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文投大会部分拟邀请嘉宾名单

外国驻华使馆

序号
国 家

使馆名称 职务
中文 英语

1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共和国
Republic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共和国大使馆 大使

2 澳大利亚 Australia 澳大利亚大使馆 大使

3 博茨瓦纳 Botswana 博茨瓦纳大使馆 大使

4 加拿大 Canada
加拿大大使馆 大使

加拿大大使馆商务处 商务参赞

5 印度 India 印度大使馆 大使

6 肯尼亚 Kenya 肯尼亚大使馆 大使

7 尼日利亚 Nigeria 尼日利亚大使馆 大使

8 巴基斯坦 Pakistan 巴基斯坦大使馆 大使

9 南非 South Africa 南非大使馆 大使

10 新西兰 New Zealand 新西兰大使馆 大使

11 新加坡 Singapore 新加坡大使馆 大使

12 美国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大使馆 大使

13 芬兰 Finland 芬兰大使馆 大使

14 挪威 Norway 挪威大使馆 大使

15 瑞典 Sweden 瑞典大使馆 大使

16 丹麦 Danmark 丹麦大使馆 大使

17 波兰 Poland 波兰大使馆 大使

18 捷克 The Czech republic 捷克大使馆 大使

19 斯洛伐克 Slovakia 斯洛伐克大使馆 大使

20 匈牙利 Hungary
匈牙利大使馆 大使

匈牙利文化中心 主任

21 德国 Germany 德国大使馆 大使

22 奥地利 Austria 奥地利大使馆 大使

23 荷兰 Netherlands 荷兰大使馆 大使

24 马其顿 Macedonia 马其顿大使馆 大使

25 阿尔巴尼亚 Albania 阿尔巴尼亚大使馆 大使

26 希腊 Greece 希腊大使馆 大使

27 斯洛文尼亚 Slovenia 斯洛文尼亚大使馆 大使

28 克罗地亚 Croatia 克罗地亚大使馆 大使

29 马耳他 Malta 马耳他大使馆 大使

30 葡萄牙 Portugal 葡萄牙大使馆 大使

31 冰岛 Iceland 冰岛驻华大使馆 大使

32 冈比亚 Gambia 冈比亚驻华大使馆 大使

33 爱尔兰 Ireland 爱尔兰驻华大使馆 大使

34 斐济 Fiji 斐济驻华大使馆 大使

35 朝鲜 North Korea 朝鲜大使馆 大使

36 韩国 South Korea 韩国大使馆 大使

37 蒙古 Mongolia 蒙古大使馆 大使

38 日本 Japan 日本大使馆 大使

39 越南 Vietnam 越南大使馆 大使

40 老挝 Laos 老挝大使馆 大使

41 缅甸 Myanmar 缅甸大使馆 大使

42 泰国 Thailand 泰国大使馆 大使

43 马来西亚 Malaysia 马来西亚大使馆 大使

44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大使馆 大使

45 斯里兰卡 Sri Lanka 斯里兰卡大使馆 大使

46 尼泊尔 Nepal 尼泊尔大使馆 大使

47 以色列 Israel 以色列大使馆 大使

48 阿尔及利亚 Algeria 阿尔及利亚大使馆 大使

49 阿联酋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阿联酋大使馆 大使



