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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与公益
深商世界气候大会行旨在向世界展示中国当代企业家的精神风貌及主动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规则制定的主人翁意识，同时搭建跨

国商业交流平带，助力深圳企业界走向世界，让世界倾听深圳企业界的声音，

拓展企业家全球化视野。

科技、文化、未来
深商英国行将出访世界经济文化中心之一的伦敦和百年学府剑桥，感受英

国文化、探访世界名校剑桥、参与赛艇运动和对接前沿科技，旨在促进东西方

企业科技与文化交流，搭建深商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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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议程

行程、议程

1/ 2

深商总会参访团定于 11 月 15 日至 21 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和英国剑桥举行。本次

出访结合了联合国气候大会、双边企业交流、摩洛哥 / 英国文化体验、赛艇运动探索等

元素，旨在借此活动活动向世界展示中国当代企业家的精神风貌及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规则制定的主人翁意识，同时搭建跨国商业交流平带，助力深

圳企业界走向世界，让世界倾听深圳企业界的声音，拓展企业家全球化视野。

2016/11/15 上午

摩洛哥当地时间：12:50抵达马拉喀什梅纳拉机场

下午

抵达马拉喀什；
傍晚参观“不眠广场”

晚上/晚餐

团队餐

住宿

马拉喀什

2016/11/18 上午

Foster设计事务所参访

下午

中英企业家交流座谈会

晚上/晚餐

团队餐；观看音乐剧

住宿

伦敦

2016/11/19 上午

怡和庄园探访

下午

伦敦游览：V&A博物馆、白金汉宫等

晚上/晚餐

团队餐

住宿

剑桥

2016/11/20 上午

剑桥大学游览：学院走访、康河撑船等

下午

参观ARM；
参观华为研发中心

晚上/晚餐

剑桥学院晚宴

住宿

剑桥

2016/11/21 上午

赛艇体验

下午

前往机场；购物、退税；返程

2016/11/16 上午

库图比亚清真寺尖塔、巴迪皇宫、马拉喀什老城游览、马约尔花园

下午

气候大会“中国角”系列活动

晚上/晚餐

气候大会中国企业家座谈

住宿

马拉喀什

2016/11/17 上午

气候大会周边活动；或安排当地参访游览

下午

飞伦敦

晚上/晚餐

泰晤士游船晚宴

住宿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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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项

香港出发（约20小时

须转机）

说明

备注全程五星或准五星酒店，优质特色餐厅，最优质的交流资

源，大咖嘉宾。

15日

下午2点抵达马拉喀

什，傍晚参观“不眠

广场”

傍晚参观不眠广场，从日出到深夜,你可看到印度的舞蛇

人、出售香料茶叶的阿 拉伯人、讲故事和算命的摩洛哥老

人,各种卖艺的表演。它就像香港的兰桂坊、上海的新天地

一样，因为此广场马拉喀什有了无穷生命力。

全体

16日

气候大会中国角活动
气候大会边会，全球领先的展会，包括新科技展览、演讲

分享、交流会等。

全体

气候大会中国企业家

座谈

王石主席、中城联盟主席陈劲松、深商企业家访团、阿拉

善秘书长钱晓华、沃尔沃，平安，巧女基金等参与。

库图比亚清真寺尖

塔、马拉喀什老城游

览

库图比亚清真寺是北非最美丽的清真寺之一建于公元11世

纪，有垂直于麦加朝圣方向的17道柱廊；马拉喀什老城是

世界上最大的土城，极具阿拉伯特色，道路错综复杂但充

满未知与惊喜；城区内分布众多商铺和手工艺作坊，在这

儿能买到正宗的民族特色饰品，值得游客细细游览。

17日
企业拜访；

马约尔花园

马约尔花园：法国艺术家雅克 · 马约尔是这座花园的创

造者，设计大师伊夫 · 圣 · 罗兰是这座花园的第二任

主人。马约尔花园是一座占地十二公顷的植物花园，同时

也是摩洛哥马拉喀什艺术家集聚的艺术圣地；院内花繁叶

茂，小桥流水，种有数十种高矮不一肥瘦各异的仙人掌。

更特别的是从小道到花盆，从亭子到房子都被漆上了鲜艳

夺目的“马约尔蓝”以及其他颜色，置身其中似童话世界

一般。

17号企业日

庄会长等几

1 - 2 个 嘉 宾

参与，其余

会员集体行

动

18日 Foster设计事务所

全球排名第一的著名建筑师事务所，由著名建筑师诺

曼·福斯特创建于1967年。其作品包括北京T3、大英博物

馆大展苑改造、苹果新总部、零碳排放城马斯达尔、英国

政治经济图书馆、香港国际机场、汇丰集团大厦、千禧桥

等。从摩天大楼到家居用品，从地球住宅到月球建筑，应

有尽有。深潜企业家营五星活动。

在北京、上

海、深圳均

有业务

18日

中英企业家座谈
中英企业家之间的互动交流会，已联络使馆商务处，由其

督办，细节待确认。

全体

《歌剧院魅影》

听一场歌剧是最经典的伦敦体验。《歌剧魅影》是世界上

最卖座的歌剧，以精彩的音乐、浪漫的剧情、完美的舞

蹈，成为音乐剧中永恒的佳作。

19日

怡和家族庄园

怡和集团成立于1832年，在全球雇有15万名员工，业务

遍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怡和洋行是最著名得一家老牌英

资洋行，远东最大的英资财团，清朝时即从事与中国的贸

易。怡和的英国人老板习惯上称为大班，20世纪以后的怡

和大班多数来自凯瑟克家族（Keswicks），是创办人之一

威廉·渣甸姐姐的后人。除了探访庄园，拟邀请大班与会

员交流。

全体V&A博物馆

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V&A博物馆） 是世界最

大的艺术和设计博物馆，风格时尚多元、亲民且有趣。深

潜企业家营五星活动

大英博物馆

伦敦游览由有英国文化百科全书之称的蓝牌导游校长带领。

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有许多珍品馆藏，如埃

及木乃伊、帕特农神庙雕塑、罗赛塔石碑等等。

白金汉宫及周边

是英国君主位于伦敦的主要寝宫及办公处，宫殿坐落在威

斯敏斯特，是国家庆典和王室欢迎礼举行场地之一。周边

由著名的唐宁街、特拉法加广场等。

20日

剑桥参观
剑桥1.5小时经典导览线路，共20余个必到景点（叹息桥、

诗人碑、三一学院广场等），体验传统的康河撑船。

全体

赛艇训练

在剑桥大学设施和成绩最好的学院之一——耶稣学院的船

屋训练，在康河上试划，体会赛艇和剑桥的独特美妙。深

潜企业家营五星活动。

剑桥学院晚宴

交流晚宴。特邀猎鹰国际Falcon&Associates高层。猎鹰

国际是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迪拜酋长穆罕默德本拉希德

阿勒马克图姆殿下成立的。猎鹰国际着眼全球发达经济体

和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市场，与商界及政府部门开

展积极的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21日 ARMS/华为研究中心

参观研究中心＋交流座谈。ARM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知识

产权 (IP) 提供商。全世界超过95%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都采用ARM架构。

全体

行程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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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概况

