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本钟奖 2010 年度德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获奖者揭晓 

 

 

 
 

大本钟奖组委会据《头条辰报》和头条辰博新闻社的报道，2011 年 1 月 24 日，大本钟奖组委会、世界

青年华商会、炎黄青年文化国际联合会和中国精英青年联盟联合在德国斯图加特召开了“2010 年度德

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正式获奖名单发布会”。德国华人青年联合会主席、大本钟奖德国选区暨欧陆选区

组委会副主任王昕公布了获奖名单。获奖人分别是（按姓氏的英文字母排列）：蔡史印（社会工作 /公

益界别，公益组织工作人员）、曹克波（工商/公益界别，江南模塑董事长/德国杜塞尔多夫中国中心创

始人）、韩小明（文体界别，圆号演奏家）、高奥博（工商/公益界别，金融顾问）、刘扬（文体界别，

设计师/创意师）、徐怀雯（文体界别，羽毛球运动员）、周敏（文体界别，舞蹈家/教育家）、朱朝宏

（学术界别，机械专家）、曾安平（学术界别，基因生物科技专家）、曾秋平（工商界别，IDENCOM

集团总裁）。介绍，“2010 年度大本钟奖”暨十杰和商业企业奖的颁奖典礼将于 2011 年在中国北京或

者大本钟奖的总部英国伦敦举行。“2011 年度德国杰出华青/欧陆十大杰出华人青年”暨大本钟奖德国

选区各大奖项于 2010 年 2 月 10 日起接受推荐。 

 

旅英金融投资专家、经济学家、闽籍侨领、大本钟奖组委会主任李俊辰为德国斯图加特的发布会发来

贺电。贺电表示，德国选区十大杰出华人青年的最终名单公布，表明了大本钟奖在欧洲大陆迈出了第

一步。欧洲华人青年的努力和奉献成果将受到全球的关注。大本钟奖在欧洲大陆的“落地”将全面整

合大本钟奖在英国、德国、俄罗斯、荷兰、比利时、法国等欧洲资源，建立一个欧洲华人青年报效祖

国，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体现欧洲华人青年在中华民族走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路上不可或缺的

作用。  

 

据组委会介绍， “2010 年度德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大本钟奖德国选区十杰）从 2010 年 8 月启动，

截至至 12 月 20 日共收到近两百封来自德国各地的推荐信函，最终经过大本钟奖组委会和评委会的讨

论，于 2011 年 1 月中选出最后的德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大本钟奖德国选区的评选（包括德国十大杰

出华人青年评选和企业商业奖的评选）授权炎黄青年文化国际联合会德国分会和德国华人青年联合会

组织相关活动，并负责大本钟奖加拿大选区在德国拓展事宜。企业商业奖名单将于 2011 年公布。 

 

目前，2010 年度大本钟奖已经公布了英国选区、中国选区海归十杰、美国选区、加拿大选区等各大选

区的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项，其中有不少是事业有成并得到公众认可的公众人士，如丁俊晖（英）、梁

佩诗（英）、姜丰（英）、蒋友柏（海）、邓亚萍（海）、韩庚（海）、芮成钢（海）、汤子嘉（海）、汪小

菲（海）、张朝阳（海）、张琳（海）、张欣（海）、陈俊龙（美）、谢家华（美）、罗达伦（美）、刘弘威

（美）、邓文迪（美）、杨致远（美）、姚明（美）、张侨勇（加）、陈卫平（加）、庄文浩（加）、朱小荪

（加）、宋伟宏（加）、朱碧芳（加）、黄慧琪（加），也有那些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仍在不断



追求的冉冉升起的青年新星，如：戴庆（英）、王思（英）、冯兆雄（英）、叶纪纹（英）、刘桓（英）、

柳琪妍（英）、胡如意（英）、刘建伟（海）、戴磊（美）、黄楚芳（美）、孙太一（美）、黄铁锋（加）、

玛丽•娄（加）、马艳冰（加）等人。 

 

 

 
图片说明：2010 年 9 月 4 日至 6 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视察深圳时提出，国家的未来在创新，创

新的希望在青年。 

 

 

 
图片说明：2009 年 2 月 2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英国剑桥大学具有 500 年历史的“瑞德讲坛”

发表了题为《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的演讲。温总理指出：“未来属于青年一代。中英关系的美好前景

