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中国（新中）友好协会北京上海访问团 
2018 年 3 月 26 日—4 月 2 日 

 

2018 年 3 月 26 日—4 月 2 日，新加坡—中国（新中）友好协会一行 14 人在会长潘国驹教

授的带领下，拜访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杨振宁教授、北京大学、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新

加坡驻中国大使馆、宋庆龄基金会、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市人民对

外友好协会和朵云轩等单位。 

 

本次访问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访问，加强了新中友协与中国相关部门的联系，并在文化、艺

术、教育、青年，以及民间交往等各层面展开交流，共同探索新中两国民间相互合作的新领域、

新方向，配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开展更为紧密的合作互动项目。 

 

访问团团员如下： 

 

顾 问 柯新治 荣誉顾问 

团 长 潘国驹 会长 

副团长 黄锦西 副会长 

团 员 王勇诚 副会长 

团 员 黄延辉 秘书长 

团 员 黄选民 财政 

团 员 罗荣基 董事 

团 员 周新华 董事 

团 员 翁德生 董事 

团 员 王守志 董事 

团 员 严孟达 会员 

团 员 廖顺建 会员 

团 员 亢 洁 会员 

团 员 盛耿捷 执行秘书 

 

 

访问纪要 

1. 拜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时间：3 月 27 日上午 10 时｜地点：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楼会客厅 1 号 

接待方：李小林女士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孙学庆先生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亚非工作部主任 

    武 炯先生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亚非工作部官员 



李小林会长代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欢迎新中友协代表团的到访。她表示，全

国对外友协与新中友协多年来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与互动，并对新中友协长期以来为新

中友谊的贡献表示感谢。中新已建立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全国对外友协

愿同新方抓住机遇、深化合作，为推动两国民心相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做出贡献。 

潘国驹会长介绍了新中友协近年来的主要工作，表示当前两国关系发展顺利，新

加坡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新中友协愿与中方合作开展更多民间友好项目，为两国关系

以及东盟与中国关系的稳定发展继续努力。借此机会，潘会长也邀请李会长日后也到

新加坡拜访。 

黄锦西副会长则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定要持续做好，特别也要在民间层

面达致相互理解，新中友协将更加努力，将中国的文化等各方面介绍给下一代。  



2. 访问杨振宁教授 

时间：3 月 27 日中午 12 时｜地点：清华大学科学馆 

受访人：杨振宁教授 新加坡—中国（新中）友好协会荣誉顾问、清华大学教授、诺贝

尔物理学奖得主 

杨振宁教授是新中友协荣誉顾问，也是享誉世界的著名物理学家，是首位华人诺

贝尔奖得主。代表团前往其所在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访问，既表示了对杨教授的

尊敬，同时也表示了对科学的尊重。杨教授与代表团谈及他以往拜访新加坡，以及南

洋大学等的旧事。代表团向杨教授赠送了礼品并合影留念。 

  



3. 拜访北京大学 

时间：3 月 27 日下午 2 时 30 分｜地点：北京大学临湖轩中厅 

接待方：田 刚教授 北京大学副校长 

    陈建龙先生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严 军先生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副部长 

    戴甚彦女士 北京大学国教育基金会拓展部副部长 

    陆 骄女士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项目官员 

田刚副校长代表北京大学欢迎新中友协代表团的到访，并简单介绍了北大目前的

办学情况，在学术、高等教育和出版方面与代表团展开座谈。田副校长认为，要推动

学术研究往更高层面的发展，必需争取筹办自身的学术杂志、期刊，做自身的学术出

版。 

潘会长对此深表认同，他指出，亚洲的学术研究不能跟着西方的研究风向走，应

创设自身的研究体系或机构，比如创立亚洲数学学会、东盟数学学会等。他补充，在

新加坡也有为数不少的北京大学校友，新中友协近年来与北大新加坡校友会多有合作，

希望日后能将合作的层面提升到大学层面，也建议北京大学应加强与新加坡国立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的合作。同时，潘会长也欢迎田副校长与陈建龙馆长来新加坡访问。 

  



