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商务厅副厅长韩杰(左)、

卫生厅副厅长马伟杭9月17日在杭
州接待本会雪琳会长及英国上议院
副议长及副主席麦克·贝茨勋爵(右
)一行。双方就浙江省商务厅、卫生
厅与英国开展医疗合作方面展开讨
论，鉴于目前中英合作关系良好，
双方就如何继续更好地推进并深化
双方商务和医疗合作展开讨论，雪
琳会长及贝茨勋爵提出了切实的意
见和建议并表示将继续支持中英合
作。 

 

由英国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英国

中东部华人青年协会联合主办，英国
围棋协会协办的“中情西韵·中英围
棋交流会”，于9月7日在大英博物
馆成功举行。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侨务
参赞李辉，本会永久荣誉会长、英国
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荣誉院长单声博
士，本会名誉会长、英国中华传统文
化研究院院长桂秋林女士，中国棋院
院长王汝南先生，英国围棋协会荣誉
副主席弗朗西斯·罗斯先生等应邀出
席并致辞。当日百余名中英围棋爱好
者齐聚一堂，共同领略中国的棋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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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侨办、侨联9月17和18日，

在杭州热情接待本会会长雪琳·贝
茨勋爵夫人及英国上议院副议长贝
茨勋爵。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及省侨
联主席吴晶女士、浙江省省委副秘
书长王晓峰(左四)及浙江省侨办党
组书记王文娟(右三)等对二位的到
来表示热烈欢迎。雪琳会长将英国
浙江联谊会近一年来的工作成绩向
省侨联、侨办进行了详细汇报。双
方由此就海外侨团在未来如何更好
地为家乡建设牵线搭桥进行了讨论。 
 



中秋佳节前夕，9月18日，浙江大

学常务副校长宋永华教授(中)在浙江
大学紫金港校区热情接待雪琳会长和
英国上议院副议长及副主席麦克·贝
茨勋爵，宋校长对贝茨勋爵和雪琳的
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代表浙江大学
对麦克·贝茨勋爵夫妇专程赴杭州为
浙大学子举行为期四天的“全球领导
力”讲座表示衷心的感谢。宋校长预
祝贝茨勋爵本次讲座取得圆满成功，
并真诚希望今后能有更多机会邀请贝
茨勋爵来浙大考察或讲学，以此丰富
学生们的学习生活，开阔学生的眼界。 
 

由英国浙江联谊会参与赞助和协办

的“全英华人华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64周年庆典”于9月17日14时
在伦敦威斯敏斯特中心隆重举行。英
国浙江联谊会副会长张巧巧博士(左)、
理事陈佳(中)，我会顾问严根琴女士
(右)与中国驻英大使馆代表、香港驻
伦敦经贸处官员、各地华侨华人社团
侨领与代表、工商界精英、以及中国
留学生代表出席了这次盛大的活动，
共贺祖国华诞。庆典活动气氛热烈。 

 
 

应浙江大学邀请，英国上议院副议

长及副主席麦克·贝茨勋爵以及本会
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于9月19日，
抵达杭州，贝茨勋爵夫妇以“全球领
导力”为主题的精英培训计划就此开
始。作为浙大校友，雪琳会长希望母
校在新时期培养出更多具有全球视野
和领导力的学生。为期四天的讲学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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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浙大学生的热烈欢迎，贝茨勋爵就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以及英君主立宪制开设了讲座和讨论会。浙
大学生们积极参与，反响空前，听课学生纷纷表示在贝茨勋爵课堂上受益匪浅，让他们有机会用全球的
眼光了解外面的世界。除了教授课程之外，贝茨勋爵也鼓励同学们坚持梦想。讲座结束后，贝茨勋爵高
度赞扬了浙大学生的出色表现：“他们让我感到吃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雪琳会长作为浙
大校友，为同学们讲述了自己多年来在海外的不断打拼的经历，希望以此激励更多的学生为了梦想努力。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第五次会员大会

