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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企业顾问名单

康明斯康明斯

石内森（全球副总裁）

康明斯公司2020年《财富》美国
500强排名第128名，总部位于美国印
第安纳州哥伦布市，在全球拥有61615
名员工，全球范围内有600多家分销
机构和8000多家经销商。公司产品
囊括柴油及天然气发动机、混合动力
和电动动力平台以及相关技术，包括
变速系统、电池系统、燃油系统、控制
系统、进气处理系统、滤清系统、排放
处理系统以及电力系统。

巴斯夫巴斯夫

凯礼 (执行董事会成员)

巴斯夫公司创造化学新作用——追求
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产品分属六大业务领
域：化学品、材料、工业解决方案、表面处
理技术、营养与护理、农业解决方案。巴
斯夫与大中华市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
1885年。作为中国化工领域最大的外商
投资企业，巴斯夫主要投资项目位于上
海、南京和重庆。

昕诺飞昕诺飞

王昀（全球高级副总裁及大中华区总裁）

昕诺飞公司（原飞利浦照明）是全球
照明领导企业，业务涵盖专业照明、消费
照明以及物联网照明。2018年3月，公
司的全球第一个LiFi（可见光通讯）技术
商业落地，正式全面开启并引领物联网
照明时代的发展，产品、系统及服务应用
于智慧城市的夜景亮化、城市路灯、绿色
建筑、智慧家居、智能工厂以及现代农业
等领域。

香港瑞安香港瑞安

罗康瑞 (主席)

瑞安集团总部位于香港，由集团主
席罗康瑞于 1971 年在香港创立。集团
主要从事房地产发展、建筑及建筑材料
业务，业务遍及香港、中国内地。瑞安房
地产有限公司于2004年成立，为瑞安集
团在中国内地的房地产旗舰公司，总部
设于上海，在发展多功能、可持续发展的
社区项目方面拥有卓越的成绩，在内地
房地产市场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空气产品空气产品

苏俊雄（全球副总裁及中国区总裁）

空气化工产品有限公司总部位于美
国宾夕法尼亚州，目前拥有750多家生产
工厂，旗下约1.7万名员工。公司专注于
服务能源、环境和新兴市场，为包括炼
油、化工、金属、电子、加工制造和食品饮
料等众多产业的客户提供生产所必需的
工业气体、相关设备和应用专业技术，同
时还开发、设计、建造、拥有并运营着一
些全球最大型的工业气体项目，包括气
化项目。

思爱普思爱普

纪秉盟 (全球执行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

思爱普公司（SAP）成立于1972年，总
部设在德国的沃尔多夫市，目前是全球最
大的企业应用软件提供商，全球第三大独
立软件提供商，SAP的产品包括面向25个
行业和7个企业业务条线的端到端的业务
解决方案，以及支持企业业务扩展和创新
的业务技术平台。SAP是德国工业4.0的
核心发起单位之一，目前全球员工总数超
过10万人，在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
支机构。

爱立信爱立信

柯瑞东 (高级副总裁兼东北亚区总裁)

爱立信1876年创立，总部位于瑞典首
都斯德哥尔摩，是全球领先的通信技术与
服务提供商。早在1892年，爱立信就已
经首次为中国提供了解决方案。爱立信
是唯一一家参与了中国第一代到第五代
移动网络建设的通信设备提供商。爱立
信致力于将中国打造成爱立信全球技术
研发的基石，持续增强在中国的研发创新
投入。

奥特斯奥特斯

汉内斯·安德罗施 (监事会主席)

奥特斯集团总部位于奥地利，旗下员
工逾1万余人。集团是欧洲最大、全球顶
尖的印刷电路板制造商，产品主要应用于
移动设备，涉及汽车、工业、医疗电子领
域，在高密度印制电路板（HDI板）和集成
电路（IC）载板领域拥有全球领先的技术
与市场地位。奥特斯科技（重庆）有限公
司是奥特斯集团在中国设立的第二家独
资企业，是全球仅有的3家、中国唯一一家
能够供应高端半导体封装载板的公司。

福特汽车福特汽车

陈安宁（集团副总裁、福特汽车（中国）有限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福特汽车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密歇根州，
核心业务包括设计、制造、销售高品质的轿
车、SUV、卡车和电动车型以及林肯品牌豪
华车型以及相关售后服务；并通过子公司福
特汽车金融信贷公司提供汽车金融业务。福
特汽车积极致力于提升在车辆电气化、智能
移动出行，包括自动驾驶技术和车载互联服
务等方面的领先地位。福特汽车（中国）有限
公司成立于1995年，在中国市场为消费者提
供多元化的福特和林肯品牌产品和服务。