4. 拜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并晚餐宴请 

时间：3 月 27 日下午 5 时｜地点：北京新世纪日航酒店中华厅 

接待方：许又声先生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中国海外交流协会

副会长 

    朱 柳先生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外司副司长、中国海外交流协会联络部副部

长 

    王 昕先生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行政部副调研员 

    李 海先生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联络部副调研员 

许又声主任代表国务院侨务办公

室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欢迎新中友协

代表团访问。他首先感谢新中友协在

25 年来为促进两国在文化、教育、经

济等方面的交流所做了大量工作；并

在促进两国关系友好发展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他表示，今年恰逢中国

改革开放 40 周年，而海外华人华侨最

早投身于中国的发展，在这 40 年间中

国发展迅速，海外华人华侨做出的了许多杰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潘会长表示，新中友协致力于推动新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向新加坡国民介绍

中国经济、贸易各方面的情况，也积极推动新中两国在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

作，特别开办了“一带一路”专题讲座系列，并推动两国留学生和学者间的相互交流。他



补充，新中友协还肩负一项重任，就是要让新加坡民众了解中国的发展，了解中华文

化传统，新中友协会当仁不让，一直做下去。 

黄锦西副会长补充，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框架，中国提倡的合作共赢发展模式对东

南亚乃至全世界有很重大的意义，中国一定要坚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与各国

搭建起其长远牢固的深厚友谊。 

会后，许主任宴请代表团一行，双方在愉快的氛围下一同用餐、交流，加深了双

方之间相互了解与情谊。 

  



5. 拜访新加坡驻华使馆 

时间：3 月 28 日上午 10 时｜地点：新加坡驻华使馆 

接待方：陈淑欣女士 新加坡驻华使馆副馆长兼公使衔参赞 

    蓝广峰先生 新加坡驻华使馆一等秘书（新闻） 

潘会长指出，中国与新加坡关系密切，甚至两国领

导人如邓小平与李光耀之间都有着深厚的情谊。新中建

交 20 余年，各方面的合作数之不清，而中国的发展愈

发先进，新加坡应该更加积极的发挥作用，比如和新加

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就应该探讨与中国的顶尖高

等学府如北京大学等展开合作。 

潘会长认为，虽然新中两国的合作与发展密切，但

是新加坡的年轻一代对于中国的认识赶不上中国的变化

步伐，尤其在于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更是有待加强。他表

示，新中友协会加紧关注这一难点，主办更多介绍中国

各方各面以及中华文化的讲座，以期扭转新加坡国民的

这一劣势。 

  



6. 拜访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时间：3 月 28 日下午 4 时 30 分｜地点：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 

接待方：任海峰先生 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 

    苏洪涛先生 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 

    赵 军先生 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办公室主任 

    石曜郡先生 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未来剧院总经理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成立于 1982 年 5 月，是为了纪念宋庆龄，并继承和发扬宋庆龄

毕生所关心和从事的儿童文教福利事业的精神，培养儿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为增进国际友好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社会公益机构。 

新中友协代表团本次访问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以参观中国宋庆龄科技文化交流中

心为主要内容，探讨新中两国在合作推动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的可能性。 

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负责建设和运营管理，

是以宋庆龄提出的“一切为了孩子，把

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为宗旨，以致

力于国家未来——少年儿童的培育事

业为使命，以更新校外教育理念、提

升科技文化艺术教育水平、创新动手

体验模式为发展目标，打造更为科

学、合理、先进的国内顶尖校外教育

机构。集科技、文化、艺术、教育、

品德、运动、活动、交流、展示、服



务等多功能于一体，是国家级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是中国少年儿童精神风貌的展

示窗口，也是国际间少年儿童及妇女、青年合作与交流的平台。 

任海峰副主任和苏洪涛副主任代表中心欢迎新中友协代表团的到访，并带领代表

团参观中心的各项设施。中心以体验空间的模式，规划了各楼层不同方向的教育互动

设施，针对从 0 岁至 18 岁的不同年龄层，以及不同的侧重面，分别设立了启蒙、创意、

中华文化、自然科学、体育、社会交流等不同功能的教育、交流与体验空间。 

潘会长对于中心的招待致以谢意，并对中心的体验学习概念表示认同。他指出，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儿童的教育也需跳脱传统的桎梏，及早关注及培育儿童的科学技

