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会会员青年当代艺术家余晓5月1日参加了在伦敦SOHO

广场举办的第8届伦敦双年展参展艺术家开幕。伦敦双年展
由著名行为观念艺术家David Medalla和德国策展人Adam
Nankervis在1998年建立，一直有相对固定的团队来组织和
策展，更在实际操作上注重当代艺术环境意识观念，鼓励艺
术家的自我发挥，从创建到现在，伦敦双年展已举办8年，
吸引了两千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参加。余晓是旅居伦
敦的浙江籍当代艺术家，主要涉及抽象绘画、装置及行为艺
术方面的艺术创作，是此次双年中唯一的中国籍艺术家和年
龄最小的艺术家。除了展出她的行为艺术的作品外，她还在
7月1日举办一个专门关于自己艺术创作的对话活动。

我会副会长、国际农业生物科学中心(CABI)成员国事务主

任张巧巧博士5月2-5日参加了在哈萨克斯坦举办的亚洲开发
银行年会，这巳是她第七次参加亚行年会。与会期间，张巧
巧与亚行行长中尾武彦先生、副行长张文才博士(照片右)进
行了交谈并和亚行主要部门领导进一步磋商了合作事宜。哈
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出席了开幕式并致欢迎辞。亚行
行长在开幕词中重申亚洲是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地区，然而
贫困仍然是该地区最大挑战，亚行将调整其业务重点，以更
好地帮助其成员国应对挑战。张巧巧向亚行建议利用中国一
CABI联合实验室的平台以促进更有效的南南合作和技术转移。

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和贝

茨勋爵、永远名誉会长单声博士、
名誉会长单秋桂林等部分会员5月4
日应邀出席在牛津大学举办的“第
八届全英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
本次活动旨在吸引在英学习、工作
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新创业，
为国家经济建设输送高端人才和先
进技术。中国驻英使馆教育处沈阳
公参致词称赞创业大赛为留英学生
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学习交流平台，
祝愿参赛选手提高自己创新、创业
能力，抓住国内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的机遇，争取早日学成回国。贝
茨勋爵代表英国政府致词，希望参
赛选手通过大赛增强本领，为未来
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贡献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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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应邀参加由英国中华总商会与华人金融协会联合举办的中国企业家

俱乐部游学团莅临伦敦欢迎晚宴。游学团成员均为国内各行业卓有成就的企业家，当晚齐聚于伦敦
皇家骑士酒店，与英国中华总商会的代表、在英侨领及企业家代表相互联谊，交流初到伦敦的感受。
企业家们与身为英国中华总商会常务副主席的雪琳会长友好交流，部分学员表示游学结束后会再返
伦敦参与2014中英企业投资与合作论坛。此外，他们对贝茨勋爵慈善徒步行动也给予高度的关注。

我会会员青年艺术家余晓受香港汉雅轩画廊邀请于5月8日

晚参加了萨奇美术馆举办的国际工艺艺术品品博览会(The
International Art Fair for Contemporary Objects) VIP开
幕庆典。此次博览会汇聚了世界顶级工艺大师的作品和设计
物件，同时也新出现了很多年轻的工艺品艺术家的作品。中
国有来自香港的汉雅轩画廊带来了中国传统工艺精华－漆器。
随着当代科技等进步和发展，工艺品的表现手法和技术也在
悄然的发生变化。余晓就自身的创作经历和思考与漆器艺术
家陈秦群和著名策展人张颂仁先生就当代漆器的制作工艺以
及其所能表达的当代观念问题进行了深刻的交流和讨论。

我会会长雪琳作为主讲嘉宾之一5

月10日受邀参加了“首届杜伦大学
中英文化商务交流研讨会暨中英对
话”。这次活动旨在促进中英两国
之间的文化理解，进一步加深信任
与沟通，让更多在英格兰中北部高
校学习的中国学生接触当前两国发
展的第一手资料。雪琳会长与在座
的观众一起分享了她在英国发展的
经历，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在英创业。
当天活动的主讲嘉宾包括英国上议
院麦克•贝茨勋爵等多位主流有声望
的名家学者，吸引了逾百名对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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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创业投资、促近中英贸易发展，文化交流感兴趣的中外学生，企业家等各界人士。活动结束后
反响热烈，可以看出青年人对于自身成长，国家的发展以及加深国际间互通的需求非常迫切。



