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 5 月 5-16 日 

加利福尼亚拉荷亚及墨西哥墨西哥城 

 

 

2014 年 5 月 4 日 周日 

学员抵达圣迭戈（酒店提供简单晚餐） 

 

2014 年 5 月 5 日 周一 

7:00 a.m.-8:00 a.m.: 酒店早餐  

 

8:15 a.m.: 学员在酒店大堂集合 

 

8:30 a.m.-9:00 a.m.: 从酒店前往美洲协会 

 

9:30 a.m.-10:00 a.m.: 欢迎致辞 

Charles Shapiro, President, Institute of the Americas  查尔斯∙夏皮罗大使 美洲协会主席 

 

查尔斯∙夏皮罗大使曾在 2002-2004 年间任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他为美国外交部工作了

34 年，期间曾担任首席副助理西半球事务秘书及美国驻特立尼达及多巴哥代办。夏皮罗

大使的其他外交任职地点包括智利，萨尔瓦多及丹麦，以及华盛顿的多项职务。作为国务

亲希拉里克林顿的顾问，他曾带领工作组改革银行法，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家可以利用可



移动的资产作为抵押，以获得小企业贷款。他的工作关系网络涵盖西半球的政府部门、商

务人士、银行家及发展机构。 

 

10:00 a.m.-11:00 a.m.: 研习班学员介绍及学习目的讨论 

S. Lynne Walker, Vice President and Director of the China-Americas Program, Institute 

of the Americas   

林恩∙沃克 美洲协会副主席及“中国与拉美”项目主任 

 

11:00 a.m.-12:30 p.m.: 圣迭戈：拉丁美洲门户及国际投资者的创新枢纽 

Dr. Mary Walshok, Co-founder, CONNECT ( http://connect.org/)  联合创始人 

CONNECT 是在圣迭戈地区建立创新科技及生命科学的产品的区域项目，为投资者及创

业者搭建桥梁，寻找成功所需的资源。从 1995 年起，CONNECT 已协助了超过 3000 家

公司成立与发展。  CONNECT 的领导人对于其独特的产业，资本，专业服务及研究所之

间的合作文化引以为傲。  

 

12:30 p.m.-2:00 p.m.: 午餐 Faculty Club, UCSD 

 

2:00 p.m.-2:30 p.m.: 步行至 UCSD 校园的 Qualcomm  Institute 高通研究所 

 

2:30 p.m.-3:15 p.m.: 沟通 21 世纪：新一代的通信技术 

Dr. Ramesh Rao, Director, Qualcomm Institute 高通研究所主任 （http://calit2.net/） 

高通研究所位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校区，展示了全球经济中未来创新产业的校园研究环

境。传统大学氛围专注于教育与研究，但是高通研究所领先一步，在校园环境中实验原型

基建设施，为现实生活寻找新的科技方案。 

 

3:15 pm.-4:30 p.m. 实地考察：Star Cave, Next Cave and WAVE 

高通研究所 

 

4:30 p.m.-4:45 p.m.: 步行返至美洲协会 

 

4:45 p.m.-5:30 p.m.: 返回酒店 

http://connect.org/
http://calit2.net/


 

6:30 p.m.-7:00 p.m.: 乘车至餐厅 

 

7:00 p.m.-9:00 p.m.: 晚餐 

 

9:00 p.m.-9:15 p.m.: 返回酒店 

 

 

2014 年 5 月 6 日 周二 

7:00 a.m.-8:00 a.m.: 酒店早餐  

 

8:15 a.m.: 学员酒店大堂集合 

 

8:30 a.m.-9:00 a.m.: 前往美洲协会 

 

9:00 a.m.-10:15 a.m.: 墨西哥与石油：墨西哥石油公司改革后外国投资的角色 

Dr. Luis Vera, Founding Partner, Vera & Carvajal, Mexico City 创始合伙人 

http://www.vc.com.mx/home.html 

Vera & Carvajal 律所的律师们在墨西哥及其他拉美国家协助定义了环境法的实践准则。

该律所在其优秀的法律顾问及策略的基础上建立了良好的声誉。该律所曾为公共， 私人

及社会部门的客户辩护，也为客户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分析项目面对的机遇和风险，同时

保证项目的环保及企业社会责任。 

 

10:15 a.m.-10:30 a.m.: 茶休 

 

10:30 a.m.-12:00 p.m.: 在墨西哥经商：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涅托管理下的商贸新途径 

