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 7 月 17 日
胡野碧 先生

股色股香
睿智金融集团 主席

胡野碧，荷兰皇家管理学院 MBA，投资银行董事会主席，畅销书作
者，美式脱口秀表演家。曾任凤凰卫视评论员，香港中央政策组非全
职顾问，新加坡发展银行（DBS）投行业务部董事总经理等职。曾将
大量中国民企和国企成功在香港上市，幷在 B 股市场多年排名第一，
因此在大陆和香港金融界有“B 股之王”的称号。他创建了香港一家以
海归为主力的投资银行-睿智金融集团。他纵横政商两界，是金融界大
腕也是香港政府英才。他热爱文学擅长写作，亲自执笔的半自传《股
色股香》成为 2005 年中国十大畅销小说。

2011 年 7 月 24 日
王永 教授

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金融改革
香港理工大学会计金融学院 副教授

王永博士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得经济学学士及硕士学位，在美
国西北大学 Kellogg 商学院获得金融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香港理工
大学会计与金融学院，为硕士及博士研究生讲授投资理论课程。研究
领域包括资产定价、
证券投资等，
研究论文发表于 Journal of Finance、
Management Science 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王永博士亦担任凤凰卫
视财经评论员、香港《信报》专栏作者，编着出版《人民币国际化与
香港新机遇》
。

2011 年 7 月 31 日
李炜 先生

从航母瓦良格号下水看各国军备对比
凤凰卫视 时事评论员

李先生 80 年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德语专业。83 年就读德国基尔经济
学院，曾经担任香港综合企业高管，先后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独立董
事，从事中国兵器行业逾 20 年，熟悉全球军贸及兵器发展史，现为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深圳卫视及亚洲卫视特邀军事评论员。

南山博士论坛

2011 年演讲嘉宾回顾

观念启迪未来

南山博士论坛嘉宾简介

深圳市南山区科协 常务副主席

陈康候，高级工程师。深圳市知识界人士联谊会副会长、市政协委员，
深圳市南山区政协副主席、科协常务副主席、深圳市南山博士协会秘
书长、俄亥俄州立大学中国顾问。长期在深圳从事科技工作.主持和参
与了大量的软科学研究、政策研讨、机制探索和实践工作。长年从事
人才工作、公益工作，是南山博士论坛的主要组织者、策划者和主持
人。

2011 年 8 月 14 日

后工业社会的城市居住——
高舒适、低能耗、灵活性

贾倍思 教授

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系 教授

贾倍思教授自 1996 年 1 月起任职于香港大学，致力于建筑设计， 城
市住宅与建筑历史方向的研究。在担任博士生导师和建筑设计教师的
同时，还先后担任香港大学建筑学教研组各年级组长，建筑研究与创
新国际协会（CIB）W104“开放建筑”工作组的联合协调人。
自 2008 年起，兼任鲍姆施拉格——埃伯勒香港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董
事和建筑师；和上海埃伯勒建筑设计公司董事。

2011 年 8 月 21 日
李佳林 先生

管理之道
伟仕控股 主席及行政总裁
佳杰科技董事局主席

李佳林，毕业于清华大学，1986 年取得清华大学管理工程硕士学位。
1991 年在香港创建伟仕电脑（香港）有限公司。伟仕控股有限公司
于 2002 年在香港上市，李佳林任董事局主席兼 CEO。2007 年 8 月，
伟仕控股有限公司以超过 6 亿港元的价格收购新加坡上市公司——佳
杰科技有限公司，李佳林出任佳杰科技董事会主席。李佳林在 IT 产品
分销方面具有多年丰富经验，对于企业管理及文化方面有独到见解，
对于分销业务的发展及规划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洞察，在 IT 分销领域享
有较高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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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康候 先生

发展的回顾与思考

观念启迪未来

2011 年 8 月 7 日

北京大学环境能源学院院长

耿旭 教授 美国堪萨斯大学博士。1972-1976 任 UPJOHN 公司生物
统计师。 1976 至今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历任助理，副，正教
授， 及农业环境学院副院长。2008 年任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授，
幷任环境与能源学院院长。担任过 20 余家公司，政府机关，科研机
构的顾问或客座教授。多次举办有关环境，农业持续性发展的国际会
议幷为主要发言人。主要从事环境生态及模拟模型的研究，特别是全
球环境变迁风险拼估，及水资源的管理利用。1995 遴选为美国科学
促进学会的院士， 1997 年遴选为美国农学会的院士。