我会雪琳会长和贝茨勋爵、永远名誉会长单声博士、名誉

会长单秋桂林女士等部分会员5月11日应邀出席由英国环球
精英集团总冠名、英中企业家协会主办、英国酷锐传媒及英
国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和SOAS中国学联共同协办的2014英
国〝环球精英杯〞创业大赛总决赛。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李辉
参赞、贝茨勋爵、单声博士等发表谈话。经过在伦敦大学亚
非学院三个半小时的激烈〝厮杀〞，来自伦敦国王学院机器
人专业在读博士孙杰和卡斯商学院的硕士毕业生范力强的
Evercise全民健身项目最终拔得大赛头筹，而亚军和季军花
落 Shinfield Studio的创意科技项目‘Location-Based
Messaging App’ 和董洋汐、Jenny夫妇的欧盛泰德团队。

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才伦敦洽谈

会于5月11日在千禧酒店成功举办。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沈阳公参、
浙江省委组织部吴顺江副部长、英
国现任部长麦克•贝茨勋爵等嘉宾出
席了洽谈会。我会积极组织广大会
员参加此次洽谈会，给予家乡的政
府代表团和招聘企业大力支持。在
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的交流会中，70
多家招聘单位与创业团队和500多名
在英国各企业与高校工作或学习的
高层次人才直接对接，达成诸多合
作意向并签署了合作协议，会后大
家在轻松和谐的气氛中共进晚餐。

以温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徐强中

为团长的浙江省温州市海外人才招
募团一行16人参加“2014英国伦敦
·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才洽谈会”。
5月12日，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
夫人、常务副会长黄萍、副会长廖
秀琴及副秘书长李小力代表我会热
情接待了来自家乡的代表团，并进
行座谈交流。徐强中副部长感谢英
国浙江联谊会近几年来为温州的海
外人才引进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并邀请联谊会广大高层次会员多到
温州参观考察。整个晚宴在轻松友
好的气氛中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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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已久的全英华人收藏家协会5月13日在伦敦金融城中国银行总部大厦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庆典

大会。我会雪琳会长，永远名誉会长单声博士，名誉会长单桂秋林，副秘书长牟桦，我会顾问马伯
英教授等和三百多位嘉宾出席活动。全英华人收藏家协会名誉会长单声博士认为中国文物涨价增值
很快，大家对收藏越来越有兴趣，因为它集把玩、欣赏、研究、赚钱于一体。成立这样一个协会非

国内著名的漆器艺术家陈秦群和我会会员青年艺术家余晓

5月13日受伦敦王子基金艺术学校的邀请，在5月13日在该
校做讲座。讲座内容为中国传统工艺漆器的艺术的发展历史、
材料制作以及当代艺术语境下漆器艺术的新意义。陈秦群是
手工艺品漆艺方面的专家，余晓一直在手工艺品的实践和创
作上有研究，此次和陈秦群合作的讲座非常精彩，吸引众多
在校学生参与讲座并讨论提问。讲座之后，陈秦群和余晓在
校方领导亲自邀请下，了解该校的各类课程并参观学生创作
工作室，他们表示期待参与下次实际技术操作上的课程合作。

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和贝

茨勋爵应邀出席英国华人金融协会和
中国企业家协会合办的“2014中英
企业投资和合作论坛”，并于5月16
日在英国国会上议院丘吉尔宴会厅主
持欢迎晚宴。我会永远名誉会长单声
博士、名誉会长单秋桂林女士、我会
顾问，英国华人金融家协会会长王昌
南博士和常务副会长黄萍等多名会员
应邀出席。本次论坛汇集了中欧各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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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及时，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物收藏有很
多技巧和难度、知识和故事，如今
成立了这样一个收藏家协会，大家
能够从中了解到很多收藏奥妙，大
有益处。参加全英华人收藏家协会
成立庆典的嘉宾还有中国驻英使馆
项晓炜公参及夫人方元平、李辉参
赞；丁洁绮(钱伟鹏夫人，著名鉴赏
家、收藏家协会副会长)、朱南松(中
国著名金融投资家)、杨荔雯(收藏家
协会副会长、著名媒体人)等等。