问答环节 

 

12:00 p.m.-1:00 p.m.: 美洲协会午餐 

 

http://www.vc.com.mx/home.html


1:00 p.m.-2:30 p.m.: 创新改变拉丁美洲——智利 

Horacio Melo, executive director, Start-Up Chile (待定)  

http://startupchile.org/about/the-program/ 

问答环节 

Start-Up Chile 是智利政府及其商务部为吸引早期高潜力的智利创业者而开发的项目，帮

助他们走向全球。该项目期望把智利打造为拉丁美洲的创新及创业中心。 

 

2:30 p.m.-2:45 p.m.: 茶休 

 

2:45 p.m.-4:30 p.m.: 龙虾，樱桃和葡萄酒：看智利如何用创意回馈中国消费者 

(发言者待定) 

问答环节 

 

4:30 p.m.-5:30 p.m.: 从美洲协会前往 Orfila 酒庄 

 

5:30 p.m.-7:30 p.m.: 品酒活动，参观酒庄及晚餐 

 

7:30 p.m.- 8:30p.m.: 离开酒庄返回酒店 

 

 

2014 年 5 月 7 日 周三 

8:00 a.m.-9:00 a.m.: 酒店早餐  

 

9:15 a.m.: 学员酒店大堂集合。请带好护照！ 

 

9:15 a.m.-10:00 a.m.: 前往美墨边境 

 

10:00 a.m.-10:30 a.m.: 步行穿越边境进入墨西哥 

 

10:30 a.m.-11:00 a.m.: 从边境登车 

http://startupchile.org/about/the-program/


 

11:00 a.m.-12:00 p.m.: 国际公司的制造中心 – Tijuana 蒂华纳的角色 

蒂华纳经济发展委员会 发言者待定  http://www.tijuanaedc.org/ 

蒂华纳经济发展委员会是国际经济发展委员会认证的 38 家经济发展组织之一。国际经济

发展委员会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及社区发展的会员组织。 

 

12:00 p.m.-12:30 p.m.: 问答环节 

 

12:30 p.m.-1:00 p.m.: 前往 Saverio’s 餐厅 

 

1:00 p.m.-2:30 p.m.: 午餐 

 

2:30 p.m.-3:00 p.m.: 乘车离开餐厅 

 

3:00 p.m.-4:00 p.m.: 在蒂华纳设立边境加工工厂的规则及规定 

德勤 Deloitte/Tijuana (发言者待定) 

 

4:00 p.m.-5:30 p.m.: 实地考察 

 

5:30 p.m.-6:00 p.m.: 步行穿越边境进入美国 

 

6:00 p.m.- 9:00 p.m.: 购物及晚餐 

 

9:00 p.m.-9:30 p.m.: 返回酒店 

 

 

2014 年 5 月 8 日 周四 

7:00 a.m.-8:00 a.m.: 酒店早餐  

 

8:15 a.m.: 学员酒店大堂集合 

http://www.tijuanaedc.org/


 

8:30 a.m.-9:00 a.m.: 前往美洲协会 

 

9:00 a.m.-10:15 a.m.: 巴西：石油，食品安全和中国 

Bruno de Risois Bath, Consul General of Brazil to the United States, Los Angeles 巴西

驻美国总领事 

问答环节 

 

10:15 a.m.-10:30 a.m.: 茶休 

 

10:30 a.m.-12:00 p.m.: 转型中的巴西经济：给中国投资者的启示 

 Dr. Cornel B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ston University (待定)  

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问答环节 

Cornel Ban 教授著写过多篇巴西政治经济及国债危机的文章。他也曾一同编写关于金砖

国家及“华盛顿共识”的特别期刊。 

 

12:00 p.m.-2:00 p.m.: 午餐 Faculty Club, UCSD 

 

2:00 p.m.-3:15 p.m.: 阿根廷的食品生产及其在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中的角色 

Eduardo Tempone, Minister of the Economy, Trade and Investment, Argentine 

Embassy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confirmed) 阿根廷驻美使馆经贸投资部长（待定） 

问答环节 

 

3:15 p.m.-3:30 p.m.: 茶休 

 

