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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工商协会第十四届会长候选人简介
P01：陆诚
陆诚为華美国际物流集團公司董事长，Loyola Marymount 大学
兼职教授，南京大学兼职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及临沂
大学兼职教授。
華美国际物流集團公司由華美報關、華美國際物流、華美保稅
倉儲等多個業務實體所組成，以美洲地区和亞洲地區為立足
點，提供全球範圍的國際物流全方位配送服務。華美報關行是
洛杉磯首家由中国大陸新移民创辦并持有政府執照的報關行；
華美保稅倉儲亦是首家由美國海關批准的華人多功能保稅倉
庫；華美國際物流的營運橫貫美國東西兩岸，連接中美兩地，
跨越全球各大洲。陸誠先生不仅具有精深的理论素养和学术造
诣，而且他在華美公司管理和業務規劃上注入了極大的心力，
累積了豐富的实务經驗。最近幾年來，隨著亞洲及太平洋地區
經濟的蓬勃增長，華美國際物流集團公司，堅持創新求實的理
念，設定了跨世纪的公司發展目標，不斷開發新型服務項目，大力開拓和發展亞洲新興市場，尤
其在美国东西部二地及中國大陸主要沿海港口城市設立了多级运营中心，真實构建了太平洋一體
化的國際營運網絡，实现了全球化物流配送的目标，成為許多從事美中經貿進出口企業的好幫
手、好參謀，在中美兩地建立了卓著的聲譽。
陸誠先生長期以来热心公益，他低调、热诚、富有涵养、注重团队精神。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投入了巨大的心力，悉心推動和發展美中工商協會會務，積極資助、支持、參與和領導華人社團
活動，活躍于工商界和僑界；他参加历次賑災活動，在中美两地政商界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
累计了丰富的商业资源。他的个人经历跨越了教育界和企业界，是一位学者型的企业家，也是一
位企业家型的学者。

美中工商协会第十四届理事候选人简介
D 01： 李惠琼
李恵琼女士现任美国百傲药业董事长，天马微电子公司董事，世界华人文化
艺术交流中心副主席。洛杉矶华人艺术合唱团荣誉团长。李惠琼七七年考入
星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后任深圳乐团演员，八三年自费留学美国。九三
年筹办＂全新的震撼＂中国艺术家音乐会。二十多年来，李恵琼热心公益，
服务侨社。九七年创办洛杉矶华人艺术团，合唱团。近年来，她更多次策
划，组织大型音乐会：97 年香港回归大型晚会，2004 年四海一心抗震救灾慈
善筹款会，2006 年狄士尼音乐厅举办记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音乐
会，2008 李恵琼慈善独唱音乐会，2012 年百年辛亥，百年辉煌大型交响诗音乐会，2013 年中国
三大男高音洛杉矶新春音乐会，纪念王洛宾诞辰百年音乐会並任总导演。为美中之间经贸，文
化，艺术等贡献良多並受到社会的肯定！

D 02： 薛杨
薛杨先生现任美国传奇科技集团总裁及乐辰科技公司董事长，他是国家“千
人计划”特聘专家，国务院百名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杰出创业奖”获得者以
及国务院“重点华侨华人创业团队奖” 获得者，今年更荣获第三届哈尔滨市
市长特别奖。薛杨先生 1996 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获得机械工程学士
学位，1997 年，留学美国，获得加州阿祖萨太平洋大学的计算机硕士学位，
学成后开始在中美两国医疗信息化领域开展跨国度的创业。针对美国医疗保
障的背景，为美国洛杉矶郡研发 MHUB、E-MHUB 系统，创造了中国企业承
接美国政府项目的先例。在国内自主研发基于云计算的区域医疗信息管理平台、电子病历系统、
卫生服务信息系统、农村居民健康档案服务信息系统等，多次获得国家科技部、卫生部等部委的
奖励，是卫生管理与卫生信息化建设领域的领军人才。多次组织中美地区间卫生、文化等领域交
流，促成两国多个城市结为友好城市；多次邀请国际卫生信息化领域知名专家学者来到中国开展
学术交流与项目指导，每年定期输送企业内外优秀人才前往美国进修，学习先进信息化技术，为
中国卫生信息化培养国际化专业人才。薛杨先生 2004 年归国创立乐辰科技公司，乐辰科技公司是
集医疗卫生、电子政务和 IT 职业教育于一体，是国内率先发展起来的医疗云计算企业之一。公司
现已经在北京、天津、大连、南京、银川、广州、美国洛杉矶等地设立分支机构，业务拓展至欧
美、日韩、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

