销售管理工作。古
德智造致力于提供品牌商品及衍生品解决方案，通过设计创意，供应链管理以及研
发创新环保材料服务品牌客户， “创造无处不在的美好生活”是古德智造的愿景。

孙文华

卢志宏

可持续时尚和对策 

嘉宾                      17:45 - 18:20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国际教育中国区董事总经理，中国中心主任

傅潇霄女士是上海曼彻斯特大学中国中心的创始人。她管理着中国中心在中国地
区的商业战略、校友关系和合作伙伴关系。她是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常务理事及曼
大校友会副会长。2013年，傅潇霄女士被任命为曼彻斯特中国论坛特使，近年来获
得“女性领导力奖”并多次被授予省市和国家级在教育领域里有影响力的奖项。她
拥有伦敦城市大学当代文学硕士学位和曼彻斯特大学的MBA学位。曾任上海英国
商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现任教育委员会副主席。著作有《中国海外企业声誉研究-
应对一带一路多重挑战》等。

傅潇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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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时尚和对策 

嘉宾                      17:45 - 18:20

Loop Swim，联合创始人

Itee Soni是Loop Swim品牌联合创始人。 2007年，她从新德里搬到上海。Itee在新
德里的工作是为一些英国高街品牌做服装设计，如Karen Millen、Paul Smith和
Whistles。 作为印度顶级设计大学NIFT(国家时装技术学院)的荣誉毕业生，Itee专
攻女装设计、纺织面料设计和平面和体验设计。Loop的原始签名印花、泳衣设计和
面料印花设计都是出自她之手。  

2010年，Itee与Heather Kaye共同创立了FINCH Designs这个品牌。目标是颠覆时
尚行业最不利环境的几个方面: 快速时尚周期、对人类身体的负面影响、劣质服装
数量多和破坏环境的原材料。  

2019年4月，FINCH Designs更名为Loop Swim，专注于利用Repreve回收PET塑料
瓶制作生态环保泳衣。 Loop泳衣在中国生产，通过网站全球销售，同时也和一些
价值导向相同的酒店、度假村和线下精品店合作销售。 Loop Swim因其可循环利
用的特色和独特的面料印花设计而得到认可，现已成为具有环保意识的全球旅行
者的首选品牌，并在提升大众海洋塑料污染意识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Itee还爱好养生、瑜伽和灵气。通过教育中学生设计课程，她把这些与她对设计的
热爱结合了起来。

Itee Soni

可持续时尚和对策

嘉宾                      17:45 - 18:20

设计师、可持续时装专家，Zodiac Active品牌创始人

罗芬妮现居上海，过去11年来一直在香港和中国大陆工作。她曾为Only（中国）、H&M、
杰西潘尼、沃尔玛、梅西百货、探路者以及凯伦·沃克等品牌设计产品，并创立了自
己的牛仔休闲品牌Zodiac Active。该品牌专注于“慢”设计、服饰功能性和道德采
购。现在的她有了响亮的名号“劳森设计（Laws On Design）”，并且身兼数职：在德
稻教育（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授课，开设“改造升级”工作坊，新闻撰稿，提供咨询和
设计。所有这些都专注于可持续设计实践。

罗芬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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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dine Matheson is a diversified Asian-

based group with unsurpassed experience 

in the region, having been founded in China 

in 1832. We comprise a broad portfolio 

of market-leading businesses, which 

represent a combination of cash generating 

activities and long-term property assets. 

Our businesses aim to produce sustainable 

returns by providing their customers with 

high 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We are active in the fields of motor vehicles 

and related operations, property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food retailing, health 

and beauty, home furnishings,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transport services, 

restaurants, luxury hotels, financial services, 

heavy equipment, mining and agribusiness.