3:30 p.m.-4:45 p.m.: 中国与加勒比：与岛国经济体做生意的经验与教训 

Bill Miao, Managing Partner, SunEnergyNet  管理合伙人 

Mr. Miao 是美国的太阳及清洁能源的领导人物。他是国际规范委员会的太阳能标准共识

委员会副主席，曾出席国际能源机构及美国理事会举办的高效能源经济会议并发表演讲。



他与加利福尼亚可持续能源中心及其他中美重要科技公司有合作关系。在过去的 10 年

中，Mr. Miao 在加勒比地区同政府领导及商界高管开展了广泛的太阳能覆盖工作。 

http://sunenergynet.com/ 

 

4:45 p.m.-5:30 p.m.: 返回酒店 

 

6:30 p.m.: 酒店大堂集合 

 

6:30 p.m-7:00 p.m.: 离开酒店前往圣迭戈市中心 

 

7:00 p.m.-9:30 p.m.: 漫步市中心及晚餐 

 

2014 年 5 月 9 日 周五 

7:00 a.m.-8:00 a.m.: 酒店早餐  

 

8:15 a.m.: 学员酒店大堂集合 

 

8:30 a.m.-9:00 a.m.: 前往美洲协会 

 

9:30 a.m.-10:45 a.m.: 外国投资者在哥伦比亚成功的经商之道 

问答环节 

 

10:45 a.m.-11:00 a.m.: 茶休 

 

11:00 a.m.-12:30 p.m.: 秘鲁和中国：双边经贸关系中的成功与挑战 

Dr. Carol Wis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os Angeles, and author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Latin America 

Relations”  

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问答环节 

http://sunenergynet.com/


Carol Wise 教授于 2002 年加入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之前八年在华盛顿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教授国际关系。Wise 教授专攻拉美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发展，并就该地区尤其是阿

根廷， 墨西哥和秘鲁的贸易一体化，汇率危机，机构改革及市场化著写多书，著有《中

拉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2:15 p.m.-3:00 p.m.: 返回酒店 

 

5:15 p.m.: 学员酒店大堂集中 

 

5:30 p.m.-6:00 p.m.: 前往圣迭戈湾轮渡口 

 

6:00 p.m.-6:25 p.m.: 轮渡前往 Coronado Island 

 

6:30 p.m.-7:30 p.m.: 岛上游览 

 

7:30 p.m.-9:00 p.m.: 岛上晚餐 

 

9:30 p.m.-10:00 p.m.: 轮渡返回圣迭戈 

 

10:00 p.m.-10:15 p.m.: 返回酒店 

 

 

 

2014 年 5 月 10 日 周六 

圣迭戈自由活动 

 

 

2014 年 5 月 11 日 周日 

7:00 a.m.-9:00 a.m.: 酒店早餐 

 



11:30 a.m.-12:30 p.m.: 午餐 

 

1:00 p.m..:  学员酒店大堂集中退房。请准备好您的行李及国际旅行文件。 

 

1:00 p.m.-1:30 p.m.: 前往机场候机 Volaris flight #957 至墨西哥城 

 

3:30 p.m.: 登机 Volaris flight #957 

 

9:40 p.m.: 到达墨西哥城 

 

9:40 p.m.-11:00 p.m.: 墨西哥机场入关后前往酒店 Hotel Sheraton Maria Isabel 

 

11:00 p.m.: 入住酒店 

 

 

2014 年 5 月 12 日 周一 

6:30 a.m.-8:30 a.m.: 酒店早餐 

 

8:30 a.m.: 酒店大堂集合 

 

8:45 a.m.-9:00 a.m.: 步行至汇丰银行墨西哥集团办公室 (http://www.hsbc.com.mx/1/2/) 

 

9:00 a.m.-9:30 a.m.: 欢迎来到墨西哥！ 

S. Lynne Walker, 副主席, 美洲协会 

S. Lynne Walker 自 2008 年 4 月起担任美洲协会副主席，并于 12 月组建“中国与拉美”项

目。在加入美洲协会之前，Lynne Walker 担任 Copley News Service 墨西哥城分部负责

人长达 15 年之久。期间的报道涵盖墨西哥主要经济政治事件，包括墨西哥前总统

Vicente Fox 的传奇选战和墨西哥石油公司的行业垄断及其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她的工作

受到了美国新闻行业的高度认可：她曾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奖项 Maria Moors 

Cabot Prize，并于 2004 进入普利策奖获得者的最终名单。  

http://www.hsbc.com.mx/1/2/


 

9:30 a.m.-10:30 a.m.: 墨西哥的能源改革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Chief economist, 汇丰银行墨西哥  首席经济学家 

问答环节 

 

10:30 a.m.-10:45 a.m.: 茶休 

 

