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港澳大灣區會計金融產業機遇與挑戰” 研討會 

 

研討會目的: 

配合國家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會計專業委員會(澳門區)與澳門會計專

業聯會合作舉辦“粵港澳大灣區會計金融產業機遇與挑戰”研討會，邀請商界人士、以及會計、金融及經濟領域

專家學者，透過座談演講，分析粵港澳三地如何利用自身優勢為粵港澳大灣區會計金融產業發展貢獻力量。現今

社會對會計、金融專業人才的需求極大，是次研討會亦會通過對話及經驗交流，爲學生進行入職導向輔導，進而

幫助他們提前確立職業化和實踐化理念，做好職業生涯規劃。 

 
 

研討會舉行的詳情如下： 

日期 : 2017 年 10 月 27 日 (星期五) 

時間 : 10:00 – 17:00 

地點 : 澳門大學 - 大學會堂 

語言 : 廣東話及普通話  

費用 : 全免 

贊助 : 澳門基金會 

時間 主題 主講嘉賓 

09:30 - 10:00 登記及入場 

10:00 - 10:20 主辦機構代表致開幕詞、致送紀念品及合照 

10:20 - 11:20 主題演講 毛豔華教授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 

11:20 - 12:30 學者論壇 

林志軍教授 (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院長) 

袁振業教授 (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會計及資訊管理學系系主任) 

蔡國權博士 (澳門理工學院管理科學高等學校前任校長) 

鄺婉樺教授 (澳門城市大學商學院執行副院長) 

葉子恆高級講師  (澳門聖若瑟大學商學院高級講師) 

陸丹青會計師 (澳門會計專業聯會副會長)- 研討會主持人 

12:30 - 14:30 中午休息 

14:30 - 17:00 
職業生涯 

規劃 

黎鷹先生   (廣東南粵集團人力資源公司常務副總經理) 

陳煒國先生 (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王志琪先生 (美高梅中國控股有限公司財務高級副總裁及首席財務官) 

蘇崑先生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青年協會副會長) 

郭詩敏女士 (德勤中國澳門業務合夥人) 

柴麗萍教授 (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助理院長) - 研討會主持人 

17:00 結束 
 



主講嘉賓簡介 
  

  

 

毛豔華教授，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 

毛豔華教授，男，1970 年 10 月生，江西瑞金人。現為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經濟

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副院長，粵港澳大灣區研究基地副

主任，海上絲綢之路與粵港澳國際區域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國家高端智庫中山大

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協同創新中心學術委員會

委員、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等。先後在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

早稻田大學和紐約大學海外高校進修、高訪和學術研究，主要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

區域經濟和港澳珠三角經濟。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專案、國家社會科學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打造“理論粵軍”重大項目以及國家部委和省市政府的招標課

題，在《經濟研究》、《統計研究》、《經濟學家》、《財經研究》、《新華文摘》

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 50 餘篇，出版專著 4 部，研究報告多次獲得國家領導人以及省市

領導的重要批示。在中國開放型經濟、“一帶一路”、粵港澳區域合作等研究領域具

有較高知名度。獲得國際貿易最高獎“安子介國際貿易研究獎” 1 項、廣東省哲學社

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2 項。 

  

 

林志軍教授，博導， 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院長 

林志軍教授於 1985 年在廈門大學獲中國第一位經濟學和會計學博士學位。他還取得加

拿大 Saskatchewan 大學商管碩士學位。林教授先後執教於廈門大學, 加拿大

Lethbridge 大學管理學院（1994年獲得終身教席，tenured）,  香港大學和香港浸會

大學商學院（曾任會計及法律系系主任）。林教授現為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院長。同

時兼任英國 Cardiff 大學中國會計金融和管理研究中心顧問,廈門大學財務與會計學院

客座教授和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會計學院特聘教授和海外學術院長（2012-2015）。林教

授現為澳大利亞註冊管理會計師協會全球（中國）事務副主席，中國會計學會海外學

術交流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是多個國際或區域性會計學術團體的成員，包括美國會計