摩洛哥王国（简称摩洛哥），是非洲西北部的一个沿海阿拉伯国家，

东接阿尔及利亚，南部为撒哈拉沙漠，西濒浩瀚的大西洋，北隔直布罗

陀海峡与西班牙相望，扼地中海入大西洋的门户。国土面积 45.9 万平

方公里（不包括西撒哈拉 26.6 万平方公里）。海岸线 1700 多公里。 

除阿拉伯语外，在摩洛哥境内还有许多地方语言，而法语和西班牙语也

被同时使用。

摩洛哥国人大多数是伊斯兰教逊尼派教徒，此外还有少数犹太教徒

和基督教徒。摩洛哥人口中，75% 为阿拉伯人，20% 为柏柏尔人，5%

为其他民族。

磷酸盐为摩洛哥的主要资源，储量 1100 亿吨，占世界储量的

75%，位居世界首位。其它矿产资源有铁、铅、锌、钴、锰、钡、铜、盐、

磁铁矿、无烟煤、油页岩等。其中油页岩储量 1000 亿吨以上，含原油

60 亿吨。

摩洛哥马拉喀什是四大皇城之一，著名旅游胜地。坐落在贯穿摩洛

哥的阿特拉斯山脚下，有“南方的珍珠”之称。马拉喀什是柏柏尔语，

意思是“上帝的故乡”，是第 22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举办地，马

拉喀什的皮革业非常出名。

马拉喀什拥有著名的库图比亚清真寺和被誉为“艺术圣地”的马约

尔花园，库图比亚清真寺建于公元 11 世纪，拥有垂直于麦加朝圣方向

的 17 道柱廊，在神龛凹室和它两翼的两跨周圈有采光槽，里面的木结

构“穆克纳斯”蜂巢状立体雕饰可以位于较低的位置，这种独特而美妙

的设置在以后的建筑中再也没有出现过。

马约尔花园位于马拉喀什新城区，马约尔花园的出名，不仅仅是由

于花园本身的绚丽多彩，更是由于花园的主人而世界知名。花园的第一

摩洛哥概况

任主人插画师马约尔用了毕生精力设计建造了它，使其成为 20 世纪最神秘的花园之一。

第二任主人是 Yves Saint Laurent 在 1980 年无意中发现了它，立即疯狂地钟情于它，

并与伙伴皮埃尔·贝尔热共同买下了这个花园。他们竭尽全力地修复花园，还在其中建

立了伊斯兰文化博物馆。

德吉玛·艾尔·法纳广场，俗称“不眠广场”，广场被阿拉伯传统集市和手工艺作

坊包围着，傍晚整个广场就会变成一个大集市，人山人海十分壮观。广场上吃喝玩乐什

么都有，通宵达旦热闹非凡，极具北非风情。因此这里也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了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各国游客也都会到这里观光。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阁下的盛情邀请，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于 2016

年 5 月 11 日至 12 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2016 年 5 月 11 日，中国和摩

洛哥发表关于建立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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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概况

伦敦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简称英国）首都，是欧洲最

大的城市，与美国纽约并列世界上最大的经济金融中心。伦敦是欧洲最

大的经济中心。金融业是伦敦最重要的经济支柱。

伦敦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平原上，跨泰晤士河。16 世纪后，随着大

英帝国的快速崛起，伦敦的规模也高速扩大。

伦敦是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金融中心和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

有数量众多的名胜景点与博物馆。伦敦是多元化的大都市，居民来自世

界各地，一座种族、宗教与文化的大熔炉城市。使用的语言超过 300 多种。

两千多年前，罗马人建立了这座都市。伦敦近几百年来一直在世界

上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城市的核心地区伦敦市，仍保持着自中世纪起就

划分的界限。然而，最晚自 19 世纪起，“伦敦”这个名称同时也代表

围绕着伦敦市开发的周围地区。这些卫星城市构成了伦敦的都会区和大

伦敦。通常来说，“大伦敦”地区（Greater London），所指的就是

包括 32 个伦敦地方行政区以及伦敦金融城——“伦敦市”（City of London）在内的

一大片地区，总面积约为 1500 平方公里，大约是 M25 环城公路所包围的地区。而狭

义来说，“伦敦”两字所指的就是这个城市的中心地区，包括伦敦金融城和威斯敏斯特

自治市（City of Westminster）这两个部分。

伦敦受北大西洋暖流和西风影响，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四季温差小，夏季凉爽，冬

季温暖，空气湿润，多雨雾，秋冬尤甚，所以伦敦市区常常充满着潮湿的雾气，因此有

个叫“雾都”的别名。伦敦全年都可以旅游，但在冬季一些观光景点会关闭或缩短开放

时间。

伦敦是世界文化名城。位于英国伦敦新牛津大街北面罗素广场的大英博物馆成立于

1753 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最著名的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而创立于 1852 年的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

（V&A 博物馆）则是世界最大的艺术和设计博物馆。

伦敦拥有全球排名第一的著名建筑师事务所—福斯特建筑事务所（Foster + 

Partners），1967 年由著名建筑师诺曼·福斯特创建于英国伦敦。福斯特建筑事务所

的作品包括英国政治经济图书馆、香港国际机场、汇丰集团大厦、千禧桥等。

1986 年由安德鲁·劳埃德·韦伯创作的《歌剧魅影》，是来伦敦必看的音乐剧，

它以精彩的音乐、浪漫的剧情、完美的舞蹈，成为音乐剧中永恒的佳作。改编自法国作

家勒鲁的同名歌德式爱情小说。

英国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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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概况

剑桥是音译与意译合成的地名。英文 Cam——bridge，就是剑河之桥的意思。这

里确有一条剑河，在市内兜了一个弧形大圈向东北流去。河上修建了许多桥梁，所以把

这个城市命名为剑桥。剑桥，也称康桥，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桥。

剑桥是英国剑桥郡首府，剑桥大学所在地，在漫长的岁月里，剑桥只是个乡间集镇

而已，直到 1209 年剑桥大学成立后，这个城镇的名字才渐为人所知，今天它是座 9.2

万人口的城市。

剑桥市位于伦敦北，地处平原，剑河从城市西门经市区流向东北，注入乌斯河。从

13 世纪末创办剑桥大学的第一所学院彼得学院起，剑桥作为一座大学城存在至今。剑桥

环境幽美，绿草如茵，著名的有“耶稣”草坪、“马克斯”草坪、“绵羊”草坪等宛如

绒毡铺地。一进剑桥市，一座纪念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剑桥学生的青铜像迎面矗立。

剑桥被称作是“城市中有大学”。 尽管这里保存了许多中世纪的建筑，但整个剑桥

的外观仍是明快而且现代化的。还有与城市规模不相称的众多剧场，美术馆等设施，更

剑桥概况

使得这座大学城散发出一股浓浓的文艺气息，虽然充溢着浓厚的学术气息，但剑桥依然

是一座商业繁华、生活节奏明快和现代化的城市。

剑桥大学在自然科学的成就尤其突出，哺育出牛顿、达尔文这样开创科学新纪元的

科学大师。88 位诺贝尔奖金得主出自此校（实际来此校工作或执教过的人数超过 100 名，

但剑桥大学官方的数据是根据学生或教师是否拥有学院的 Membership/Fellowship 而

定），这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荣光。人们怀着敬佩的心情称剑桥为“自然科学的摇篮”。

剑桥各学院分散在全城各处，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完整校园。但是又可以说整个剑桥

市都是它的校园。因为市中心几乎被学院所包围，好像成了剑桥的生活区。

赛艇运动是剑桥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它不但开辟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两

大名校在学术之外的另一个较场，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剑桥的人文精神和校园文化。说

到剑桥的赛艇，学院赛艇俱乐部有一句话最为准确：“来到剑桥，哪能不试一试赛艇啊？”

（You can’t come to Cambridge and not to have a go of rowing）历史悠久的牛

剑赛艇对抗赛就是剑桥人发起的，剑桥是赛艇运动的大本营。赛艇运动九人团队紧密协

作而又相互支持，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剑桥人团结合作、积极向前、永不言败的精神。

在剑桥，清晨，当阳光普洒剑河的时候，在清澈静谧的水面上，总能看到百舸争流的热

闹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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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4 创立于中国深圳。目前万科业务

范围已覆盖中国六十多个城市，为超过四十万个中国家庭提供了住

宅，并为两百多个社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2014 年，万科实现销

售金额超过 350 亿美元，是世界最大的专业住宅开发企业，也是

中国最大的非国有企业之一。作为中国最早的上市公司，万科二十

年来以最大的努力回报投资者的信任，公司净资产较上市时增加逾

3000 倍。

Established in May 1984, China Vanke Co., Ltd. is currently the largest residential 

property develope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irst engaged in the residential 

property industry in 1988, China Vanke identified the mainstream residential property 

development as its core business in 1993. After years of effort, China Vanke gradually 

sharpened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the residential property sector and becomes 

the leading brand in China. Vanke now provides homes to over 400000 households and 

earned total sales revenue worth USD 35 billion by the end of 2014.

