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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时代新视野

2022年9月7日 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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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英国商会第二届
可持续发展与 ESG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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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议程
2022年9月7日 周三
08:30 - 17:00

08:30 - 09:00          上午场： 签到注册、社交

09:00 - 09:10          欢迎辞

09:10 - 09:25          视频发言

09:25 - 09:40          主旨演讲

09:40 - 09:55           主旨演讲

09:55 - 10:10         主旨演讲

常启德 Siddharth Chatterjee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

万江
上海英国商会副主席

胡克定
英国驻沪总领事

郭建利
上海市发改委环资处处长

吕卫民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副总裁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

         嘉宾

         嘉宾

         嘉宾

嘉宾

钟晓扬
普华永道中国ESG战略和运营
咨询主管合伙人

10:10 - 10:25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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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议程
10:25 - 11:25          主旨演讲: ESG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钱于军
瑞银集团中国区总裁
瑞银证券董事长

李坤龙
路特斯科技CFO
路特斯ESG委员会委员、
执行副主席

         嘉宾

11:30 - 12:10          专题讨论： 从ESG维度探讨资产管理以及投资者心目中理想的ESG表现  

Maria McDermott
泽西金融中国首席代表

Debbie Lee
Apex China 总经理

Tony Wang
Nordic Match诺迈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合伙人

朱星宸
富达（上海）公募基金股票
研究副总监

主持人

嘉宾

王春文
英国豪迈集团亚太区总裁
兼董事长

12:10  上午场结束

13:15 - 13:30          下午场： 签到注册、社交

13:30 - 14:30          专题讨论： ESG 披露 — 从 TCFD 到 ISSB

高瑞 Rhys Gordon-Jones
英国驻华使馆参赞（金融与专业服务）

（线上）

李睿
Impax资产管理公司，亚太
区可持续投资及环境、社会
和治理总监（线上）

朱聆
CDP 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
心，中国办公室，资本市场
业务负责人

涂鉴彧 
妙盈科技，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谢文泓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中国区总经理

         主持人

嘉宾

14:35 - 14:55          主旨演讲: 行业领先的ESG实践分享

寇维维
联合利华北亚区
可持续发展总监

         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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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 - 16:10          主旨演讲: 中国企业面临供应链ESG合规挑战

杨志鹏
大成Dentons全球ESG领导委员会委员，
大成Dentons全球环境法领导团队成员

         嘉宾

14:55 - 15:35          专题讨论： 新能源，净零能耗的未来

雷熙文
上海无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董事/首席财务官/首席发展官

Federico Di Credico
ACT集团亚太区董事总经
理， IETA（国际排放交易协
会）董事会成员（线上）

冯斌
上海国际首席技术官学院特
聘实践教授；
曼彻斯特大学中国中心MBA
校外导师；
钱伯斯一等能源环境律所阳
光时代高级顾问；
欧洲GREENMORROW基金
高级顾问

孙冰博士
碳启城 创始人兼CEO；
复旦大学城市环境管理研究中心
特聘研究员；
碳中和数智实验室主任

主持人

        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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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宾

15:35 - 15:50          茶歇

16:10 - 16:50          专题讨论： ESG价值链协作

钟晓扬
普华永道中国，
ESG战略和运营咨询主管合伙人

周影衍
丝芙兰
大中华区首席运营官

张志强
奥雅纳
中国内地负责人

桂萱
CDP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
企业合作与供应链项目主管

         主持人

        嘉宾

16:50 - 16:55          结语

秦洁
上海英国商会执行委员会委
员；普华永道上海政府事务
主管合伙人

James Dunn
上海英国商会执行会长

（线上）

*上海英国商会有权更改上述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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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
大会主持人（上午场）