知名企业家和商界精英代表，提供了给企业家和投资人对未来市场走势的分析和企业管理经验，针
对不同领域和不同话题组织了圆桌讨论，为有共同兴趣和想法的人提供了交流合作的机会。雪琳会
长在晚宴上喜见多名来自浙江的年轻企业家并巧遇美国前副总统之子奎尔。



我会青年艺术家余晓5月17日在国王学院做“包画廊”行为

艺术现场表演整4个小时。余晓选用平时创作中最常用的材
料纸胶带，把画廊空间大部分外形和部分内部当成一个物件
来任意缠绕包裹起来，但仍保留部分画廊初始的形状和功能。
在余晓创作进行了一半时，在场观众也开始参与与她一起将
’画廊’用纸胶带封住、缠住或去破坏已被胶带缠绕部分。
余晓通过作品表现现实社会中的各类艺术机构承担艺术交流
活动、艺术品交易中的困扰、冲突和矛盾就如胶带纸缠身。

英国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5月18日成功举办了题为“文化差异、文化多元化、文化大碰撞”论坛。

英国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我会名誉会长)桂秋林院长在致欢迎辞中，表示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中国
著名话剧编剧罗大军，以及同一创作组的项目制作人杨佳静，中国舞美设计师谭华，曾担任SOHO
剧院艺术总监的英国资深剧作家丽萨·戈德曼，被誉为以色列“最伟大的200位人物之一”的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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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约书亚·索博尔，以及以色列
新锐艺术家领袖、青年导演阿
隆·迪兰等，就合作过程中不可避
免的文化碰撞畅所欲言，并与到场
师生、观众共同围绕“新写作”，
西方文化对于中国话剧的影响，中
国未来话剧发展走向和他们正在合
作创作的新剧《爱与死》等，展开
一场别开生面的大讨论。我会永远
名誉会长单声博士也兴致勃勃参与
讨论。

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和副

秘书长、欧杭妇女会常务副会长牟桦
5月19日出席了英国“华人参政计划
”在伦敦举行的慈善捐款活动，英国
三大政党华人代表及部分华人候选人
出席分别发表演讲。路易斯市新任副
市长李良福先生，上议院泰勒勋爵议
员、前红桥市市长陈德樑等出席活动
并致辞。“华人参政计划”(BC
Project)主席李贞驹介绍了华人参政
计划将为全英各地的华人提供全方位
一站式的服务及民众传播选举知识。

英国三大政党代表，黄精明(保守党)、梁辛尼(工党)、杜淑真(自民党)等上台致辞，鼓励英国华人参
与5月22日的投票。目前全英下议院600多个席位无一位华人国会议员，上议院仅一位华人议员，我
会永远名誉会长单声愽士说“他希望有生之年能见到英国有一位华人国会议员诞生”。



我会顾问、英国华人金融家协会会长王昌南及夫人，我会

常务副会长黄萍于5月19日在美林银行举办招待会接待了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院一行。2012年发现希格斯玻色子存在
证据的Christoph Paus教授做了精彩讲座：“我们发现了希
格斯玻色子，现在呢?”。他简要阐述了希格斯粒子的知识，
讨论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暗物质的本质是什么以及它如何与
希格斯玻色子联系在一起。王昌南博士已连续三年为麻省理
工学院科学院在伦敦举办科学讲座。科学院院长马克·卡斯
特纳一直致力于推动基础科学，每年带领不同学科专家来伦
敦做精彩讲座。美国总统奥巴马已提名马克·卡斯特纳为国
家科学能源部科学办公室主任，将监管五十亿美元的预算。