术与创新创意思维。对此，潘会长特别向两位副主任强调早前草议，订于 2019 年 1 月

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合作，在新加坡主办的“国际青少年科学技术教育研讨会”的重要性，

并提出本次的研讨会应与高等学府合作，召集国际上的顶尖学者专家，一同深入探讨

青少年科学技术教育问题。 



7. 新中友协宴请在京新中友好人士 

时间：3 月 28 日下午 6 时 30 分｜地点：北京饭店中华礼仪厅（3） 

嘉宾：（1） 胡正跃先生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2） 卢鹏起先生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 

   （3） 董松根先生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前副会长 

   （4） 沙祖康先生 联合国副秘书长 

   （5） 管 木先生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前公使衔参赞 

   （6） 刘谨凤女士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前公使衔参赞 

   （7） 李铭林先生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前公使衔参赞 

   （8） 郑 超先生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前商务公参 

   （9） 肖江华先生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前文化参赞 

   （10） 赵 炎先生 中国国家一级相声演员 

   （11） 田 雁女士 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 

   （12） 于 舟女士 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 

   （13） 游润恬女士 《联合早报》北京首席特派员 

   （14） 于海生先生 《联合早报》北京特派员 

   （15） 林子恒先生 《联合早报》北京特派员 

   （16） 董松根友人 

   （17） 赵炎友人 

新中友协代表团趁着访问北京的行程，在北京饭店宴请了多位新中友好人士，其

中多名嘉宾都曾履职新加坡，是新加坡与新中友协的老朋友。本次宴请也邀请了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会卢鹏起副会长与代表团进行交流；也邀请了《联合早报》北京办事处

代表参加，为联系新中两国关系搭建桥梁。 



8. 拜访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时间：3 月 29 日上午 9 时｜地点：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客厅 

接待方：田 雁女士 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 

    李 萌先生 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 

    于 舟女士 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 

田雁副会长代表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欢迎新中友协代表团的到访，同时也感

谢代表团的宴请。田副会长表示，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办公室设在北京的中国

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关系密切，许多由全国友协牵头的大项目都是由北京市友协负责安

排与落实，在北京市有许多资源和联系网络。北京市友协尤其关注文化友好交流的民

间外交工作，常年举办面向青少年、儿童的国际交流活动，同时也应“一带一路”倡议，

推动在“一带一路”上的文化、历史、旅游、美食等多方面交流，比如在北京推动《舌尖

上的一带一路》等活动。 

潘会长表示，新加坡是一个民族、文化多元的国家，新中两国间的各项交流将使

得两国国民更能达致相互了解和认识。双方就潜在合作方向展开了热切的讨论： 

1. 青少年、儿童年龄层的相互交流是两国交流的一大重点，潘会长透露，新中两

国许多机构都可以携手合作，比如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新加坡的李光耀双语基金、新

加坡华侨中学等；也可以组织学生团互访。 

2. 田副会长表示，北京市友协常年举办名为“欢动北京”的国际青少年文化交流、

艺术互赏活动，希望也能邀请新加坡组团参加。潘会长对此表示支持，他指出，新加

坡华侨中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附属中学、莱佛士书院等都可以组团参加。 

3. 对于《舌尖上的一带一路》，潘会长非常赞同，他认为，新加坡的饮食文化丰

富多彩，在北京举办介绍新加坡美食的活动，能成为中国国民认识新加坡的一扇窗口，

从美食来了解新加坡的人文风俗。新中友协可以向新加坡外交部、旅游局建议与北京

合作举办此项目。 



4. 文化艺术交流：周新华董事建议将新加坡特有的元素介绍给中国的项目，比如

南洋画风、南洋音乐等。田副会长对此表示支持，若举办画展，北京市友协可进一步

邀请北京画院院长，同时也是北京市友协副会长的王明明院长与来自新加坡的画家展

开交流。 

5. 科技企业交流：田副会长提议，可举办两国大学生、青年企业家之间的对话会，

特别关注科技和创业创新领域的课题。 

 

