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天 2016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五）

馬來西亞以外嘉賓簽到（地点：馬來西亞•吉隆坡•IOI 度假城•萬豪酒店）

■第二天 2016 年 4 月 30 日（星期六）

   上午　　　 09：00-09：30 出席【論壇】嘉賓簽到（地点：IOI 度假城•萬豪酒店）

09：30-09：40 高峰會開幕式（奏國歌、致辭）

09：40-12：30 全球傑出華人高峰論壇（特邀享譽國際的傑出華人代表發表主題演講）

   中午　　　 12：30-14：00 自助商務午餐 /午休 /自由活動

   下午　　　 14：00-14：30 出席【頒獎禮】及【聯誼晚宴】嘉賓簽到

14：30-14：50 華人百傑榜 2016 及《全球傑出華人畫傳》（百傑珍藏版）發佈

14：50-17：20 第三屆「全球傑出華人獎」頒獎典禮

17：20-17：30 主禮嘉賓與「全球傑出華人獎」全體獲獎人大合照 

17：30-19：00 茶歇 /交流 /媒體訪問得獎人 
19：00-19：30 傑出華人文化促進會第二屆理事會就職典禮

19：30-22：00 【慈善聯誼晚宴】暨【高峰會閉幕式】（文藝表演、慈善義拍、聯歡助興等）

•高峰會圓滿結束

■第三天 2016 年 3 月 27 日（星期日）

             •自由活動

             •高峰會額外特別活動：「馬來西亞至尊一日遊」暨「參觀考察大馬著名景點及華企」

■第四天 2016 年 3 月 27 日（星期日）

             •自由活動

大會議程表
（擬案僅供參考，以活動當日為准）

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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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OUTSTANDING CHINESE ASSOCIATION 創全球華人最愛高端讀本

甄選活動

主辦方如上屆，邀請不同領域的知名人士擔任評審委員，連同甄選活動提名委員會

組成公平公正及具公信力的評審團 ,並加上公眾網上投票選出名副其實的 100 名「全球傑出華人」

提名對象

凡業界及所從事的領域表現傑出，成就卓越以及對社會貢獻良多之全球華人，均可自薦或被薦參與甄選。

提名資格

被提名甄選「全球傑出華人」，須具備至少以下兩項：

◎擔任社團首長職務或被社團首長 2 人以上推薦。

◎獲得國際級獎譽 1 項或國家級獎譽 2 項以上者。

◎創造億萬個人財富或為社會公益事業作出突出貢獻者。

◎對經濟、科技、文化、教育、醫療、體育等領域具有卓越貢獻者。

◎對國際社會或國家建設具有重大貢獻者。

榮登【華人百傑榜】（100 人）

入編【全球傑出華人畫傳】（100 人）

獲頒【全球傑出華人獎】（50 人）

初選候選人 決選提名
300 人 200 人 150 人 100 人

甄選流程

諮詢及報名

全球傑出華人高峰會組委會（香港總部）

香港·金鐘道 89 號力寶中心二座 2207-9 室

電話：852-3176 2008  852-3076 6620   

傳真：852-3077 6662  電郵：gocd2010@hotmail.com

全球傑出華人高峰會組委會（中國辦事處）

深圳·羅湖深華商業大廈 406

電話：86-755-8222 0807 傳真：86-755-8257 0480

電郵：1204052060 @ qq.com

殿堂級的華人奧斯卡盛會

高峰大會

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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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全球傑出華人高峰論壇」