开幕致辞

上海北欧创新可持续中心合作伙伴关系开发负责人

上海英国商会副主席

普华永道中国ESG战略和运营咨询主管合伙人

海迪（Heidi Berg）是挪威人，对可持续发展和ESG充满热情。在过去的12年里，海迪曾在非洲从事
影响力投资工作， 在南亚从事普惠金融工作，以及在中国的可持续纺织品公司工作。目前，海迪
担任上海北欧创新可持续中心合作伙伴关系开发负责人。上海北欧创新可持续中心是一个位于
虹桥的低碳排放发展项目。海迪也是中国挪威商会副主席。海迪是GRI认证的可持续发展专业人
士，她拥有挪威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和圣加仑大学联合培养的国际管理硕士学位。

万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公司主管，他拥有丰富的工业和汽车行业背景，过去20多年间为全球领先
公司服务，包括JD Power、Danaher、Stanley Black & Decker和Smiths Group。

万江和他的家人在北京长大，在上海生活了12年。他现在担任上海英国商会副主席。

万江的领导哲学是“做大事的唯一方法就是带着别人一起走”。他的领导风格、丰富的行业背景以
及广泛的全球和中国本土网络将为上海英国商会及其会员带来巨大的价值。

钟晓扬先生是普华永道中国ESG可持续战略与运营主管合伙人，主要负责实体行业的可持续发
展战略和业务运营，尤其是在可持续价值链方面。同时，还兼任普华永道ESG业务中国/香港的
COO；他曾经还在普华永道中国/香港战略咨询部担任业务运营和供应链管理业务的主管合伙
人，在零售消费市场、汽车、房地产、公用事业和可再生能源、高科技、航空航天以及私募股权投资
相关行业拥有丰富的经验。

Heidi Berg

万江

钟晓扬

开幕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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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                      09:10 - 09:25

嘉宾                      09:40 - 09:55

嘉宾                      09:25 – 09:40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

上海市发改委环资处处长

英国驻沪总领事

常启德于2021 年1 月16 日就任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并于2021 年4 月14 日向中国国家主席递交委
任书。驻华协调员是联合国发展系统在华的最高级别代表。

常启德先生在国际合作、可持续发展、人道主义协调以及和平与安全领域拥有超过25年的工作经
验。在履新联合国驻华协调员之前，他是联合国驻肯尼亚协调员。此前，他还曾先后出任过多个联
合国领导层职位，包括联合国开发署和人口基金驻肯尼亚代表、联合国项目事务署中东和欧洲区
域代表，以及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办公室主任。

他还曾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印度尼西亚、索马里、南苏丹和苏丹办事处担任领导职务，并参与了
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的维和工作。常启德还曾在瑞士就职于红十字会与红新月
会国际联合会，担任首席外联官和资源动员部门负责人。

他发表过三次TEDx 演讲，经常在各类期刊上就人道主义和发展议题发表文章，其中包括《新闻周
刊》、《洛杉矶时报》、《国会山报》、路透社、《赫芬顿邮报》、《福布斯》、CNBC 非洲、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半岛电视台、《卫报》，以及一些主流中文期刊。

常启德拥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政策硕士学位和印度国防学院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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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启德 Siddharth Chatterjee

郭建利

胡克定

嘉宾简介

联合国视频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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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动ESG赋能非标要素交易市场高质量发展

ESG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嘉宾                      09:55 – 10:10

嘉宾                      10:25 - 10:45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副总裁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

路特斯科技CFO， 路特斯ESG委员会委员、执行副主席

吕卫民先生出生于1976年，大学学历，工学双学士，历任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央企交易
总部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

李坤龙先生在境内外资本市场拥有丰富的从业经历。在加入路特斯前，李坤龙先生自 2011 年起
担任中信里昂证券资本市场主管、董事总经理，自 2019 年起担任富瑞金融集团中国策略师。他曾
在菲亚特集团工作5年，主要从事战略营销、产品开发、销售渠道开发、品牌建设和合伙人发展等
工作。

吕卫民

李坤龙

ESG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嘉宾                      10:45 - 11:05