第五届中英低碳制造联盟学术会议5月26日在北京召开，中

英双方学术界在英国EPSRC的支持下于2012年成立了“中英
低碳制造联盟”，其成员单位包括中国和英国10余所大学，
旨在推动中英双方面向下一代先进设计制造技术的科研合作。
我会常务理事王宏伟博士自该联盟创始即担任学术委员，长期
为低碳联盟的重要活动贡献力量。本届会议主要议题包括面向
可持续发展的产品设计与制造的关键技术，同时讨论了面向下
一代可持续制造的专著出版和国际协会发展。我会常务理事王
宏伟博士为大会做了报告并参与了联盟未来发展定位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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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会长雪琳和贝茨勋爵5月23日应邀来到纽约，在联合国总部主大厅参加“世界体育价值观峰

会”，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高官、著名运动员和青年领袖代表们一起探讨青年和体育价值观，促
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本次会议展开了一系列年度国际研讨会，旨在强调体育在促进和平事业和人类
发展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峰会持续2天，这是继在2012年伦敦年会，2013年东京年会之后的年会，
大会还邀请了世界各地的青年领袖代表参会，一起探讨弘扬体育精神推进和平与发展并进行互动。



著名中国民族音乐艺术家、中国

笛箫协会会长、中国音乐学院教授
张维良，携中国音乐学院的师生组
成的中国音乐学院笛子乐团于5月
28号在伦敦南岸皇家伊丽莎白大堂
与爱乐管弦乐团 (Philharmonia
Ochestra)共同演出。 此项目得到
了中国驻英大使馆文化处以及爱乐
管弦乐团的支持和协助，为中华文
化的推广展现出它独特的一面。我
会组织了会员兴致勃勃地前往观看，
大家纷纷表示非常享受这场民族音
乐的盛宴，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英国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6月1日再度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

国学联联手，围绕相关领域打造对话平台，与英国的华人华侨
及中国文化爱好者们共同探讨东西方在文化领域的碰撞，传统
与创新间的矛盾与融合。嘉宾包括中国著名话剧导演蒋维国及
天津青年京剧团副团长李铭一行。讲座由我会名誉会长，英国
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院长桂秋林女士主持，我会永远名誉会长
单声博士到场与观众一起聆听和观摩，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文化
公赞项晓炜应邀出席并致辞。此次讲座围绕舞台艺术展开，大
家就东西方元素怎样有机融合更能代表中国向西方推广，以及
如何为传统艺术揉进现代元素，使之更符合年轻人的口味。

浙江大学英国校友会2014年会暨

换届大会于6月1日在牛津大学召开，
中国驻英大使馆教育处代表姜正旺，
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建红，浙江大学
校友总会秘书长金海燕, 浙江大学
人事处副处长朱晓芸和来自全英各
地的五十多位校友代表参加了此次
大会。浙江大学英国校友会创办于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正式成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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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校友达到300余人，众多校友在英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许多年轻校友在英国世界知名大
学读书深造。浙大副校长罗建红(前排左五)从国内远道而来参加，他带来了母校对全体在英浙大学
子的问候，英国国会上议院麦克·贝茨勋爵代表英国政府的祝愿，他并与大家分享他去年在浙大为
学生开设4天“全球领袖”课程的经历，贝茨勋爵自称是浙大的女婿，祝贺浙大117周年生日快乐。
校友们进行友好交流，大会进行现场与网络投票，民主选举产生会长与秘书长。祝贺我会会长雪琳
被当选为英国浙大校友会新一届执行会长，年轻校友李连波当选为英国浙大校友会秘书长！



英国华文学校校长和教师近200人于6月1日在西敏寺大学礼堂欢聚。伍善雄太平绅士(我会名誉会

长)、中国驻英使馆李辉参赞携十多位侨领为《风味中国》图片巡展隆重剪彩。此次图片巡展，是英
国中文教育促进会为庆祝建会二十周年而特别举办的系列活动之一，包括“茶是故乡浓”、“酒是

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于6月1日举办了题为《英国华文学校的生存与发展》的座谈会，主要探讨长

期困扰英国华文学校的三大难题：师资、教材和办学经费。近200位校长和教师、侨领、英国主流
教育界专家学者以及众多媒体机构应邀出席。中国驻英使馆参赞李辉致辞时鼓励大家要利用这个机
会总结过去，解决困难，开拓未来。上午由五位专家学者先后作了专题演讲，让与会者受益匪浅。
下午大家就师资、教材和办学经费三个方面进行了分组讨论。随后会长伍善雄(我会名誉会长)以“
中文学校的新未来：改革、创新、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为提纲作了总结发言。

