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2021 年特别会员大会
(2021 年 4 月 23 日 星期五)

执行委员会（后补委员）候选人名单 暨 会员投票表格

提示：商会珍视您的宝贵投票，为了更好的维护您的投票权益，请您务必正楷填写。如填写不完全以致不能查询到

您的有效身份，可能会导致您的投票无效。

会员编号：

公司名称：

中文姓名：

备注：

1. 2021年特别会员大会将选出4位执行委员会后补委员，请您在以上6位候选人(名单排序不分先后) 中勾选()

出小于或等于4位(≦4) 您所支持的候选人。

2. 你可使用以下两种投票方式：

方式一： 现场投票：请您于2021年特别会员大会当日，在投票的时间段亲自作出投票。

方式二： 授权现场投票：如您于大会当天未能亲自出席，请填妥《特别会员大会表决代理证书》，委托代理

人于现场在投票时段做出投票。



编

号
代表行业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公司名称 职务 会员类别

1 物流 樊承熹 Wilson Fan 泛骏华国际物流（中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公司

2 科技 李贤钊 Leon LI 北京信诺合创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公司

3 建筑设计 刘家兴 Victor LAU 北京三匠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总监 公司

4 贸易 唐泽权 Raymond TONG 北京馨源伟通商贸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个人

5 通信 唐健聪 Andrew TONG 摩托罗拉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 个人

6 健康管理 风美茵 Miranda FUNG 北京健乐音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个人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执行委员会（后补委员）选举

候选人简介

提 名 人 姓 名：萧惠君

提名人会员编号：C20181022C

提名人公司名称：北京睿思诺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提 名 理 由：积极支持商会活动，愿意为商会继续付出。

会员资料

会员编号：C2010010B √ 公司会员

候选人姓名

(中文) 樊承熹 (英文) Wilson Fan

公司名称 职务 行业

泛骏华国际物流（中国）有限公司 总经理 物流

在商会的服务经验

2003年来到北京，2004年起成为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员，多年来一直积极参加商会组织

的活动，作为商会的公司会员，为商会周年晚会等活动提供赞助支持。

对商会的抱负

会员是商会的根本，作为来京工作和居住十五年以上的会员，希望能有机会服务商会会员，

让更多来到内地的港人感受到商会的魅力，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商会构建更好的交流

平台出一份力，让更多的港人港企从中得益。

在其他社会组织的服务经验

2016年起加入北京侨商会

当选后对商会的贡献函承诺

全力支持商会的会务工作，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将会员服务落实到细微处。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执行委员会（后补委员）选举

候选人简介

提 名 人 姓 名：萧惠君

提名人会员编号：C20181022C

提名人公司名称：北京睿思诺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提 名 理 由：愿为商会付出时间及服务。

会员资料

会员编号：C20210407B √ 公司会员

候选人姓名

(中文) 李贤钊 (英文) Leon LI

公司名称 职务 行业

北京信诺合创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科技

在商会的服务经验

超过八年的商会服务时间，担任公关顾问、地产组副组长、委员等职。直接、间接参与及支

持多项活动及讲座等等。

对商会的抱负

凝聚内地香港人，积极推动会员间互助互爱，爱国爱港精神，努力为商会能够建成全国性商

业平台，让更多的会员从中得益，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

在其他社会组织的服务经验

香港专业人士协会理事

北京广东五邑侨乡海外联谊会副秘书长

香港建造业议会代表

北京市建造协会顾问等

当选后对商会的贡献函承诺

当选后，将一如既往办好商会各项活动。为房地产组发挥更多的资源空间，尽力协助。商会

的发展和壮大作出贡献。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执行委员会（后补委员）选举

候选人简介

提 名 人 姓 名：马子媛

提名人会员编号：C20210325A

提名人公司名称：北京三匠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提 名 理 由：自 2015-16 年度开始专注服务商会，愿和商会共同进

步，共同发展。

会员资料

会员编号：C20210325C √ 公司会员

候选人姓名

(中文) 刘家兴 (英文) Victor LAU

公司名称 职务 行业

北京三匠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总监 建筑设计

在商会的服务经验

自 2015-16 年度开始专注服务商会，从 16年至今分別在美食旅游组组长及副组长、体育组组

长及 副组长身份服务商会，多次參与并成仞主办包括多屆商会春茗、商会生日会、体育嘉年

华、中秋晚会、 年会及组织招待来京学生交流等活动。

对商会的抱负

希望透过服务商会，增加香港人在内的团结互惠，促进香港人作为中国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履