瑞银集团中国区总裁及瑞银证券董事长

钱于军博士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伦敦加入洛希尔投资银行集团，开始投行职业生涯。

1994-2013年在香港工作18年，先后于洛希尔、瑞银、德银和花旗等顶级金融机构亚太区和中国
区任高管。2013年起常驻上海，2015年重返瑞银，任集团中国区总裁。2017年任集团中国战略委
员会主席，同年底出任瑞银证券总经理，2019年10月任瑞银证券董事长，2022年7月起兼任集团
中国区总裁，全面负责集团投资银行、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各主要在华业务的战略规划和执行。

钱博士在国内外银行业拥有逾25年的从业经验，在投资银行、企业银行和财富管理领域经验丰
富。在职业生涯中，钱博士主导了无数个国内外收购兼并顾问和资本市场融资项目，涉及的总交
易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包括许多获奖的标杆性交易，服务客户包括世界500强跨国企业，中国
最领先的国有和民营企业以及高净值和超高净值客户等等。钱博士成功入选2015年浦东“百人
计划专家”，2017年入选年度浦东十大经济人物和陆家嘴十大金融之星，2019年入选上海市领
军金才，2020年4月当选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监事。

钱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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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嘉宾                      11:05 - 11:25 

英国豪迈集团亚太区总裁兼董事长

成立于1894年，英国豪迈集团是一家致力于生命安全技术的全球性集团，是英国富时100指数成分
股之一。英国豪迈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关键问题，从水资源短缺到食品
安全。旗下子公司分为三大事业部：安全、 环境与分析、医疗健康。

被英国豪迈“每一天都致力于为每个人创造一个 更安全、更清洁、更健康的未来”的企业宗旨以及
豪迈独特的商业模式吸引，王春文先生于2020年加入英国豪迈集团，任职全球分事业部首席执行
官，担任豪迈全球分事业部旗下多家跨国子公司董事会主席。2022年1月起，他被任命为英国豪迈
亚太区总裁兼董事长，负责发展在华的三十余家子公司，以及领导一支并购团队，挖掘在豪迈经营
的安全、环境与医疗健康三个领域内的并购机遇，开展在华并购。

加入豪迈之前，他拥有丰富的跨国公司及初创企业高管履历，曾任职于通用电气、霍尼韦尔、甲骨
文及惠普等多家世界500强公司，行业横跨IT、科技、工业、医疗等。

从ESG维度探讨资产管理以及投资者心目中理想的ESG表现

主持人                   11:30 - 12:10

泽西金融中国首席代表

Maria 是泽西金融亚洲市场的业务发展主管。该公司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旨在促进泽西岛作为国
际金融中心的使用。

Maria 在金融行业有超过20年的工作经验，在投资基金、私人财富、证券交易所上市、合规、风险管
理和项目管理方面经验丰富。 她还曾为在欧洲和亚洲的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承担过董事会秘
书、治理和上市后的合规工作。

Maria McDermott

从ESG维度探讨资产管理以及投资者心目中理想的ESG表现

嘉宾                      11:30 - 12:10

Apex Group 中国区负责人

Debbie于2020年加入Apex，并为我们带来了金融行业超过20年的经验。 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她曾
在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TMF集团等专业服务机构在香港、上海和北京等多个城市担任过高级职
位。 她的职业生涯始于毕马威香港，并于2007年分配到上海到现在。 她在中国担任过十多年的顾
问职务。作为我们的中国区负责人，Debbie带领服务团队为资产管理公司、企业、家族办公室等客
户提供服务并专注于私募股权，房地产，风险投资和对冲基金等方面。

Debbie Lee

王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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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                      11:30 - 12:10