美国高通美国高通

孟樸 (中国区董事长)

Qualcomm 高通是全球 3G、4G
与下一代无线技术的领军企业，也是
移动行业与相邻行业重要的创新推动
者。其产品正在变革汽车、计算、物联
网、健康医疗、数据中心等行业，并支
持数以百万计的终端以从未想象的方
式相互连接。

慧与慧与

朱海翔 (全球副总裁，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慧与公司于2015年11月1日由原
惠普公司全球拆分而成立，2020年全球
500强排名位列第431名，总部位于美国
加州的圣荷塞。慧与专注于IT新型态和
业务新型态的解决方案和服务，业务涵
盖了大数据、云计算、移动、安全、物联网
等领域。慧与面向未来，为创新改善人
们生活和工作的方式提供了独特、开放
和智能的技术解决方案。

惠普惠普

安东 (首席供应链官)

惠普位于美国硅谷。一直以来，通
过打印机、个人电脑、移动设备、解决方
案和服务，为人们创造科技新体验。作
为打印和PC行业内的领先厂商，惠普商
用PC和打印业务（激光+喷墨）在全球
50多个市场均保持领军地位。在世界
财富 500 强企业中，惠普服务于其中
430家企业。

霍尼韦尔霍尼韦尔

沈达理 (全球高增长地区总裁)

霍尼韦尔公司创始于1885年，是全
球500强的高科技企业，总部位于美国新
泽西州，旗下员工逾11万人，2020年全
球500强排名位列第347名。公司业务
包括航天产品及服务、工业和家庭楼宇
控制技术、汽车产品、涡轮增压器以及特
种材料，在多元化技术和制造业方面占
世界领导地位。霍尼韦尔公司在华历史
可以追溯到1935年，在上海开设了第一
个经销机构。

凯腾控股凯腾控股

黄根成 (董事会主席)

凯腾控股私人有限公司是淡马锡旗下
的全资子公司，持有在新加坡主板上市的
凯德集团超过50%的控股股权，以及其他
在澳大利亚为其带来创收的房地产资
产。凯德集团是亚洲知名的大型多元化
房地产集团，总部设在新加坡，并在新加
坡上市。

康宁康宁

张铮 (高级副总裁、康宁显示集团总裁)

康宁公司成立于1851年，总部位于
美国纽约州康宁市，是一家材料科学和
工艺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先企业。

康宁显示科技主要为电视机、笔记
本电脑、台式电脑、便携式电子和通讯
设备的液晶显示屏提供LCD和OLED
玻璃基板，凭借独特的熔融溢流下拉制
程技术及创新能力，在行业中处于领先
地位。

三井住友三井住友

宫田孝一 (董事长)

SMBC三井住友银行是三井住友金
融集团（简称 SMFG）核心子公司。
SMFG名下拥有三井住友银行、三井住
友融资租赁、SMBC日兴证券、三井住友
信用卡、日本综合研究所等子公司，是日
本三大金融巨头之一，业务涵盖信托与
证券、信用卡服务、融资租赁、消费者融
资等。

三菱日联三菱日联

三毛兼承 (集团副董事长、三菱日联银行行
长)

三菱日联金融集团（MUFG)于2005年
10月1日由三菱东京金融集团（MTFG）与
日联控股（UFJ Holding）合并而成，是日
本最大的综合性金融集团。MUFG旗下分
设三菱日联银行、三菱日联信托银行、三菱
日联证券、三菱日联NICOS、三菱日联租赁
等5大核心子企业。

施耐德电气施耐德电气

尹正 (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

施耐德电气公司是全球500强企业，
正在引领住宅、楼宇、数据中心、基础设施
及工业领域的能效管理与自动化的数字
化转型。施耐德电气业务遍及全球100
多个国家，是能源管理（包括中压、低压和
关键电源）以及自动化系统领域无可争议
的领先企业，能够为用户提供融合能源、
自动化以及软件的整体能效解决方案。

西门子西门子

赫尔曼（执行副总裁、西门子大中华区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西门子股份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技术企
业，170年来不断致力于卓越的工程技术、
创新、品质、可靠和国际化发展。公司业务
遍及全球，专注于电气化、自动化和数字化
领域。作为世界最大的高效能源和资源
节约型技术供应商之一，西门子在高效发
电和输电解决方案、基础设施解决方案、
工业自动化、驱动和软件解决方案等领
域占据领先地位。