學會，國際會計教育和研究學會，會計史學家學會，北美中國會計教授會和香港會計

教授學會, 也是美國和中國的註冊會計師（CPA），澳大利亞資深註冊會計師

（FCPA），澳大利亞註冊管理會計師（CMA）和香港註冊會計師公會財務會計準則委員

會成員。他曾經在政府部門和“五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工作（包括香港特區政府金

融管理局財務報告委員會委員， 職業教育與培訓委員會委員）。林教授的研究興趣包

括財務或管理會計，國際會計、審計和財務管理。在國際或區域性學術期刊發表 50 餘

篇論文和 10 餘部著作和教材。此外林教授還擔任多家國際性或區域性學術期刊的編輯

部成員或審稿者。 

  

 

袁振業教授，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會計及資訊管理學系系主任 

袁振業副教授從 2006起擔任會計及資訊學系系主任。袁教授亦在澳門大學擔任大學議

庭和工商學院學術委員會成員。袁教授早年留學於英國並在卡地夫城大學取得工商管

理碩士和在澳洲南澳大學取得會計博士。多年曾發表國際文刊多份。 

  



 

蔡國權博士，澳門理工學院管理科學高等學校前任校長 

蔡國權博士是澳門理工學院管理科學高等學校前任校長，在1987年考獲美國執業會計

師執照，並於1994年取得美國休士頓大學會計博士，再考獲CGMA和CIA資格，也是澳洲

資深會計師FCPA會員。蔡博士有着十多年的教學經驗，亦有着多個行業的工作經驗，

在入職理公學院前，曾是某大機構的財務總監. 

以下是他的實務和教學經歷的彙總: 

實務方面 

 在澳門方面曾在航運、旅業、營建、航空和金融界任職，從事會計和財務相關工

作，並曾主導某機構數拾億港元的融資計劃，及後自行執業，提供顧問諮詢服務 

 在香港方面，曾在四大事務所之一任職，從事審計工作 

 在美國方面，為執業會計師，主要提供管理顧問等諮詢服務 

 

教學方面 

88年8月 - 93年7月    美國休士頓大學會計學系高級教學和研究員 

93年8月 - 96年7月    台灣淡江大學會計學系暨會計研究所副教授 

95年8月 - 96年1月    台灣國立中央大學財務管理研究所兼任會計副教授 

96年8月 - 00年7月    台灣國立中正大學會計學系暨會計研究所副教授 

07年 9月- 17年 8 月  澳門理工學院－管理科學高等學校校長 

 

  

 

鄺婉樺副教授，澳門城市大學商學院執行副院長 

鄺婉樺副教授，澳門城市大學商學院執行副院長，兼商學院研究生課程主任及博士生

導師。 

鄺婉樺副教授曾負笈攻讀香港嶺南大學學士，英國巴斯大學碩士及葡萄牙里斯本大學

博士。研究專業方向為人力資源管理，比較管理及策略管理。 

  

 

葉子恆高級講師，澳門聖若瑟大學商學院高級講師 

葉子恆高級講師,澳門聖若瑟大學商學院高級講師,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碩士、加拿

大卡加理大學哈斯卡耶商學院學士。 

研究領域包括：新興區域發展、企業創新及人才培訓。 

現任： 

 粵港澳合作促進會理事 

 澳門一帶一路高等教育交流協會理事長 

 澳門文化創意產業人才發展協會理事長 

 澳門中山青年商會副理事長 

 澳門中葡青年協會理事長 

 澳門路環荔枝碗村村民聯宜會理事長 

  



 

陸丹青會計師，澳門會計專業聯會副會長 

陸丹青會計師是澳門、美國、加拿大、澳洲註冊會計師、資深特許公認會計師及特許

全球管理會計師。亦擔任: 

 粵港澳合作促進會會計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澳門會計專業聯會副會長 

 澳門註冊會計師公會監事長 

 加拿大註冊會計師協會(香港分會)前副會長 

 核數師暨會計師註冊委員會前委員 

 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及客座講師 

 澳門理工學院管理科學高等學校課程顧問 

 陳曉筠核數師執業處總監 

 靈均會計專科校長 

  

 

黎鹰先生，廣東南粵集團人力資源公司常務副總經理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現任廣東南粵集團人力資源公司常務