  



9. 拜访上海科技大学 

时间：3 月 30 日上午 10 时｜地点：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 

接待方：宗家洸教授 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 

    林柏霖博士 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助理教授 

    宁志军博士 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助理教授 

    周 卿博士 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行政主管 

宗家洸副院长代表上海科技大学新中友协代表团的到访，并对上海科技大学做了

全面讲解。上海科技大学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同举办、共同建设，由

上海市人民政府主管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2013 年 9 月 30 日经教育部批准同意正式

建立；下设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创业

与管理学院、创意与艺术学院。2013 年院校收了第一批研究生。2014 年院校收了第一

批本科大学生，2018 年夏天第一届本科生即将毕业。 

截至 2017 年 10 月，学校新校园占地约 900 亩，总建筑面积约 70 万平方米；设有

5 个学院，实行大学院制，学院下不设系，另设有 3 个研究所；在校学生规模规划为本

科生 2000 名，研究生 4000 名；共有在籍学生 2700 人，其中本科生 1201 人，硕士研

究生 1099 人，中科院联培博士研究生 400 人。  

宗副院长也对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进行了介绍，学院开创了独具特色的 3+1 

Division 模式（系统材料、物理材料、材料生物、大科学装置）。在上海乃至全国，整

个院校有着强大的优势，在地理位置上，毗邻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和上海光源。在财



政支持上，院校有着上海市政府强大的财政支持，预计在明年，还能得到政府 1 个亿

的拨款投资在校园的设施和研究室方面。 

潘会长对上海科技大学的创设与发展非常关注，他建议上海科技大学可与新加坡

的高等学府探讨合作项目，比如与南洋理工大学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展开合作。他

表示，上海科技大学也应该考虑创设综述类期刊，以鼓励科学研究。同时，他也表示，

上海科技大学应该尽早完成招收外籍学生的申请手续，以便能加强上海科技大学的影

响力，吸纳并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 

 

  



10. 拜访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并晚餐宴请 

时间：3 月 30 日下午 4 时｜地点：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客厅 

接待方：景 莹女士 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晚餐宴请接待） 

    肖 冲先生 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亚非处处长 

    钟玉言女士 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 

肖冲处长代表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欢迎新中友协代表团一行，并介绍了上海

市友协的工作重点和合作项目。上海市友协与新中友协的交往非常密切，常有互访。

肖处长表示，上海市友协近来的工作模式已有所转变，主要侧重于上海市市民的社会

公益和国际交流方面。由于目前上海市的许多机构都已发展成熟，上海市友协比较关

注非政府组织与没有国际交流联系资源的机构，协助它们接轨国际联系。 

潘会长则简单介绍了新中友协近年来的工作重点，包括主办”一带一路”系列讲座，

以及与宁波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合作主办女摄影家作品展等；并表示新中友协与上海

市友协应加大合作的力度，合作主办更多交流互动项目。 

双方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些潜在合作项目： 

1. 业余体育交流赛。 

2. 中小学生／校际学生交流互访。 

3. 校际教职员交流互访。 

4. 国际友谊交流互动营。 



晚餐宴请上，景莹副会长再次欢迎新中友协代表团的到访。她表示，上海与新加

坡有着悠久的关联，两地相互学习，而上海的开放与经济发展也与新加坡息息相关。

她也就上海市的发展规划与代表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特别就上海市的旅游业发展与

代表团交换了意见。同时，她也邀请新中友协日后再访上海，届时将安排新中友协考

察上海市的旅游业发展。 

潘会长表示，与旅游、文化相关的项目，可以考虑策划美食展，向上海市市民介

绍新加坡丰富多样的美食文化，一来可以促进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二来也可丰富上

海市作为国际都市的多元多样特色。同时，新加坡和上海市都是顶尖人才汇聚的先进

大城市，在医疗科技方面也可组织大型的国际研讨会。晚餐在愉快和融洽的气氛中落

下帷幕。 

 