D 03： 王爱萍 Emily Wang
King Silk Art 公司总裁。1992 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2002 年移民加拿大，
2004 年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取得分析化学硕士学位。读博士期间开始苏州刺
绣的市场推销，因为业务繁忙，最终弃学从商。2010 王爱萍获得城市电视举
办的新枫采新移民创业大奖，King Silk Art 的刺绣在美国澳大利亚获得无数奖
项，多次应当地媒体接受专访。王爱萍成功地将精美高端的苏州刺绣推向世
界平民家庭，被誉为铺设二十一世纪丝绸之路。

D 04：潘 明 Andrew M. Pan
潘明是華美銀行資深副總裁兼中國事务主管，負責大中華區和美國之間的商
業和個人銀行業務服務。潘明先生的工作主要是中國業務的拓展以及協助華
美銀行在大中華區的發展。潘明先生之前任職為中國深圳驻北美经贸代表处
首席代表，負責中國深圳和北美之間的經貿往來。他對市場准入、商業發
展、採購和外包、政府關係等方面有豐富的經驗，對中國企業 “走出去”海
外拓展也有很專業的瞭解。潘明先生畢業於北京國際關係學院 ， 在上海財經
大學取得經濟碩士學位，在進入經濟和金融領域前，他曾在深圳多個政府部
門工作過。

D05：张永刚 Robin Zhang
张永刚先生现任职中国联通美洲公司，负责跨国企业的电信解决方案。中国
联通在中国固网和移动业务中均名列第二位，3G 业务在中国所有运营商中处
于领先地位，是世界 500 强企业。张永刚先生为内蒙古大学工程学士及上海
交通大学工程硕士。曾在北京部委研究所担任高级工程师，负责计算机智能
控制、自动化监控等高科技产品的研发和市场开拓。2000 年起在美国从事网
络、电信等高科技产业。2012 年当选美中工商协会理事及美国内蒙古商会常
务副会长。2013 年夏天组织内蒙古商贸经济交流团，团员以美中工商协会会
员为主，到内蒙古呼和浩特、阿尔山等地区交流考察。期间和内蒙古侨联、
工商联进行了 接洽、交流。

D 06：刘玉发
刘玉发为 ACB SciTech Inc 公司总裁。他在北京大学化学系获得学士学位，在
达特茅斯学院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在爱荷华大学获得 MBA 学位。他曾在杜克
大学从事在医药分子生成方面的博士后研究工作。他在医药和保健品行业从
事新产品开发和商业化工作超过十年以上。2010 年，他创办 ACB SciTech Inc
公司，为北美地区制药和保健品公司提供高质量原材料。ACB SciTech Inc 公
司目前也致力于将北美的新药及保健品的新产品介绍到中国。刘玉发目前还
担任北京大学南加州校友会会长。