ESG 披露 — 从 TCFD 到 ISSB

主持人                   13:30 - 14:30

英国驻华使馆金融与专业服务参赞（线上）

高瑞先生自2020 年7 月被任命为英国驻华大使馆参赞（金融与专业服务）。他于2018 年6 月加入
使馆并担任一等秘书（金融政策），现在负责大使馆所有金融与专业服务领域相关工作，包括英国
贸易部，金融政策，金融服务繁荣基金以及英国国际气候基金旗下中国绿色金融项目项下的商业
关系。在之前工作中，高瑞先生负责使馆与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是中英经济财金对话在金
融服务领域的牵头代表，他也将继续负责这些领域。来中国之前，高瑞在英国财政部任职五年，任
职期间曾担任金融贸易和投资主管以及部长私人办公室秘书。同时，他也曾是英国财政部在G20 
绿色金融研究小组的代表，提出和领导了英国财政部绿色金融战略。更早之前，高瑞在英国金融
服务监管机构工作。

Rhys Gordon-Jones

从ESG维度探讨资产管理以及投资者心目中理想的ESG表现

从ESG维度探讨资产管理以及投资者心目中理想的ESG表现

嘉宾                      11:30 - 12:10

Nordic Match诺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

富达（上海）公募基金股票研究副总监

Tony Wang是Nordic Match诺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合伙人，Nordic Match是一家专注于中国-
北欧并购和融资交易的金融顾问公司。Nordic Match主要服务于这两个地区的蓝筹股上市公司、
私募基金和家族办公室。Tony是瑞典人，也是瑞典商会和丹麦商会的董事会成员。

朱星宸是富达（上海）公募基金股票研究副总监。负责权益团队投研能力建设，包括股票基本面研
究与ESG融合的本土化落地。

朱星宸于2016年加入富达国际，最初四年在富达（悉尼）担任澳股研究员并覆盖多个行业，包括基
础设施、消费和建材板块。在全球领先的养老基金市场深刻积累前沿可持续投资理念。

朱星宸毕业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并获得工程学与商业学双学士学位。 他拥有美国特许金融分
析师(CFA)资格，也是上海CFA协会会员。

Tony Wang

朱星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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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披露 — 从 TCFD 到 ISSB

ESG 披露 — 从 TCFD 到 ISSB

嘉宾                      13:30 - 14:30

嘉宾                      13:30 - 14:30

Impax资产管理公司，亚太区可持续投资及环境、社会和治理总监（线上）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中国区总经理

李睿于2022年加入Impax资产管理公司。李女士的主要工作是负责Impax在亚太地区有关可持续
投资及环境、社会和治理相关议题的研究及倡议。她与我们在亚太地区的被投和目标公司保持有
效、频繁的沟通，解答外界有关可持续投资及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问题。李女士同时也参与构
建Impax可持续投资研究方法论及投资策略的制定。

在加入Impax之前，李女士曾任亚洲公司治理协会中国区研究及项目总监。她常年关注中国市场的
公司治理发展，参与撰写并出版了五份有关亚洲公司治理研究的报告，包括于2018年发布的中国
公司治理报告《治理在觉醒：中国公司治理进化史》。 除了研究工作，李睿还会参与协会的倡议和教
育工作。她是协会的主要讲者之一，曾在世界各地向协会会员发表研究成果。另外，她还曾在上海
交易所、深圳交易所、 深圳市投资基金同业公会及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发表讲话。她也是协会在2017
年与中国证监会下属机构在天津联合主办的 “2017年中国责任投资论坛“的主要组织者。 李女士
现在担任协会的特别顾问，也是协会中国工作小组的主席。李女士同时也是国际公司治理网络金
融资本市场委员会、亚洲金融女性工作者组织环境、社会及治理委员会和财新中国ESG30人论坛
的成员。

谢文泓是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的中国区总经理，负责领导CBI在中国项目和业务的管理和开
发。CBI是全球唯一致力于调动100万亿美元的债券市场以应对环境和气候问题的、聚焦于投资者
的非营利机构。除负责研究、标准开发和与政府部门、多边机构、核查机构、承销商和机构投资者的
协调外，谢文泓也会为包括银行、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和私营企业在内的债券发行人提供绿色债券
发行和认证方面的相关建议。