11. 拜访上海朵云轩集团并午餐宴请 

时间：3 月 31 日上午 10 时｜地点：朵云轩艺术中心 

接待方：张晓敏先生 上海朵云轩集团董事长（午餐宴请接待） 

    顾林凡先生 上海朵云轩集团总经理 

    朱逸青先生 上海朵云轩集团副总经理 

    孙玉婷女士 朵云之友联谊会副秘书长 

顾林凡总经理首先代表上海朵云轩集团欢迎新中友协代表团一行，并带领代表团

一行参观了朵云轩艺术中心。上海朵云轩创建于 1900 年，为著名的江南艺苑，以百年

老字号品牌为核心，在多年经营之下，整合多方资源，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全方

位拓展艺术品经营市场，成为具有综合优势的龙头企业。 

朵云轩是集文房四宝、古玩瓷杂、书画装裱、艺术拍卖、艺术会展、艺术品经纪、

电子商务、木版水印、艺术培训等经营业务于一体的中华老字号企业集团，形成了极

具张力的艺术品经营产业布局。下属机构包括多达九家，包括上海朵云轩有限公司、

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上海朵云轩古玩有限公司、上海朵云轩文化经纪有限公司、

上海朵云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上海朵云轩艺术进修学校、上海朵云轩艺术发展有限

公司、上海朵云轩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和上海博古斋拍卖有限公司。 



2010 年 7 月 26 日，朵云轩艺术中心建设项目启动。中心内建有博物馆、五个全杜

比全景声的艺术影院放映厅、南方非遗展示中心等；经常举办主题特展，范围从传统

艺术遍及现代艺术。 

潘会长对于朵云轩经营艺术事业的发展表示肯定。他希望能借此机会与朵云轩展

开合作，将朵云轩的艺术收藏带到新加坡展示，因为新加坡有着很好的地理优势及硬

件设施，具备举办国际展览的优势与经验。同时，也可借此在新加坡发扬中华文化。

配合“一带一路”中资企业“走出去”，朵云轩或可考虑配合中秋传统节庆，与新加坡高等

学府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合作举办展览。 

另外，上海市汇聚了许多知名文学大家，比如鲁迅、巴金、茅盾等，潘教授建议

朵云轩亦可考虑以他们的书画作品及收藏为策展专题。 

午餐宴请上，张晓敏董事长热情欢迎代表团的到来，双方在愉快的氛围下一同用

餐、交流，加深了双方之间相互了解与情谊。 



SCFA Visit to Beijing & Shanghai 
 

From 26th March to 2nd April 2018, a delegation of 14-person, led by Prof Phua Kok Khoo, 
visited The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CPAFFC), Prof 
Yang Chen Ning, Peking University (PKU),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in China, Soong Ching Ling Foundation, Beijing People 
Foreign Friendly Association, ShanghaiTech University, Shanghai People Foreign Friendly 
Association and Duo Yunxuan. 

The aim of the visit were to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CFA and Chinese departments & 
organizations, to promote exchanges in fields such as culture, arts, education, youth and 
people-to-people, and to develop new cooperation, new opportunities, new areas as well as 
new directions between two countries.  

 

27th March 2018 
10AM｜Visited the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SCFA was received by President Li Xiaolin,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She expressed her gratitude towards SCFA in strengthening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wo nations. SCFA President, Prof Phua Kok Khoo introduced the 
mission of SCFA in recent years and expressed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in order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ingapore, so as the ASEAN-China 
relations. Prof Phua has also invited President Li to visit Singapore. 

12PM｜Visited Professor Yang Chen-Ning 

The delegation visited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Tsinghua University to expressed respect 
for both Professor Yang Chen-Ning, a world-famous physicist- the first Chinese Nobel Prize 
winner, also is the SCFA Honorary Advisor. and Science. After the meeting, the delegation 
presented gifts to Professor Yang and took a group photo. 

2.30 PM｜Visited Peking University 

Prof Tian Gang, Vice Presid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delivered a welcome speech to the 
delegation of SCFA. He briefly introduced the overall arrangement of PKU and discussed with 
the delegation on academic, higher education, and publishing. Prof Phua pointed out that 
academic research in Asia should establish its own research system or institution, instead of 
following the trend in the West. SCFA has also increased the cooperation with PKU Alumni 
Association (Singapore) in recent years, hoping that the cooperation with higher levels 
institution will be increased still further.  