50 埃及 Egypt 埃及大使馆 大使

51 阿曼 Oman 阿曼大使馆 大使

52 巴勒斯坦 Palestine 巴勒斯坦大使馆 大使

53 巴林 Bahrain 巴林大使馆 大使

54 科威特 Kuwait 科威特大使馆 大使

55 黎巴嫩 Lebanon 黎巴嫩大使馆 大使

56 利比亚 Libya 利比亚大使馆 大使

57 毛里塔尼亚 Mauritania 毛里塔尼亚大使馆 大使

58 摩洛哥 Morocco 摩洛哥大使馆 大使

59 沙特阿拉伯 Saudi Arabia 沙特阿拉伯大使馆 大使

60 苏丹 Sudan 苏丹大使馆 大使

61 索马里 Somalia 索马里大使馆 大使

62 突尼斯 Tunisia 突尼斯大使馆 大使

63 叙利亚 Syria 叙利亚大使馆 大使

64 也门 Yemen 也门大使馆 大使

65 伊拉克 Iraq 伊拉克大使馆 大使

66 约旦 Jordan 约旦大使馆 大使

67 卡塔尔 Qatar 卡塔尔大使馆 大使

68 摩纳哥 Monaco 摩纳哥 大使

69 瑞士 Switzerland 瑞士大使馆 大使

70 比利时 Belgium 比利时大使馆 大使

71 法国 France 法国驻华大使馆
大使

文化教育参赞

72 卢旺达 Rwanda 卢旺达大使馆 大使

73 贝宁 Benin 贝宁大使馆 大使

74 吉布提 Djibouti 吉布提大使馆 大使

75 刚果（布） The Republic of Congo 刚果（布）大使馆 大使

76 科摩罗 Comoros 科摩罗大使馆 大使

77 刚果（金）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刚果（金）大使馆 大使

78 马达加斯加 Madagascar 马达加斯加大使馆 大使

79 加蓬 Gabon 加蓬大使馆 大使

80 科特迪瓦 Ivory coast 科特迪瓦大使馆 大使

81 喀麦隆 Cameroon 喀麦隆 大使

82 布隆迪 Burundi 布隆迪大使馆 大使

83 赤道几内亚 Equator Guinea 赤道几内亚驻华大使馆 大使

84 几内亚 Guinea 几内亚大使馆 大使

85 马里 Mali 马里大使馆 大使

86 乍得 Chad 乍得大使馆 大使

87 卢森堡 Luxembourg 卢森堡大使馆 大使

88 西班牙 Spain
西班牙驻华大使馆

大使

文化参赞

商务参赞

西班牙文化中心 院长

89 墨西哥 Mexico 墨西哥驻华大使馆 大使

90 哥斯达黎加 Costa Rica 哥斯达黎加驻华使馆 大使

91 巴拿马 Panama 巴拿马驻华使馆 大使

92 古巴 Cuba 古巴驻华大使馆 大使

93 多米尼加共和国 Dominica 多米尼加中国贸易发展办事处 代表

94 玻利维亚 Bolivia 玻利维亚驻华大使馆 大使

95 阿根廷 Argentina 阿根廷驻华使馆 大使

96 智利 Chile 智利驻华使馆 大使

97 乌拉圭 Uruguay 乌拉圭驻华使馆 大使

98 秘鲁 Peru 秘鲁驻华使馆领事处 大使

99 厄瓜多尔 Equador 厄瓜多尔驻华使馆 大使

100 哥伦比亚 Columbia 哥伦比亚驻华使馆 大使

101 委内瑞拉 Venezuela 委内瑞拉驻华使馆 大使

102 意大利 Italy 意大利大使馆
商务参赞

文化参赞



文化处处长

103 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
Esto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爱莎尼亚大使馆 大使

