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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琳-比特. 菲力普斯出生在德国, 她是一位语言学家, 经济师和公

关专家. 她在不同的工业和创意行业中任过高级职位，并经营她

自已的管理和市场咨询公司, 获取了广泛的专业经历.

1991年她创办了英国欧洲设计协会, 协助在主要全球性出口市场

推广英国的多民族和多文化创造性的人才和创意产品的市场化. 

自从那开始, 她利用她在产品发展和市场营销的专长, 与全世界的

制造商, 贸易展览组织者, 政府, 全国性机构及买家的合作关系, 帮

助了几千专业人士, 公司, 创意产业和机构.

英国欧洲设计协会已经在创意产业中工作了将近二十年, 对英国, 

欧洲和国际创意产业了如指掌、有丰富市场知识和广泛的人脉资

源. 英国欧洲设计协会发起, 协助和组织大型国际和国内展览.为世

界最大的展览机构做顾问和咨询工作, 以及为各种其他的国际和

双方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工作.

英国欧洲设计协会在创意行业中有口皆碑, 业绩显赫.  通过它本身

的合作网, 掌握有创意产业中一批最好的领军专家和特殊人才.

2001 至2011 是英国欧洲设计协会与中国合作的黄金年代.自从

2001年起, 英国欧洲设计协会已经开始在中国工作推广创意产业.

至今英国欧洲设计协会仍然是促成英国及欧洲的设计创新, 研究

和发展与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合作的最成功的非赢利机构. 

凯琳领导下的英国欧洲设计协会在中国的活动一直很活跃. 举办

了英中之间的一系列重要活动,包括: 2002首届中国国际设计节及

工业设计论坛”设计与城市生活”(中国青岛); 2003”迎接城市

挑战 - 人类建筑与设计的未来”研讨会(伦敦); 2004”2008奥运

会纪念品设计”研讨会(青岛/伦敦); 2004”运用创意力量, 打造

品牌国度”(青岛/北京); 2005”CBD 2005中国广州建筑装饰展

览会”(广州); 2005 中国创意产业代表团(伦敦); 2005”国际建

筑与室内设计峰会”(北京); 2005香港国际灯饰展(香港); 2006”

中国创意产业论坛”(北京/上海), 2006创意和媒体研讨会(广州/

深圳); 2007国际工业设计博览会(无锡);2010国际工业设计博览

会(无锡)

英国欧洲设计协会已经成功地与中国的公共部门和私营创意产业

的重要协会, 机构, 团体和公司建立了良好的长期关系和出色的合

作.通过这些合作关系, 英国欧洲设计协会充分具备了为希望在中

国开展业务的英国公司直接建立高质量的合作的能力.

吴克刚 博士 Kegang Wu  PhD 

英国商会首席中国顾问 

(Chief China Adviser, British Chambers of Commerce)

英中企业对接项目(英方)执行总监 

(Director, BCC LinkToChina)

英国ChinaDirect UK有限公司行政董事 

(Managing Director, ChinaDirect UK Ltd)

吴克刚博士居英二十年,在获得伦敦大学英王学院博士后曾应聘利

物浦大学终身教职,后应邀任利物浦市工商会高级经理和国际贸易

中心总监, 主管英中事务十年. 2008年起任英国商会

(British Chambers of Commerce)首席中国顾问, 兼任英国中达

(ChinaDirect UK)公司行政董事. 2010年进入政坛,成为英国国会

议员候选人,并协助保守党赢得大选,组织英国联合政府.

吴克刚博士是英国商会中英中贸易和投资合作业务的领军人物. 

因为有对中国市场和英国市场的第一手经营经验,他十二年间往返

英中六十多次, 组织了几百多家英国公司到中国市场访问,贸易,投

资和合作,为英国公司提供了国际咨询服务,并运作成功多个英中高

科技合同,跨国采购,合资企业,项目配对,市场进入等项目．英国商

会是英国的国家商会,辖管全英五十家商会,共有十多万企业会员,

是英国的最大企业机构.