10:45 a.m.-12:00 p.m.: 人民币国际化及其对中墨贸易的影响 

Chief of trade, 汇丰银行墨西哥 贸易主管 

问答环节 

汇丰银行墨西哥是墨西哥四大银行之一，同时也负责其他区域业务，包括巴拿马，哥斯达

黎加，萨尔瓦多及洪都拉斯。 

 

12:00 p.m.-2:00 p.m.: HSBC 午宴 

 

2:00 p.m.-2:15 p.m.: 步行至德勤学习中心 

 

2:30 p.m.-2:45p.m.: 欢迎来到德勤 

Amy Ifang Liang, China Services Group Manager, Deloitte/Mexico 德勤墨西哥中国服务

项目组经理 

通过特别设立的墨西哥中国服务组，德勤帮助投资者在墨西哥，中国及亚洲地区建立业

务。德勤特有其跨文化的专业人才为客户提供多方面的商业服务。 

 

2:45 p.m.-3:45 p.m.: 财政改革和税法 

Deloitte specialist (待定) 

 

3:45 p.m.-4:00 p.m.: Tea and coffee break 

 

4:00 p.m.-5:00 p.m.: 墨西哥的产业分区：石油，制造及基础设施建设 

Deloitte specialist (待定) 



 

5:00 p.m.-5:20 p.m.: 步行前往酒店 

 

7:00 p.m.: 酒店大堂集合 

 

7:00 p.m.-7:30 p.m.: 前往 Asian Bay 餐厅 

 

7:30 p.m.-9:30 p.m.: 美洲协会欢迎晚宴 

 

9:30 p.m.-10:00 p.m.: 返回酒店 

 

2014 年 5 月 13 日 周二 

6:30 a.m.-8:30 a.m.: 酒店早餐 

 

8:45 a.m.: 酒店大堂集合 

 

9:00 a.m.-10:00 a.m.: 前往 ProMexico 墨西哥贸易投资局 

http://www.promexico.gob.mx/en_us/promexico/home 

墨西哥贸易投资局是墨西哥政府官方机构，成立于 2007 年，下属于商务部，负责支持墨

西哥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该机构致力帮助墨西哥企业走出国门，并大力吸引外国投资者进

入墨西哥。 

 

10:00 a.m.-11:00 a.m.: 抓住机遇促成中国及墨西哥公司的合作协议及战略伙伴关系 

ProMexico specialist (发言者待定)  

问答环节 

 

11:00 a.m.-11:15 a.m.: 茶休 

 

11:15 a.m.-12:30 p.m.: 中墨公司配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环节 

 

http://www.promexico.gob.mx/en_us/promexico/home


12:30 p.m.-2:00 p.m.: 午餐 

 

2:00 p.m.-3:00 p.m.: 交通 

 

3:00 p.m.-4:00 p.m.: 在墨西哥建立联盟：机会与挑战的案例 

Wenyuan Zhu, Public Relations, China Harbour Engineering Company LTD. 中国港湾 

 

4:00 p.m.-5:30 p.m.: 墨西哥风格：在墨西哥经商的文化特征 

Rafael Pérez Falcón, Director of Legal and Government Affairs, SoftLanding Group 

Mexico 集团法务及政府事务部主任 

SoftLanding Group (SLG) 的专业人士在各大经济领域有超过 25 年的从业经历。墨西哥

外贸银行的前任高管与墨西哥城律所 Pérez Falcón 携手创建了 SLG。在今天，SLG 为期

望在墨西哥发展汽车、航天、电子、医药、能源及食品产业的国际公司（主要为亚洲公

司）提供咨询服务。 

www.slgmexico.com  

 

7:00 p.m.: 大堂集合 

 

7:00 p.m.-7:20 p.m.: 前往晚餐 

 

7:30 p.m.-9:00 p.m.: 晚餐 

 

9:30 p.m.: 返回酒店 

 

2014 年 5 月 14 日 周三 

6:30 a.m.-7:30 a.m.: 酒店早餐 

 

7:45 a.m.: 酒店大堂集合 

 

7:45 a.m.-9:00 a.m.: 前往宾堡集团 



宾堡集团是墨西哥最大的烘焙企业，业务范围包括美洲，亚洲及欧洲，其总部位于墨西哥

城，享有墨西哥最大，也是拉美首屈一指的经销网络，在 19 个国家有 220 万个销售点。 

http://www.bimbo.com.mx/ 

 