于9月22日在京举行，全国政协副主
席韩启德当选会长，本会会长雪
琳·贝茨勋爵夫人及本会顾问、英国
华人金融家协会会长王昌南博士当选
为本届海外交流协会理事，本会永久
名誉会长单声博士当选为海外交流协
会顾问。他们同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400余名侨界人士参会。作为海
外华人代表之一，雪琳会长表示会同
各界人士共同增进情谊，发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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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琳会长(左三)与其他来自英国的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代表们于9月23，
24日赴四川成都参加世界华商大会。
成都给嘉宾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
议期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裘援平主
任(右五)与来自英国的单声博士夫妇
(中，左四)，邓柱廷MBE(右四)，叶
剑桥夫妇(右三)，李文兴夫妇(左五)，
李真驹律师(左)，伍善雄夫妇(右)等
亲切交流。裘主任鼓励来自英国的代
表们一如既往地为发展中英友好关系
起好桥梁纽带作用。 

雪琳会长于9月21日赴北京参加北

京市浙江大学校友会2013中秋晚会。
晚会现场气氛热烈，原浙大校长、
北京浙大校友会名誉会长、十一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教
授(中)等众多著名校友出席晚会。作
为英国浙江联谊会会长，她对本次
能与众多浙江大学的校友交流表示
欣喜。雪琳会长代表英国浙江联谊
会欢迎各位校友到英国考察访问，
大家对此邀请表示感谢，也希望今
后能有机会到英国寻求合作。 
 



    

本会副会长、CABI成员国事务

主任张巧巧博士(右二)于9月23-26
日,访问非洲毛里求斯，加强CABI
与其成员国的关系，探索合作项目、
技术转移和能力建设的机会。毛里
求斯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历史、文化
和经济关系。毛里求斯拥有非洲最
古老的中国城。看着由中国援助建
设的、崭新的”旅人蕉”形状的国
际机场、谈着如何促进中国技术转
移到毛里求斯, 张巧巧博士深深为
伟大的祖国感到自豪和骄傲。 

 

我会副秘书长牟桦应邀于9月24日参加浙江中华文化学院2013年浙江籍海外和统会负责人囯情研修班，

9月24日至28日，2013年浙籍海外和统会负责人国情研修班在杭州浙江中华文化学院举办，共有来自世
界各地24个国家地区的学员参加了研修。五天时间里，学员们听取了分别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
省委党校、省政府咨询委员会等国内和省内知名专家讲授的专题讲座课程，获益匪浅。 

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中)和夫人胡平华于9月24日晚在伦敦朗廷

酒店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4周年招待会。英国交通
大臣麦克洛克林、司法部国务大臣麦克纳利勋爵、国防副参谋长
皮奇上将、前首席大臣曼德尔森勋爵、英政府亚洲关系小组主席
鲍威尔勋爵等英各界人士以及各国驻英使节、中资机构，我会常
务副会长黄萍(左)和副秘书长李小力(右)及华人代表等近500人应
邀出席。刘大使指出，无论是“十八大”，还是“中国梦”和
“经济转型”，不仅对中国的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中英关系是
“正能量”，两国交流与合作亦取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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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浙江联谊会副会长、CABI成

员国事务主任张巧巧博士(前左三)于
9月27日访问CABI最大成员国-中国。
张巧巧博士首先参加了在四川彭县举
办的CABI植物智慧项目交流会。代
表们在会上畅所欲言，旨在使植物智
慧与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及相关
项目相结合，切实地保障中国粮食安
全。此后张巧巧博士参加了由CABI
和中国农科院主办的国际生物入侵防
控大会。近400名国际和中国专家聚
集在青岛，共同探讨如何通过国际合
作来有效保护生态环境。 
 

第12届世界华商大会于9月25日在中国成都开幕，这也是时

隔12年之后世界华商大会第二次在中国内地举办，应中国海外
交流协会的邀请，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出席了会议。
本届华商大会以“中国发展，华商机遇”为主题，吸引了来自
10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海内外嘉宾，探讨在新的经济格
局下，世界华商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空间等。共圆共筑“中
国梦”成为了华商们共同奋斗的目标，对此，雪琳会长表示将
带领英国浙江联谊会，一如既往地为中英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
发展做出贡献。英国中华总商会将争取申办2017年世界华商大
会，雪琳会长表示将与贝茨勋爵一起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 
  