王   石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商总会理事会主席

深圳市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主席

董事会主席

深商代表团成员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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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联行，境内首家登陆 A 股的房地产综合服务提供商（股票交易

代码：002285），至今拥有 66 家分支机构，服务遍及 164 个城市、

5 个国家。从成立初期的专业估价、咨询，到交易、金融、资产运营

等多项业务为一体的房地产全生命周期服务，世联行始终以树立行业

规范为初衷，坚持轻资产运营，为持续推动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服

务力量而不断变革。

SHENZHEN QHZF FINANCIAL HOLDING GROUP CO.,LTD. was founded in 

2013 as an investment and holding platform. The company was registered in Qianhai 

Shenzhen with a capital of 1 billion RMB. At present, the Group and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have a staff of about 2,000 people. The investment mainly focuses on finance, 

technology, e-commerc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business scope of the 

holding or equity participation companies cover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ecurities 

business, funds, equity investment, asset management, high-technology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property leasing, credit guarantee etc. Its external investment has rise to more 

than 10 million yuan and the Group has achieved an accumulated profit of 300 million 

yuan.

陈劲松
世联地产董事长

深商总会会董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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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前海置富金融控股集团创办于2013年，是一个投资控股平台，

集团公司注册在前海，注册资本 10 亿元。目前，集团及下属公司员工

合计约 2000 多人，主要投资集中于金融、科技、电子商务、环保等领域，

控股或参股公司的业务范围已涵盖环保、证券、基金、股权投资、资

产管理、高科技电子产品、物业租赁、信贷、担保等 13 个行业，成立

几年来，公司对外累计投资已经接近十几亿元，集团及下属公司累计

利税约 3 亿元。

SHENZHEN QHZF FINANCIAL HOLDING GROUP CO.,LTD. was founded in 

2013 as an investment and holding platform. The company was registered in Qianhai 

Shenzhen with a capital of 1 billion RMB. At present, the Group and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have a staff of about 2,000 people. The investment mainly focuses on finance, 

technology, e-commerc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business scope of the 

holding or equity participation companies cover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ecurities 

business, funds, equity investment, asset management, high-technology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property leasing, credit guarantee etc. Its external investment has rise to more 

than 10 million yuan and the Group has achieved an accumulated profit of 300 million 

yuan.

马少福
深圳前海置富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深商菁英会

“深商菁英会”由前海置富金融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马少福出任菁英会主席，甄选一批拥有

一定的年龄优势、资本实力和提升需求的深商企业家共同组成，旨在团结年轻深商，形成交流学习、

资源共享、共同实践和互利共赢的组织。

深商菁英会主席 —— 前海置富金融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马少福

深圳市政协常委，深圳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会长，高级工程师。马少福 1997 年开始

到深圳创业，在宝安区松岗街道开办宝发烟行。2010 年成立潮商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业务涵盖

房地产、物业发展及投资、零售、金融、文化传媒等领域，并不断创新、推动机制建设，成为行

业领军。他热心公益，以扬善积德、扶贫济困为宗旨，多次组织捐款救灾等慈善活动，目前已累

计为潮汕地区 1400 多名贫困白内障患者进行免费复明手术。

深商菁英会 13 位执委名单

王晓梅       田禾实业董事长                                    黄大卫       大中华集团董事局副主席

季圣智       康达尔股份总裁                                    赵勇刚       中意集团执行总裁

王    珏       国富黄金总裁                                        方洪杰       厚德群资产管理董事长

林冰心       小牛资本合伙人                                    肖建海       轩鸿金融控股执行董事

冯照杰       远鹏装饰集团总裁                                凃尔鵬       海雅集团副总裁

杜    磊       朗迈资产管理总经理                            熊    希       方大集团副总裁

刘    孛       海云天投资控股集团总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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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国际集团成立于 1987 年，是一家集金融、房地产、商

业、酒店、传媒、能源、港口、大型国际物流中心等多元化产业经

营为一体的外商投资企业。目前，大中华国际集团在深圳开发房地

产项目包括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大中华国际金融中心、CEPA 广

场、现代城华庭、汇景花园、龙威花园、汇展阁等，开发产品建筑

面积达 2000 万平方米。

Established in 1987, Great China International Group (China) Co., ltd. is a 

diversified group engaging in real estate, finance, commercial, hospitality, 

media, energy and international logistic center. The real estate projects of GCIG 

in Shenzhen include Great China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quare, Great China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 Modern City Garden, Huijing Garden, Longwei Garden, 

Huizhange etc. With the investment of over 50 billion, GCIG expands its real estate 

projects over Beijing, Hong Kong, Shanghai, Guangzhou, Shenzhen, Huizhou, Shantou, 

Shanwei, Tianjin, Liaoning, Mongolia and other first-tier and second-tier cities, 

constantly promotes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levels up city’s value.

黄大卫
大中华国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集团副主席

小牛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是一家以财富管

理、投资管理、普惠金融、消费金融为主营业务的创新型金融服务

机构。小牛资本将服务实体经济和服务人们生活视为企业存在的价

值，坚持国际化、智能化、产业化发展，让“美好资本、美好金融、

美好社会”理念成为企业长期发展的路线图。

NEO Capital Group was established in 2012,it is an innovative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which takes wealth management, investment management, inclusive finance and 

consumer finance as main business. NEO Capital serves re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s as the value of enterprises and insists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telligenc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e take "Good capital, Good finance, Good society" as the 

concept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road map.

毛  峰
深圳市小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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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威豹金融押运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指定

试点的全国金融系统第一家专业押运公司。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

深圳市中心支行的关心指导下，在广东省公安厅、深圳市公安局的

大力支持下，参照国际惯例和通行做法，于 1997 年 2 月 3 日工商

注册，由深圳 17 家金融机构下属法人企业共同出资组成。

Shenzhen Vpower finance security company limited, is the first professional escort 

company, the designated pilot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s 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In February 1997 lead by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Shenzhen Sub-branch, 

Shenzhen 17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ffiliated legal person Enterprises jointly funded 

incorporated.

胡  可
深圳市威豹金融押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锦天城”）是一家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法

律服务的、全国领先的中国律师事务所。锦天城在中国大陆十三大

个省会或计划单列城市开设分所，并在香港与史蒂文生黄律师事务

所联营，共同成立锦天城史蒂文生黄（前海）律师事务所。

ALLBRIGHT LAW FIRM(‘ALLBRTIGHT’) is one of the leading full-service 

Chinese law firm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and has established 

13 offices in the major cities in both mainland and Hong Kong of China. It has 

incorporated ABL&SW in cooperation with Stevenson, Wong & Co. in Hong Kong. 

方   宏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创始合伙人&高级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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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展国际信息咨询（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称：通展国际）是

一家综合性投资咨询公司，总部坐落于美国洛杉矶，并在中国北京、

上海、深圳设有分公司。其业务涉及移民、房地产开发、投资与咨询、

海外资产管理等多个领域。

Tongzhi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Consulting (Shenzhen)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ongzhi International) is a comprehensive investment advisory Company, 

headquartered in Los Angeles, Beijing, Shanghai and Shenzhen. Its core businesses 

involve immigratio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investment and consulting, overseas 

asset management.

唐裕林
通展国际信息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董事长

Flower Garden opened on 22nd April, 2002 and it has stepped into its 14th year. 

Flower Garden has become one of famous places of interest in Guangdong province 

with development of one decade. It is a sunflower ecological theme park. Flower 

Garden is the largest garden in the world and is the largest sunflower garden in China, 

which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Guinness Book Record and was awarded a title of “ 

the Largest Flower Garden in China”. 

百万葵园开业于 2002 年 4 月 22日，现已踏入第十三个发展年。

经过十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广东地区的著名旅游景点。百万葵园”

这个以向日葵为主题的生态公园，同时名列两项世界第一：规模最

大达 66．7 公顷；是“吉尼斯”记录——“全国规模最大的葵花园”，

并获“全国规模最大葵花园”称号。

谭伟兴
广州百万葵园生态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总裁

三源色集团，2004 年成立于深圳，是中国汽车试驾基地的专

业运营商，提供优选的试驾场地，并提供一站式试驾解决方案，助

力打造更具体验感的汽车线下营销活动，推动中国汽车电商发展。

同时，三源色还积极开拓汽车文化产业领域，以试驾基地为平台，

逐步引入房车营地、汽车旅馆、汽车改装、小型赛车场等项目，努

力成为国内具有影响力的汽车文化产业平台。

The Sunyathe Group, founded in 2004 in shenzhen, China's auto test base of 

professional operators, provide optimal test area, and provide one-stop test solution, 

help build a more experience car offline marketing activitie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automobile electrical contractor. The Sunyathe Group at the 

same time, also actively explore automobile culture industry, to test drive base as 

a platform, to phase in the rv camp, motels, car modification, small circuit, such as 

project, strive to become a domestic influential auto culture industry platform.

