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 FCPAE 欧洲论坛

2010年11月12-13日，哥本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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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研讨会，英文
丹麦外交部礼堂

13:30 to 14:00, 注册

14:00 to 14:10, FCPAE主席致辞

14:10 to 14:40, 中国驻丹大使，
                丹麦科技部代表,
                丹麦外交部代表致辞

14:40 to 15:15, 主题演讲

15:15 to 15:30, 休息 

15:30 to 16:00, 圆桌讨论 1: 
                中欧公司文化和人才战略

16:00 to 16:30, 圆桌讨论 2:
                中欧人才交流与合作

16:30 to 17:00, 结束致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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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开幕致词

主题演讲

第一轮圆桌讨论

第二轮圆桌讨论

 ・     吉健康

  ・     吉健康 
 ・     王海蒂

 

・  Verner Worm
・  李平

・   Carsten Boyer Thøgersen（主持人） 
・   蓝洋 
・　  周克明
・　  Henrik Anker Olesen
・　  Philip Graff

・　  Flemming Ytzen（主持人）        
・　  Hans Gregersen
・　  Lars Christian Lassen
・　  朱卫星
・　  Bob Lee 

主持人 

・　王海蒂，哥本哈根市议员，丹麦华人议员

演讲主题，中欧公司人才战略

      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　Verner Worm 教授，中文流利，哥本哈根孔夫子学院院长

     英国Trust杂志编辑
・　李平教授，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

演讲主题，中国跨国公司在欧洲的人才管理

开幕致词 ,  吉健康

・　吉健康博士，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顾问，前任秘书长，2010年
FCPAE轮值主席



研讨主题，中欧公司文化和人才战略  

・　蓝洋，华为丹麦国家经理

研讨主题，中欧公司文化和人才战略

・　周克明，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国科协海智计划高级专家、
中英科技与贸易协会副理事长、全欧华人专业协会联合会理事、成

都海外交流协会副理事长、英国四川同乡会会长、英国奥科斯国际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　Henrik Anker Olesen，IBM北欧销售主管，中文流利 

研讨主题，中欧公司文化和人才战略  

研讨主题，中欧公司文化和人才战略

・　Carsten Boyer Thøgersen， 丹麦驻上海前总领事，现任丹麦外
交部中国部门负责人

开幕致词

主题演讲

第一轮圆桌讨论

第二轮圆桌讨论

 ・     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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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ner W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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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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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ip Graff

・　  Flemming Ytzen（主持人）        
・　  Hans Gregersen 
・　  Lars Christian Lassen
・　  朱卫星
・　  Bob Lee 

主持人



研讨主题，中欧人才交流与合作

研讨主题，中欧人才交流与合作

              ・　Flemming Ytzen记者，中国专家，研究中国
30年，发表过数十本中国方面的著作，丹麦主流报纸政治
家的专栏撰稿人

              ・　Hans Gregersen教授，丹麦奥胡思大学学术
委员会董事，美国Gastrointestinal and Liver 
Physiology杂志董事，中丹教育科研中心主任（中丹科技
部联合项目）

开幕致词

主题演讲

第一轮圆桌讨论

第二轮圆桌讨论

 ・     吉健康

  ・     吉健康 
 ・     王海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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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平 

・   Carsten Boyer Thøgersen（主持人） 
・   蓝洋 
・　  周克明
・　  Henrik Anker Olesen
・　  Philip Graff

・　  Flemming Ytzen（主持人）        
・　  Hans Gregersen 
・　  Lars Christian Lassen
・　  朱卫星
・　  Bob Lee 

主持人

研讨主题，中欧公司文化和人才战略

・　Philip Gra�律师，MAQS律师事务所CEO，马士基前中国区副总
裁，曾在香港生活过4年

・     ，朱卫星，德国大北银行亚洲投资区主任

研讨主题，中欧人才交流与合作



 ・　Lars Christian Lassen，诺和诺德高级副总裁，全球人力资源
主管

研讨主题，中欧人才交流与合作 ,  

研讨主题，中欧人才交流与合作  

・　Bob Lee律师，曾任瑞典Ystad地区法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哥德
堡地区高级法务经理，现任MAQS律师事务所哥德堡合伙人