在加入CBI之前，谢文泓曾在清华金融与发展中心担任经济分析师，并在国际金融公司任短期顾
问。此外，他还曾在多家智库和非政府机构从事环境和国际发展方面的工作。谢文泓拥有斯坦福大
学国际政策研究硕士学位。

Nana Li

谢文泓

嘉宾简介

ESG 披露 — 从 TCFD 到 ISSB

嘉宾                      13:30 - 14:30

妙盈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涂鉴彧先生拥有斯坦福大学MBA，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硕士学位，及美国普渡大学经济
与数学学士学位，2018年荣登福布斯亚洲30 Under 30精英榜。

涂鉴彧在金融领域具备丰富的工作和管理经验，曾任职于香港渣打银行，也曾在世界各地的明星
创业公司领衔中国区业务的开发与管理，如硅谷独角兽Robinhood，香港独角兽我来贷（WeLab）
等。2017年创办妙盈科技，致力于解决金融机构、企业以及政府面临的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碳中
和以及社会责任方面的挑战，促进绿色金融的底层数据基础构建。

涂鉴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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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净零能耗的未来

ESG 披露 — 从 TCFD 到 ISSB

嘉宾                      14:55 - 15:35

嘉宾                      13:30 -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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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P 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中国办公室，资本市场业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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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聆先生主管CDP中国办公室的资本市场业务，负责港澳台及中国大陆的事务。朱聆先生在可
持续金融领域有多年的实务和研究经历，曾就职于国家开发银行，英国政府驻华金融服务部门
等机构。朱聆于复旦大学环境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毕业，研究方向为低碳经济，曾参与世界自然
基金WWF“上海2050年低碳发展路线图”项目，发表《上海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解析》、《基
于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资产证券化分析》等论文。

傅潇霄

朱聆

行业领先的ESG实践分享

嘉宾                      14:35 - 14:55

联合利华北亚区可持续发展总监

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可持续发展领导力硕士专业和英国卡迪夫大学管理学硕士专业，于2007年
在欧盟碳交易中心伦敦加入绿色金融行业，是中国最早从事该行业的专业人士之一。

她先后在多家知名碳资产管理公司担任交易部总监、碳金融总监、业务副总裁、执行董事等职
务，曾协助多个大型客户完成中欧间的碳交易。她的专业领域包括碳金融、自然资产价值评估、
影响力投资、企业ESG评级等。

寇女士于2018年加入蚂蚁集团，先后担任天津排放权交易所CEO（蚂蚁集团被投公司）、支付宝
绿色创新业务总监等职位，致力于推动数字科技在可持续发展领域中的应用。2021年底加入联
合利华，负责北亚区可持续发展工作。

寇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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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净零能耗的未来

主持人                   14:55 - 15:35

上海无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董事/首席财务官/首席发展官

雷先生在中国、香港特区及英国具有近25年的企业融资及政府关系的实践经验。他是上海股权协
会成员，上海国际股权协会会员，上海市开发区金融服务中心创始会员，以及上海市政府企业改
制上市辅导专家。

雷先生的职业生涯始于诺基亚（英国)的产品经理。在他的带领下，诺基亚设计了为中国市场生产
的手机。雷先生曾担任金杜律师事务所的行政合伙人兼副首席运营官，全面负责金杜的公司运营
管理。在加入金杜前，雷先生曾任普华永道大中华区首席业务发展官兼资本市场董事总经理，后
于2004年曾出任法国巴黎银行副总裁，负责投资银行业务。

雷先生获英国伦敦大学皇家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硕士(MBA)，英国曼街斯特大学商学院的国际经
济学硕士学位。