索德尚金融索德尚金融

张如凌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法国索德尚金融公司目前在香港设
有亚洲控股公司，投资运营亚洲业务。
与中国数个城市都有积极合作，除对城
市环境、能源等项目进行投资外，也参
与中国和欧洲双向的兼并收购等业
务。例如，参股已在上交所成功上市的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怡和控股怡和控股

班哲明·凯瑟克 (执行主席)

怡和集团在2020年全球500强排名
位列第301名，总部位于香港，旗下员工逾
46.4万人。集团业务包括汽车及相关业
务、物业投资及发展、食品零售、美健产
品、家居用品、工程及建筑、运输服务、餐
饮、豪华酒店、金融服务、重型机械、采矿、
能源及农业等。截至2019年底，集团总
资产863亿美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425亿美元，净利润17.3亿美元。

野村控股野村控股

永井浩二 (野村控股董事长、野村证券

董事长)

野村控股设立于1925年，是日本最
大的以证券业为主业的金融服务集团，
是一家立足亚洲并拥有全球资源的杰出
投资银行，还是第一家在新中国设立代
表处的海外证券公司。野村总部位于东
京，并于香港、伦敦和纽约三地设有地区
总部，全球网络遍及30个国家。

9月23日，重庆市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
会议第十五届年会将在雾都宾馆举行。奥
地利奥特斯集团、日本三井住友、美国高通、
德国西门子、法国苏伊士等25位市长顾问
及顾问代表将参加本届年会，展开一场激荡
思维、启迪智慧的头脑风暴。

本届市长顾问团年会将围绕“建设内
陆开放高地，提升重庆国际化水平”这一

主题，就“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建
设国际化现代城市”“推动成渝地区共建
改革开放新高地”3个分题展开讨论。集
群贤之智、汇精英之力，全面寻求国际经
验分享和发展路径建议，全力畅通国际
国内双循环，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
面。届时，15 位来自世界 500 强及跨国
公司的高管将发表主题演讲，并与市领

导沟通交流。
与往届年会不同的是，本届年会根据疫

情防控需要，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趋
势，采用“线上＋线下”的新方式。9月21
日－23日，重庆市领导将通过视频连线，与
部分嘉宾顾问进行“云会见”。会议当天，境
外横跨4个时区的顾问嘉宾将通过线上会
议形式，与市领导互动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参会的顾问团成员
“新面孔”数量之多堪称历届之最。一方面，
是新增的思爱普、空气产品、默沙东和日立
—ABB 4家公司顾问；另一方面，野村证
券、苏伊士、东京海上控股、ABB、巴斯夫、
康明斯、慧与、惠普、川崎重工业等10家顾
问公司顾问团成员由于工作变动等原因进
行了更替。目前，重庆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

成员已达40位。
重庆市市长顾问团第一届年会于

2006年举行，迄今已成功举办14届。每届
年会，数十位世界500强及跨国公司高管
围绕一个主题，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建言
献策。市长顾问团年会已成为我市引智引
资、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高端平台。

唐勖

全球智慧云集山城 献策重庆国际化之路

(排名不分先后)

微软微软

王永东 (全球资深副总裁)

微软成立于1975年，总部位于美国
雷德蒙德市，是全球领先的软件软件、服
务、设备和解决方案供应商，世界PC软
件开发的先导，2020年全球500强排名
位列第47名、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
榜第 13 位、全球品牌价值 100 强第 3
位。微软一直致力于帮助个人和企业用
户全面发挥科技潜能，在全世界190个
国家和地区建立分支机构。

苏伊士苏伊士

舒赛德（董事局主席）

苏伊士集团是资源智慧化和可持续
管理的全球领导者。集团提供的水务和
固废管理解决方案，能让全球各大城市
和工业优化其对资源的管理，提升其环
境和经济绩效并符合监管标准。苏伊士
在60年前就已为东南亚提供水务及固
废资源管理服务，在中国的发展也逾40
年。

日立日立ABBABB

方秦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日立ABB电网是全球技术领导者，拥
有共250年的历史传承。公司业务遍布90
多个国家，员工约3.6 万人，总部位于瑞
士。公司服务于电力、工业及基础设施领
域的客户，并不断拓展可持续交通、智慧城
市、储能和数据中心等新兴市场。日立
ABB电网在中国拥有研发、制造、销售和
工程服务等全方位的业务活动，14家本地
企业，22家分公司，以及遍布全国50个城
市的3600名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