 

我会副秘书长牟桦于9月30日下午

应邀参加了在杭州召开的杭州海外
联谊会第五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会
议总结了本届理事会换届以来的主
要工作情况，对其地位和作用，如
何发挥民主党派在协商民主中的作
用，新形势下健全协商民主制度的
对策等话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理
事会在听取了理事们的意见和建议
的基础上，对下一步工作作了部署。
马列、周鲍华分别在会上作了发言。
会议还研究了人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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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于

10月7日在伦敦热情接待了来英国考
察的杭州市滨江区副区长俞小安一
行。双方就英国浙江联谊会将如何
更好地促进杭州滨江地区的发展进
行了深入探讨，话题涉及到金融、
房地产行业、英国签证、教育等各
方面。雪琳会长真诚地希望在未来
能有更多的杭州人来英国寻求长远
的发展，并在最后代表英国浙江联
谊会向俞区长一行赠送了礼物。 
 

北京现在画廊于10月10日下午为
本会会员、抽象艺术家余晓举办了
首次大型个展。众多知名藏家、艺
术家及文化部领导出席开幕酒会，
著名印尼华侨收藏家余德耀先生专
程从上海赶来。展览呈现余晓女士
从2011－2013年间在伦敦创作的主
要的绘画和装置作品。她的作品探
索传统架上和当代绘画语言上的异
同，走出绘画固有的二维形式，寻

求画布背面的价值，以及绘画语言

在当代艺术语境下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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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于10

月16日，受邀参加United & Cecil 
Club成立125周年酒会及晚宴，首相
卡梅伦(左)及卫生大臣杰瑞米•亨特
出席并发表讲话。卡梅伦首相与雪琳
会长亲切拥抱问候。卡梅伦首相的演
讲生动、幽默，表达了他对保守党的
信心，并呼吁在场的英国杰出政治家
和商界领袖一如继往支持保守党。卫
生大臣杰瑞米讲述了他在英国多家
NHS医院亲身为病患服务的经历，表
示要为英国老年人的健康保障提供更
好的服务。当晚的酒会气氛活跃，轻
松愉快。 



本会会员、抽象艺术家余晓(右)10

月16日在伦敦应邀出席了最具世界
影响力的一年一度的艺术博览会
Frieze Art Fair的VIP开幕专场酒会。
该酒会在每年的十月都会在伦敦市
中心的摄政公园（Regent‘s Park
）举办。今年是第11届，一共由
100多家世界最知名的画廊参加，名
家名作世界顶级收藏家齐聚，余晓
与Grayson Perry, Anish Kapoor, 
Cornelia Parker, Richard Wilson
等著名的艺术家相聚于此全球一年
一度的艺术盛会，倍感荣耀。 
 

在八位帝国理工读书的杭州学子

的努力下,“幸福杭州，全球传递”
宣传活动于10月17日至21日在英国
帝国理工大学开展。活动内容丰富
多彩，包括摄影展、传统服饰演示、
茶艺表演、古筝表演和书法表演，
并且邀请到了80年代旅居杭州的英
国John O’Connor夫妇做讲座。
本次活动引起了外国友人对美丽的
杭州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大兴趣，
鼓励并支持他们多多举办类似的活
动。本会会员王书恺（前右三）为
八人之一，参与了组织策划活动。 
 
 

本会会员，青年抽象艺术家余晓

(右)于10月17日受Whitechapel美
术馆馆长Iwona的邀请，参加了英
国YBA艺术家Sarah Lucas的开幕
酒会。本次展览是Sarah第一次举
办的大型20年回顾展览，她是本世
纪英国重要的艺术家之一，Tate的
馆长Chris等艺术圈名家都应邀出席，
余晓与美术馆馆长单独就展览进行
了愉快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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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副秘书长牟桦应邀参加10月18

日在江苏淮安举行的亲情中华-世界
华侨华人摄影展。中国侨联副主席、
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会会长乔
卫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侨联文化
交流部副部长杜海东，文化部老艺术
家摄影协会会长庄德敏，来自海内外
的众多嘉宾出席开幕式。影展历时3
个月，面向全球华人华侨征稿，旨在
传播亲情、友情和乡情，促进海内外
文化人联系、联谊，为中华文化的大
发展大繁荣贡献力量。 
  