D 07：王克寧
王克寧，一九八二年畢業於湖南大學，先後在湖南化工研究所，湖南科技情
報所和《科技信息報》工作，一九八八年進入湖南三湘工貿公司，負責紙張
進出口業務。 一九九零年七月赴美，隨後在披薩店、汽車行、金融公司、貿
易公司及環保公司等行業“摔打” ，飽嚐艱辛，歷盡磨 難。一九九三年自
創惠樂明國際公司，先后經營过各種鞋類，聖誕禮品，五金礦產及金屬製品
的進出口業務領域。目前將業務範圍主要锁定在餐饮家俱业。面對美國激烈
的市場和中國供求環節上的問題，本人勇於拼搏，勤奮探索，努力工作，公
司貿易額逐年穩定上升，現正在向原料加工、生產裝配，批發零售的國際化合作方向發展。本人
是美中工商协会创始会员，有多年理事工作经验，热爱协会，长期抱有认真无私为会员服务的热
情。善于为会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

D08：陈仲华 Jack Z. Chen
陈仲华先生是传实投资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拥有中国和西方国家间复杂
跨境公司收购兼并交易领域超过 16 年的丰富经验。2010 年，陈先生带领太
平洋世纪汽车公司收购了 Nexteer 汽车公司，前者是在北京成立的公私联合
收购主体，后者是通用汽车公司旗下专注于转向系统和技术的一大部门；
《华尔街日报》于 2010 年 11 月 8 日对此项目作了报道，把它誉为“这一时
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之一”。在此之前，陈先生于 2009 年帮助促成类
似的北京公私联合收购主体成功收购德尔福公司的制动和悬挂装置业务----以
上两笔交易都是当时汽车零部件行业中国公司最大的海外收购案。陈先生曾
是美国 MTC Direct Inc.的总裁，该公司是一家控股公司，成功收购和控制了世界上最大的独立大容
量存储器经销商 Micro Technology Concepts, Inc.，该公司入选全球增值转售商 500 强名单。1997
至 2000 年间，陈先生投资过或帮助过几十家企业，覆盖的领域包括：生物技术、IT、出租车、食
品和饮料、房地产、餐饮服务、制造业、建筑材料、汽车和重型设备。1993 至 1997 年间，陈先
生与他的合作伙伴共同创立了 Bestone Investment Group, Ltd.公司，并担任首席运营官。Bestone
收购并控股了中国最大的水泥公司，帮助该公司成长为亚洲最大的水泥生产商。海螺水泥目前在

香港上市（代码：914.hk)，市值超过 100 亿美元。陈先生在 2009 年 3 月被聘为北京市国际投资
顾问，并续聘至今。陈先生在全球青年总裁协会（YPO）、哈佛大学亚洲国际关系论坛、南加州
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商业论坛、China Compass Conference、美国企业成长
协会（ACG）和各类商会等各类场合作过主讲嘉宾。他还是美国著名的太平洋理事会国际关系委
员会的创会成员之一，在由洛克菲勒创立的亚洲协会担任顾问委员会成员，并于 2007 年被评为美
国南加州地区十大杰出美籍华人企业家。此外，陈先生还被评为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杰出校友，并
协助创立上海交大北美基金。

D 09：周芳
周芳为美国杰晟庭院家具公司總裁，美中工商协会创始会员。曾任付会长，
财务长，理事。1987 年畢業於天津財經學院国际贸易系。87 至 91 年，在天
津南開大學工作。1991 年来美学习，与先生共同创建杰诺康集团。主要负责
杰晟高级庭家具公司的管理。 Gensun 高级铝制庭院家具设计精良,行销北
美，销售连年增长成绩斐然，多次获得 Manufacture Leadership Award,在行业
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杰诺康集团业务分布中美两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大型商业中心及房地产开发业，高级庭院家具制造及销售以及汽车销售及维
修业。十余年來，杰諾康集團已發展為一個投資興趣廣泛，資本控制力強，
涉足工業、實業、貿易、房地產等行業的新興經濟實體，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應和社會效益。