要靠青年去开拓„„我相信，只要中英两国青年相互学习，携手共进，一定会谱写出中英关系的崭新

篇章。”虽然温总理的话针对英国而发表，但是，这番话是适用于中国和全球其它国家的交往。 



 

 
图片说明： 英国首相卡梅伦 2010 年 11 月到访中国。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英

中关系与合作，不仅要加强英中经贸关系，还要加强与中方在各方面的对话和沟通。其中，当然包括

青年互访和交流机制的深入。 

 

 
图片说明：德国总理默克尔曾经不止一次提到过，“德中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联系紧密，

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加深了很多德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观点不同没什么，偏见才是最可怕的。我认为，

青年交流是消除偏见、加深了解的良好方式。” 

 

2010 年 9 月 4 日至 6 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视察深圳时提出，国家的未来在创新，创新的希望在

青年。2010 年新年伊始，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中也提出进一步增加两国青年往来的想法。大

本钟奖先后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开展活动，意味着以英国盎格鲁·萨克逊传统文化为主体

的评奖活动，日益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的现代意识，将为大本钟奖的可



持续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石。 

 

“大本钟奖”是专门针对优秀华人青年相关人物事业和中国品牌的国际评选活动，现在设有以十杰奖

（含美国十杰“雄鹰奖”）为龙头，包含个人/团体奖、企业/商业奖、金桑树奖（金融/财经）、金独角

兽奖（摄影/音乐/影视）等奖项的评选。大本钟奖评选不仅仅是宣传杰出青年、企业和品牌，同时还通

过慈善机构将大本钟奖评选所获得的赞助投入慈善公益事业，为全球范围内具有华人血统的、但家庭

情况较为困难，或者身有残疾的年轻人贡献一份爱心。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将设立青年创新基

金，鼓励华人青年创业、关心经济、环保等领域的课题。 

 

2009 年 2 月 2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英国剑桥大学具有 500 年历史的“瑞德讲坛”发表了题为

《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的演讲。温总理指出：“未来属于青年一代。中英关系的美好前景要靠青年去

开拓„„我相信，只要中英两国青年相互学习，携手共进，一定会谱写出中英关系的崭新篇章。”虽然

温总理的话针对英国而发表，但是，这番话是适用于中国和全球其它国家的交往。 

 

2011 年 1 月 4 日至 12 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应邀对西班牙、德国、英国进行正式访问。李克强此访

是新年伊始中国领导人首次出访，也是中国对欧洲的重要外交行动。在三国的访问中，李克强提出，

在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德关系更加紧密。双方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高层往来频繁，

经贸合作增势强劲，文化、青年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成效显著，在国际事务中保持良好的沟通与协

作。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曾多次提出，德中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联系紧密，特别是北京奥

运会加深了很多德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观点不同没什么，偏见才是最可怕的。青年交流是消除偏见、

加深了解的良好方式。 

 

英国首相卡梅伦 2010 年 11 月到访中国。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英中关系与合

作，不仅要加强英中经贸关系，还要加强与中方在各方面的对话和沟通。其中，当然包括青年互访和

交流机制的深入。卡梅伦还曾说过，构筑英国的未来，中心就是要就英国面临的大问题倾听意见，而

青年的看法对推动发展至关重要。因为，今天的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希望。 

 

 
图片说明：加拿大总理哈珀在 2010 年 6 月底 20 国集团（G20）峰会召开时表示，“这是一个让加拿大

和其他国家的年轻人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声音的绝佳机会”。哈珀用这一“宣告”表明了加拿大政府



对青年发展和交流的重视。 

 

2010 年 6 月底，当 20 国集团（G20）峰会召开的时候，不仅将有来自 20 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齐聚加

拿大多伦多，而且，来自这 20 国的青年领袖们也聚首枫叶之国。青年领袖在加拿大直接参与了经济议

题的讨论。加拿大总理哈珀则表示，“这是一个让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年轻人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声

音的绝佳机会”。哈珀用这一“宣告”表明了加拿大政府对青年发展和交流的重视。 

 

 
图片说明：2010 年 11 月 12 日，大本钟奖组委会、炎黄青年文化国际联合会和中国精英青年联盟代表

李俊辰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借学院成立 50 周年之际举办的活动上召开了简短的“发布

会”，宣布 2010 年度“大本钟奖美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雄鹰奖）的正式获奖名单。 

 

一年一届的“大本钟奖”活动的举办和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对青年的期许以及世界各国领