  

怡和集團於一八三二年在中國成立，是一家

業務主要集中於亞洲並擁有豐富經驗的多元

化企業。集團業務廣泛，涵蓋具穩健現金

回報的業務及長期的地產項目，在市場上

擁有卓越的領導地位。集團向顧客提供優質

的產品及服務，致力締造持續的回報收益。

  

集團積極發展汽車及相關業務、物業投資及

發展、食品零售、美容健康產品、家居用品、

工程及建築、運輸服務、餐飲、豪華酒店、

金融服務、重型機械、採礦及農業。

www.jardi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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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Name

Alternative names for 'The 
Sustainability Group'. It can be 
applied to the core working 
group or wider network

Current

• Responsible Design

• Responsible Design Network

• Responsible Design Council

• Responsible Design Group

• Conscious Design Collective

• Conscious Collective

• Wellbeing Group

• Wellbeing Panel

• Wellbeing Collective

Revised A

Revised B

Designing for the wellbeing of people, places and the planet

Designing for the wellbeing of people, places and the planet

SHANGHAI PUTUO TAOPU PARK AREA

XIONGDONG URBAN DESIGN



Find out more at
controlrisks.com

Control Risks helps you solve the 
challenges and crises that arise when 
converting ESG risk into opportunity.

Your ESG risks are dynamic.
So are we.So are we.

https://www.controlrisks.com/our-services/creating-a-resilient-organisation/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consulting
https://www.controlrisks.com/our-services/creating-a-resilient-organisation/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consulting


Find out more
www.iqeq.com/esg

For any information on the regulatory status of IQ-EQ companies, 
visit, www.iqeq.com/legal-and-complinace

 

Actionable intelligence for 
ESG compliant investing

Justin Partington
E justin.partington@iqe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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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 Stickler
E alex.stickler@iqeq.com

Emmanuelle Dotez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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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team

ESG 
Health Check

An ESG analysis that 
enables manager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ir 
position on the ESG 

spectrum

ESG Reputational 
Assessment

Comprehensive ESG 
reputational reports 
on funds, portfolio 

companies and their 
leadership teams

ESG 
Foundations

ESG policies, 
frameworks and 

procedures

ESG 
Reporting

ESG data compilation 
and ESG and impact 
performance reports

Diagnostic phase Set-up phase Reporting phase

IQ-EQ has developed an integrated service offering that incorporates client insights, sector 
expertise and a powerful technology platform to simplify ESG compliance and help build 
sustainable value and reputational resilience.

We work with you to create an integrated ESG strategy tailored to your requirements.



实力
我们以各类主要的 

金融服务公司 
设立于此为豪 

经验
拥有种类广泛的产品
和服务，60年来一直

走在全球金融前沿

监管
我们强大且备受重视的监
管框架使得我们与其他国

际金融中心区别开来

泽西：专注于ESG投资的 
国际金融中心

支持中国投资者
亚洲与泽西岛的关系历来稳固，泽西岛一直担当着亚洲投资者进入英国的投资
渠道。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将目光投向另类投资，并考虑到泽西目前为超过
5000亿美元的基金资产提供服务，在这一领域具有优势地位，亚洲的基金经
理自然而然地转向泽西寻求专家支持。
投资者希望在他们的所在地看到明确的政策，有力的监管和良好的基础管理。
泽西岛完全满足这些需求。

聚焦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金融已成为近些年来的战略重点，而新冠疫情的影响使得ESG理念得到
了更加密切地关注。 
泽西多年来一直支持ESG投资，此时对ESG投资的重新关注意味着其对中国投
资者更具吸引力。
为了巩固这一优势，今年泽西金融推出了一项新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
将泽西岛定位为领先的可持续金融中心。 

关于泽西 
60多年来 ，可靠性、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细致全面的法律基础建设，
使得泽西岛一直处于全球金融领域前沿。 
中国的投资者可以打消疑虑，在抓住ESG投资机遇的同时，还可以依靠泽西对
于该事务的承诺实现其战略意图。
在我们的网站上订阅可持续金融博客，以了解更多关于泽西岛作为可持续金融
中心的愿景。

有关泽西岛的世界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更多信息，请联系:

Maria McDermott 
业务拓展 
- 亚洲，泽西金融

广告

jerseyfinance.jejersey@jerseyfinance.je  +86 (21) 6062 27170

与 会 员 和 主 要 利 益 相 关 者 一 道 拥 护 全 球 金 融

近几年来ESG投资在各个市场中的勃然兴起已然成为一种行业特征， 

预计ESG投资的全球资产规模将在2034年达到150万亿美元。根据
研究表明，亚洲投资者正在顺应这一趋势，对于像泽西岛这样可以提
供专业ESG投资服务的金融中心具有海量需求。

了解更多：jerseyfinance.je

扫描二维码在微信 
联系Maria或在领英 
联系: Jsy.fi/maria

/company/jersey-finance



Advancing Sustainability 
to Save our Planet and Business

践行ESG理念，
助力可持续发展
To drive sustainable change in the marketplace and within the firm, we 
set up the ESG and IMPACT committee to oversee and steer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s of ESG in China and stay aligned 
with our global initiative, KPMG IMPACT. We will focus on building trust 
and delivering growth with purpose— bringing the best of KPMG to 
help our clients so all our communities can thrive and prosper.