 

伦敦“2013年度国际房地产大奖”于10月18日隆重举行。

英国上议院副议长及副主席麦克·贝茨勋爵应邀担任主席，
本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担任“2013年度国际房地产大
奖”评委之一。“国际房地产大奖”于1995年成立，由国际
房地产组织举办，有“房地产界奥斯卡”的美誉，旨在表扬
全球最优质的房地产发展项目，在国际地产界享负盛名。颁
奖现场，雪琳会长与在英华人设计师进行了深入交流，并鼓
励他们多多参赛，不断挑战和提高自我，希望华人设计师能
够在英国学习和吸收西方的设计理念，并融会贯通，在未来
的国际建筑领域里能取得更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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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影响力的艺术杂志Art Review

借Frieze Art Fair刚结束的影响余力，
于10月20日在伦敦ICA当代艺术协会
举办大型的年度艺术从业者鸡尾酒会
派对，邀请全世界各地对艺术发展做
出贡献的人士出席。本会会员，青年
抽象艺术家余晓(左)，与策展人胡丹
洁，高级艺术顾问郭小晖等人受邀参
加。派对的音乐会和酒会大厅里装饰
环绕着中国艺术家张恩利的空间绘画
作品，在灯光下异常炫目。 



杭州市海外交流协会于10月23日召

开第三届理事大会，并进行换届选举。
300多名海外知名人士当选为新一届
理事，杭州市副市长谢双成当选成为
新一届理事会会长。会议上，本会会
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右二)当选为
常务理事，副会长周霄飞(左)、吴建
平教授(右)、胡炜博士(中)及副秘书
长牟桦(左二)当选为理事。此次盛会
吸引了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杭州籍侨
领。国侨办主任裘援平发来贺电，祝
贺大会顺利召开；国侨办副主任王杰、
浙江省侨办党组书记王文娟及杭州市
侨务办公室主任林国蛟等省市有关领
导出席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本会副秘书长牟桦(右一)受邀于10月21日上午参加了第19

届中国义乌国际博览会开幕式。原外经贸部部长、第十届全
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石广生，浙江省省长李强，浙江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永昌，浙江省副省长梁黎明，浙江省
政协副主席、侨联主席吴晶等出席了博览会开幕式。来自31
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驻华使领馆官员、社团负责人、
参展企业和贸易商代表等参加开幕式。与此同时，第二届世
界釆购商大会及第三届世界侨商大会在21日下午, 在国际博
览中心二搂新闻发布厅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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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副秘书长李小力博士(左二)和

孔令坤博士(右二)10月22日到江苏
省泰州市参观访问了单毓华单声爱
国主义事迹陈列馆和单声珍藏文物
馆。单声珍藏文物馆是我会永久荣
誉会长单声博士和我会荣誉会长单
桂秋林女士于前年捐赠建立。文物
馆收藏了322件单声博士毕生所收集
得珍贵文物。此次访问受到文物馆
馆长，泰州市海陵区侨务办公室陈
根源主任的热情接待和亲自讲解。
文物无价，爱国有心，单声夫妇的
爱国义举让每一位参观者均肃然起
敬。 



第二届世界浙商大会于10月26日

上午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本次大会以“创业创新闯天下、合
心合力强浙江”为主题，宗庆后、
马云、郭广昌、南存辉、李书福、
汪力成等浙商大腕悉数到场；我会
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与来自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各地的
1700多名浙商代表齐聚西子湖畔。
参会嘉宾在欢聚中沟通，在理解中
合作。这是浙商力量第二次的大凝
聚，世界浙商大会将为浙江省的经
济发展产生更巨大的能量。 