导人对青年所寄予的厚望不谋而合，也必将为增进中国的国际交往和增强话语权等锦上添花。通过

“大本钟奖”的评选，旨在：（一）表彰在工作和创业上具卓越成就及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与国际交流有

贡献的留学海外或在海外工作过的青年；（二）树立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优秀青年的典型；（三）在海

外华人社会营造珍惜人才、爱护人才的良好氛围以促进旅居海外的青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回报祖

（籍）国；（四）激励更多青年勤奋工作、开拓创新、无私奉献；（五）鼓励青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服

务，从而使他们为改善社会，担当更重要的责任；（六）加强中国和华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加强中国

品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大本钟奖暨全球十大杰出华人青年评选”的举办是为了进一步树立和宣传一

批具有时代精神和真才实干的海外华人杰出青年典型，集中展示海外华人青年的崭新精神面貌。 

 

自举办以来，“大本钟奖” 树立了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优秀青年和杰出公司、杰出品牌的典型，取得

了非常大的反响，也给社会带来的一股清新的风，营造出了珍惜人才、爱护人才的良好氛围，并可以

激励更多青年勤奋工作、开拓创新，以及年轻人的创业激情。2009 年度的大本钟奖以及 2010 年度大

本钟奖的第一期推出了包括薄瓜瓜（2009 年度大本钟奖英国选区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陈美

（2009 年度大本钟奖英国选区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傅家俊（2009 年度大本钟奖英国选区英国

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陈奕迅（2010 年度大本钟个人奖之"年度国际拓展成就奖"）和金庸（2010 年

度第二届大本钟奖个人奖之"终生成就奖"）在内的优秀华人青年或在华人青年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

物。目前已有 64 位个人和组织荣获大本钟奖。 



 

2010 年度大本钟奖从 2009 年启动一开始就确定了“海外杰青聚中华，中华品牌走全球”的宗旨和 

“源自英国，推向全球；聚焦中华，扎根中国” 的口号。相信，从 2011 年起，大本钟奖活动将伴随

着“大本钟奖”和“全球十大杰出华人青年”以及各地选区的选拔将华人的声音扩展到世界上更多的

华人聚集地。在 2011 年，大本钟奖仍然将继续朝着成为青年人领域的“达沃斯”而发展。 

 

 

2010 年度大本钟奖之德国选区德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评选最终获奖人名单和简介： 

 

蔡史印（Shiyin CAI），社会工作/公益界别，公益组织工作人员 

曹克波（Kebo CAO），工商/公益界别，江南模塑董事长/德国杜塞尔多夫中国中心创始人 

韩小明（Xiaoming HAN），文体界别，圆号演奏家 

高奥博（Leopold KAO），工商/公益界别，金融顾问 

刘扬（Yang LIU），文体界别，设计师/创意师 

徐怀雯（Huaiwen XU），文体界别，羽毛球运动员 

周敏（Min ZHOU），文体界别，舞蹈家/教育家 

朱朝宏（Chaohong ZHU），学术界别，机械专家 

曾安平（Anping ZENG），学术界别，基因生物科技专家 

曾秋平（Qiuping ZENG），工商界别，IDENCOM 集团总裁 

 

 
蔡史印（Shiyin CAI） 

 

蔡史印，祖籍杭州，公益组织工作人员。复旦大学国际企业管理专业学士和纽约州立大学工商管理硕

士。她的十年职业生涯遍及美国、英国、墨西哥、新加坡和中国，先后任职于通用电气、西门子、

AIG 美国国际集团和罗兰贝格咨询公司等。2007 年底，蔡史印离开通用电气基础建设集团亚太区首席

技术官的职位，到德国汉堡和柏林建立了自己的公司从事时尚生产和运营。在认识了盲文无国界组织

的创始人萨布莉亚坦贝肯后，史印开始为西藏的盲童学校做义工从而更多地接触了盲人的生活。在体

验了亚特兰大的“黑暗中的对话”后，史印决定全职投身于公益组织成为对话公益企业的全球首席执

http://finance.qq.com/zt/2009/wefchina2009/


行官并把“黑暗中的对话”及“无声中的对话”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展开。蔡史印是第 37 届和第 38 届

圣加伦国际研讨会和 2008 年汉堡峰会的发言人。她曾被选入宝马基金会 2010 年欧亚青年领导人成

员。 

 

 
 

曹克波（Kebo CAO） 

  