9:00 a.m. – 10:00 a.m.: 同中国成功的长期商业关系 

Jorge Zárate, Asia Division Director at Grupo Bimbo  宾堡集团亚洲部主任 

Jorge Zárate1987 年加入宾堡集团，自 2006 年起担任亚洲部主任。之前曾任集团墨西哥

东北部生产经理及阿根廷分部总经理。 

 

10:00 a.m.-11:00 a.m.: 参观宾堡 

 

11:00 a.m.-12:30 a.m.: 前往 Teotihuacan 金字塔 

墨西哥城北部矗立着神秘的 Teotihuacan 金字塔，建立于公元前 300 年，是当时规模巨

大的城镇中心，常被史学家与古罗马的辉煌文明相提并论。它们因不为人所知的原因在阿

兹特克人来到之前被遗弃了几个世纪，并被到来的阿兹特克人称为“神的诞生之地”。 

 

12:30 a.m.-1:30 p.m.: 午餐 La Gruta 

 

1:30 p.m. – 4:30 p.m.: 游览金字塔 

 

4:30 p.m. – 6:00 p.m.: 回到酒店 

 

7:00 p.m.: 晚餐 

 

 

2014 年 5 月 15 日 周四 

6:30 a.m.-8:30 a.m.: 酒店早餐 

 

8:45 a.m.: 酒店大堂集合 

 

http://www.bimbo.com.mx/


9:00 a.m.-10:00 a.m.: 前往 Bancomext (Banco Nacional  de Comercio Exterior) 墨西哥

外贸银行 

墨西哥外贸银行为有关进出口商，销售商及生产进口替代产品的企业提供短，中及长期的

融资贷款，并鼓励墨西哥的中小型企业进入全球市场，为其提供金融，培训及技术支持。

同时墨西哥外贸银行促进区域发展并创造国内就业机会。 

http://www.bancomext.com/Bancomext/secciones/english/index.html 

 

10:00 a.m.-11:30 a.m.: 墨西哥外贸银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华出口的新合作 

Enrique de la Madrid, Director General, Bancomext (待定) 

问答环节 

Enrique de la Madrid 毕业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并自 2012 年起担任墨西哥外贸银

行主任。de la Madrid 先生同时也是墨西哥前总统 Miguel de la Madrid 之子，2000-2003

年担任国会议员，也曾担任墨西哥消费产品产业委员会主席及汇丰银行墨西哥及拉美区机

构关系及企业沟通部门主管。 

 

 

11:30 a.m.-1:30 p.m.: 午餐 

 

1:30 p.m.-2:30 p.m.: 前往 Galicia Abogados 律所 

Galicia Abogados 成立于 1994 年，是拉丁美洲最有名望的律所之一，为国际客户提供专

业法律咨询服务，业务范围包含企业兼并及收购、私募股权投资、银行及金融、资本市

场、项目融资、能源、油气、道路及水等政府基建设施、环境问题、知识产权及国际贸

易。 

www.galicia.com.mx   

 

2:30 p.m.-4:00 p.m.: 建设中国与美洲之间的桥梁 

Juan Pablo Cervantes, Partner, Galicia Abogados  律所合伙人 

 

4:00 p.m.-5:00 p.m.: 返回酒店 

 

http://www.bancomext.com/Bancomext/secciones/english/index.html


7:00 p.m.: 酒店大堂集合 

 

7:00 p.m.-7:20 p.m.: 步行前往晚餐 

 

7:30 p.m.-9:00 p.m.: 晚餐 El Dragon 

 

9:30 p.m.: 返回酒店 

 

 

2014 年 5 月 16 日 周五 

6:30 a.m.-8:30 a.m.: 酒店早餐 

 

9:00 a.m.: 学员酒店大堂集中退房。请准备好您的行李及国际旅行文件。 

 

9:00 a.m.- 10:00 a.m.: 前往机场搭乘 Volaris #956 

 

10:00 a.m. -11:00 a.m.: 出关手续 

 

12:00 p.m..: Volaris #956 

 

2:30 p.m.: 到达加州圣迭戈 

 

2:30 p.m.-3:30 p.m.: 入关并前往酒店 

 

3:30 p.m.: 入住酒店  

 

6:00 p.m.: 大堂集合 

 

6:30 p.m.-8:30 p.m..: 晚餐及结业仪式 

 



2014 年 5 月 17 日 周六 

学员返回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