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挖掘机团队出品！】【中共的 VVIP贵宾-欧洲澳洲政客 8人组！】 

2018年 7月 4日 todayonline报道：乘坐中国的崛起：北京轨道上的欧洲政客。 

英国前首相！两位法国前总理！德国前总理！意大利前总理、欧盟委员会主席！ 

英国前财政副大臣！德国国防部长！澳大利亚前总理！ 

来看看上面这些人物们，是如何推崇中共的！ 

 
 

22，大卫卡梅隆 

卡梅伦"下岗再就业"。卡梅伦 2010年担任英国首相，直到 2016年因失去英国退欧公投而辞
职。他宣布了英中关系“黄金时代”，批准了一项有争议的协议，允许中国参与欣克利角核发
展。2015年 10月习近平与曼彻斯特球场卡梅隆一起拍照。两年后卡梅伦他被任命为价值 10

亿 美 元 的 中 英 基 金 负 责 人 ， 基 金 支 持 “ 一 带 一 路 ” 计 划 。



 

“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将在为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而设立的 10亿美元投资基金中
担任领导岗位”，《金融时报》12月 18日报道称。英国财相菲利普�哈蒙德访问北京时宣布
了该消息。 

 

　　英国财相哈蒙德访华期间敲定了一系列新的投资协议，努力在英国 2019年退出欧盟之
前加强全球贸易联系。哈蒙德表示，卡梅伦将在“一带一路”基金出任“主席或类似职务”。公
关企业家、卡梅伦的朋友彼得�查德林顿参与设立该基金。 

 

　　据报道，该“一带一路”基金得到国家支持，将由英国和中国的私营部门机构领导，卡梅
伦受聘担任的领导职务尚未界定。 

 

　　报道称，这一基金和其他新签订的投资协议旨在开启两国所称的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新
阶段。哈蒙德表示，英国致力于避免在离开欧盟后“掉下悬崖”。他表示：“本周我们达成的
协议意味着，我们努力创造环境，有效复制当前现状，让企业像现在这样继续开展经营，边
境口岸像现在这样运作，金融服务像现在这样从事跨境业务”。 

 

　　英国一直在寻求与中国金融机构加大接触，16日宣布的协议包括建立直接渠道，在伦
敦外汇市场上交易人民币。届时总部位于伦敦的金融科技公司 R5将为中资银行提供交易平
台。提到上海-伦敦证交所对接(沪伦通)，哈蒙德表示，中英“加快了最终准备”，两国将启动
可行性研究，让各自市场的公司在对方市场推出存托凭证。 

 

　　报道称，此次哈蒙德宣布的大部分贸易协定都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挂钩，该项目
旨在让亚洲和欧洲之间的经贸活动彻底改观，重现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英国的出口信贷机构
UK Export Finance将在亚洲的“一带一路”项目中提供 250亿英镑支持。 

 

英国还宣布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作出与中国相同的 5000万美元贡献，以扩大
在欠发达国家的业务。 

 

2018. 英国《金融时报》31日报道，在争取渣打(Standard Chartered)与汇丰(HSBC)等
西方大银行支持无望的情况下，卡梅伦正在寻求借助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为这只基础设施基
金筹资。 

https://pbs.twimg.com/media/D1t96E1UYAANQed.png
https://pbs.twimg.com/media/D1t-REsU8AA3VES.png


 

身为前首相的卡梅伦最近与中国投资公司（CIC）的几位高管进行了讨论，这些高管包
括中投公司总经理屠光绍与原“特别投资”负责人、如今为该基金提供咨询的胡冰。 

 

另外，胡冰还是中投公司和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Russia Direct Investment Fund）于
2012年成立的中俄投资基金（RCIF）的联席 CEO，这只中俄投资基金的目标是在两国投资
至少 40亿美元。 

 

《金融时报》称，中投公司管理着中国 3.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 1/3左右，其将资产投
资于中国政府优先考虑的项目，英国官员相信中投能够提供帮助。 

 

去年 12月，时值英国与欧盟脱欧谈判进入第二阶段，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来华参加第
九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会谈，在结束中国之行后其向媒体介绍了卡
梅伦将领导这只“一带一路”基金的消息。 

 

“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的标志性外交政策倡议，旨在建设跨越欧亚大陆
与亚洲的基础设施。《金融时报》称，卡梅伦在被英国政府委以重任后，一直在英国与中国
物色投资者，以帮助启动这只基金。 

 

1月 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英国前首相卡梅伦。 



 

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上，英国政府有印度方面的考量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 2018年 1月 31日正式开启上任以来首次访华行程，《金融时报》指
出，就在梅访华前，中英官员曾就此次访问进行了艰难的讨论。该报称，考虑到投资的透明
度，“对于中国在英国投资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梅比她的前任抱有更大戒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强调，中方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始终致力于同沿
线国家一道，推动构建公证、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划体系。 