104 俄罗斯联邦 The Russian Federation 俄罗斯大使馆 大使

105 白俄罗斯共和国 Republic of Belarus 白罗斯大使馆 大使

106 乌克兰 Ukraine 乌克兰大使馆 大使

107 摩尔多瓦共和国 Republic of Moldova 摩尔多瓦大使馆 大使

108 罗马尼亚 Romania 罗马尼亚大使馆 大使

109 保加利亚 Bulgaria 保加利亚大使馆 大使

110 塞尔维亚 Serbia 塞尔维亚大使馆 大使

111 土库曼斯坦 Turkmenistan 土库曼斯坦大使馆 大使

112 乌兹别克斯坦 Uzbekistan 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 大使

113 吉尔吉斯斯坦 Kyrgyzstan 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 大使

114 塔吉克斯坦 Tajikistan 塔吉克斯坦大使馆 大使

115 哈萨克斯坦 Kazakhstan 哈萨克斯坦大使馆 大使

116 立陶宛 Lithuania 立陶宛大使馆 大使

117 拉脱维亚 Latvia 拉脱维亚大使馆 大使

118 亚美尼亚 Armenia 亚美尼亚大使馆 大使

119 格鲁吉亚 Georgia 格鲁吉亚大使馆 大使

120 阿富汗 Afghanistan 阿富汗大使馆 大使

121 孟加拉 Bangladesh 孟加拉大使馆
商务参赞

大使

122 巴西 Brazil 巴西大使馆 大使

123 塞浦路斯 Cyprus 塞浦路斯大使馆 大使

124 厄立特里亚 eritrea 厄立特里亚大使馆 大使

125 埃塞俄比亚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大使馆 大使

126 加纳 Ghana 加纳大使馆 大使

127 圭亚那 Guyana 圭亚那大使馆 大使

128 伊朗 Iran 伊朗大使馆
大使

文化参赞

129 莱索托 lesotho 莱索托大使馆 大使

130 莫桑比克 Mozambique 莫桑比克大使馆 大使

131 纳米比亚 Namibia 纳米比亚大使馆 大使

132 菲律宾 The Philippines 菲律宾大使馆
大使

商务参赞

133 塞拉里昂 Sierra leone 塞拉里昂大使馆 大使

134 坦桑尼亚 Tanzania 坦桑尼亚大使馆 大使

135 土耳其 Turkey 土耳其大使馆 大使

136 乌干达 Uganda 乌干达大使馆 大使

137 赞比亚 Zambia 赞比亚大使馆 大使

138 津巴布韦 Zimbabwe 津巴布韦大使馆 大使

139 阿塞拜疆 Azerbaijan 阿塞拜疆大使馆 大使

中外金融机构

序号 国家 区域 单位名称 职务

1

国内 北京

中国银行 副总经理

2 中国建设银行 副总经理

3 招商银行 常务副总经理

4 中国进出口银行 行长顾问

5 中国几出口银行 市场开发处处长

6 中国民生银行 金融部总监

7 中国光大银行 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8 北京银行 商务中心区管理部总经理助理

9 北京农商行 公司业务一部总经理

10 汇丰银行 对外事务副总裁

11 包商银行 首席文化顾问

12 永亨银行 企业融资部经理



13 大华银行 助理副总裁

14 浙商银行 北京分行总经理

15 KDB产业银行 北京分行副行长

16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 副总裁

17 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董事

18 国家艺术基金 主任

19 楚商基金 基金投资总经理

20 洪泰基金 董事长

21 丝绸之路专项基金委员会 副秘书长

22 光大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创新业务部总经理

23 北京浩华浩富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董事长

24 中盛投资集团 董事总经理

25 澳中投资集团 财富管理中心总经理

26 大公财富 总裁

27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总监

28 中信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裁

29 大秦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总裁

30 汉红股权基金 合伙人

31 海航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32

上海

美桥投资集团 执行董事

33 上海华信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首席投资官

34 上海压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35 汉鼎亚太公司 董事总经理

36 济宁 惠达投资 副总经理

37 威海 威海市商业银行 监事会主席 党委副书记

38 香港 香港建一所北京代表处 北京代表处副代表

39 香港 中信证券国际 联席董事

40

国外

美国 摩根大通银行 美国中资企业总管

41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国民银行有限公司 总经理

42 澳大利亚西太平银行 北京分行总经理

43
英国

渣打银行 中国区总监

44 渣打银行 中国区经理

45

德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金融参赞

46 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副总裁

47 德意志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48 德国黑森图林报州银行上海代表处 首席代表