曹克波，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9 年第八届创业中国高峰论坛十大创业新锐奖获奖

人，德国杜塞尔多夫中国中心创始人。他具有十五年的海外求学经历，是一个拥有国际化视野的新一

代财智华人。2005 年作为备受德国政府重视的中国青年华人企业家被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杜塞尔多

夫接见。曹克波早年就读于扬州大学英语系，后留学德国，德国马堡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清华大

学 EMBA。江阴塑模集团由他父亲曹明芳于 20 年前创建，从与香港合资生产出口美国的彩色工艺蜡

烛和玩具起步，发展到今天，成为下辖 30 多个企业、总资产达 20 亿元人民币的中国著名私营企业。

该集团的“龙头”——江南塑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生产汽车的保险杠而知名，产品占有中国同业市

场 30％的份额，并是德国大众、美国通用、法国雪铁龙等汽车公司的供应商。杜塞尔多夫中国中心是

曹克波最得意的一笔，对于中心的建立，他是这么体会的：“在德国学习、工作的 15 年，让我接触到

很多可爱的德国人民，是德国人民教会了我严谨、追求完美的思维习惯，让我完全融入国际化的环

境；同时，我也发现，德国对中国的了解太少太少。因此，杜塞尔多夫中国中心的创建，一方面满足



了我对德国的感恩情结；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能通过‘中国中心’这样一个平台，推动中德民间文化

源源不断地交流，让德国越来越了解中国，让中国赢得越来越多热爱中国文化的德国人，让中国在海

外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为两国长远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积累坚实的基础。” 对于 DCC 的未来，曹克波满

怀憧憬，计划要在两年内打造出在中德两国有较大影响的，推动商务、文化、学术、人才等多领域交

流的平台，将在技术和投资等多方面深化中德两国之间的各项合作，直接促进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

程，系统化地促进中德两国的社会合作与进步。 

 

 

 
 

韩小明（Xiaoming HAN） 

 

韩小明，出生于上海，现任德国广播爱乐乐团首席圆号，萨尔州音乐学院终身圆号教授，具有 200 年

历史的德国亚历山大圆号制造公司形象代言人。他曾先后与伯恩斯坦、索尔蒂、阿巴多、小泽征尔、

马泽尔、艾森巴赫等著名指挥家合作演出，并曾以客座首席圆号的身份担任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以

及巴伐利亚、汉堡、科隆、法兰克福、斯图加特等德国各大广播交响乐团的首席圆号。韩小明曾以圆

号独奏家的身份在欧洲各大城市，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日本、新加坡、香港、澳门、台湾等地举办个

人独奏以及室内乐音乐会，并且举办圆号大师班。他多次参加萨尔茨堡、德国维尔茨堡莫扎特、德国



北德、英国伦敦音乐节，以及美国著名的马尔波罗室内乐音乐节，1997 年与英国伦敦 ASV 唱片公司

录制了莫扎特全部（新发现的原著版本）圆号协奏曲，由旅居意大利的著名中国指挥家吕嘉先生指挥

英国室内乐团协奏。同时他还和德国很多著名的重奏组及音乐家录制了大量的室内乐作品，并且创建

了德国著名的圆号重奏团 German Horn Ensemble, 代表了当今世界顶级圆号组合，在欧洲造成了极大的

轰动。韩小明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他的父亲韩铣光教授是中国著名圆号演奏家和教育家并曾 1961 年

在日内瓦国际圆号比赛中获头奖。韩小明七岁时开始跟随父亲学习圆号，十七岁毕业于中央音乐学

院，随即担任中央乐团首席圆号。1980 年小泽征尔第二次访华时推荐他去美国参加波士顿交响乐团的

Tanglewood 夏令营，随即被推荐进入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学习，并且享受全额奖学金，师从理查德•麦基

（Richard Mackey）。1984 年韩小明荣获国际圆号协会主办的国际圆号比赛第一名，后转去欧洲继续深

造，追随弗莱堡及慕尼黑音乐学院的圆号教授 Ifor James、Otto Schmitz 学习。1985 年考入维尔茨堡

（Wuezburg）爱乐乐团首席圆号，同年考入由著名指挥家郑明勋担任艺术总监的德国萨尔州广播交响

乐团终身首席圆号。从此开始了他在欧洲至今 20 多年的艺术生涯。在中国交响乐团和中国爱乐乐团的

成立后，他先后被聘为这两个乐团的管乐顾问，并多次担任独奏及首席圆号与乐团合作演出。其间，

韩小明先生致力于中国管乐音乐人才的培养，创造了多次和德国音乐学院的交流活动，并且为很多优

秀的青年音乐家提供出国深造的机会和帮助。2003 年，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正式聘请他为长