副總經理、中大嶺院 EMBA 招生面試官、北師大珠海學院特聘導師，曾任中智廣州公司

副總經理、珠海南方人力資源公司總經理。 

黎鷹先生是人力資源服務行業資深專家，帶領團隊為中國內地的花旗銀行、電信盈

科、格力電器、中國移動等大型企業提供招聘、人力資源外包服務。 

  

 

陳煒國先生，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副會長及秘書長 

  香港電子健康聯盟主席 

 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副會長及秘書長 

 香港資訊科技界國慶籌委會主席 (2016) 

 英國電腦學會（香港分會）副主席 (2015) 

 香港醫療資訊學會委員 

 香港選舉委員會委員（資訊科技界）1998-2000 

 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資訊科技專業委員會 副主任 

 香港廣州創新及科技協會副會長 

 深港全民科學素質交流合作委員 

 湖南省海外聯誼會理事 

 深圳海外聯誼會理事 

 

陳煒國先生從事資訊科技應用及管理行業三十多年，於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畢業，獲取

電腦及組合運籌學雙學位。 

曾上京協助爭取香港資訊科技界功能組別席位，其後獲選為資訊科技界選舉委員會委

員，中華文化學院國情班班長及清華大學國情班副班長，為連繫祖國與香港界別英才

盡心盡力。及後亦參與深港全民科學素質交流計劃，擴闊兩岸專才溝通渠道，為香港

資訊科技界未來作出貢獻。 

  



 

王志琪先生，美高梅中國控股有限公司財務高級副總裁及首席財務官 

王志琪先生是美高梅中國控股有限公司的財務高級副總裁及首席財務官。作為美高梅

中國控股有限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王先生在日常營運及企業決策中擔任重要角色。 

王先生擁有豐富的綜合休閒旅遊企業的營運及財務經驗。他曾於美國若干大型綜合休

閒旅遊企業出任高職，負責物業營運或企業財務工作。 

  

 

蘇崑先生，中國銀行澳門分行青年協會副會長 

現任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北區財富管理中心行長，2008 年加入中國銀行，歷任中銀人力

資源部副總經理、私人銀行部主管，專注金融投資理財、區域經濟發展，以及金融專

業認證和人才培養。蘇崑先生畢業于英國伯明翰大學國際貨幣與銀行碩士專業，現在

持有 CFP®，CAMS 等專業資格。 

  

 

郭詩敏女士， 德勤中國澳門業務合夥人  

郭詩敏女士現任德勤中國澳門業務合夥人，並擁有 20 年以上在澳門、香港和中國的審

計、税務及諮詢服務項目經驗。服務行業包括博彩旅遊、商品零售、能源、金融服

務、房地產及公共機構等。 

郭女士是澳門註冊核數師，且為澳門註冊核數師公會的理事長和澳門會計專業聯會的

理事。郭女士亦是澳洲會計師公會資深註冊會計師 (FCPA Aust.)。 

郭女士曾獲委任為澳門核數師暨會計師註冊委員會的 2014 年執行委員會委員，亦在

2007 年被任命為澳門會計準則工作組工作委員會委員。 

郭女士對澳門稅務也擁有豐富的經驗，曾任澳門財政局稅務評審委員會委員。 

  

 

柴麗萍教授，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助理院長 

柴教授於一九九二年獲夏威夷大學馬諾分校會計學士學位，翌年獲會計碩士學位, 並於

一九九九年獲香港中文大學頒授會計博士學位。柴麗萍教授為美國會計師 (CPA, 

inactive) 並現任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助理院長(學生事務) 。 

 



 

 

 

 

 

“粵港澳大灣區會計金融產業機遇與挑戰” 研討會 

報名表格: (可多選)                                           傳真 : (853) 2835 6946 

報名項目:     上午   □  ( 主題演講﹑學者論壇 )        下午  □ ( 職業生涯規劃 )     全日   □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註: 

1.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2. 請將回執傳真至(853) 2835 6946  或發電子郵件至 union@macau.ctm.net。 

3. 如有查詢，請於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二時半至五時半致電(853) 2835 6856 或發電子郵件至

union@macau.ctm.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