为了推动市场和公司内部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变革，毕马威中国成立了
ESG及IMPACT委员会，负责监督和指导公司ESG的战略发展和运营，并
与其全球影响力计划保持一致。毕马威承诺增加共融性和多元性，推动客
户和利益相关者的可持续增长。

KPMG China Official Website: https://home.kpmg/cn/en/home.html  
毕马威中国官网 : https://home.kpmg/cn/zh/home.html
KPMG IMPACT官网 KPMG IMPACT Website : 
https://home.kpmg/xx/en/home/insights/2020/06/kpmg-impact.html

毕马威中国微信公众号
KPMG China WeChat Account

毕马威“影响力计划”       
KPMG Our Impact Plan

毕马威中国2020年ESG报告
KPMG China ESG Report



罗世轩 Alex Roberts
顾问，上海
年利达
电话：+86 21 2891 1842
alex.roberts@linklaters.com

刘坚中 Eric Liu
管理合伙人，上海

昭胜律师事务所

电话：+86 21 2891 1841
eric.liu@linklaterszs.com

纪晓晖 Xiaohui Ji

合伙人，北京
年利达
电话：+86 10 6535 0621
xiaohui.ji@linklaters.com

潘晓玲 Colette Pan

合伙人，上海
昭胜律师事务所
电话：+86 21 2891 1868
colette.pan@linklaterszs.com

廖振璋 Chin-Chong Liew

合伙人，香港特区
年利达
电话：+852 2842 4857
chin-chong.liew@linklaters.com

丁熳珊 Amy Ding

资深律师，上海
昭胜律师事务所
电话：+86 21 2891 1970
amy.ding@linklaterszs.com

年利达的ESG团队对市场监管和政策驱动因素有着深入的了解，丰富的

业务经验涉及诸多行业和应用情景。全局观视野，业务领域涵盖包括气
候变化和资源效率、人权和社区参与、反贿赂和腐败、透明度和披露、
产品治理和风险管理在内的不同方面。

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

业务介绍：我们的ESG业务（英文）

博客：可持续的未来（英文）

媒体资源汇总：和ESG团队的对话（英文）

近期出版物摘选：2021 ESG法律展望（英文）
《亚太地区可再生能源观察报告2021年版（中文版）》

助您领先的信息资源

无缝支持的业务团队

© 年利达律师事务所，保留所有权利，2021年

年利达有限责任合伙律师事务所（Linklaters LLP）是一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注册的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注册号码：OC326345。年利达有限责任合伙律师事务所已获英国律师监管局（Solicitors 
Regulation Authority）的授权并接受其监管。“合伙人”一词用于年利达有限责任合伙律师事务所时，指年利达有限责任合伙律师事务所的成员（member)，或指年利达有限责任合伙律师事务

所或其任何一家附属律师事务所或实体的具有相应地位和资质的雇员或者顾问。年利达有限责任合伙律师事务所的成员以及视同其合伙人的非成员均为律师、注册外国律师或欧洲律师，具体名单
及他们的专业资格可以在年利达有限责任合伙律师事务所位于One Silk Street, London EC2Y 8HQ, England的注册办事处或年利达有限责任合伙律师事务所网址www.linklaters.com查询。请登入
www.linklaters.com/regulation了解我们在监管状况方面的重要资讯。

上海昭胜律师事务所（“昭胜”）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法律成立的合伙企业，持有从事中国法律执业及提供中国法律服务的许可。昭胜与英国年利达律师事务所进行联营，是包括
年利达有限责任合伙律师事务所（Linklaters LLP）及其各附属律师事务所在内的全球性网络的一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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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admin@britchamshanghai.cn
+86 21 6218 5022

官方网站
britishchambershanghai.cn

关注我们

Let’s make our future 
together!

https://www.britishchambershanghai.cn/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the-british-chamber-of-commerce-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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