潘丽清
深圳市三源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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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集团成立于 2001 年。从 47 平方米的办公室起步，经过

14 年的艰苦奋斗和风雨同舟，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集整体家居研

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之一。

Zhongyi Group, established in 2001 at an office of 47 m2, after 14 years’ hard 

struggle and looking outward in the same direc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largest 

enterprises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integrated furniture in China 

赵勇刚
深圳市中意集团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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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博亚财富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博亚财富”），

是大连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z_s06）、甘肃西部贵金属经营有

限公司（032）广东地区综合类会员。博亚财富是中国大陆地区、

港澳台地区专业的综合金融服务提供商，经营服务范围广、服务形

式多样化，涵盖代理销售金融理财产品、现货投资咨询、第三方理

财业务、互联网金融服务等。

B. M. is a comprehesive financial service provider that covers China mainland,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It is famous for the extensive range of its services, and for its diversified service forms. 

Its services include financial products agency, commodities investment consultation, 

third-party financial planning, online financing, etc. 

刘奎军
深圳博亚财富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中锂财富为大众富裕人群和高净值人群提供全方位的投资规划

与财富管理顾问服务。以客户的投资需求为基础，根据客户的风险

偏好、财务状况、家庭结构等因素量身定制投资方案，优选固定收

益类、公益投资类、股权类等投资模式，帮助客户实现安全、稳定

的财富增值。

ZhongLi wealth is to provide a full range of investment planning and wealth management 

consultancy services for the public rich and high net worth population . To the 

investment needs of customers as the basis, according to the customer's risk preference, 

financial status, family structure factors we can offer the tailored investment solutions, 

preferably in fixed income, public investment, equity and other investment model, to 

help customers achieve security, stability of the wealth of value-added. 

李凤岭
深圳市中锂财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人

乐为科技 ( 香港 ) 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5 年，以从事芯片贸易

起家。致力于芯片研发和电子产品方案设计。目前已自主研发出可

供军方使用的高性能芯片。且航拍无人机图像传输方案也已经稳居

市场第一。2015 年踏足互联网行业，率先提出并实现了产品 - 内

容 - 社交的新型互联网电商模式。

Lewei Technology（Hong Kong）Co. , Ltd. founded in 2005 and started with the 

trading of chips. Lewei focus on the chips research and the design of electronic 

products. Lewei has been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in high performance chips for 

military use. At the same time, the image transmission scheme of aerial drones keeps 

the no.1 on the market. In 2015, Lewei steps into Internet industry. This is the first to 

put forward and realize the new Internet electricity business model with combining the 

product, content and social.

汪玉龙
乐为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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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博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智能家居物联网系统

产业链研发、生产、销售及运营的综合性国家级高新企业。成立于

2006 年，与美国索拉科技合作投入巨资打造“索拉家居物联网”

成为全球智能家居物联网第一品牌。 

Shenzhen Berker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Ltd is a high-tech company specialized 

in IOT Industrial chain design, R & D, production and sales. Berker company, 

established in 2006, has invested heavily with SOLA Technology Inc to build SOLA 

HOME IOT as the top 1 brand in the field of smart home IOT.

马  辉
深圳博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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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比高零售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是中国规模最大、口碑最好、

最专业的珠宝店管理机构。创立至今，天比高已经与全国 802 多家

珠宝零售公司、涉及 1610 个珠宝零售网店建立管理合作关系。

TOBGO Retail Management(Shenzhen)Co.,Ltd., is the largest, most professional and  r

eputable jewelry store management agency in China. Since its founding, TOBGO has e

stablished the partnership with more than 802 jewelry retail companies, involving 161

0 jewelry retail online stores.

刘炳明
天比高零售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董事长

深圳煜哲商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煜哲集团），是一家以金融

服务为主，多行业纵横发展的现代化大型集团企业。集团自成立以

来，在各行业领域多元拓展，涉及业务囊括了财富管理、外汇平台、

品牌文化管理、专业法律咨询等多个项目。煜哲集团秉着“诚信”、

“开创”、“共赢”的经营理念，力求打造一个以金融投资为主，

以多种综合金融服务功能为辅，具有一流品牌和竞争力的现代金融

服务平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集团。

Shenzhen Grand Glorious Group Co., Limited (Grand Glorious Group) is a modern 

large-scale group enterprise focusing on financial service for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evelopment in multi-fields. Since its inception, the Group expands in various 

industries, including financing management, forex platform, branding , professional 

legal consulting and other projects. Grand Glorious Group takes “honesty, creation, 

mutual benefit” operation concept, tries to creating one modern financing platform 

focusing on financing investment accompanied by multiple comprehensive financing 

service functions with first-class brands and competitiveness, to become one financing 

group with global influencing.

何玉煜
深圳煜哲商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空间地产成立于 2003 年 10 月，目前涉足房地产、建筑及物

业管理三大行业，2008 年年营业额近 10 亿元，总部设在深圳大

梅沙。空间地产以房地产、建筑为核心业务，至 2008 年中，空间

地产的业务覆盖到上海、北京、西安、深圳及四川，其中以珠三角

为核心；公司在四川、深圳等多个项目获政府优质结构工程奖，所

开发的泸州“爱琴海”地产项目成为当地标杆型住宅项目。

Founded in Oct 2003 and headquartered in Dameisha in Shenzhen, Space Estate 

recorded an annual revenue of close to 1bn in 2008 and now extends its footprint into 

real estate, architecture and property management. With real estate and architecture 

as its core businesses, Space Estate has operations in Shanghai, Beijing, Xi’an, 

Shenzhen and Sichuan by middle 2008, where Pearl River Delta stands as the core. 

The company has won excellent structural project prizes for several projects in Sichuan 

and Shenzhen and the “Aegean Sea” project developed in Luzhou city has become 

the local pilot residential project.

马建斌
深圳空间房地产有限公司 

董事长

深圳市富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注册资金为

1000 万人民币。是一家从事集建筑装饰、消防设施、建筑幕墙设

计与施工一体化，专业化的二级资质装饰工程公司。

Shenzhen City Fu Jian decoration Engineering Co., Ltd. was founded in 2011, the 

registered capital of 10 million yuan. Is a company engaged in building decoration, fire 

facilities, building curtain wal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integration, professional grade 

two qualification decoration engineering company.

刘富生
深圳市富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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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 英国 深商菁英行 SHENZHEN ENTREPRENEURS' TRIP TO MOROCCO&UK 参会人员分班

序号 企业名称 参加人员 职务 备注

1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石 董事会主席

2 世联地产 陈劲松 董事长

3 深圳前海置富金融控股集团有限 马少福 董事长 班长

4 深圳市威豹金融押运股份有限公司 胡可 董事长 班副

5 深圳市小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毛峰 总裁 组织委员

6 上海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方宏 高级合伙人 宣传委员

7 深圳市中意集团有限公司 赵勇刚 执行总裁

8 大中华国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黄大卫 集团副主席

9 奥雅集团 马辉 董事长

10 通展国际信息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唐裕林 董事长

11 广州百万葵园生态发展有限公司 谭伟兴 集团总裁

12 深圳市三源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潘丽清 董事

13 深圳博亚财富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刘奎军 董事长 

14 深圳市中锂财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李凤岭 法人

15 乐为科技 ( 香港 ) 有限公司 汪玉龙 执行董事

16 天比高零售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刘炳明 董事长

17 深圳煜哲商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何玉煜 董事长

18 深圳空间房地产有限公司 马建斌 董事长

19 深圳市富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刘富生 董事长

20 深商菁英会 张婷 副秘书长

班    长 ：  马少福  深圳前海置富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副  班  长：  胡    可  深圳市威豹金融押运股份有限公司
组织委员：  毛   峰  深圳市小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宣传委员：  方   宏  上海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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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差：摩洛哥分夏令时和冬令时，自 3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到 9 月最后一个星期六，