49
法国

法国巴黎银行

50 法国巴黎银行北京分行 客户经理

51 国家主权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驻华代表

52 奥地利 裕信奥地利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3 挪威 挪威银行 中国区主管

54 挪威 挪威银行 上海分行副总裁 行长

55 日本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 高级经理

56

新加坡

腾格里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57 大华银行集团 副总经理

58 大华银行集团 执行总监

59 西里西亚金融协会 董事会主席

60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国民银行北京代表处 首席代表

61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曼底利银行 上海分行行长



国内重点企业

序号 区域 单位名称 职务

1

北京

总部基地中国控股集团 海外事务总经理

2 中航技总公司 副处长

3 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4 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业务经理

5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工程师

6 中国航天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 亚太区首席代表

7 中国航天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国际业务部 亚太大区副总经理

8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办公厅副主任

9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国际事务部部长

10 中国路桥集团总公司 总经理助理

11 中国航天 项目开发处副处长

12 中国技术交易所 总裁助理

13 中国黄金国际集团 总经理 教授级高工

14 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原油部

15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

16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室党委书记秘书

17 中国中铁 国际部副部长

18 中国中铁 秘书

19 中铁物流集团 行政管理中心总经理

20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承办经理

21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2 中煤国际工程集团国际工程分公司 项目经理

23 中国首都机场太扬置业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24 中国巴西企业家委员会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中方主席 董事长

25 中国首钢集团 中基太业投资有限公司 经理

26 中国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投资部

27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办事处主任

28 中国人寿 办公室主任

29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海外局 经营管理处副处长

30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董事会秘书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31 大唐电信国际技术有限公司 海外市场总监

32 大唐电信国际技术有限公司 海外市场经理

33 大唐电信国际技术有限公司 品牌宣传主管

34 大唐国际技术有限公司 总裁

35 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国际四部总经理

36 中国国际能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政府事务总监

37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38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39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 国际业务一部主任工程师

40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厅综合处处长

41 中国电器进出口有限公司 出口三部副经理

42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 区域经理

43 中船重工 公司业务专家

44 中船重工 军品二部项目经理

45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外事办公室经理

46 北京城建集团德博建筑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

47 首旅集团 投资发展部总经理

48 首旅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董事

49 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50 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事业部业务经理

51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总经理



52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国资重组事务专员

53 中广核轴业发展有限公司 高级会计经理

54 北京首信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55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办公室企业宣传

56 北京雷力集团公司 董事长

57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外事办公室经理

58 中新国际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59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 国际二部高级高级项目经理

60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市场管理部项目助理

61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 办公厅秘书

62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副总工程师

63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公关总监

64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

65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公共事业部区域代表

66 北京北粮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部经理

67 中国联通北京市分公司 副总经理

68 中国联通北京市五区分公司 总经理

69 中国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总经理

70 中国首钢集团 中基太业投资有限公司 经理

71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72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办公室主任

73 吉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74 中太恒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75 新世界中国地产 总经理

76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

77 中国税务投资有限公司 财务和审计部经理

78 中国国际贸易公司 第七业务处副处长

79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80 中国铝业公司 副总经理

81 宏宇集团 董事副总裁

82 中国恒天 纺织事业部副总经理

83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84 中国投资 国际商业顾问

85 NBA 中国 高级副总裁

86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87 中国华戎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 总经理

88 北京中澳联合矿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总裁

89 北京银河路经贸有限公司 总经理

90 弘毅投资 总监

91 复兴集团 公共事务副总监

92 中关村科技 董事长

93 波音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总裁

94 南山集团 总经理

95 中石化易捷销售有限公司 总经理

96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博士 研究院副院长

97 首都机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98 宝塔石化集团 董事

99 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政府关系经理

100 光大国际建设工程总公司 董事长

101 鼎晖投资 总监

102 润丰集团 总裁

103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院院长 北京办事处主任

104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驻北京办事处主任

105 新奥泰阳能源集团 投资总监

106 名仕国际集团 董事长

107 北京信威集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国际中心市场部总经理

108 远洋地产 投资运营管理部总监

109 约瑟投资 项目经理

110 大拇指集团 大鼎世纪地产集团 战略投资经理



111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代表处经理

112 中植企业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

113 宏泰基金 副总裁

114 北京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15 瑞云云计算研发建设有限公司 董事长助理