 

开幕致词

主题演讲

第一轮圆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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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吉健康 
 ・     王海蒂

 

・  Verner Worm 
・  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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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研讨会，中文
哥本哈根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礼堂

09:00 to 09:30, 注册

09:30 to 09:40, 中国科协，FCPAE和ACED致辞

09:50 to 10:20, 圆桌讨论 1:
                科技研究和创业结合 

10:20 to 10:50, 圆桌讨论 2：
                年轻华人职业发展之路 

10:50 to 11:00, 闭幕式

11:00 to 12:00, FCPAE 年会

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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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礼堂

09:00 to 09:30,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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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圆桌讨论 

主持人 

开幕致词

第二轮圆桌讨论

。        周盛宗
。        叶天顺

。        朱卫星

・   李庆峰（主持人） 
・   王海蒂  
・　  黄晓旭 
・　  张海军 
・　  汪晓昱

・　  李英（主持人）
・　  白洁 
・　  孙少波
・　  张宏杰 
・　  陈朝晖

研讨主题，科技研究和创业结合  

・　李庆锋副教授，丹麦大博士学位获得者，丹麦科技大学化学能源
和材料系，中丹PROCON中心负责人

主持人  

，朱卫星，德国大北银行亚洲投资区主任

开幕致词

・　周盛宗博士，全欧华人专业协会联合会执行主席

开幕致词

・　叶天顺，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秘书长



研讨主题，科技研究和创业结合

・　汪晓煜，M.Sc., Mech. Eng，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
78届，DanUni Marine & O�shore 总经理 

研讨主题，科技研究和创业结合  

・　张海军，MD&MBA，复旦大学84届，百多安医疗器械总经理

研讨主题，科技研究和创业结合  

研讨主题，科技研究和创业结合

・　黄晓旭高级研究员（Senior scientist），现任丹麦Risoe国家实验室
四维金属结构研究中心的项目负责人。

・　王海蒂，哥本哈根市议员，丹麦华人议员

第一轮圆桌讨论 

主持人 

开幕致词

第二轮圆桌讨论

。        周盛宗
。        叶天顺

。        朱卫星

・   李庆峰（主持人） 
・   王海蒂  
・　  黄晓旭 
・　  张海军 
・　  汪晓昱

・　  李英（主持人）
・　  白洁
・　  孙少波 
・　  张宏杰 
・　  陈朝晖



研讨主题，年轻华人职业发展之路

・　张宏杰，中国国家发展银行丹麦工作组组长

研讨主题，年轻华人职业发展之路

研讨主题，年轻华人职业发展之路

研讨主题，年轻华人职业发展之路  

・　李英博士，丹麦科技大学MBA学院讲师

・　白洁，华为北欧人力资源主管

 

・　孙少波博士，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创始人，顾问，前任秘书长

第一轮圆桌讨论 

主持人 

开幕致词

第二轮圆桌讨论

。        周盛宗
。        叶天顺

。        朱卫星

・   李庆峰（主持人） 
・   王海蒂  
・　  黄晓旭 
・　  张海军 
・　  汪晓昱

・　  李英（主持人）
・　  白洁 
・　  孙少波
・　  张宏杰 
・　  陈朝晖



・　陈朝晖，华大基因全球人力资源主管

第一轮圆桌讨论 

主持人 

开幕致词

第二轮圆桌讨论

。        周盛宗
。        叶天顺

。        朱卫星

・   李庆峰（主持人） 
・   王海蒂  
・　  黄晓旭 
・　  张海军 
・　  汪晓昱

・　  李英（主持人）
・　  白洁 
・　  孙少波
・　  张宏杰 
・　  陈朝晖

研讨主题，年轻华人职业发展之路



合作伙伴及赞助商

·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丹麦王国大使馆
·　丹麦王国外交部
·　丹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　丹麦商会

合作伙伴及赞助商

·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丹麦王国大使馆
·　丹麦王国外交部
·　丹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　丹麦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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