英国中华总商会6月2－5号举办了中英企业家2014峰会，本届峰会主题“中英经济合作新动力”，

近500名中英两国企业家出席了峰会。我会雪琳会长作为中华总商会常务副主席为本次峰会做了大
量幕后筹备工作，确保此次峰会取得圆满成功。英国中华总商会张劲龙主席，英中贸易协会主席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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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醇”、“无面不欢”、“民
族饮食”等八个主题，生动直观
地展示了中国各地的美食风情和
各民族的饮食文化。展出的几十
幅照片均为摄影精品，有的表现
了鱼米之乡的田园风光，有的演
绎了各种流派的烹调技艺，从不
同的角度和空间反映了中华民族
的传统饮食文化。

诚信勋爵，峰会英方主席、迈凯
伦集团首席执行官罗恩•丹尼斯，
峰会中方主席、中国民生银行董
事长董文标分别做了主题演讲。
中国驻大英馆刘晓明大使、英国
政策大臣奥利弗•莱特文分别代表
两国政府祝贺本届峰会成功召开。
主论坛上，万科集团主席王石、
总部基地(中国)控股集团主席许为
平等中英两国企业家代表进行了
充分交流与沟通。



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工程教育高级班(工高班)成立20周年庆

典于6月2日在紫金港校区召开，学院师生100余人参加了庆典
活动。我会常务理事王宏伟博士受邀参加庆典并登台发言，分
享在竺院求学的经历并为学弟学妹提供了人生发展建议。今年
是竺院成立30年和工高班成立20周年，路甬祥老校长等专程
为学院发来了题字和贺信。工高班是竺院面向工程类学生的特
殊培养班，云集了全校最为优秀的人才，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
色。王宏伟博士曾在工高班学习并担任2000级班长。参加典
礼发言之外，他还与竺院邱利民副院长和金一平老师就该院与
剑桥大学和朴茨茅斯大学的合作交流进行了深入探讨。

我会雪琳会长与中华总商会的常

务副主席们一起陪同参加中英企业
家峰会2014峰会的中国代表团部
分重要嘉宾共40人6月2日来到唐
宁街11号英国财政大臣官邸接受英
国财政大臣奥斯本接见。奥斯本大
臣对中英合作表示充分肯定，他提
到去年首相访英对商贸发展态度是
积极的，希望与中国发展更为密切，
他认为第一届企业家论坛意义深远，
论坛的互促交流，双赢共建，为中
英经济互惠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英企业家峰会2014峰会期间，

英国皇室安德鲁王子6月2日晚在詹
姆斯皇宫接见了中国代表团嘉宾并
举办欢迎晚宴，作为英国中华总商
会常务副主席的雪琳会长与我会常
务副会长黄萍，我会顾问、英国华
人金融家协会会长王昌南博士，我
会永远名誉会长单声博士，名誉会
长单秋桂林女士等均受邀参加。安
德鲁王子、英国内阁艾雷克•彼克斯
大臣与到会嘉宾亲切交流，詹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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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宫还邀请了皇家芭蕾舞团进行了皇家芭蕾舞团进行了优美的芭蕾表演。这次峰会被视为李克强总
理访问英国的预热活动，安德鲁王子和峰会英方主席罗恩•丹尼斯发表讲话。安德鲁王子希望峰会
的顺利召开能为中英深入合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我会会长雪琳6月3日应“中英企业家峰会”ABP分会邀请

作为演讲嘉宾之一参加讨论。主题一为“东伦敦的进化－亚
洲企业中心”，英国主管对英投资的内阁艾雷克•彼克斯大
臣、伦敦副市长理查德•布雷克威、中国民生银行董文标主
席、中国驻英大使馆商务公参周晓明、华安保险李光荣主席、
牛汉姆区长罗宾爵士、总部基地主席许为平等均作精彩演讲，
分析东伦敦投资环境，鼓励更多的中国企业家来英投资。巨
人集团史玉柱主席也到场支持。主题二为“东伦敦辉煌的崛
起，亚洲企业的自然据点”，雪琳会长上台参加圆桌讨论。