期客席教授。2004 年，受中央音乐学院委托，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节艺术总监。 

 

 

 
 

高奥博（Leopold Kao） 

 

高奥博，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德国第二代中国台湾裔华人，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硕士，在国际顾问事

务所担任企业管理以及金融顾问。他目前帮助台湾晶技在欧洲设立分公司，担任西欧与北欧市场销售

顾问。就读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期间，主修总体经济与财务金融，对衍生性金融商品与投资理财有专

精，另对国际经济，国际政治外交与全球化策略亦非常深入。他平时热心参与侨界与社团活动奉献所

长，并经常组织社团青年参加侨界大型活动表演与国际多元文化活动。大学时期，高奥博有感于海外

华人第二代应有共同沟通交流的平台，遂利用课余到德国主要城市慕尼黑、科隆、汉堡、柏林与法兰

克福，召集德国台商第二代及在德国长大的台湾年轻人还有其它的华人建立沟通平台，为建立的交流



平台，藉由定期的聚会、座谈及网际网路新资讯的提供等功能给予华人年轻人更多认识这块土地及互

相帮忙的机会。作为社团的活跃人物，高奥博的推手功能与领导才华，不仅获得当地华人的肯定与支

持，也博得各交流社团与德籍人士的喝彩。综合企划与协调沟通是高奥博的专长。他从小学习小提

琴，喜欢音乐艺术，对表演创作尤其擅长。 

 

 

  
 

刘扬（Yang LIU） 

 

刘扬，1976 年出生于北京，十三岁随家人到德国。刘扬设计工作室的创始人，德国柏林工业设计学院

教授及视觉传媒系系主任。她 17 岁时被德国柏林艺术大学以特殊艺术天分名义提早录取，之间曾在英

国布里斯托大学视觉传播专业就读。她毕业于柏林艺术大学视觉传播专硕士学位，之后获霍尔格•马帝

斯工作室大师班学位。她先后工作生活于于英国伦敦，德国柏林和美国纽并多次举办个人展览级大型

联展。刘扬曾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系和德国包豪斯设计学院设计系。刘扬视觉艺术工作室（Yang 

Liu Design）成立于柏林，曾主持设计规划大量展览活动项目，如 2008 年到 2009 年德国德累斯顿博物

馆全年展览项目, 并主持设计了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整体形象创意设计，德国 2009 年国家大

型文化项目 ALBERTINUM，及德国巴伐利亚州皇家博物馆的整体形象及展厅及平面设计。刘扬的

《东西相遇》系列作品是近年来媒体谈论中德文化交流的热点。2008 年她代表作为德国电视一台唯一

中国嘉宾现场点评 2008 奥运开幕式。刘扬工作室曾多次获得国际设计大奖，如波兰海报双年展铜奖、

墨西哥海报双年展铜奖、2002 及 2004 德语国家 100 张最佳海报奖、2008 年德国年度创意金奖，2008

年德国 ADC 年度创意设计金奖、德国领先奖（Lead Award）年度最佳创意奖、德国国家 2008 年年度

图书设计大奖、2007 至 2009 年中国最佳图书设计奖，并六次荣获红点（Red Dot）国际设计大奖等。 

 

 

 



 
 

徐怀雯（Huaiwen XU） 

 

徐怀雯，1975 年出生于贵阳。羽毛球运动员。曾效力于四川省羽毛球队和中国国家队。2000 年，她远

赴德国，签约德国甲级俱乐部 VFB friedrichshafen。她现持有德国 A 级教练执照，流利掌握英语、德

语。徐怀雯代表德国参加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并获得第五名。她在 2006 年 6 月曾获得世界 WBF排名第

