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13:40 - 13:47

13:33 - 13:40

13:30 - 13:33

13:00 - 13:30  

13:47 - 13:54

14:00 - 14:15 

14:15 - 14:30

14:30 - 14:45

14:45 - 15:00

15:00 - 15:15

15:15 - 15:30

15:30 - 15:45

16:00 - 16:40

专题演讲

开幕致辞

详情

主题: 绿色金融在促进全球经济复苏中发挥关键作用
讲者： Satya Tripathi 先生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绿色金融负责人

主题: 从氢能源到碳中和到社会影响力投资
讲者: 黄文生 先生
             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Sinopec Capital）董事长, 国际氢能理事会董事, 联合国关注气候执行委员会委员

主题: 坚持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指导原则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讲者： 刘方毅 先生
                英科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裁 英科再生资源股份公司创始人兼总裁
                "����年中国十大品牌年度人物、����年十大影响力人物"

主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经验和最佳实践分享
讲者： Marielza Oliveira 女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北京局局长
  
主题: 中国影响力资本投资未来创新科技, 驱动全球经济恢复与可持续增长
讲者: 周丹 女士
            CSC英国影响力投资基金 创始合伙人, 欧洲最具创新影响力、连续数年被评为欧洲最佳的创新孵化器FF的核心投资人
 
主题: 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
讲者: 卢华基 先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香港委员会首席财务官

主题: ESG投资决策：成果度量与整体影响力评估的最新发展
讲者: 阮耀启 博士
            香港社会效益分析师学会创办人及行政总裁

主题: 区块链对能效驱动的重大影响
讲者: Mr. Andrea Castiglione
            Efforce能效驱动区块链公司 联合创始人

Jan Mattsson 博士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 世界银行检查委员会核心成员, 联合国项目事务署 署长

鸠山由纪夫 博士
日本第��任首相, 世界友爱基金会主席

Steve Wozniak 先生 
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 Efforce能源区块链创始人

陈智思 议员, 大紫荆勋贤, GBS, JP
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会议召集人

讨论嘉宾
杨德斌 先生 太平绅士
原香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 大数据治理公会创会主席
胡海平 先生
师董会创始人与董事长, 全球最大的致力于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生态平台公司, ����年中国十大CEO
方誉瑾 女士
Fang Fund Partners 投资基金 管理合伙人（专注于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母基金）
陈妍芝 女士
非凡创投 创始合伙人, 腾讯集团投资, 中国数字产业最具影响的影响力投资基金之一
匡双礼 先生
����年中国碳中和领域最具影响力律师之一

主持人
陈序 先生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中国首席顾问, 半山智库创始人

圆桌会议 （�）

圆桌会议 （�）

讨论主题: 后疫情时代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战略思考与创新行动

16:40 - 17:20 讨论主题: 科技创新驱动影响投资， 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

17:20 - 18:00

余远骋 博士
世界绿色组织 创办人及行政总裁

倡议 I: 全球碳中和指导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及发起倡议
将由EFFORCE及数家碳企, 共同发起碳中和特别工作组, 倡议整合全球的投资家、
企业家、科学家及政策决策者等， 一起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倡议II: 数字艺术驱动社会影响力与可持续发展
将由数字国际青年艺术家演示如何利用数字艺术驱动未来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话题, 并发起倡议。

倡议III: 推动关注肠道健康， 提升人类集体免疫能力， 应对未来流行病挑战
与香港肠道微生物组学会及其他国际组织组成特别工作组, 针对肠道相关的精准治疗及应用, 展开大型社区研究。

18:15 - 18:30

18:30 大会总结

登记

日期: ����.�.�� (星期五)
时间: 下午�:��  ‒ �:�� (香港时间)
地点：香港亚洲协会 (利国伟厅)
模式：全球直播和云端现场直播 (Zoom)

 

社会影响力投资与可持续发展会议 ：社会影响力投资与可持续发展会议 ：

Social Impact Investment & 
Sustainability Forum (SIIS)
Social Impact Investment & 
Sustainability Forum (SIIS)

Strategic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Actions about 
Social Impact Investment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后疫情时代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战略思考与创新行动

Strategic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Actions about 
Social Impact Investment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后疫情时代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战略思考与创新行动

会议主持会议主持
罗响 博士
社会影响力投资与采购基金会 联席主席
联合国项目事务署 首任中国代表、����中国智慧经济十大领军人物

议程

查询热线：(���) ���� ����

#以上内容为暂时安排, 主办方保留随时更改内容之权利。

主办: 协办: 

支持机构:

赞助:

SIIP Suppor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13:54 - 14:00

15:45 - 16:00

讨论嘉宾
Sarah Gordon 女士
英国影响力投资研究院 首席执行官
冯庆 先生
影力资本合伙人,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杰出青年、G��青年企业家联盟社会影响力菁英
臧文平 先生
锦美碳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全球首创碳制绿氢项目创始人
黄卿义 先生
敦煌首航节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 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热发电企业
高维鹏 先生
元生创投合伙人, 中国最具影响力专注于生命科学领域的风险投资基金之一     

主持人
肖耿 博士
香港国际金融学会 主席

圆桌会议 （�）
讨论主题: 社会影响投资、绿色金融与ESG

讨论嘉宾
Johnny Ng Kit-chong 教授
Goldford集团创始人及主席
陈浩华 博士
香港独立非执行董事协会ESG委员会 主席 
苏婉婷 女士
信永中和 可持续发展公司 合伙人
孙美莉 女士
北京大学工学院 清洁能源研究院 院长助理

主持人
范仁达 先生
亚洲独立非执行董事协会 主席

同 人 融 資 有 限 公 司
Sustainability 
可 持 續 發 展

Asia
Impact
Investment 香港保健醫療研究有限公司

Hong Kong Healthcare
Medical Research Ltd. 艾     華     迪     集     團

罗响 博士 
社会影响力投资与可持续发展会议 大会主席
联合国项目事务署 首任中国代表、����中国智慧经济十大领军人物 

大会主席致辞

18:00 - 18:15

大会总主持 肖耿 博士
香港国际金融学会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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