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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组织者 

 论坛主办方： 
 

 独家战略合作伙伴：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成立于1981年，是国内最早成立的信托公司之一，注册资本金人
民币25亿元。公司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稳健经营、创新发展，在市场上树立了良好的品
牌形象，综合实力居全国信托公司前列。上海信托主要从事家族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和
投资银行业务，为高净值客户提供专业的信托理财产品与服务，主要包括股权债权融资、
证券投资、另类投资、工商受托、公益信托、投行服务等业务，是目前国内信托行业业
务品种最为齐全、产品服务体系最为完备的专业投资机构之一。截至2013年末，公司受
托管理资产规模近人民币2000亿元。 

学术支持： 

 

中欧凯风家族传承研究中心是由凯风公益基金会赞助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成立的研究中心，
旨在成为中国家族企业面向国际，国际企业了解中国家族企业的知识中心。家族企业管
理研究和教育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发展重点，在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心尤其专注
于家族在企业发展和永续传承中的力量。中心将基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平台，凭借强
大的学术研究与教育资源，与数以千计的校友企业家交流合作，并与海外家族企业和学
术机构进行联盟与协作，共同打造家族企业精神与财富的创造、传扬和承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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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由中国政府与欧盟于1994年共同创办的一所非营利性中外合作高等
管理教育机构。二十年来，学院办学成绩斐然，获得社会广泛认可，其亚洲顶级国际商
学院的美誉得到了不断充实和提升。学院以成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商学院作为愿景，培
养兼具中国深度和全球广度、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领导者。 



论坛合作伙伴 

历届汽车合作伙伴： 

历届专业机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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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论坛 

传承与创新 – 家族财富力量之源 

为什么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历经八代传承，至今仍能傲视不列颠，保持强大的
财富和影响力？为什么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能够走过百年风雨，不仅在能源，而且在
慈善和艺术领域都创造了非凡成就？为什么欧洲的路易威登、爱马仕、香奈儿等品牌，
能够从一家小作坊，历经波折成长壮大至响彻全球的王牌名片？ 

  

家族企业，堪称世界企业发展史上的瑰宝，他们不仅创造了财富，更创造了一系列财
富传承和基业长青的奇迹。同样，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腾飞，民营企业在其

中也扮演了关键角色，现在他们走到了一个“家族后继”的十字路口，无数艰苦打拼
的父辈创业者，开始考虑如何把财富、事业和影响力传承给下一代继承者。是选择股
票还是债券？什么样的投资组合和税负结构方能战胜通胀？专事财富传承管理与服务
的家族办公室将会带来哪些贡献？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如何应对财富管理面临的持
续挑战？ 

  

相比创造，传承更需智慧与创新。当下，普遍年轻的中国家族企业正在面临经济“新
常态”的转型挑战，GDP增速放缓，结构深入调整，刺激政策逐步消化，诸多困难叠
加。与此同时，诸多机遇也接踵而至，改革红利不断释放，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
“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渐成气候。如此特殊的环境与时代，中国家族企业如何

安然完成交接？如何延续并壮大财富与影响力？如何通过传承方式的创新来实现“富
二代”到“创二代”的华丽转身？本届论坛将邀请知名学者、专业精英及家族领袖，
多重视野审视家族企业的财富传承问题，共同探寻中国式家族的基业长青之道。 

论坛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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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论坛 

继承者的锻造：东西方家族企业的传承与教育 

作为一种古老而常青的企业形态，家族企业经历数百年风风雨雨，迄今仍在世界经济
舞台扮演重要角色。相比欧美，华人世界具有悠久的家族情理传统，家族企业的存在
更具历史基础。然而从现实来看，家族制民营企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亦是危机四伏：
控制权争夺、继任危机、信任问题……为家族企业实现永续经营的“战斗”甚至早在
继任者的童年便已展开：家庭教育及后续的培养是否成功，将决定家族企业能否永存
和增长。纵观全球，根植于不同文化的家族企业在长期演变和发展中，已建立起各具
特色的家族教育模式：在重视产业承继的日本，不拘一格的遴选制度、严格的品行教