一位。徐怀雯曾两次获得世界季军和两次欧洲冠军。她并连续五年获得五次德国冠军。作为德国甲级

BC 冠军俱乐部的选手，她创造了在八年联赛中仅失一场的历史性纪录。作为德国国家队主力队员，她

助德国国家队获得 2004 年和 2008 年尤伯杯（UBER）两次历史性的铜牌。她曾先后获得 2006 瑞典公

开赛冠军、2007 丹麦精英赛冠军等 20 余个公开赛冠军。在德国的十年间，她成为了德国女子羽毛球

的头号人物。徐怀雯被评为 2006 年度德国萨尔州（Saarland）年度最佳女子运动员（历史上第一位华

人当选）。2008 年，德国联邦总统亲自授予她德国杰出体育运动员最高荣誉奖章——德意志联邦银质

月桂叶奖章，以表彰她为德国羽毛球事业做出的贡献。 

 



 
 

曾安平（Anping ZENG） 

 

曾安平，1986 年由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赴德国留学，在德国国家生物技术中心（GBF）生物化工部从

事博士论文工作，1990 年在布朗瑞克工业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Braunschweig）获生物技术博士学

位。现任汉堡工业大学（Hambur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TUHH） 生物过程与生物系统工程研究所

所长，过程与化学工程学院院长。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生物技术、系统和合成生物学。在《自然

生物》（Nature Biotechnology）、《基因生物科技》（Genome Biology）、《核酸研究》（Nucleic Acid 

Research）、《生物科技和生物工程》（Biotechnology and Bioengineering）等高水平刊物上发表论文 130

余篇。他是德国研究协会（DFG）、德国联邦教育及科研部（BMBF）及欧盟大型合作项目的首席科学

家（Coordinator）和化学工程和生物技术协会（DECHEMA，Society for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领域专家组成员。他曾获 2001 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外杰出青年基金。2008 年，

他被选为美国医药和生物工程学院研究员（the College of Fellows, American Institute for Med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 AIMBE）。曾安平是多家国际学术刊物的编辑或编委，其中包括 《微生物细胞

厂》（Microbial Cell Factories）、《生命科学工程》（Engineering in Life Sciences）、《生物化学进程》

（Process Biochemistry）、中国化学工程前沿（Frontier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in China）和《生物化学

工程和生物科技前瞻》（Advances in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等。 

 

 

 



 

曾秋平（Qiuping ZENG） 

 

曾秋平，1970 年出生于江西吉安。IDENCOM 集团（德国，瑞士）总裁。曾秋平早年求学于哈尔滨工

业大学建造学院，之后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深造，获得计算机工程硕士学位。曾秋平曾获得世界建造

博览会 2010 年产品设计奖 （DEISGN PLUS AWARD）。曾秋平代表柏林州竞选了 2011 德国最高工业

产品设计奖，同时被评为德国最高发明创新奖柏林州竞选人，以及获得 2011IF 产品设计奖 (IF 

PRODUCT DESIGN AWARD 2011)以及世界工业产品设计创新奖（此奖被誉为工业产品设计的奥斯卡

奖）。 

 

 
 

周敏（Min ZHOU） 

 

周敏，1971 年出生于四川宜宾，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家和教育家。周敏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擅长

多种中国民族民间舞，包括汉、傣、彝、苗、藏、维吾尔、蒙古等民族，先后在四川省和海南省等地

获得多次舞蹈大赛的金奖。2006 年 12 月旅居德国以来，她先后多次参加中德文化交流活动和公益演

出。周敏在德国培训和传播中国民族民间舞，她的舞蹈队足迹遍及慕尼黑及周边城市，深受当地观众

的欢迎，用舞蹈的语言架起一座中德之间的艺术桥梁。2009 年 7 月 11 日，周敏在慕尼黑嘎斯特伊

（Gasteig） 艺术中心卡奥弗萨里（Carl-Orff-Saal）剧场举办《东方茉莉——中国民族歌舞乐》艺术专

场，作为总策划、总导演，集编舞、领舞、独舞与一身，向中德观众展现了中国各少数民族舞的风

采，得到了观众热烈的反响。该次义演共筹集善款逾三千欧元，全部捐赠四川地震灾区小学的慈善助



学项目和资助成都市残疾人舞蹈艺术团。 

 

 

 

 
 

朱朝宏（Chaohong ZHU） 

 

朱朝宏，1964 年出生于湖北。朱朝宏曾在北京农业大学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担任教学与科研工作，之后

经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年进修后来到德国斯图加特的霍恩海姆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之后从事博

士后研究工作。他历任德国海蒂诗国际集团亚洲事务项目经理、德国西门子威迪欧汽车动力总成汽油

机管理系统亚太销售市场部经理、德国大陆汽车动力总成发动机管理系统总监和大众亚太销售市场总

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