暨第三屆「全球傑出華人獎」頒獎盛典

正能量　中華夢

時    間：2016 年 4 月 30 日

地    點：馬來西亞 ·吉隆坡 ·IOI 度假城 ·萬豪酒店（★★★★★）

主辦機構：傑出華人文化促進會

聯合主辦：全球傑出華人協會 /中國文獻出版社 /傑出華人雜誌社

特約冠名：馬來西亞 IOI 集團 /上海新生源集團 /完美（中國）有限公司（待定）

協辦媒體：亞太第一衛視（待定）

支持機構：孫中山海外基金會 /全球華人名家藝博院 /世界傑出港人聯合會 /

中國商業經理協會 /港澳深圳市僑聯聯誼會 /深圳同心俱樂部 /

大中華藝術投資平臺……

特邀媒體：擬邀 中國中央電視臺國際頻道《華人世界》（CCTV-4）/《人民日報》海外版 

鳳凰衛視 /《國際日報》/《美國僑報》/《深圳僑報》/中國日報（英文版）

新加坡《聯合早報》/《南洋商報》/《星洲日報》/香港《大公報》/《澳門商報》

《Google》/《Facebook》/《YouTube》/《yahoo》……

掃一掃

官網：www.chinese-org.com

第二屆



「全球傑出華人高峰論壇」（以下簡稱「高峰論壇」）由全球傑出華人協會暨傑

出華人文化促進會首創和主辦。2016 年 4 月 30 日，在馬來西亞隆重舉辦的「全球傑出

華人高峰論壇」擬邀請了國際著名的傑出華人出席主題演講。「高峰論壇」主題是「正

能量  中華夢」。今後，主辦方將依托 「全球傑出華人高峰會」，在亞太地區重要城

市輪值舉辦「高峰論壇」活動。我們的使命是：為全球華人打造一個永不落幕的思想盛宴。

【全球傑出華人高峰論壇】

新加坡開國元勳李炯才發表演講

《全球傑出華人畫傳》由全球傑出華人協會與中國文獻出版社共同主辦，是一部

結集全球各領域傑出華人翹楚的傳奇故事、成功經驗的精彩畫傳。全書選錄入傳的 100

名傑出華人均是全世界各領域的佼佼者：既有功成名就的政經名流；也有叱吒風雲的

業界精英；還有深受擁戴的社團領袖。《全球傑出華人畫傳》豪華精裝，氣勢恢弘，

圖文並茂，由書畫大師歐豪年書名題簽及設計大師靳埭強擔綱封面裝禎設計，中國文

獻出版社出版，全球發行。

【全球傑出華人畫傳】

藝術大師歐豪年入選《畫傳》

全球傑出華人協會與中國文獻出版社於 2011 年首創「全球傑出華人獎」，旨在公

開表揚全球各領域傑出華人對社會所作的貢獻，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社會、經濟、

文化、科研等專業方面的卓越成就。在 2011/2014 年舉辦的首屆及第二屆「全球傑出

華人獎」頒獎禮。「華人首富」李嘉誠、「諾獎得主」楊振寧、「愛國典範」曾憲梓

及「佛學泰斗」星雲、「藝術大師」劉國松等傑出華人獲頒「全球傑出華人獎」殊榮。

第三屆「全球傑出華人獎」頒獎禮將於 2016 年 3 月相約大馬，敬請期待！

【全球傑出華人獎】

星雲大師獲頒「終身成就獎」

「華人百傑榜」由全球傑出華人協會與中國文獻出版社聯合首創。「華人首富」

李嘉誠、「友好大使」陳香梅、「雜稻之父」袁隆平、「慈善大家」田家炳、「愛國典範」

曾憲梓、「光纖之父」高錕、「漢學泰斗」饒宗頤、「諾獎得主」莫言、「佛學泰斗」

星雲、「風雲人物」馬雲等傑出華人脫穎而出，榮登「華人百傑榜」。「華人百傑榜 

·2016」將於2016年 4月30日在馬來西亞舉辦的全球傑出華人高峰會上對外公開發佈。

敬請期待！

【華人百傑榜】

擬邀請

•國際風雲人物、佛學泰斗、佛光山開山宗長　　星雲大師

•著名科學家、諾貝爾獎二度提名、香港理工大學前校長　　潘宗光教授

•全球 25 位最有影响力商界領袖、聯想控股董事局主席　　柳傳志先生

•世界級企業家、慈善大家、香港恒隆地產集團主席　　陳啟宗先生

•著名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原校長　　顧秉林教授

•中國工商領袖、中華全國工商聯副主席、香港中國商會主席　　陳經偉先生

•世界五百強企業主、太平洋商學院院長、《新論語》總撰稿人　　嚴介和先生

•著名華商領袖、馬來西亞丹斯里拿督、IOI 集團主席　　李深靜先生

•國際風雲人物、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　　馬雲先生 

等出席高峰論壇演講活動

2011' 首屆「全球傑出華人獎」頒獎盛典

愛國僑領陳有慶（香港）藝術大師歐豪年（臺灣）開國元勳李炯才（新加坡） 慈善皇后方黃吉雯（香港） 中國原副總理吳桂賢

2014 年 3 月 26 日，由全球傑出華人協會、傑出華人文

化促進會、中國文獻出版社以及傑出華人雜誌社聯合舉辦的

2014 首屆「全球傑出華人高峰論壇」暨第二屆「全球傑出華

人獎」頒獎典禮，在香港九龍海逸君綽酒店宴會廳盛大舉行。

中國國務院原副總理吳桂賢，新加坡開國元勳、前文化部部

長李炯才應邀主禮，獲獎者之一、國際著名佛學大師、佛光

山開山宗長、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會長星雲大師亦蒞臨現場

接受頒發「終身成就獎」並做專題演講。

現場正式發布 2013 至 2014 年度「華人百傑榜」，李炯

才應邀以《金龍紫鳳》為主題作現場演講，中國工程院院士、

香港大學前副校長、專業進修學院院長、著名學者李焯芬教

授，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前院長、多倫多終身榮休教授、

心理學權威、教育家江紹倫教授分別發表了演講。

大會亦舉行了「全球傑出華人」頒獎典禮，世界棕油大

王李深靜（馬來西亞 )、中國現代水墨之父劉國松（臺灣）、

莎莎國際控股主席郭少明（香港）、太極大師朱天才（新加坡）

等 50 人獲頒「全球傑出華人獎」。大會還舉行《全球傑出華

人提名系列》發布儀式及傑出華人文化促進會首屆理事會就

職典禮，場面熱鬧非凡。

首屆全球傑出華人高峰論壇
暨第二屆「全球傑出華人獎」頒獎典禮

星雲大師
佛學泰斗

李炯才先生
新加坡開國元勳

李焯芬教授
中國工程院院士

江紹倫教授
心理學宗師

李炯才 陳有慶 歐豪年 戴德豐

盧文端 郭令裕 劉國松 江紹倫

林文光

李焯芬

星光熠熠 冠蓋雲集 矚目盛事 相約大馬

主辦方將邀請多位

享譽國際的全球傑出華人代表擔任主講嘉賓

這是團結激勵全球華人的盛會

這是凝聚傑出華人光榮與夢想的盛會

讓我們一同聆聽他們的思想智慧與成功經驗

讓我們再次品味他們的財富哲學與成功人生

讓我們一同分享他們的正能量和中華夢

第二屆「全球傑出華人高峰論壇」

擬邀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原副總理　　吳桂賢女士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馬來西亞大使　　黃惠康先生

•馬來西亞交通部部長拿督斯里　　  廖中萊先生

•新加坡開國元勳、原外交部部長　  李炯才先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僑聯副主席　  陳有慶先生

等華人政要名流擔任高峰會主禮嘉賓

第三屆「全球傑出華人獎」頒獎盛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