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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华侨华人京华奖颁奖

男，1961 年 11 月出生，
美籍华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
士，欧洲科学院院士，中国科
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
究所所长、首席科学家。

长期从事纳米能源和纳
米材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多
项具有国际重要影响力的原
创性研究成果。

在低维氧化锌纳米材料
的可控生长和应用方面取得
重大突破，使氧化锌成为除碳
纳米管和硅纳米线外纳米技
术中又一大材料体系；成功研
发纳米发电机，推动了基于纳
米发电机的纳米能源技术与
自驱动微纳系统技术的快速
发展；创立了压电电子学和压
电光电子学两个全新的研究
方向，推动新型空气除尘净
化、汽车尾气处理等多项技术
落户北京，为北京地区科技进
步、节能环保做出积极贡献。 

男，1950 年 7 月出生，香港
同胞，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

长期致力于公益事业，截至
2015 年底，带领世茂集团累计捐
款逾 11 亿人民币，在京捐款近 2
亿人民币，公益项目覆盖人口超
过 2000 万。

2005 年联合发起成立中华红
丝带基金并担任执行理事长，支
持国家开展艾滋病预防和控制工
作，十年来基金公益事业投入超
过 1 亿元，累计有 9000 余名艾
滋病感染者、13700 名受艾滋病
影响儿童、16000 名特殊困难怀
孕妇女、37 万贫困地区村民和
57 万名外来务工者直接受益。

现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侨联副主席、中国侨
商会常务副会长、曾获 2015 年
中国年度慈善领袖、中华红丝带
基金最高荣誉“十年功勋奖”，
2016 年获中国慈善榜“终身成就
奖”。

男，1961 年 5 月出生，美国
归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
能神经外科主任，北京功能神经
外科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教授。

长期从事神经外科疾病治疗
和研究，1998 年创办了北京功能
神经外科研究所，填补了该领域
国内空白。十几年来带领团队接
诊国内外患者 10 万余人，手术治
疗近 15000 例。

1999 年研究所被美国帕金森
病基金会授予“卓越成就临床中
心”，成为亚洲唯一获此殊荣的
临床机构。发挥专业优势，面向
全国同行传授新理论和新技术，
培训专业人员 7000 余人，为该领
域人才培养做出了积极贡献。

现任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
市侨联常委、国务院突出贡献专
家，中国侨联特聘专家。“全国
归侨侨眷先进个人”、“首都十
大健康卫士”，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

男，1963 年 12 月出生，美国
归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教
授。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长期从事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经济发展模式
及制度变迁的跨国比较、二氧化碳
排放与经济发展以及大国发展战
略的研究，致力于从中国改革开放
的实践中研究相关的现代经济学
理论。

在担任北京市人大代表期间，
运用研究成果积极为北京市经济
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在财政、金融、
公共住房建设等方面，为领导决
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作为
北京市首批挂职的高层次党外人
士之一，在担任中关村科技园区
管委会副主任期间，开展立项《推
动中关村人才特区海外人才本土
化机制研究》重大课题研究，为中
关村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男，1967 年 8 月出生，英国
归侨，北京市城市设计与城市复
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
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作为中国中青年建筑师的代
表，在超高层建筑、城市新区
设计与规划、旧城保护与复兴、
大型交通枢纽建筑等领域建树丰
厚，曾参与并主持设计完成了北
京第一高楼中国尊、北京南站、
北京 CBD 核心区城市设计等一
系列代表性作品。2015 年带领其
团队在北京北中轴地区进行了大
量设计研究工作，对什刹海和南
锣鼓巷等典型的历史文化保护区
提出保护、整治、复兴等建设性
意见。

现任北京市政协常委，曾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
劳动模范”、“北京市归侨、侨
眷优秀个人”等荣誉，入选“科
技北京”百名领军人才。     

女，1962 年 8 月出生，香
港同胞，信德集团董事总经理。

致力于贯彻“一国两制”
方针，积极发挥家族影响力，
牵头创立京澳经济文化交流促
进会，共同发起成立香港北京
交流协进会，全方位推进京港
澳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作为
北京市妇联执委、北京港澳台
侨妇女联谊会会长，积极促进
“两岸四地”的妇女发展和社
会进步。主办北京市京港澳青
少年交流等一系列重点项目，
为促进京港澳青年交流融合做
出了突出贡献。近年来捐款逾
1100 万人民币，用于支持内地
及北京的社会公益事业。

现任全国工商联常委、北
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市妇联执
委、北京港澳台侨妇女联谊会
会长。 

男，1924 年 10 月 出 生， 美
国归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科学
院外籍院士。

国际著名力学家，国际力学
界最高学术机构“国际理论与应
用力学联合会（IUTAM）”八位
执委之一，中国力学学科建设和
发展的领导者，长期主持制定力
学学科发展规划，倡导建立了众
多新的力学分支学科，并做出了
很多原创性学术贡献。

作为建国初期从海外回国的
科技领域归侨代表人士，致力于
中国科学院和北京的技术合作，
积极促成了北京国际理论与应用
力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并为中国
科学院力学所怀柔园区的建设倾
注了大量心血。曾获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全国科学大会奖等荣
誉和奖励。