比北京时间晚 7 小时；冬令时为 9 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到 3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时间比北京

时间晚 8 小时。 

2. 要注意个人的财物及证件，不要在公共场所显示过多现金及其他名贵物品；

3. 旅游期间，须集体活动，听从领队和导游安排，不得擅自离团和凭个人意志办事；

4. 离开酒店外出时，请通知领队，并携带印有酒店地址和电话的名片，以防迷路，最好

能结伴同行，不要单独活动，以策安全；

5. 应准备些惯用的药物（如感冒药、预防疟疾的药等），以备不时之需；若需长期服

用某类药品，如高血压高、心脏病、胃病或糖尿病等，必须带足够药物及医生的处方，以防

万一；病患的团友请事先预备好药品并告知领队应急办法；

6. 请不要拍摄当地军事设施和皇宫（否则后果自负）, 由于穆斯林传统 , 请不要不经过允

许拍摄当地妇女。

7. 中国驻摩洛哥领事馆电话及地址：

地 址： 16，AVENUE AHMED BALAFREJ SOUISSI, RABAT ROYAUME DU 

MAROC

电话： 00212-537-754056/92

传真： 00212-537-757519/653793

领事部电话：7754056、7754092

物品清单

1. 证件：护照、往返英国的旅游签、旧护照、身份证、回乡证（若有）等其他个人可能

使用的证明或文件；

温馨提示—摩洛哥

2. 生活用品。洗漱用品：洗漱套装、毛巾、拖鞋、剃须刀、护肤品、防晒霜等

换洗衣物：摩洛哥行程 3 天，英国行程 5 天 ，请带适量的日常穿着衣物，以及一套正装

出席气候大会和伦敦的企业家座谈。

常用药品或个人特殊药品，最好有英文标识。

3. 其他：墨镜、雨具等；电子设备、充电器、转换插头（摩洛哥适用圆脚的德标旅行转换器，

英国适用方脚的英标转换器，推荐携带国际旅行通用插头）、银行卡和少量现金。

天气及衣着

冬季当地为当地雨季 , 平均气温在 15-25 摄氏度左右 , 早晚温差大，偶有下雨，别忘记

穿薄毛衣，建议穿保暖防湿的衣物并携带雨具 . 

4. 天气查询网站：http://www.worldweather.cn/tu/tuindex.htm

通讯情况

1. 摩洛哥国家代码 00212，打摩洛哥电话的方法是 00212+ 摩洛哥号码。

2. 拨号回中国，可以使用当地固定电话，或手机开通国际长话及漫游业务：

 拨国内手机： 0086+ 被叫手机号码 （如 008613901234567）

 拨国内固定电话：0086+ 区号 + 被叫号码（如 00861081234567）

3. 紧急联络电话：

中国驻摩洛哥领事馆电话及地址：

地 址： 16，AVENUE AHMED BALAFREJ SOUISSI, RABAT ROYAUME DU 

MAROC

电话： 00212-537-754056/92

传真： 00212-537-757519/653793

领事部电话：7754056、7754092

深商会联系人：张婷 （＋ 86）13632504680

深潜联系人：方凌（＋ 86）13811572639          肖婧璇 （＋ 86）15013536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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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与汇率

摩洛哥迪拉姆是摩洛哥现行通用货币，标准符号 MAD，不接受人民币兑换，可以使用

美金及国际信用卡消费。迪拉姆的钞票面额有 5、10、50、100、200，另有 1、2、5、

10、20、50 分及 1 迪拉姆的硬币。1 迪拉姆＝ 100 分

参考汇率：

1 元人民币～ 1.5 迪拉姆（汇率实时变化，仅供参考）

1 欧元～ 10.9 迪拉姆（汇率实时变化，仅供参考）

1 美元～ 9.9 迪拉姆（汇率实时变化，仅供参考）

游客可以于机场、酒店用美金换取迪拉姆，建议每次少换一些，不够再换，避免浪费；

出入境注意事项

1. 国际航班一般可免费托运行李一件（重量不超过 20 公斤，长宽高合计不得超过 269

公分），可免费随身携带行李一件（长宽高合计不得超过 115 公分）；

2. 托运行李里切勿放现金、照相机、手提电脑等贵重物品 , 以防被窃；

3. 充电宝、锂电池等不能托运；

4. 液体、膏状物品、胶状物品等尽量托运，若不托运则请放置于容量不超过 100 毫升的

容器里，用可重新封口的透明密胶袋装好，以备机场安检，每名旅客每次仅充许携带一个透

明胶袋，超出部份应托运；

5. 保留好行李票 , 如果托运行李受损或遗失，必须当场于机场行李柜台报案，并出示登

机卡和行李票办理必要的手续；

6. 药物（只限旅程所需数，如糖尿病药物包等旅客必需的液态药品，凭医生处方或医院

证明）、婴儿食品（有婴儿随行，只限旅程所需数量如牛奶、母乳等）可随身携带海关规定：

7. 货币：中国海关规定的每人最多可以携带人民币 20000 元或折合 5000 美金的等值

外币，超出部份需要向海关申报，请尽量不要超过规定，以防被征税、罚款或没收；摩洛哥

海关规定禁止带进带出超过自身旅途最基本生活需要的本国货币迪拉姆进出摩洛哥国境，譬

如超过 600 迪拉姆（1 美元约合 9.9 迪拉姆），则有可能被视为超过了基本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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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电子设备、摄影器材：大件电器、单价超过 5000 元的摄影器材、镜头、电脑的专业

照相机、电脑等贵重物品请在出关前向海关申报；

9. 不得携带不利于摩洛哥国家安全、政治、宗教信仰和有损于摩洛哥王室形象和不利于

摩洛哥关于涉及西撒问题立场的出版物等资料或文件进出摩洛哥国境。

10. 不得携带超过自身旅途需要的比如电器用品、衣物等大宗商品进出摩洛哥国境。

餐食情况

1. 旅行社将视行程情况安排中式餐、酒店内自助西餐或当地风味餐，摩洛哥的水果和果

汁也非常出名，旅途中可以多补充一些维生素，抵抗沙漠气候、避免上火；

2. 中式餐餐标为十人一桌、六菜一汤；餐厅的酒、水、饮料是不包含在餐费里的，如需

饮用须另行付费；

3. 阿拉伯人不食猪肉，即便是中餐厅，大部份的菜式已本地化，建议自带一些辣椒酱、

榨菜等调味品；

4. 用餐时间如恰在飞机、火车上，则用飞机、火车配备的餐食，不再另行安排用餐；旅

行社免费提供每人每天 1 瓶矿泉水，若另行购买当地价格为约为 1 美金 / 瓶。

住宿情况

本次入住马拉喀什的 Hotel Mogador Palace Agdal（莫加多尔宫阿格达勒酒店），是

马拉喀什最好的五星酒店之一。

马拉喀什酒店网址：

https://www.mogadorhotels.com/MH/Recherche/Show?hotel=1

1. 因摩洛哥经济水平远低于中国，其酒店的硬件设施一般；所以同星级的酒店都比国内

相比陈旧很多。

舍夫沙万，梅祖卡等特殊地区的特色酒店不挂星。

2. 当地酒店都提倡环保，多数酒店不提供洗漱用品和拖鞋，请客人于出团前自行备齐；

3. 请留意酒店内的付费项目：电话、电视的付费频道、冰箱内的食品饮料等，如使用了

温馨提示—摩洛哥摩洛哥 英国 深商菁英行 SHENZHEN ENTREPRENEURS' TRIP TO MOROC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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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摩洛哥

请于前台买单；

4. 酒店房间未必备有烧水壶，如用开水需自备烧水壶或前台索取；如请服务员送开水，

每壶须付小费 1 美元左右；

5. 贵重物品请存放于房间保险柜中，离开房间请随身带走护照、现金等贵重物品；

6. 电压为 220 伏，客人需要自备电源插座：两孔圆形插座（德标）。如图：

旅行途中注意事项

1．行车：一般为 7、14、18、24 座空调旅游车，保证 1 人 1 座，一般无行礼箱；

2． 许多景区内会有当地人主动要求和您合影、请您骑骆驼、坐马车或出售小礼品等，

其中不乏骗人伎俩，想榨取你的钱财，请不要相信他们，不要单独接近陌生人；

3． 摩洛哥是伊斯兰国家 , 不提供赌博及色情服务，请团友注意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4． 请务必遵守时间，准时集合，配合领队工作。