我会会长雪琳(照片左)和麦克•贝茨勋爵受英国女王邀请，参加在伦敦女王官邸白金汉宫举办的

花园派对，品尝一席传统的“下午茶”。当女王出现在花园接见来宾时，天公不作美突然下起雨来，
女王仍然微笑着与嘉宾交流，缓缓前行，从皇宫走到花园亭子不到200米，女王走了一个整一小时。
每年五，六月，女王举办4次花园派对，邀请社会各界代表来到白金汉宫享用美味的“下午茶”。

我会会长雪琳与麦克·贝茨勋爵一起6月4日受邀入上议院议政厅见证国会开议大典，它标志着议

会今年正式启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代表国家宣读政纲，将列出政府对这一年国会的会议议程，
概述提出政策和立法。英国下议院议长率英国三大政党领袖包括卡梅伦首相及其他下议院议员来到
上议院与部分嘉宾，包括法官，各国大使等聚集在上议院聆听女王宣读政纲。女王的演说阐述了联
合政府计划今年推出11项法案和相关措施，包括养老金的改革和议员要对选民更负责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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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副会长、国际农业生物科学中心(CABI)成员国事务主

任张巧巧博士于6月5日应邀参加了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
Walport爵士有关气候变化信息交流和发布的演讲。该演讲
是由雷丁大学知名的沃克气候系统研究所主办，由雷丁大学
副校长David Bell爵士主持。Walport爵士谈到了研究人员
要以科学为依据、针对不同对象客观而有效地进行气候变化
影响的信息沟通。2007-2013年，张巧巧带领CABI在中国
团队与沃克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在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
服务领域合作了数个项目。其中帮助Tim Wheeler教授收集
和处理了相关数据，为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气候变
化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影响”一文提供了有价值的素材。

我会艺术家余晓6月9日受邀参加6月9日晚在伦敦切尔西

泰德英国美术馆（TATE Britain）举行的TATE泰德一年一度
的夏季艺术家大型派对。派对在泰德英国美术馆的一楼大厅
举行，大厅里正是英国著名艺术家Phillida Barlow的大型装
置，来宾都是来自英国艺术界的有贡献人士，如著名的艺术
家、策展人、美术馆博物馆的馆长、收藏家、画廊主以及艺
评家等等。作为英国艺术圈每年最重要的的艺术圈社交派对
之一，每年夏季的泰德派对都齐聚了英国艺术圈的名流人士。
我会艺术家余晓与英国好友艺术家Richard Wilson, David
Medalla和Fiona Rae等一起出席了派对。

我会副会长、国际农业生物科学

中心(CABI)成员国事务主任张巧巧
博士于6月10日在CABI接待了由江
西省科技厅吴文峰副厅长带队的江
西省科技代表团。代表团在听了张
巧巧对CABI概况和CABI-中国合作
情况介绍以及看了CABI”植物智慧
”知识库演示后，特别希望江西省
能与CABI在水稻、水果病虫害生物
防治技术上合作并成为继北京、广
西、四川和河南之后的CABI”植物
智慧”项目在中国的又一试点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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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吴厅长特别谈到了江西省和国内大部分省份一样面临着农药、肥料过度使用所导致的严重食
品安全问题。经张巧巧牵线搭桥，江西省科技厅将与中国农业部、CABI东亚中心探讨利用中国一
CABI联合实验室这一平台进行上述方面合作的方案。



我会会长雪琳、永远名誉会长单

声博士、名誉会长单秋桂林、副秘
书长牟桦等会员6月13日受邀参加在
英国国会上议院宴会厅举办的英国
北京同乡会成立庆典酒会，北京同
乡会会员给来宾带来了精彩纷呈的
节目。大使馆李辉参赞带来了使馆
的致词并表示祝福，单声博士虽八
十五岁高龄却宝刀未老，他用洪钟
般的嗓音为大家献上京剧清唱《两
国交锋》，博得大家的阵阵喝彩。