2011 年 9 月 4 日
肖海涛 教授

女性角色与情感教育
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教授

肖海涛，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
台湾中原大学访问学者、厦门大学博士后，现为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
究所教授，硕士生导师，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人才。主要致力于
中国现代大学理念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学制研究、现代高等教育思想
研究及新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发展研究、高等教育大众化研究等。出版
个人专著 1 部，合作专著 5 部，发表学术论文 50 多篇，主持国家级、
省部级重大科研课题多项，学术上文风清丽，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

2011 年 9 月 11 日

9-11 十年祭
——中美关系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阎洪 教授

香港理工大学物流学系 教授

阎洪教授 80 年代留学日本，90 年代留学美国，于美国卡内基梅隆大
学攻读幷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香港理工大学物流学系教授，居
港大陆海外学人联合会会长，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嘉宾。主要研究
方向为运筹学，物流学，环境管理学，曾于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九
十余篇、专著两本。
长期在美国生活，阎洪教授深谙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幷对中美关
系在新时期的发展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辩论会等
节目多次邀请阎教授担任评论嘉宾。阎洪教授还同时担任中国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评审专家、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客

观念启迪未来

耿旭 教授

环境生态与低碳生活

南山博士论坛

2011 年 8 月 28 日

胡红卫 先生

中国企业研发困境及出路
汉捷研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胡红卫先生具备 22 年产品研发、研发管理、高层管理、研发咨询、
人力资源咨询实践经验。在华为任职近 9 年，担任高级副总裁及管理
工程部总监期间,组织或领导了集成产品开发（IPD）、市场管理（MM）
、
《华为基本法》
、人力资源管理、ISO9001、ERP、IT 规划等核心管
理项目。
其间成功主持了迈瑞、方太、中集集团、美的集团、上海贝尔、康佳、
国人通信、宇龙通信、朗科科技、南软、金发科技、许继电气、新烟
集团等五十多家企业涉及战略规划、产品开发管理、组织设计、人力
资源管理等方面的管理咨询项目。发表研发管理方面的文章 20 多篇，
在国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2011 年 9 月 25 日

城市与社区景观水环境的科学设计、健康

维护与和谐相处
张锡辉 教授

清华大学 教授

从事水环境修复与饮用水安全领域的理论创新研究与工程技术应用。
兼任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专家、国家高科技开发 863 项目评审专家、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
曾任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资深客座研究员、
日本地球环境产业技术研究机构（RITE）国际项目评审专家、美国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 Health”编委，欧盟与亚洲水领
域合作项目 ASEM 水质主题专家。
组织和参与了国家重大科技专项、863 计划、和自然科学基金等 50
余项课题，发表科技论文 180 余篇，国家发明专利 8 项，学术著作 7
部，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 3 项。
2011 年 10 月 16 日

品牌的“DNA”和“胎记”
——如何将品牌识别图形提升为品牌资产

黄 维 教授

深圳研究生院设计艺术研究所 所长

黄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获硕士与博士学位，曾公派赴日研修。
主要研究领域：品牌战略与形象设计。为企业界和设计界做有关品牌
形象战略与设计演讲两百余场，被授予 50 余项荣誉称号和奖项，撰写

观念启迪未来

2011 年 9 月 18 日

南山博士论坛

座教授等社会公职。

和设计专家。
黄教授认为要将一个一般性的品牌培育成一个强势品牌，过程是科学
与漫长的。通过较长时间的培育，使之深入人心，达到能够引发目标
消费者对该品牌文化核心价值诉求产生正面而丰富联想。这样的品牌
已成为受人崇拜的图腾符号，它将为品牌带来巨大的附加值，是企业
宝贵的“品牌资产”。
2011 年 10 月 23 日

不要成为自己反对的人

闾丘露薇 女士

凤凰卫视 采访总监

曾因 2003 年在伊拉克战争时作为在巴格达地区唯一的一名华人女记
者进行现场报导，而获得中国观众极大关注，被誉为“战地玫瑰”。1997
年开始在凤凰卫视担任记者、主持人至今。加入凤凰卫视后，采访报
导过多名世界政要和许多重大国际事件，足迹遍布欧洲、美洲.
2011 年 10 月 30 日

全球碳交易与中国碳交易发展趋势

肖明 先生

深圳嘉德瑞碳资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

1985 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原东北工学院）管理工程系，1988 年毕业
于中国科技大学幷获管理硕士学位。曾在两家上市公司任职高管，2007
年创业成立嘉德瑞碳资产投资咨询公司，专业从事气候变化和国际碳
交易业务，幷致力于推进中国碳交易发展。曾主持了《深圳市低碳经
济对策研究》课题，幷发起设立了“深圳市低碳经济研究会”。
2011 年 11 月 6 日
林贡钦 博士