4．护照、机票及其他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切不可放在交通工具上；

5．上下车时请随手关好窗户。

6. NO SMOKING：禁止吸烟。FASTEN SEAT BELT 即 : 系好安全带 . 非必要时勿起

来走动 , 为了安全务必遵守；    

7. 本次出行全程有豪华旅游大巴跟随，并有深潜工作人员及当地华人导游陪同全程。摩

洛哥中文导游资源稀缺，可以听懂中文，但表达不一定十分流畅，也因当地风土人情，态度

会比较高傲，敬请理解。

景点游览

1．在不减少景点的情况下，导游可按实际情况调整行程；如遇天气、塞车、罢工等不

可抗力因素造成行程内景点无法正常游览，旅行社将有权调整景点或回国后按门票标准退还

损失。

2. 请牢记出发时间和行程中集合时间、地点，团队游览请务必准时，行程中若遇特殊情

况而需要调整，以导游通知为准；

3. 搭乘游览车时，请注意游览车的公司名称、颜色、车号，以免停车后找不到所乘游览车。

请保持车内整洁，约定上车之时间，请务必准时，以免影响行程；

4. 旅行途中，个人财务自行妥善保管，贵重物品随身携带 ; 游览完后在餐厅用餐时需意

随身携带包及物品 ; 游览下车后 , 贵重行李不能放在车上 , 应随身携带；

5. 不要和一些当地人去不安全的地方，如果坚持，需写下保证书，离队后果自负。

消费方面

1．摩洛哥的特色商品：阿甘油、仙人掌油、铜制品、皮革制品、陶瓷制品、地毯等。

游客的购物属于自行购买行为，旅行社将不承担游客的自愿购买行为责任。

2．非洲国家，特别是严禁所有人买卖或携带象牙制品、羚羊角、水牛角、及濒临动物

等制品，如有违返者，将有可能受到法律制裁！

3. 根据中国海关规定，进境居民旅客携带或者邮寄在境外获取的个人自用进境物品，总

值在 5000 元人民币以内（含 5000 元）的，海关予以免税放行，超过 5000 人民币需另收关税， 

请游客酌情购买。

4. 摩洛哥的整体商业秩序较差，随意开价往往高达实际价值的 10 倍甚至几十倍，请注

意甄别。具体请参考：摩洛哥骗术大全：我走过最长的路是摩洛哥“宰客”的套路。

小费方面

1．在境外有给小费的习惯，支付小费也是一种礼节，请旅客入境随俗；2．一般餐厅的

小费为总消费额的的 10-15%, 酒店行李服务员可给美金 1-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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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英国

1. 时差：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夏令时的国家，在每年 3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到 10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的夏令时，英国比北京时间晚 7 小时，即中国在中午 12 点时，英国为

清晨 5 点。在夏令时的时间段以外则比北京时间晚 8 小时。2013 年的夏令时时间为 3 月 31

日至 10 月 27 日。

2. 中国国内手机可以直接在欧洲使用，但请提前到营业厅开通全球通业务，使用方法为：

拨当地：直拨客户号，每分钟 1.99 元。

拨回中国大陆：“00/+”- 86 区号 客户号 ( 手机：“00/+”- 86 客户号 )，主叫与被叫

均为每分钟 1.99 元。

发短信给当地：直接发送至对方号码，每条 1.29 元。

发短信回中国大陆：发送至 86+ 对方号码，每条 0.39 元，收短信免费。

此外也可以在当地购买需充值的 Lebara 公司的 SIM 卡，拨中国大陆的资费为每分钟

0.1 镑。

物品清单

1. 证件：护照、往返英国的旅游签、旧护照、身份证、回乡证（若有）等其他个人可能

使用的证明或文件；

2. 生活用品。洗漱用品：洗漱套装、毛巾、拖鞋、剃须刀、护肤品、防晒霜等

换洗衣物：摩洛哥行程 3 天，英国行程 5 天 ，请带适量的日常穿着衣物，以及一套正装

出席气候大会和伦敦的企业家座谈。

常用药品或个人特殊药品，最好有英文标识。

3. 其他：墨镜、雨具等；电子设备、充电器、转换插头（摩洛哥适用圆脚的德标旅行转换器，

英国适用方脚的英标转换器，推荐携带国际旅行通用插头）、银行卡和少量现金。

天气及衣着

英国 11 月平均气温 0 度至 10 度，室外比较寒冷，下雪降水概率大，在外最好穿着厚实

保暖的防水大衣或羽绒服。请注意携带适量的衣物，和必要的生活用品。

通讯情况

1.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电话——0044-20-76311430

2. 英国紧急电话——999

3. 英国伦敦希洛斯机场查询电话——08700000123

货币与汇率

1. 银行事务及货币：游客在英国通常会发现大街上的银行提供他们最优惠的汇率。总之，

几乎在每个主要机场、火车站及观光区都能找到许多私营汇兑处，如果非得在其中一个兑换，

应先查明手续费和最低兑换额度再完成交易。目前，使用旅行支票游英国仍是最安全的方式。

银行通常提供游客最优惠的汇率，但手续费差异可能不小。英国货币以英镑 Pound( ￡) 为单

位，再分为 100 便士（pence，p）. 英国纸币的面额有 5 镑、10 镑、20 镑及 50 镑。现行

通用的硬币面额为 1 英镑、50、20、10、5、2 及 1 便士，也有一些为纪念特殊大事而发行

的 2 英镑硬币在流通。按目前 (2016) 的汇率，1 英镑兑换 9.7 元人民币，在英国凡贴有“银

联”标识的商户均可以受理银联卡，且全英 99% 以上、共 6.4 万台 ATM 可接受银联卡提取

英镑现金。此外，机器上带有英国 LINK 网络标识的 ATM 均可受理银联卡，取现金额包括最

低 10 镑、最高 200 镑的多种金额选项。

2. 外币兑换：人民币在英国不能兑换其他货币，美元和欧元也不流通，但可兑换英镑。

外币兑换率随时变化，以下仅供参考：￡1 英镑 : ＄1.65 美元    ￡1 英镑 : ＄1.55 欧元   ￡1 

英镑 : ＄10 人民币。

英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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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注意事项

1. 非英国公民可免税携带以下物品入境： 

200 支香烟，100 支小雪茄或 50 支雪茄或 500 克烟草；烈性酒一瓶或两瓶，酒精含量

不超过 22% 的葡萄酒；50 毫升香水，250 毫升花露水。17 周岁以下游客不得携带烟草和

酒精制品入境。在数量或品种上超过上述限量规定的，入境应走机场红色通道并按规定交纳

关税。 个人物品和携带入境的旅费在合理范围内一般不受限制。

2. 禁止携带进入英国的物品：

植物、蔬菜、鲜肉、动物、管制药品、毒品、弹药、军火。 

3. 需要申报的物品：

电脑、高级相机、摄像机。如果入境时未曾申报，出境时可能被扣税。

4. 海关入境通道种类： 

蓝色通道：欧盟国家通道，不要去排这条队。 

绿色通道：无申报通道，如果没有携带需要申报的物品，可以走绿色通道。 

红色通道：申报通道，如果懈怠了需要申报的物品，或者不知道应不应该申报，就要走

红色通道。

住宿情况

1. 在 伦 敦 住 St. Pancras Renaissance Hotel London， 酒 店 网 址：http://www.