女，1963 年 11 月 出 生， 德
籍华人，德国联宇（咨询）公司
总经理。

作为德国科隆市市长及科隆
市政府中国顾问，长期致力于中
德间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在推
动北京市与科隆市双边经贸交流
和文化交往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在
国际上出现诋毁中国和北京形象
的关键时刻，她策划安排德国科
隆市政府在《北京青年报》头版
刊登大幅广告，支持北京奥运。
组织、协调德国科隆市长及经济
界代表团连续参加四届“京交
会”，取得丰硕成果。

现任北京市政协港澳台侨顾
问，曾获 2007 年科隆市长颁发
的国际经济杰出人士奖章、2008
年被科隆市长任命为科隆市经济
大使。

男，1958 年 10 月出生，香
港同胞，世界著名香港男高音，
香港歌剧院艺术总监。

多年来，先后指导香港歌
剧院、澳门国际音乐节制作了
多部具有国际水平的歌剧，受
到了广泛赞誉。同时担任中央
歌剧院顾问、北京大学歌剧研
究院客席教授，在音乐教学方
面投入巨大精力，为培养音乐
人才做出了积极贡献。多次参
与国家大剧院歌剧及音乐会演
出。在歌剧《图兰朵》、《波
希米亚生涯》、《卡门》、中
国原创歌剧《赵氏孤儿》等剧
目中出任主要角色。2011 年与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魏
松组成“中国三大男高音”。

现任北京市政协委员，曾
获世界杰出华人奖等荣誉和奖
励。

男，1959 年 9 月出生，加拿
大籍华人，精进电动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新能源汽车电驱动领域
的技术和产业领军人才，2008 年
创立精进电动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是中国汽车行业历史上唯
一核心零部件出口公司。致力于
国家战略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核
心电驱动系统的研发和制造，填
补多项国家空白，电机系统产销
名列同行业中国第一，全球前三。

现任国家“千人计划”高新
委副主任、国务院侨办科技创新
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侨创会副会
长，国家“千人计划”、北京“海
聚工程”特聘专家。曾获 2015 年
中国汽车创新人物奖、中国新能
源汽车行业优秀企业家、北京市
留学人员创新创业特别贡献奖等。

9 月 30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举
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7 周
年招待会暨第二届北京市华侨华人
“京华奖”颁奖大会，来自 46 个
国家和地区的港澳台同胞、海外华
侨华人代表、在京侨资企业家代表
750 余人欢聚一堂，共庆佳节。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
郭金龙，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市
政协主席吉林出席招待会。北京市
委副书记、北京市长王安顺致辞。

王安顺在致辞中向全市各族人
民、港澳台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
以及所有支持首都建设的朋友致以
节日问候。

他说，回顾历史，中华民族已
经抵达了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发展境

▲郭金龙（中）、裘援平（右四）、王安顺（左三）、杜德印（右二）、
吉林（左一）为第二届“京华奖”获奖者许荣茂、蔡蔚、王中林、吴晨、
孟宙颁奖。 李铎摄

▲郭金龙（中）、裘援平（右四）、王安顺（左三）、杜德印（右二）、
吉林（左一）为第二届“京华奖”获奖者郑哲敏、莫华伦、李稻葵、李勇
杰、何超琼颁奖。 李铎摄

·第二届北京市华侨华人“京华奖”获奖者简介·

·王中林·

·何超琼· ·郑哲敏· ·孟宙· ·莫华伦· ·蔡蔚·

·许荣茂· ·李勇杰 · ·李稻葵· ·吴晨·

界；展望未来，国家和首都面临着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机遇和挑
战。我们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
围，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牢
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深入落实国家
城市战略定位，持续深化改革开放，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大力推动京津
冀协同发展，努力建设国际一流的
和谐宜居之都，奋力谱写伟大中国
梦的新篇章。

他表示，广大华侨华人和港澳
台同胞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力量。我
们将认真贯彻国家有关港澳台侨方
针政策，积极做好各项服务，进一
步凝心、聚力、汇智，推动形成共
同参与和支持国家发展、首都建设
更加强大的合力。

活动现场，郭金龙、裘援平、
王安顺、杜德印、吉林向第二届北
京市华侨华人“京华奖”获得者王
中林、许荣茂、李勇杰、李稻葵、
吴晨、何超琼、郑哲敏、孟宙、莫
华伦、蔡蔚颁发了奖牌。他们涵盖
了经济、科技、社卫教体、文化艺
术及公益慈善等领域，在不同行业
为首都建设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得到了广泛认可。

北京市华侨华人“京华奖”于 
2013 年 3 月正式批复设立的，旨
在表彰和奖励在北京建设发展中作
出突出贡献的华侨华人、归侨侨眷
和港澳同胞，是北京市授予侨界人
士和港澳同胞的最高荣誉。该奖项
每两年开展一次评选表彰活动，评
选人数每次原则不超过 10 人。

首届“京华奖”于 2014 在北

京举行。经过层层评选，最终谢国
民、陈丽华、李春平、钱渊、严彬、
幸公杰、万立骏、严歌苓、程京、
洪明基等 10 人获得首届“京华奖”
荣誉称号。吴清源、谢家麟、李桓
英等 19 人获得“特别荣誉奖”荣
誉称号，此奖项为表彰历史上为北
京作出突出贡献的华侨华人，仅举
办一届，以后不再设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