D10：江南 Diana Jiang Kaplan
江南现为美國瑞麥克斯房地產公司 - 資深商業地產投資和豪華住宅顧問。江
南女士來自中國東北著名的冰雕之都哈爾濱市﹐畢業于中國哈爾濱科技大
學精密儀器設計專業﹐獲學士學位。 曾任儀器儀表設計工程師﹐ 後轉任政
府機關干部。1992 年來美求學﹐兩年後獲國際貿易專業碩士學位。 1993 年
﹐江南女士在加利福尼亞州考取了房地產執照﹐開始從事房地產行業。 現
為美國最大房地產公司之一的瑞麥克斯房地產公司洛衫磯公司的高級投資
顧問。江南女士是全美房地產協會的會員和加利福尼亞州房地產協會的會
員。 她先後獲得了美國商業房地產投資專家資格認證和美國豪華住宅營銷
專家資格認證。 江南女士的業務主要集中在商業房地產的投資和豪華住宅
的買賣。 她專精大型購物中心﹐辦公樓﹐旅館﹐ 豪華酒店﹐倉儲庫房﹐豪華別墅﹐高級住宅。
作為一名成功的千萬經紀﹐ 江南女士以她精通的專業知識﹐豐富的經驗﹐誠懇可信和認真負責的
態度為客戶提供了高品質的服務﹐幫助眾多的客戶實現了渴望以久的美國夢。 1995 年以來﹐ 江
南女士以她出色的業績連年被平為優秀經紀﹐ 並多次獲得了 100%俱樂部獎﹐精英協會獎﹐國際
鑽石獎﹐ 百萬名人獎等多項獎勵。江南女士是美中工商協會創始會員, 多次當選為理事, 并担任过
两届副會長。

D11：林詠涵 Claudia Lin Margolis
林詠涵女士是 US-China Business Resources LLC 的创办人，在跨国投资和贸易
互动的领域中, 她有着深入广泛的经验。林女士在马高立律师事务所 (Margolis
& Tisman LLP, 简称“M&T”）任职市场总监。 M&T 是一家精品律师事务所，
在审判、诉讼和争议解决，国内和国际商业交易，劳工和雇佣法以及企业常
年法律顾问等四个领域提供法律服务，并为许多中国企业在美国各地服务。
M＆T 多年被 U.S News & Business Report 评为“全美最佳律师事务所“。 M＆
T 的客户范围包括中小型企业以及中国信托银行美国分部（ CTBC ）、华美银
行、中国工商银行 （世界资产最大的银行）、比亚迪和诺德保险（世界最大
的私有企业保险经纪公司）等世界知名大企业。出生于台湾，林女士精通国、台、英三种语言。
她拥有南加大商学院 MBA 学位。林詠涵女士同丈夫馬高立律師热心公益和社会活动，在加州商界
有着良好的社会关系和影响。他们热爱音乐，是洛杉矶交响乐及歌剧的忠实观众。林女士是
Music Center Blue Ribbon 的成员，也是洛杉矶华人合唱团 LACA Music Foundation 的董事。林詠涵
女士近期被洛杉矶第五區郡長安东诺维奇 Antonovich 任命为洛杉矶县艺术委员会委员。

D12：常劲
常劲先生为 JC 研究及顾问公司总裁及喜马拉雅投资基金合伙人。他出生于中
国新疆，1986 年考入北京大学。1990 年来美留学，并于 1992 年底在旧金山
大学获得物理学士学位。1996 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获得商业管理硕
士学位。1996 年至 1999 年，常劲先生在摩立达香港分公司任职资深管理顾
问及项目经理。他还领导了摩立达的中国市场开发团队。1999 年，他创办互
联网公司 Free2net.com 并担任 CEO 至 2001 年。2001 年，他加入美国华文媒
体公司多维媒体并担任首席营运长。他兼任多维媒体公司董事至 2009 年。
2006 年他离开多维媒体并创办 JC 研究及顾问公司。JC 研究及顾问公司致力于为机构投资者提供
证券研究及市场调查服务。常劲先生热心社区及公益活动，目前为美中工商协会理事、北京大学
校友总会理事及北京大学南加州校友会理事长。