stpancraslondon.com

在 剑 桥 住：Double Tree by Hilton Cambridge City 

Centre， 酒 店 网 址：http://doubletree3.hilton.com/en/

hotels/united-kingdom/doubletree-by-hilton-hotel-

cambridge-city-centre-STNCBDI/index.html

2. 电压：英国国内标准电压为 220、240AC,50HZ。电

插头与插座均为三插头式，如右面图式。用于两插头式与三

插头式转换用的转换插头在英国国际机场及车站均可买到。

如图：

旅行途中注意事项

1、切勿插队：

英国人习惯于彼此尊重，无论在何种场所都有排队的习惯，除非受空间限制，相互间隔

通常都会在半米以上，以避免肢体碰撞。在英国插队，将会成为一件千夫所指的事情，如果

不确定对方是否在排队，可以先问一句”Are you in the queen”，再选择排队的位置。

2、买东西不能砍价：

无论商场还是市集，在英国购物最忌讳的就是讨价还价。爱面子的英国人不喜欢讨价还价，

他们认为一件商品的价钱合适就会买下，不合适就会走开，而卖家也同样信奉这一点。

3、上厕所要说得委婉

在餐厅或商场需要上厕所时，尽量不要直截了当地询问别人 "Toilet" 的方位，英国人更

习惯于将厕所称呼为盥洗室 (Washroom) 或者衣帽间 (Cloakroom) 之类的委婉名词，熟人

之间则会称之为 "Loo"。

4、感谢陌生人

彬彬有礼的英国人出门在外经常会把感谢挂在嘴边，对于陌生人的留门、服务员的找零、

乃至公交车到站时都会对司机表示感谢。一般来说，小事的感谢要说 "Cheers"，大事的感谢

要说 "Thank you"。同样的道理，如果出门在外挡了陌生人的路或者不小心发生了肢体碰撞，

也要说一声 "Sorry" 表示抱歉。

景点游览

在英国的游览部分，我们配置顶级“蓝牌”导游，是行走的英国历史文化书，在英国非

常受人尊敬。

消费方面

1. 英国的大多数商店星期天关门，但星期一到星期六则全天营业。很多城镇和乡村在一

个星期当中还会停业半天，大约从 13 点开始，但在另一个晚上可能会继续营业到晚一些时候。

2. 英国特色商品：英格兰羊毛制品，英格兰产威士忌酒，英国产酒心巧克力，英国瓷器，

古董及金银首饰，红茶，皮鞋等。英国名牌商场：克拉克（英国名牌皮鞋 Clarks），麻莎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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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Mark ＆ Spencer，M ＆ S），哈罗兹百货公司（Harrods，英国第一店，以商品精美，

物价昂贵闻名世界）等。

3. 在英国有一些购物习惯与我们国家的做法不同。在商店里没有讨价还价的习惯；顾客

需要按商品的标价付款。英国人著名的排队习惯在购物时尤其适用。你可能并不总会看到一

个队，但等侯的人们要依次轮流购物。

4. 据说 150 多年以前拿破仑一世曾经说过，英国是个小店主之国；今天，英国有了各种

各样的商店，这当然是一个优点。这些商店从国际闻名的百货商场到价格低廉得多的地方性

街头市场都有。

5.VAT， 即增值税，是政府征收的一种购买税，按价格的 15% 加入到很多商品和大多

数服务项目中去。

6.购物退税手续：英国商场商品价格均含增值税（Value Added Tax, VAT）.持中国护照，

在英停留时间短于三个月，均可在购物后办理退税。购物时请出示护照领取退税表格，填写

所购商品名称数量及总价格。离开英国时，在海关将退税表格交给退税部门办理退税。海关

一般要求查看办理退税者所购商品。另外，英国有些商店规定有退税商品限额。购物达到此

限额之上方可办理退税。但购买者可凭发票在机场海关退税部门领取退税表格办理退税。

7. 购物为个人行为，游客在购买商品的时候一定仔细地检查商品的质量。旅行社不负责

办理退换商品。

8. 购物退税是欧洲国家的一项政策。为了保证游客的利益，请游客保管购物的相关票据。

9. 如果海关、机场等原因（飞机晚点、银行关门、海关检查时间紧迫等）不能及时退税的，

旅行社不负责办理退税业务。

小费方面

1．在境外有给小费的习惯，支付小费也是一种礼节，请旅客入境随俗；2．一般餐厅的

小费为总消费额的的 10-15%, 酒店行李服务员可给美金 1-2 元。

联络表

时间：  2016 年 11 月 15 日——11 月 21 日

公  司 姓   名 电   话

深商总会联系人 张   婷 0086 13632504680

深潜联系人 方   凌 0086 13811572639

深潜联系人 肖婧璇 0086 15013536595

各方联络表

@@

CONTACT 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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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深商总会（以下简称深商总会）正式成立于 2012 年 2 月。是由深圳优秀深商代表自

愿集聚、最顶级的深商企业家组成、以提供高端服务为目的的互益性和非盈利性的社团组织。深

商总会入会对象为具有深远影响的领袖级企业家，成员内外统称“会董”，用“TOP100”（成

员限定为 100 人，会董企业资产规模或年营业额在 100 亿以上）诠释深商会规格及内涵，突显

深商总会尊贵属性。深商总会理事会主席为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先生。

深商总会立足于“深商领袖家园、影响世界的新锐商帮”愿景，肩负“东西方商业文明桥梁，

世界企业领袖摇篮”使命，以“弘扬深商精神、传播深商文化、培育深商精英、承担深商责任、

表彰深商成就，扩大深商影响”为己任，践行“服务赢得尊重，创新成就未来”的理念，通过中

国深商大会、“深商风云人物”和“影响中国深商领袖”评选、深商黄埔军校、《深商》大型纪

录片、深商口述史、深商史记、深商档案馆、深商研究会、深商DNA系列丛书、深商高尔夫俱乐部、

深商赛艇会、深商自媒体等活动和项目，为深商会董提供尊贵高品质服务。

深商总会拥有深圳市商业联合会和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两个已经在深圳及全国有影

响力的成型平台做支撑，是深商联的升级版，专为深商精神领袖打造的高端平台，是深商商帮的

落地载体。目前会董规模稳步扩大，深商会的影响力、公信力和美誉度日益提高，得到了各级领

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肯定和广泛认同。

未来，深商总会将与众多深商领袖共同扛起深商大旗，为深商乃至深圳的崛起做出应有的贡献！

深圳市深商总会

The Federation of Shenzhen Commerce (FSC) was established in February, 2012. It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organized and represented by an excellent group of top-level Shenzhen entrepreneurs, aiming to 

provide premium service and achieve benefits for all. Members of the FSC are all influential company leaders 

who are called “directors”. The concept “TOP 100” (note: number of members is confined to 100 and 

the asset size or annual turnover of the member enterprise should reach 10 billion RMB or more) illustrates 

the scale and profound meaning of the FSC and highlights its nobility. The chairman of board of the FSC is Mr. 

Wang Shi,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China Vanke Co., Ltd.

With the vision of “becoming home to Shenzhen business leaders and forming a new business community 

with global influence”, the FSC undertakes the mission to bridge commercial civilization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to become cradle for world business leaders. Its responsibility lies in “carrying forward spirit 

of Shenzhen commerce, spreading Shenzhen commercial culture, cultivating elite Shenzhen entrepreneurs, 

undertaking responsibility of Shenzhen commerce, honoring Shenzhen’s commercial achievements and 

expanding the influence of Shenzhen commerce”. The FSC practices the concept of “gaining respect through 

its service and shaping its future via innovation”. It provides quality services to its directors with plentiful 

activities and events such as Shenzhen Business Conference in China, selection of “Person of the Year” 

and “Shenzhen Business Leaders of National Influence”, “Shenzhen Commerce of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Shenzhen Commerce” documentary, oral history of Shenzhen entrepreneurs, history of 

Shenzhen commerce, Archives of Shenzhen Commerce, Seminar of Shenzhen Commerce, Shenzhen Commerce 

DNA book series, Shenzhen Commerce Golf Club, Shenzhen Regatta Club and We-media of Shenzhen 

Commerce.

As an upgraded version of Shenzhen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SGCC), the FSC is backed by two 

developed platforms, namely, the SGCC and Shenzhen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for SMEs, which have been 

very influential in Shenzhen and China. The FSC is dedicated to creating a high-end platform for Shenzhen 

business leaders and becoming a carrier for Shenzhen business group. At present, the FSC’s number of 

directors is expanding steadily and its influence, credibility and good reputation are increasing day by day. The 

FSC has been highly and extensively recognized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all sectors of society.

 In the future, the FSC will hold high the great flag of Shenzhen commerce with Shenzhen business leaders 

and make splendid contributions to the rise of Shenzhen and Shenzhen commerce.