漫谈创业与就业
BBC 等媒体评论员，自由撰稿人

林贡钦博士毕业于厦门大学、清华大学、悉尼科技大学等高校。担任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港澳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清华大学、厦门大
学、华侨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
从事过政策研究和国际贸易、证券投资、房地产开发等管理工作。出
版过《冲突 VS.和谐——中国社会发展的困惑》、
《中国物业管理创新模
式》
、
《未来特首要深思——董建华与何厚铧施政管治比较》等 5 部专
著，幷担任厦门大学旅港校友会理事长、中国高等院校香港校友会联

观念启迪未来

为品牌文化战略高级顾问，是国内品牌形象策划与设计领域资深学者

南山博士论坛

专著教材多部，发表论文 100 余篇。被国内多家大中型知名企业特聘

早期创业项目的投资

戴建春 先生

沅渡创投公司创始人

戴建春毕业于清华大学，于 2000 年和 2002 年获得工学学士和经济学
硕士学位。随后，他分别在中信银行总行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香港分
行工作 4 年和 3 年，一直从事资本市场业务。2008 年底，他创办了沅
渡创投公司，该公司专注投资高成长性的早期创业企业。
2011 年 11 月 20 日

光纤——信息时代的动脉与神经

吕超 教授

香港理工大学电子及资讯工程学系 教授

吕超教授毕业于清华大学，英国曼切斯特大学，担任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历任讲师，高级讲师和副教授。在南洋大学期间他协助创建了网
络技术研究中心的光通信和光纤技术研究部。2002-2005 年 12 月他同
时任职于新加坡科技局国立信息科技研究院，协助创建了光技术研究
部幷任研究部主任。在新加坡期间他曾经主持过多项政府资助的重大
项目。
吕教授于 2006 年 4 月加入香港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系，幷带领团队
从事高速光通信系统及调制码型方面工作幷承担多个和国内与国外公
司的合作项目，发表了 180 余篇国际杂志论文，100 余篇国际会议论
文幷多次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特邀报告，任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新加坡光电子分会创会主席。
2011 年 11 月 27 日

创业的方法与心态

耿春亚 先生

香港东方蜘蛛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
香港历翔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耿春亚，2002 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2004 年毕
业于香港城市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读书期间，他率领团队获得全
港、全国及亚太区多项科技创业类比赛冠军及奖项，拥有发明专利 1
项。毕业后，他创办“东方蜘蛛”，幷获得香港科技园“高新科技创业孵
化计划”支持。经过数年奋斗，他率领团队成功创立“管理系统-项目运
营-营销服务”的 B-B/B-C 社交网络服务模式，在立足于香港的同时，积
极拓展内地业务。
耿先生亦积极参与社会各界事务，作为在港内地毕业生联合会主席，

观念启迪未来

2011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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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副会长的职务。

邀请，陆续担任香港特区政府青年事务委员会委员，戴麟趾爵士康乐
基金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区政府公共事务论坛委员等公职。此外，他
还担任居港大陆海外学人联合会秘书长，香港清华同学会秘书长，清
华大学新百年发展基金会理事等。
2011 年 12 月 4 日
李德仁 院士

从数字城市到智慧城市
中国工程院院士

摄影测量与遥感学家。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博士，瑞士苏黎上理工大学
名誉博士，1991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
士，1997 年当选欧亚科学院院士。
李德仁院士长期从事遥感、全球卫星地位和地理信息系统为代表的地
球空间信息学的教学研究，曾提出可靠性和可区分理论处理测量误差，
“解决了测量学一个百年来的问题”，30 多项成果分别获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国家教育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测绘局科技进步一等奖
及省部级奖、全国优秀教材奖、全国优秀教学成果奖、德国“汉莎航空
测量奖”，1999 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共发表论文 600
多篇，出版专著 11 部，译着 1 部，主编著作 10 部；独立、合作培养
博士后 10 多名，培养博士生 130 多名，硕士生 80 多名。
历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校长，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测绘遥感信
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测绘学会理事长，
湖北省科协副主席等职务。
2011 年 12 月 11 日

敢问路在何方
——深圳迈向国际级创意城市的路径探讨

郭湘闽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副教授

郭湘闽教授任意大利 IUAV 大学客座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城市理性增
长国家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后、北京市哲
学社会科学评审专家库成员、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库专家、中国
城市规划学会“国外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
2010 年被深圳市政府授予高层次领军人才称号。2007 年 6 月经加拿
大女皇大学规划学院院长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联合推荐，作为国
内唯一的城市规划学者，获加拿大政府设立的“加拿大研究专项奖”。

观念启迪未来

定人才政策起到积极推动作用。自 2007 年 4 月起，耿春亚受特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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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在港内地青年及海归人才与香港社会的融合，为香港特区政府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