我会会长雪琳6月16日受邀参观“

唐顿庄园”第五季拍摄现场，“唐顿
庄园”在中国的收视率达到1.4亿人，
该季拍摄地点在位于伦敦西面的
Ealing Studio。此剧组大宅外观及部
分大宅的内景在伯克郡的海克利尔城
堡拍摄，主人和仆人的起居场景则在
Ealing Studios搭建及拍摄，雪琳会
长还参观了他们的工作室、更衣房、
摄制棚等等，与演员们共进午餐，和
Grantham伯爵(照片左)、管家和佣
人及其他演员进行了交流。

李克强总理于6月16日正式访问英国，当晚英国内政大臣特丽莎•梅(照片中)邀请部分重要商界人

士、华人社区重要成员以及保守党华人之友的成员参加晚会并宣布针对赴英中国游客的新签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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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活动是由英国保守党华人之友
和英中签证联盟共同举办的，雪琳
会长作为“保守党华人之友”的六
位董事之一参与了此次活动的筹备
工作。当晚出席酒会的还有英国商
界领袖、政要、各界精英和媒体代
表。同时，特丽莎•梅大臣感谢“保
守党华人之友”联合主席韦鸣恩勋
爵和杰弗利•克利弗顿•布朗议员(也
是保守党副主席)提供这样一个机会，
这项新政策表达了英国政府对中英
合作交流未来良好的发展充满信心。



我会副会长、国际农业生物科学中心(CABI)成员国事务主

任张巧巧博士6月16日访问泰国、老挝和柬埔寨以加强CABI
与这三国的伙伴关系, 在亚行大湄公河次区域规划的框架下
寻求更多合作机会, 并探讨这三个国家成为CABI成员国的可
能性。具体议题涉及到开发项目来改革大湄公河次区域六国
的农药市场, 争取泰国和柬埔寨政府对CABI”植物智慧”项
目在其国发展的支持，推动”植物智慧”项目在老挝落户等。
湄公河(澜沧江)流经中国云南、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
和越南, 历来是中国通往东南亚的商业要道。促进大湄公河
次区域六国合作意义重大。三个国家对CABI的建议反应积极。

我会组织40名会员与其他华人社团

6月17日在唐宁街10号门口欢迎李总
理访问英国。李总理从温莎城堡返回
伦敦唐宁街十号与卡梅伦首相会晤时，
在英国外交部大楼外举行了一个隆重
的欢迎仪式，我会几位会员有幸目睹
了仪式，纷纷表示非常激动。这次李
总理访问英国，签署价值了300亿美
金的合约，这对中英经贸、文化、教
育、高科技等各领域的合作发展起到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李总理此次出访
英国，加强中英经济合作，向英国呈
现“真正的中国”，改善对中国的误
解，舒缓以往两国在政治上的分歧。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18日在

伦敦金融城市长官邸面向英国皇家国
际问题研究所和国际战略研究所两大
智库发表题为《共建包容发展的美好
世界》的演讲，300多位专家学者出
席，我会会长雪琳和贝茨勋爵也一同
受邀参加，聆听李总理的演讲。李总
理的演讲，提到包容、理解、互信、
和谐和共同发展。李总理提到中国政
府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中国30年
的改革开放使7亿人脱贫，中国要转
型升级向中高端发展，向高质量迈进。
中国的发展创造巨大商机，中方希望
与英国加强更多领域合作，达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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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前中)在访英活动繁忙之中，于6月18日下午抽时间会见了英国华人华侨代表、中资企

业代表、留学生代表和使领馆工作人员。我会雪琳会长、名誉会长单秋桂林，顾问英国华人金融家
协会会长王昌南博士等应邀参加了正式会见。当李总理亲切地伸出手与雪琳会长握手时，雪琳会长
情不自禁地告诉总理：您今早在智库的演讲太精彩了！李总理认真聆听，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会
见合影之后，李克强总理给到会嘉宾发表讲话，他的演讲赢得了华人华侨代表们持久热烈的掌声。