雷熙文

新能源，净零能耗的未来

嘉宾                      14:55 - 15:35

ACT集团亚太区董事总经理（线上）

Federico于2012年加入ACT，在此之前他在意大利担任过可再生能源分析师，并在伦敦担任过大
宗商品衍生品经纪人。他最初负责公司南欧的事务，随后逐渐扩展到负责集团所有的新业务开
发。2017年3月，他成为ACT Financial Solutions的董事总经理，负责督导所有的碳证书相关的交
易活动，并且获得荷兰金融管理局的投资公司许可证。在Federico的领导下，公司的发展也一直
遵循拓展环境商品多样性的目标。为了帮助公司的进一步扩张，Federico以亚太区董事总经理的
身份重新加入ACT集团，并搬迁到新加坡，负责ACT在亚太地区的整体事务，以更好的辅助新老客
户在亚太区域内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目标。 Federico也是IETA（国际排放交易协会）董事会成员之
一。

Federico Di Credico

新能源，净零能耗的未来

嘉宾                      14:55 - 15:35

上海国际首席技术官学院特聘实践教授、 曼彻斯特大学中国中心MBA校外导、
师钱伯斯一等能源环境律所阳光时代高级顾问、 欧洲GREENMORROW基金高级顾问

冯斌曾任世界500强央企旗下投资机构总经理，操盘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投资。2007年获欧盟资助
作为首批中国经理人先后在英法意比学习。专著合著三册，获2019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美国埃
默里大学硕士，2008年获评正高级经济师。

冯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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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价值链协作

主持人                   16:10 - 16:50

普华永道中国ESG战略和运营咨询主管合伙人

钟晓扬先生是普华永道中国ESG可持续战略与运营主管合伙人，主要负责实体行业的可持续发
展战略和业务运营，尤其是在可持续价值链方面。同时，还兼任普华永道ESG业务中国/香港的
COO；他曾经还在普华永道中国/香港战略咨询部担任业务运营和供应链管理业务的主管合伙
人，在零售消费市场、汽车、房地产、公用事业和可再生能源、高科技、航空航天以及私募股权投资
相关行业拥有丰富的经验。

钟晓扬

嘉宾简介

新能源，净零能耗的未来

嘉宾                      14:55 - 15:35

碳启城创始人兼CEO
复旦大学城市环境管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碳中和数智实验室主任

孙冰拥有曼彻斯特大学规划与环境管理博士学位，是碳中和数智实验室主任，兼任复旦大学特聘研
究员。他在低碳规划与治理领域拥有10多年从业经验，是一家碳中和科技公司CEO。他在国际权威
期刊（Cities, EPM等）发表多篇科研成果，拥有知识产权 30 多项。 

孙冰博士

中国企业面临供应链ESG合规挑战

嘉宾                      15:50 - 16:10

大成Dentons全球ESG领导委员会委员，
大成Dentons全球环境法领导团队成员

杨律师现任大成Dentons全球ESG领导委员会委员，及大成Dentons全球环境法领导团队成员。
加入大成Dentons之前，杨律师曾就职在全球500强企业及国内外知名律所，持有中国与美国纽
约律师资格。

杨律师熟悉具有环境影响的并购及投资项目，协助企业处理投资并购中的纠纷，在并购投资的初
期发现并解决潜在纠纷及违规风险。若希望了解更多ESG服务，请访问ESG: 全球解决方案。

杨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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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                      16:10 - 16:50

嘉宾                      16:10 - 16:50

嘉宾简介

嘉宾                      16:10 - 16:50

丝芙兰大中华区首席运营官

周影衍女士在中国和亚太地区拥有二十余年丰富的公司运营管理经验，包括财务和会计、供应
链、采购和法务等职能部门，涉及行业包括零售、工业、奢侈品和快速消费品等。 

周影衍女士自2004年起加入路威酩轩集团，她凭借行业专业知识、敏锐的商业洞察及零售运营经
验，曾先后担任路威酩轩集团香水化妆品中国区财务及运营高级副总裁，路威酩轩基金投资公司
旗下Ku De Ta集团首席财务官。于2018年加入并担任路威酩轩集团旗下丝芙兰大中华区首席运
营官。