他在过去十年间邀请和安排了上千多家中国公司和机构对英国的

商务访问.为企业在英国投资经营提供市场进入的咨询和操作.为中

国不少省市对外机构承办了在英国的招商活动,多次应邀回国就英

国市场和英国经济主题演讲. 现在正在运行英中两国企业跨国经

营,进出口和投资服务平台”英中企业对接项目

BCC LinkToChina”.

吴克刚博士正在与英国欧洲设计协会的国际一流设计和品牌团队

合作, 建立英中企业在新的市场条件下的跨国合作.

电子邮箱: 

kegang.wu@linktochina.org.uk 

www.linkto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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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欧洲设计协会传媒总监 

国际学者, 企业和传媒顾问, 专业摄影家 

伦敦艺术大学顾问 

电话: +447768046444

电邮: t.stephens@chelsea.arts.ac.uk, timothystephens1@gmail.com

作为英国欧洲设计协会的传媒总监, 他与伦敦艺术大学和英国贸

易投资局一同组织国际展览, 访问英国及到国外的代表团, 大型会

议及研讨会活动.

缔姆还是伦敦艺术大学在远东, 欧洲及美国的创意产业代表.缔姆

现在也是英国及国际大学的顾问. 缔姆.斯蒂芬斯还曾是伦敦艺术

大学通讯学院互动媒体项目总监及国际发展总筹. 

在九十年代, 缔姆是互动媒体文学硕士课程的主任, 那是由整个欧

洲的大学, 媒体及资讯技术公司共同研究的结晶. 缔姆在伦敦皇家

艺术学院跟在法国, 荷兰, 爱尔兰, 西班牙及德国的大学一同管理

这个项目. 他同时与英国政府合作, 在美国(如纽约, 硅谷等地)推

广创意产业和相关的技术.

作为一位专业摄影师、插图画家及互动式媒介制作者和顾问, 缔

姆与遗产部门的保护机构密切工作, 将新媒体技术和处理图象系

统, 结合到传统的文物保护过程中去.

英国欧洲设计协会正在与英国中连公司和

英国商会英中企业对接项目合作,建立一个

新机构,组织中国制造公司和设计企业与英

国的设计公司和市场渠道合作, 使中国企业

能与设计,品牌,国际营销,全球推介的世界五

百强合作.

BCC LinkToChina Programme 
(英中企业对接项目) 

(www.linktochina.org)

英中企业对接项目在英国商会网络里有九

个英国地方商会有区域项目办公事,共有二

十多个英国的商会参加.

 

国中连是建立于英国的英中市场咨询机构,

十二年如一日成功运作英中贸易,投资和友

好合作项目,包括公司企业,商会,国际组织和

政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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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中国创意产业论坛” (北京/上海)

2007 国际工业设计博览会, 峰会和论坛
(无锡)

2008 英中创意交流 
(英国伦敦皇家节日大会堂)
(中国文化部, 伦敦艺术大学, 伦敦商学院, 
英国高等教育发明基金

2010 国际工业设计博览会,峰会和论坛
(无锡)

2005 中国创意产业代表团(伦敦)

2005 国际建筑与室内设计峰会和展览: 
英国文物保护项目 (北京) 
(由 TIM STEPHENS 摄影)
(清华大学, 中国建筑和室内设计协会) 
2006香港国际Ω饰展(香港) 

2005 & 6 香港国际灯饰展(香港)

2006 创意和媒体研讨会(深圳/广州)

2006“中国创意产业论坛”(北京/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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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接创意服务和商务成功之桥
BRIDGING THE GAP - FROM CREATIVE SERVICE TO COMMERCIAL SUCCESS

设计管理 -- 建立在全球化市场环境下创意服务,设计研发和教育,以及制造业的长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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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ish European Design Group 
CHINA ACTIVITIES 2002–2010

英国欧洲设计协会举办英中之间的一系列
重要活动 2002–2010

2002 首届中国国际设计节及工业设计论坛
“设计与城市生活”(中国青岛)

2003“迎接城市挑战 - 人类建筑与设计的
未来”研讨会(伦敦)

2004“2008奥运会纪念品设计”研讨会
(青岛/伦敦)

2004“运用创意力量, 打造品牌国度”
(青岛)

2004“运用创意力量, 打造品牌国度”
(北京)

2005“CBD 中国广州建筑装饰展览会”
(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