5 PM｜Visited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Xu Youshe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Director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a Overseas Exchange 
Association, welcomed the delegation of SCFA. Prof Phua Kok Khoo, SCFA President said, SCFA 
was dedicated in promoting people-to-people friendship collaboration in different sectors such 
as science technology, education etc. On top of that, SCFA has the responsibilities for 
Singaporeans to know more and understanding better about China. 

 

28th March 2018 
10AM｜Visited Singapore Embassy in Beijing  

Ms Tracy Chan Su Yin, Deputy Chief of Mission & Minister-Counsellor welcomed the delegation 
of SCFA. In the more than 20 years of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gapore should 
play a positive role, such as expanding cooperation with China's top of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SCFA President, Prof Phua explained that although th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countries are clos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n Singapore is hard to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change in China, especially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Thus far, SCFA will organize more seminars on China and Chinese culture in order to intensify 
the exchange of knowledge and closer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4.30 PM｜Visited China Soong Ching Ling Foundation (CSCLF) 

SCFA visited CSCLF and Soong Ching Ling Youth Science & Technology Cultural Exchange 
Center and discuss about promoting the arts and culture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deepening 
interaction and bilateral youth cultural exchange. SCFA President, Prof Phua Kok Khoo thanked 
Deputy Director Ren Haifeng and Su Hongtao for warm welcome. He hoped that, both parties 
can develop closer cooperation in future. 

6.30 PM｜Dinner reception to friends of SCFA  

SCFA has invited officials from the China Embassy and the members from SCFA to a banquet at 
Beijing Hotel. Hu Zhengyue, Vice Chairman of the Soong Ching Ling Foundation of China, Lu 
Pengqi, Vice Chairman of the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Dong 
Songgen, former Vice President, and Sha Zukang, former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also attended the dinner. 

 

29th March 2018 
9 AM｜Visited Beijing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Tian Yan, Vice President of Beijing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welcomed the visit of the delegation of SCFA and thanked the for the banquet. Vice President 
Tian focused on organiz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ctivities for teenagers and children under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Prof Phua said that Singapore is a nation with a diversity of 
cultures. The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enable the people of the two countries 



to achieve mutual understanding. Both parties discussed issues of common concerns such 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arts, culture and future direction. 

30th March 2018 
10 AM｜Visited ShanghaiTech University  

Associated Dean Frank Tsung welcomed the visit of SCFA and gav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ShanghaiTech University. SCFA President, Prof Phua Kok Khoo showed his concerned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He suggested that the university could discuss cooperative 
projects with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Singapore, and yet to complete the enrolment 
application procedures for foreigners as soon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attract and cultivate more 
outstanding talents. 

4 PM｜Visited Shanghai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SPAFFC) 

SPAFFC Director, Xiao Chong welcomed the delegation of SCFA and introduced the cooperation 
projects of the SPAFFC. SCFA President, Prof Phua Kok Khoo briefly introduced the mission of 
SCFA in recent years and expressed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with SPAFFC, in order to further 
strengthen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associations.  

After the meeting, SCFA was invited to a banquet. SCFA Vice President, Jing Ying stated that 
Shanghai has close historic and military ties to Singapore. SCFA President, Prof Phua Kok Khoo 
said that both Singapore and Shanghai can do more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many areas, 
such as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althcare and medical research as well as culinary 
culture. 

 

31st March 2018 
10 AM｜Visited Shanghai Duo Yun Xuan Group 

Duo Yun Xuan Group General Manager, Gu Linfan welcomed the delegation of SCFA to visit the 
Duo Yun Xuan Art Center. SCFA President, Prof Phua hopes that SCFA can cooperate with Duo 
Yun Xuan to bringing the artistic collection of Duo Yun Xuan to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in 
Singapore. After the meeting, Chairman of Duo Yun Xuan, Zhang Xiaomin warmly welcomed the 
arrival of the delegation. After having a great lunch together, the two have enjoyed deeper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27th March 2018
	28th March 2018
	29th March 2018
	30th March 2018
	31st March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