育和“学徒式”的商业训练，保证了家族企业接班人的品质；而治理机制完备的欧洲
家族企业，家族的传承则依靠的是成员之间对企业治理结构、管理模式和决策机制的
遵循和恪守，以及世代相传的统一价值观；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海外华人家族，更加
注重家族对企业的掌控，因而继承人的教育计划显得更加重要，方式也更加个性化、
多样化。代际传承既是家族的自然规律，也是企业的发展必然。在中国大陆特殊文化
及环境的影响下，适合中国家族企业的接班人培养模式和路径究竟有哪些？如何处理
好家族接班人的教育及培养，实现家族精神理念与物质财富的和谐统一？本届论坛邀
请知名学者、专业精英及家族领袖，以案例分析的模式，从日本、欧洲及海外华人家
族企业等多重视野，审视家族企业接班人教育培养路径，并基于华人世界的文化背景
以及思维方式，共同探寻家族事业传承与财富昌盛的东方之道。 

论坛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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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论坛 

  家族财富 • 家族企业的情理和治理 

中国大陆的现代家族企业历史只有短短30年，企业创始者们更多聚焦于企业自身的转
型升级和持续经营，以及家族物质财富的积累、保全和传承。随着越来越多的财富家
族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他们将同时面临家族企业经营、家族事业传承、家族财富管
理三位一体的综合难题,并由此衍生出家族社会地位维护、家族社会责任践行、家族荣
誉彰显、家族财富保全、家族成员和谐等一系列物质、社会和精神诉求。这都需要当
今中国乃至全球家族企业领域的顶尖研究学者、专业人士和企业家族成员各方共同关
注并探讨解决。华人世界具有悠久的家族情理传统，注重亲情与家风，但现代社会更

需要理性科学的家族治理体系。唯有处理好家族企业和家族财富的情理与治理，实现
家族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和谐统一，才是家族成功的标志，才有可能泽被子孙，进
而能兼济天下，以实现中国人期盼的修身、齐家，立功、立德的人文关怀和终极追求。 

本届论坛首次在国内引入“社会情感财富（SEW）”这一国际家族企业学术最前沿的
研究成果，邀请来自欧美及华人世界家族企业领域学术大师、专业精英和家族领袖参
与本届盛会，共同从“情理”、“治理”二维角度重新审视家族企业财富内涵，建立
彼此间紧密而持久的沟通纽带，并基于华人世界的文化背景以及思维方式，交流和探
寻家族企业长青、家族事业传承、家族财富昌盛的东方之道。 

论坛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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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论坛 

家族企业·国际与本土的对话 

当今世界的顶级企业中，有这样一群“终级生存者”：虽然现代社会商机瞬息万变、
商战残酷无情，它们的脚步却始终如威斯敏斯特宫的大本钟一样，精确而稳定；虽然
每分每秒都有数以千百计的企业初创、勃兴、衰退、消亡，它们却能屹立百年、千年
不倒。世上现存最古老的家族企业“金刚组”拥有1434年的历史，虽历经40代的传承，
仍没有放弃祖业—寺庙建设和维修。家族企业已成为一种主流的现代企业制度，世界
500强企业中，有近1/3是家族制企业，其中包括福特、宝马、杜邦、松下、正大这样
享誉全球的企业。在美国的小企业中，有80%是家族企业。事实证明，家族企业虽然

历史悠久，但并不是落后经营的代表，它们旺盛的生命力和深厚的企业文化历久而弥
新，是基业长青的精神源泉。我们对家族企业的文化与财富的认识远远不够。很大程
度上，这是由于战乱和政治运动导致中国的家族企业传承被迫中断多年，家族财富的
积累也屡遭破坏。中国最新一代的家族企业多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三十年一梦江
湖”，当年意气风发的创业者，如今都已功成名就，而其草创的新一代家族企业也纷
纷迎来“掌门人”交接的高峰期。 

论坛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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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家族企业领 袖及成长新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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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海兰 爵士 

美国龙族集团董事长、龙族
基金秘书长  

 魏雪 女士 

TCL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
TCL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
长 

     Elliott Donnelley 先生 

美国白沙投资集团创始合伙人、 

美国印刷大王唐纳利家族第五代 

     辜成允 先生， 

台泥集团董事长 

             李云峰 先生 

     新加坡马可波罗海业 

         集团首席执行官 

茅理翔 先生 

方太集团董事长 

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 

专修学校校长 



演讲嘉宾 

家族企业领 袖及成长新生代 

 Raúl del águila 先生 

雄鹰之家首席运营官 

雄鹰家族代表 

曹慰德 先生 

FBN亚洲分会主席、万邦
集团主席 

 Benoit Leclercq  先生 

森合（中国）董事总经理、
穆里耶家族代表 

吕慧瑜 女士    

嘉华国际暨银河娱乐集团 

执行董事  

山田匡通 先生 

ITOKI（伊藤喜） 

株式会社董事长 

塚本喜左卫门 先生 

Tsukaki集团主席 

Martin Schily 先生 

福伊特集团公司家族股东成员 

新辉太平洋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裁 

陈裕光 博士 

大家乐集团主席 

传承学院荣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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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忠群 先生  