Introduction to the Federation of Shenzhen Commerce

深商总会、深商联、深潜、中小服务联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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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商业联合会（S G C C，简称“深商联”） 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是中国颇具影响

力的综合型商会。肩负“让深商成为影响世界的新锐商帮，把深商联打造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国

际化商会”使命，秉承“全心全意为会员服务”宗旨 , 坚持“服务赢得尊重，创新成就未来”理念，

坚持深商民主治会，加大“四化三平台”建设，创新引领，在全国综合型商会中探索出了一条独

具特色、可持续发展的成功之路。2009、2014年连续两次高分通过获评“深圳市AAAAA级协会”，

2010年被国家民政部授予“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称号。2015年又获“中国最受尊重的十大商协会”

殊荣。风雨十年，辉煌起航。深商联现有直属大中型会员企业 2000 家，受政府委托，直接服务深

圳中小微企业 6000 多家。并通过承办深圳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中小企业运行监测平台和中小

商贸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等 3 个国家级平台，辐射服务深圳 90 多万家各类中小微企业。下设深商十

大产业联盟和国内外十大服务中心，在编工作人员 100 余人。现任会长为深圳市委原副书记庄礼祥，

常务会长为深圳人大常委原副主任邱玫，理事会主席为世界 500 强正威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文银，执

行会长为广东省人大代表、深圳市人大常委林慧。深商联成立十年来，始终坚持高举深商大旗，先

后组织开展中国深商大会、“改革开放三十年影响深圳 30 个经济人物”评选、八届“深商风云人物”

和“影响中国的深商领袖”评选、六届“深圳老字号”评选和 2 届德勤深圳高科技高成长 20 强评

选等品牌活动，通过建立深商档案馆、录制深商史记、深商口述史，拍摄《深商》大型纪录片等系

列品牌宣传活动，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影响，有效地提升了深商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深商联紧贴会员

服务需求，不断创新管理机制和服务模式，2015 年率先投资建成“深商通”互联网线上平台，打

通线上线下会员服务通路，实现会员服务 4 个转型，每年为会员企业举办系列品牌和规模化个性化

活动120多项；整合优势资源，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办好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深圳论坛、

中国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和中国 APEC 技展会等 3 个国家级展会，构建深商更大发展平台；积极

开展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助推深商更好地融入世界、拥抱世界、迈向国际化；设立深商公益基金，

履行深商社会责任，推动深商民主治会，深商参政议政，创新管理机制，打造核心管理团队等。未

来十年，深商联将以物联网思维为指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未来产业为引领，实现深商、深商

联与前沿产业项目成功对接，为“深商”和深圳发展谱写新的篇章。

深圳市商业联合会

Shenzhen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SGCC), founded in December 2005, is an all-inclusive 

chamber of commerce with great sway in China. With the mission of making Shenzhen enterprises a worldclass 

business group and forging SGCC into an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with global influence on its 

shoulder, SGCC has sought out a unique and sustainable way to success by abiding by the purpose of Serve the 

chamber members whole-heartedly, adhering to the idea of To win respect with good service and to seize the 

future with innovation, sticking to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amber by Shenzhen entrepreneurs and 

promoting the building of Four Modernizations and Three Platforms. In 2009 and 2014, SGCC was awarded 

AAAAA Association of Shenzhen with outstanding assessments. In 2010, it was honored with Advance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Country by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and in 2015, it won the title of Ten Most Respected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China.  

Over the decade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SGCC has unwaveringly dedicated itself to the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enterprises and organized a number of signature activities, such as Plenary Session for Shenzhen 

Enterprises in China and appraisal and selection activities like the 30 Economic Figures Who Have Changed 

Shenzhen over its 30 Years of Reforming and Opening-up, eight sessions of Influential Men in Shenzhen 

Enterprises, six sessions of Time-honored Brands in Shenzhen and two sessions Top 20 Fast-growing High-

tech Firms in Shenzhen of the Past Three Years by Deloitte. Moreover, it has caught widespread attent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has effectively reinforced the influence and unity of Shenzhen Enterprises by setting 

up Shenzhen Enterprise Archives, recording Annals of Shenzhen Enterprises and Oral History of Shenzhen 

Enterprises, and shooting the full-length documentary Shenzhen Enterprises. With the needs of the chamber 

members on top priority, SGCC has continuously innovated its management mechanisms and service patterns, 

took the lead in investing in building the online platform of “ShenShangTong”,owning the service capacity 

of online and offline.leading to the realization of 4 Transitions of member service involving over 120 activities 

for the member enterprises regarding their serialized brands, scale economy and individuality. Furthermore, 

it has been expanded the development platform for Shenzhen enterprises by successfully holding 3 national-

level exhibitions, namely the Shenzhen Forum on China's International Talent Exchange Conference /the 

Exchange Conference on Chinese Charity Projects and China Apec technolegy exhibition,by integrating its 

superior resources and undertaking transference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purchase service. By proactively 

carrying ou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s, SGCC also has boosted Shenzhen 

enterprises in fitting in the world, embracing the globe and going international. On top of that, SGCC has set 

up a public-interest foundation of Shenzhen enterprises to perform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promoted 

the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Shenzhen enterprises, innovated its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built a core management team.

In the next decade, SGCC will successfully identify Shenzhen Enterprises and SGCC with cutting-edge 

industries to write a new chapter for Shenzhen Enterpris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with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s the guideline, industrial needs as the map and futuristic industries as the routes.

Introduction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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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潜 Deep Dive 是由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亚洲赛艇联合会主席王石先生发起的企业家赛

艇训练营，扎营哈佛、牛津、剑桥等全球顶尖学府，致力于塑造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现代企业家

精神的商业领袖。

“办深潜营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我们能做什

么，而是解决我们应该做什么。

——王石”

Deep Dive is a rowing training program initiated by the Chairman of Asian Rowing Federation, Wang 

Shi. Deep Dive aims to redefine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n the Chinese business community. We seeks to 

fulfill our educational mission by bringing well-established entrepreneurs into intense contact with sports, 

nature,ideas and global cultures.

深圳市深潜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Deep Dive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Co., LTD

 “The objective of Deep Dive is to find out what we should 

do as business leaders in China instead of what we can do.”

--Wang 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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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

2014 年 12 月 22 日，根据国家工信部的规划布局和建设要求，在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署 

的指导下，依托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联盟由深商总会、深圳

市商业联合会及全市 100 余家知名企业服务机构共同发起，经市社会组织管理局批准成立了！这

标志着深圳全市的中小企业从此可以真正用上“找得着、用得起、有保障”的优质企业服务，更

为全市的中小企业搭建了一个最具凝聚力的资源整合、企业互助平台。

 联盟首期联通 1 个枢纽平台和 15 个行业协会窗口平台，组织和带动了 300 余家专业服务

机构，建设了近 1000 平米的多功能服务大厅、路演厅、洽谈区、咖啡吧、会议室和秘书处，集

聚了政策、信息、金融、法律、财税、科技、质量、市场、人力资源、企业信息化等多个领域里

的专业机构和十余个企业服务专业委员会、专家团。

今后，联盟将立足深圳市政府公信力的支持，依托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凝聚优秀

企业服务供应商，强化中小企业会员互助制度的流程设计与平台搭建创新，切实为全市中小微企

业的强大贡献力量。

SMEMall was established on December 22, 2014 under the approval of Shenzhen Social Organization 

Administration Bureau. Founded by Shenzhen Federation of Business, Shenzhen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together with more than 100 renowned corporate service providers, it was built on the back of the 

SMEMall platform under th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set out by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guidance of Shenzhen SME Service Department. This means all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Shenzhen will from now on have real access to “available, affordable, assured” 

corporate services of good quality, while building the most cohesive platform for them to achieve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At the first stage, the Alliance has linked up one hub platform and 15 liaison platforms of industry 

associations, organized and mobilized over 300 professional service providers, and developed a multi-

functional service hall, a road show hall, a discussion area, a cafe bar, conference rooms and a secretariat 

covering nearly a thousand square meters, which house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in areas like government 

policies, information, finance, legal, treasury, taxation, technology, quality, marketing, human resources and 

corporat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pled with a dozen of professional corporate service committees and expert 

panels.

 Looking forward, the Alliance will leverage on the support of the Shenzhen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terms of credibility and the SMEMall platform to assemble quality corporate service providers and enhance the 

innovation in process design and platform development for the mutual help system of SME members, with a 

view to contributing to the growth of 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cross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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