116

成都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副总裁

117 四川万达建设集团 董事长

118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行政部社会事务高级主管

119 重庆 三峡担保 总经理

120 西安 陕西建工集团总公司海外部 高级工程师

121

上海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海外市场策划

122 上海新亿阳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总经理

123 万邦泛亚中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总经理

124 福州 德州亚太集团

125 义乌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126 太原 山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副总经理

127 石家庄 中化化肥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总经理

128 廊坊 新奥泰阳能源集团 投资总监

129 唐山 名仕国际集团 董事长

130 贵阳 贵州灵达企业集团 董事长

131 象山 宁波天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32 厦门 中澳企业家联合会 名誉会长

133

香港

胜记仓 董事局主席

134 同仁堂 总经理助理

135 新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会主席

136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137 万邦资源中国有限公司 副总裁

138 万邦资源中国有限公司

139 中国自控香港有限公司 总经理

140 中国国际通用航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中外媒体

序号 区域 单位名称 职务

1

中国

中国中央电视台 主持人

2 中央电视台 组长

3 中国中央电视台 总编辑

4 人民日报 主任

5 人民日报 副主任

6 人民日报经济部 主任编辑



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业务总监

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台办公室副主任

9 人民网 央企组 总监助理

10 新华社 网络舆情监测分析中心 主任

11 新华通讯社 产经中心副主任 高级记者

12 新华通讯社 国际部发稿中心副主任

13 新华通讯社 终审发稿人 记者

14 新华社英语电视台 台长 高级记者

15 新华通讯社欧洲总分社副社长 高级编辑

16 新华通讯社总经理室 副总经理

17 经济日报 资深编辑

18 财经时报 执行总编辑

19 中国经济网 国际部记者 编辑

20 中国日报 市场部 大客户经理

21 华式传媒 销售总监

22 蓝海电视 CEO
23 百度 市场部主管

24 新旅行-他生活 市场经理

25 厦门日报 采访中心热线记者

26 中国国门报 总编辑

27 生活周刊 记者

28 证券日报 副社长

29 新华通讯社外事局涉外战略发展中心 项目主管

30 中国西部时报记者 产经部副主任

31 中国青年报 主任记者

32 全球商业 品牌推广部经理

33 红品传媒 编辑

34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对外贸易记者

35

港澳台

凤凰卫视 主编

36 大公报 董事 总裁

37 大公报 行政副总裁

38 莲花卫视 国际部主任

39 经济日报-港澳台新闻部 责任编辑

40 金融时报 记者

41 香港商报 助理总编辑

42 文汇报北京分社 高级记者 社长

43 香港电台 驻北京记者

44

国外

美国广播公司 翻译

45 ABC电视网络 主任 原副总裁

46 汤森路透 经济记者 路透社北京记者处

47 汤森路透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48 苏维埃白俄罗斯报 北京分社社长

49 俄罗斯国际文传-中国电讯社驻京分社

50 外经导报社 总裁英俄文秘书

51 法国新闻社北京分社 记者

52 经济观察报 总监

53 商报-德国金融日报 北京记者

54 德国经济周刊 办公室主任 新闻研究员

55 意大利新闻报 亚太区主任

56 悉尼先驱晨报-时代报 驻华记者

57 巴西圣保罗州报 驻中国记者

58 波兰广播电台 北京办事处主任

59 DHA新闻社 土耳其驻中国特派财经记者

60 中东通讯社 办公室主任 新闻研究员

61 日本经济新闻社 中国总局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