周影衍
ESG价值链协作

奥雅纳中国内地负责人

张志强先生于2001年加入奥雅纳香港公司，拥有丰富的设计和管理经验，现为奥雅纳董事、中国
内地负责人。

张志强先生在奥雅纳期间作为项目董事，他参与设计和完成了众多大型复杂综合体项目，包括上
海徐家汇中心、上海虹桥天地、杭州恒隆广场、重庆来福士广场和重庆陆海国际广场等知名项目。

张志强
ESG价值链协作

CDP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企业合作与供应链项目主管

环境与能源管理专业，负责CDP大陆及港澳企业合作及供应链优秀实践推广。对接以上市公司和
品牌机构为主的利益相关方，提升中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透明度，加强供应链可持续发展韧性。
为不同行业多家企业提供供应链管理提升规划、环境信息披露及管理培训，帮助企业构建可持续
的供应链管理体系。具备多年国内外碳减排及碳市场工作经验。为包含发电、化工、钢铁、水泥、食
品等多行业多企业进行过碳排放数据盘查及核查；为企业提供排放诊断及解决方案，包括开发能
源及碳数据系统以及能源及碳管理方案；开发了包含风电、光伏、煤层气、森林碳汇等类型减排及
碳汇项目；为国家级低碳工业园区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及项目实施规划；以及其他政府低碳创
新方案及低碳产品标准编制等。

桂萱
ESG价值链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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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年利达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

罗世轩（Alex Roberts ）自2012年以来一直服务于总部位于英国的年利达律师事务所（Linklaters 
LLP）。此前他曾于2005年在北京学习和工作。自来到上海后，罗世轩就一直参与商会工作，热衷
于通过其法律专业知识和人脉网络推动英国和国际商业机会在中国的发展。罗世轩参与组织多
次知识分享活动，并为所有利益攸关方推动中英对话贡献宝贵经验。

罗世轩 Alex Roberts
大会主持人（下午场）

上海英国商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普华永道 上海政府事务主管合伙人

秦洁先生负责管理普华永道上海和中部地区政府事务，协调政府服务和政府关系。秦先生毕业于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在行业内拥有超过20年的专业服务经验。秦先生曾经在纽约生活和工作。

秦先生专注于成为上海和华中区域政府和国有企业全方位的智库伙伴，主持和参与了多个大型
服务项目，包括咨询、审计及财务顾问等。秦洁先生在战略、管理、财务咨询、以及审计和财务顾问
有丰富的经验。秦先生精通会计、审计并熟悉各国资本市场。他帮助许多企业完成多个高难度的
资本市场交易，包括IPO和并购重组。

秦先生是中国注册会计师，也是四川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常任理事。

秦洁
结语

上海英国商会执行会长（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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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Dunn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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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商与合作伙伴

赞助商 
与合作伙伴

战略合作伙伴 学术支持

企业赞助 企业赞助

创意伙伴 同传合作

http://www.uom.ac.cn/
https://www.jerseyfinance.je/
https://www.jwdkpartners.com/
https://www.hicom-asia.com/
https://www.hicom-asia.com/
https://www.hicom-asia.com/
https://www.dentons.com/en/
https://www.pwccn.com/


The New Equation

Scan below QR codes to learn more about PwC ESG services.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is more than ticking boxes. It’s about making a difference -

for your business and our world. Creating sustained outcomes 

that drive value and fuel growth, whilst strengthening our 

environment and societies.

Turn ESG theory into action

知行合一，止于至善

WeChat Column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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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我们
admin@britchamshanghai.cn
+86 21 6218 5022

官方网站
britishchambershanghai.cn

关注我们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insights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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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