D13：朱天和
朱天和先生为 HP Craft Inc 公司创办人及 CEO。他是摄影爱好者，也是洛杉矶
国际摄影家协会的主席。他于 1969-1973 在东北黑龙江插队。1973-1977 在北
京大学化学系学习有机化学专业。1977-1984 在中国科学院环境化学所工作。
1984-1987 留学美国，在 University of Missouri at St. Louis (MS) 攻读硕士学位和
从事研究工作。1989 年离开学术研究工作来到洛杉矶创业经商，创办了大型
连锁店 CRAFTDEPOT。洛杉矶国际摄影家协会创办于 2007 年，是北美最大的
亚裔摄影专业团体之一，目前该会有上千名注册会员。

D14：张国兴
张国兴先生，华兴保险公司创办人及现任总裁。华兴保险公司服务社区超过三
十年，目前在南加拥有八家分公司进一百四十名员工，为加州最大的全方位保
险经纪公司，以高品质的服务在南加州华人社区树立了良好的口碑。热心公
益，积极奉献华人社区。张国兴先生现为洛杉矶县警长李贝卡的顾问及佛光山
西来寺监寺。希望能够借助中美工商协会的平台，服务更多的华商，互惠互
利，实现广泛的共赢。

D15：林宁国 Neville Lin
林宁国为美國永霸集團公司總裁，他 1996 年从中国移民美国并创办美國永
霸。美國永霸美國著名的電池、電筒、充電器的貿易代理商，每年銷售電池
近億只，最近业务已经扩展到全球。林宁国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并担任领导职
务，他担任美国温州同乡会副主席十年以上，并多年担任美中工商协会理
事。林宁国育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他们分别为高三、7 年级及 5 年级学生。

D16：赵津
赵津为 Golden Bridge Int'l Inc 总裁兼 CEO。他 1988-1993 天津市海运公司从事
业务工作；1993-1998 香港怡和集团属下公司从事海运， 报关， 码头及场站
建设与服务， 支线船运输服务；自 1998 创建 Golden Bridge Int'l Inc 至今， 一
直在美国洛杉矶从事国际海空货物进出口运输代理业务。

D17：钱敏玉
钱敏玉为 SEBA INTERNATIONAL CORP 总裁。她來自江蘇省蘇州市，原就读于
江苏化工学院和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1992 年來美自费留学，1994 年取得工
商管理碩士学位 (MBA)，后在西雅图一家国际贸易公司工作，帮助他们在香港
创立他们亚洲贸易部， 1997 在西雅图成立自己的第一家公司， 開始創業的旅
程。SEBA INTERNATIONAL CORP 公司主要從事中美之间的生产和贸易，产品
主要是运动服装、公司制服和其他公司广告促销产品。公司于 1999 年从西雅
图搬至加州洛杉矶，目前总部位于 Torrance。公司的业务运作主要是在美國
承接订单，在中国加工制造再进口到美国分运给全国各地的客户。主要客户有全美国和加拿大的
运动联盟和球队，如 MLB，NFL，NBA， and NHL 等及洛杉矶的 Dodgers, Angels, Galaxy, Lakers and
Clippers, Chicago Bull, Houston Rockets, Astros 等，大型连锁餐饮店的制服和其它附加产品，像
Pizza Hut, Taco Bell 等；企业和公司的制服和广告促销产品，包括 Boeing, Microsoft, Reagan Library,
car dealers, US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companies Northrop, even US Air Force One 等； 以及时装连
锁店，主要是成年女装和少女装，客户有 Forever 21, Bebe, Sears, TJ Max 等。

D18：李小嫻 Maggie Lee
李小嫻是国泰银行資深副总裁兼商业贷款部经理有超过 20 年经验的贷款主要
服务对象為华資企业專精進出口貿易及商业房地产贷款。1986 年移民到美
国，并毕业于舒尔高中及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取得工商金融学士学位。
2006 年至 2008 年当选蒙市商會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