行并加强内地同胞与香港之间的联系。在商言商，共进共融。

在其他社会组织的服务经验

为侨商会设计规划侨梦苑优选店

当选后对商会的贡献函承诺

如果我能够当选本次的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我一定会承担起这份责任和压力，我一定会

不遗余力的为商会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为各位会员提供更好的服务。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执行委员会（后补委员）选举

候选人简介

提 名 人 姓 名：萧惠君

提名人会员编号：C20181022C

提名人公司名称：北京睿思诺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提 名 理 由：愿为商会付出时间及服务。

会员资料

会员编号：I2010028 √ 个人会员

候选人姓名

(中文) 唐泽权 (英文) Raymond TONG

公司名称 职务 行业

北京馨源伟通商贸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贸易

在商会的服务经验

- 担任 2018 年度商会的副会长。

- 担任 2017 年度商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

- 担任 2015 年至 2017 年度商会的副会长。

- 担任 2012 年至 2014 年度商会的执行委员。

- 担任 2011 年至 2013 年美食旅游组的组长。

- 担任 2010 年至 2017 年度（13 年除外）商会周年晚会的筹备委员。

- 为 2010 至 2017 年度（13.14 年除外）商会的 Golf 小组提供全年奖品赞助。

- 参与、组织及赞助 2010 至 2017 年度美食旅游组的多项活动。

对商会的抱负

利用自身行业资源，结合商会其它会员的经验和优势，为香港商会未来会务的发展争取更丰

盛的成果！为会员争取更好的服务和福利。

在其他社会组织的服务经验

2008 年至今，为上海社区少年课外服务机构筹集资金及组织活动。

当选后对商会的贡献函承诺

秉承本人对香港商会的热忱，贯彻服务香港商会会员的宗旨，为会员提供一个资讯，服务的

平台，从而提高商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执行委员会（后补委员）选举

候选人简介

提 名 人 姓 名：潘永光

提名人会员编号：I20170801

提名人公司名称：新拓尼克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提 名 理 由：广泛的社会经验与人脉，爱国爱港，待人真诚，勤奋，

有使命感。

会员资料

会员编号：I20180510 √ 个人会员

候选人姓名

(中文) 唐健聪 (英文) Andrew TONG

公司名称 职务 行业

摩托罗拉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 通信

在商会的服务经验

本人作为商会会员，积极参与商会的活动以及向外界进行宣传商会的各类信息。

对商会的抱负

1、解读国家对港政策，关注港人港企，分享商务信息。

2、能与香港政府驻京办和相关政府“部委局”密切沟通，争取中央在对刚政策上的支持。

3、安排与政府机关，央企，国企，商会会员企业等的访问活动。

在其他社会组织的服务经验

本人是中国青年成就（Junior Achievement）董事会成员之一，青年成就是全国最大的致力

于青少年职业、创业和理财教育的非盈利教育机构。作为 2020 年 JA 中国原创企业家奖的评

审嘉宾，我积极参与并支持了面试、评选及投票的过程。

当选后对商会的贡献函承诺

1、积极邀请在京港人加入香港商会。

2、参与商会活动，了解港人港企在京需求（特别针对通信科技服务界别）

3、不断加强在京港人与商会的沟通，拉动商会、会员的资源共享。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执行委员会（后补委员）选举

候选人简介

提 名 人 姓 名：梁家僖

提名人会员编号：I20180416

提名人公司名称：北京日月星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提 名 理 由：愿意付出。

会员资料

会员编号：I20200915 √ 个人会员

候选人姓名

(中文) 风美茵 (英文) Miranda Fung

公司名称 职务 行业

北京健乐音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健康管理

在商会的服务经验

曾在香港宋庆龄金钥匙培训基金会顾问医师

对商会的抱负

希望透过商会，更帮助会员了解国家政策及帮助个人事业发展

在其他社会组织的服务经验

现任国际古琴养生学会常务会长

当选后对商会的贡献函承诺

尽心服务会员和商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