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副

会长胡炜博士(右)等60余位海外侨商
参加完第二届世界浙商大会之后，
于10月27日赴义乌进行考察。侨领
们先后考察了义乌港、国际商贸城
进口馆与市场、金融商务区、经济
开发区等。义乌是一座商机无限的
商贸城市，侨领们在座谈会中与当
地政府各部门进行了积极深入的交
流讨论，以期寻找此处新的合作领
域。雪琳会长向省侨办党组书记王
文娟(中)表示将从英国方面积极寻求
合适的机会，与义乌开展进一步的
沟通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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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海外联谊会第五届一次理事会10月25日在杭州举行，

浙江省委副书记王辉忠出席会见了全体理事，本会会长雪
琳·贝茨勋爵夫人代表英国浙江联谊会出席并当选为常务理
事。王辉忠书记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会议的成功召开表示祝
贺，王书记在讲话中肯定了浙江海联会成立26年来作出的积
极贡献；他希望各位理事更好地发挥骨干作用，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本次会议选举汤黎路为浙江
海联会会长，选举产生新一届副会长，顾问，常务理事及理
事，并决定设立浙江海联公益基金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 
 



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左

二)于10月29日在京受到国务院侨
办裘援平主任(中)的亲切接见。裘
援平主任在与雪琳会长的交谈中充
分肯定了在英华人在公共外交方面
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并鼓励海外
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积极参政，发
出自己的声音，希望英国浙江联谊
会秉承一贯的宗旨，促进侨团和谐，
海内外共同繁荣。国侨办国外司王
晓萍司长(右二)、经科司巡视员张
健青(左)、联络处处长刘敬师(右)一
同参加会见并交流。 

我会副会长周霄飞于10月28日-11月1日参加了为促进海西经

济发展而举办的2013福建海创周活动。今年海创周突出人才项
目对接实效，参会的人才、项目都是前期推介对接具有明确对
接意向的，成长性强、市场前景好。通过几天的考察，与会海
外人才深切感受了福建近年来发生的巨变，以及海西经济区对
区域发展的推动，对促进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经济一体具有深远
的意义。周霄飞也与当地组委进行了友好的交流，他向大家介
绍了英国浙江联谊会，当地政府，产业园对浙江联谊会在英国
所做的公益事业和影响力表示赞赏，表示了进一步合作和促进
人才科技项目交流的强烈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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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侨商回归和引进工作联络处

联席会议于10月27日在浙江义乌召
开。会上新增11家海外联络处，并
引进评估办法以发挥联络处的最大
功能，真正把联络处的桥梁纽带作
用转化成实际效益。作为第一批海
外联络处，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
人代表英国浙江联谊会参加会议。
雪琳会长在会议上汇报了工作情况，
并表示英国浙江联谊会作为在英联
络处，在引进人才、帮助浙商企业
走出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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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第五届英国万像国际华语电影节将于11月12日在伦敦拉开帷

幕。作为欧洲最大的华语电影盛事，万像电影节一直来以“中
国影像、打动世界”为目标，立足伦敦，面向世界，力求为华
语电影在伦敦提供一个国际性的展示平台，向世界观众展示当
代华语优秀影片，让更多观众了解中国电影，促进中国年轻电
影人与世界的交流。我会雪琳会长和麦克贝茨勋爵受邀担任本
届英国万像国际华语电影节的名誉主席。届时主办方将优惠免
费给我会会员提供开幕式和闭幕式入场券，有兴趣观看万像国
际华语电影节开幕式及闭幕式的会员们请立即与我会副秘书长
牟桦女士(手机：07711 896858) 联系索取幕式和闭幕式入场券。 

伦敦松柏合唱团招收新团员。松柏

合唱团热忱欢迎更多热爱歌唱的朋友
们加入！将由专业老师根据团员的声
部情况制定最适合的训练方案。英国
侨界伦敦松柏合唱团成立于2012圣诞
节，在我会名誉会长、团长桂秋林女
士和全体团员的共同努力下，秉着以
歌会友的宗旨，在英国侨界已有相当
大的影响力。松柏合唱团每周一下午
1：00至2：30由郑洁莉老师安排声
乐训练并进行演出排练。如果你热爱
唱歌，请加入我们！让我们以歌会友，
在忙碌的工作学习之余，享受唱歌的
乐趣！年龄不限。联系人：副团长韦
琼，手机：07411803452，邮件：
qiong@hotmail.co.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