方太集团 

总裁 



徐立勋 先生 

华茂集团执行 

董事、总裁 

金沪敏 女士  

人民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助理 

虞江波  先生 

新光饰品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邱士楷 先生 

   和成（中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畅 先生 

缪斯客科贸有限公司 

董事长 

梁铭隆 先生 

云顶集团战略投资与企业 

发展部总监 

闫凯 先生 
天津天士力集团

副总裁 
 

王均豪 先生 

均瑶集团 

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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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领 袖及成长新生代 

演讲嘉宾 

李定 先生 

江苏笛莎公主文化创意产
业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

长兼CEO 



刘明明 女士   

福伊特造纸亚洲区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  

金福音 先生  

人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周晓光 女士 

中国新光控股集团 

董事长 

罗田安 先生  

克莉丝汀食品集团 

董事長 

朱涔铭 先生 

义乌丹溪酒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高铨志 先生 

新加坡三德有限公司及上海三德兴
（中国）集团执行董事 

韩彧 先生 

湖北三梦家纺有限公司总经理 

三梦映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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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领 袖及成长新生代 

演讲嘉宾 



学者 

Kelin E. Gersick教授 

耶鲁大学组织与管理学院管
理研究员、加州心理学专业
学院组织心理学荣休教授 

金乐琦 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陈江和亚洲家
族企业与创业研究中心主任 

李秀娟 教授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米其
林领导力和人力资源管理教席教授、

中欧凯风家族传承研究中心主任 

Josep Tapies教授 

IESE商学院战略管理学教授 

家族企业教席教授 

范博宏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会计学院及财务
学系联席教授、经济金融研究
所主任、清华凯风家族传承中

心学术主任 

黄绍伦 教授 

前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edro Nueno 教授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欧方院长 

成为资本创业学教席教授 

John A.Quelch 教授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原副院长 

兼教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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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Raphael Amit 博士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罗
伯特·高尔根创业学教席教授、管理
学教授 



芮萌 教授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
计学教授、中欧凯风家族传

承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演讲嘉宾 

学者 

忻榕 教授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
教授、拜耳领导力教席教

授、副教务长 

方睿哲 教授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创业学教授、 

EMBA国际项目学术主任、 

管理学系系主任 

肖知兴 教授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管理学副教授 

许茵妮  教授 

新加坡管理大学业务开发与
对外关系副校长、家族企业

学院学术主管 

陈凌 教授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
研究所所长  

区玉辉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 

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创业研究中心主任 

Yupana Wiwattanakantang 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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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卫东 先生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裁、上海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沈 栋 先生  

 凯风公益基金会创始人、泰
鸿集团董事长,中欧凯风家族

传承研究中心联席主席 

Cynthia Muller 女士 

摩根士丹利私人财富 

管理部董事总经理 

蔡炅廷  先生 

京城商业银行 

副董事长 

Ritchie Bent 博士 

香港怡和集团 

人力资源总监 

葛永彬 先生  

中伦律师事务所 

资深合伙人  

专业机构演讲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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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郭升玺 先生 

睿璞家族办公室 

负责人 

蔡鸿青 博士      

台湾董事学会 

发起人 



中方参会嘉宾来自全国1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家族企业、民营企业。其中
不乏来自民营企业500强、中国制造业500强、福布斯财富500强、浙商500强、省
级民营企业100强等榜单中的一代创始人和二代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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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嘉宾 



与会者对论坛的评价非常积极，对论坛所提供的互动平台也深表满意，100%的

参会嘉宾愿意将本论坛推荐给自己的同事和朋友。 

2015年满意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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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嘉宾 



合作及报道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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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及报道媒体 

2015届论坛吸引了200余位家族企业创始人和传承者及数十家中外主流媒体参
加。截止目前，共收集到相关报道33篇，其中平面媒体报道7篇，通讯社报道
1篇，网络媒体报道23篇，微信新闻2篇。广告价值达人民币675,6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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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展览 

作为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携手论坛相关赞助商，在由著名的贝聿铭

事务所设计的优美中欧校园内展示最新的理念及产品。校园展示引起了与

会者及中欧学员、校友的极大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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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行业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