我会会员青年艺术家余晓受邀于6月18日出席了菲律宾知名

艺术家诺维尔的个展开幕和在菲律宾使馆的晚宴。菲律宾艺
术家诺维尔善于用拾得物来做观念性装置作品的艺术家，同
时也是抽象绘画艺术家和行为艺术家。他与余晓曾有过多次
合作，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友谊关系。此次个展是他在伦敦的
首次个展，展示他近4年来用收集的拾得物创作的作品。同
晚菲律宾大使Manalo也出席来开幕式和晚宴，并特别关心
和询问了余晓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和做当地当代艺术
的看法，并表示期待余晓今年关于英国当代艺术的新书出版。

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6月

21日应女王的邀请参加英国皇家阿
斯科特赛马会，并在女王邀请的官
方嘉宾区观看赛马并品尝下午茶。
今天英国女王欣然前往观赛，雪琳
会长因是女王嘉宾，与女王在同一
个区域赛马。这是英国最顶级赛马
盛会，今天前来观看赛马的达7万人，
男士们穿燕尾服戴礼帽，女士们穿
着配色的礼服和漂亮有创意的帽子
出来亮相。闻名遐迩极具特色的帽
饰时尚秀成为赛马会最大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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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

花别样红”之际，浙江侨联张维仁
副主席(右二)6月26日热情接待了
我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黄萍并进
行了亲切交流。黄萍感谢省侨联多
年来对我会的大力支持，介绍了我
会自成立以来在雪琳会长的带领下
所做的工作。我会本着服务家乡、
联系乡谊精神，多年来为在英侨胞
和家乡牵线搭桥、共谋发展。张维
仁副主席希望会员们常回家看看，
积极参与省侨联举办的年会、名媛
会等活动，进一步与省侨联网站和
《钱江侨音》加强联系、同享信息。

应杭州市统战部、杭州市海外联

谊会之邀，我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
长黄萍于6月27日中午前往拜访徐
祖德副部长、办公室主任盛丹群、
联络处处长虞青海、龚俊义等。作
为杭州市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黄
萍详细介绍了我会几年来开展的各
项工作。徐祖德副部长对目前中英
两国多方面的合作表示关注，他期
待我会为增进英国主流对中国梦和
中国和平发展的了解，为维护国家
统一和民族团结，进一步促进中英
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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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侨办自英国浙江联谊会成立来，多年来一直大力支持

和关注我会的发展，浙江海外交流协会秘书长，浙江侨办副
巡视员李培培虽身在宁波公务，仍在6月27日晚趁周末回杭
之际，代表浙江侨办热情接待了我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黄
萍。黄萍详细介绍了几年来我会在英国积极参与当地侨社和
主流社会的活动，以及和浙江省的人才、商务、文化和教育
等方面的各种交流合作。李培培对我会几年来在雪琳会长带
领下致力于促进中英两国的交流合作、帮助侨胞融入英国主
流社会、服务华裔方面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他希望我会和
家乡今后在新形势下继续加强合作，促进两国经贸关系。



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6月28日受邀参加2014伦敦

地产投资论坛，此次论坛是由中英青年创业协会与中国房东
协会联合主办。雪琳会长夫妇在会上发表了嘉宾致词，麦克
•贝茨勋爵代表英国政府展望未来中英经济趋势，由于中英
两国之间显著改善的贸易关系，英国政府欢迎中国投资者将
伦敦视为海外房产的最佳投资地。雪琳会长也在会上表示此
次论坛时机正好，可以让中英两国的开发商、伦敦地产产业
链上的各个环节所属公司以及个人投资者互相了解对方需求。

我会副秘书长、欧杭妇女会常务

副会长牟桦代表我会参加了6月30日
晚在伦敦金龙堡大酒楼内举行的英
国福建华商总会第二届理事会。中
国驻英大使馆李辉参赞、福建省侨
联陈式海副主席及代表团及全英各
大社团领导人均受邀出席大会。李
辉参赞致辞，与大家分享了六月在
北京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华人华侨社
团联谊大会的“服务社区、和谐发
展”的精神。李辉参赞对英国福建
华商总会寄予了高度评价，受到了
全英侨界的认可和喜爱。祝贺我会
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当选为英国
福建华商总会第二届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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