《金融时报》报道指出，也有人认为，英国政府不想惹恼印度，印度并未参与北京的“一
带一路”蓝图以外，并且反对中国在印巴争议地区进行基础设施投资。 

谈及特蕾莎·梅此次访华与中英在“一带一路”议题上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
3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英国政府和梅首相多次表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去年 5月专门
派特使哈蒙德财政大臣来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华春莹表示，“一带一路”是中英双方可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开展合作、而且可以实
现互利共赢的一个重点领域，中英双方政府和市场机构都有意愿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发
掘更多合作机遇、拓展更广阔发展前景。 

 

华春莹介绍，英国是首个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大国和欧洲国家，在对华合作方面起到过“表
率”作用。 

 

 

 

23，多米尼克.德维尔潘 

前法国总理，法国外交大臣，德维尔潘更是在采访中称自己“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一次中国”。 

 

多米尼克.德维尔潘于2003年在纽约联合国以美国为首的伊拉克战争辩论时，全球声名鹊起。 
 

他继续担任雅克希拉克总统领导下的法国总理。此后，他成为中国事务的常规评论员，并通
过 其 咨 询 公 司 Villepin International 为 中 国 公 司 的 国 际 扩 张 计 划 提 供 建 议 。



 
Villepin international由 Dominique de Villepin创立，是一家总部位于巴黎的咨询公司。该公
司主要关注全球实施的长期项目。近年来，维尔潘国际在其国际化进程中一直陪伴着几位中
国和中东投资者以及西方公司。 

2017.11.19在乌镇举行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Dominique de Villepin与王沪宁，
蒂 姆 库 克 和 马 云 一 起 简 要 介 绍 了 数 字 经 济 面 临 的 主 要 问 题 。

 
中国倾向于带头数字创新，因为我们最近目睹了 TENCENT的市值超过 FACEBOOK：          

经济竞争导致 ALIBABA，京东和 BAIDU等主要挑战者重新面对互联网;     

2017年 10月 22日在一次中文频道 CGTN的英语采访中，多米尼克·德维尔潘谈到了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未来的主要问题。他说：今天，中国给世界带来的是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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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博鳌亚洲论坛的嘉宾！海南亚洲博鳌论坛，那是海航的老家！海航自家后花园！ 

 
现为以下国际顾问组织担任董事局成员： 

 

亚太总裁与省市长协会全球主席 

国际信贷评级集团国际顾问理事会 

中国民生投资集团国际顾问理事会（大鱼：民生银行！海航！） 

巴林战略研究中心国际顾问理事会 

 



头衔真多！只看第一个吧！ 

亚太总裁协会，Asia-Pacific CEO Association，APCEO， 

APCEO的成员由全球五百强企业、两千强企业、全球上市公司以及各主要国家的 500企业
与企业总裁、著名投资家组成，汇聚了全球主流资本资源。同时，APCEO凝聚了全球众多
国际政要及著名经济人物，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乔治·沃克·布什、比尔·克林顿、
美国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澳大
利亚前总理鲍勃·霍克、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澳大利亚前总理约翰·霍华德、加拿
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美国前副国务卿马克·格罗斯曼、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前主席本杰明·吉
尔曼、英国外交国务大臣、保守党副党魁豪威尔勋爵、匈牙利副总理谢姆延·若尔特、塞舌
尔前总统詹姆斯·曼卡姆等国际政要，以及沃伦·巴菲特、罗斯·佩罗、罗伯特·迈斯、格林伯格
等著名国际经济人物。 

亚太总裁协会理事： 



APCEO高层： 

鲍勃·霍克 前任全球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 

多米尼克·德维尔潘 全球主席、法国前总理 

约翰·温斯顿·霍华德 全球共同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 

本杰明·吉尔曼 全球副主席兼美洲会长、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前主席 

吉尔福德·豪威尔全球副主席、英国国务大臣 

克里斯汀·加诺 全球副主席兼欧洲会长、法国前总统参谋长 

郑雄伟 全球执行主席兼亚洲会长、著名国际经济学家 

苏珊娜·库尔茨 全球副主席、奥地利联邦议会前议长 

埃蒙·吉尔摩 全球副主席 爱尔兰前副总理 

功· 塔帕朗西 全球副主席、泰国前副总理 

迈克·欧奎耶 　 全球副主席兼非洲会长、加纳国会第二副议长 

尼克·博尔库斯　 　 全球副主席兼大洋洲会长、澳大利亚前行政服务部长 

内纳德 全球副主席、克罗地亚议会副议长 

吴异军全球副主席、美国共和党亚裔总党部主席 

罗斯·佩罗 Jr.美洲名誉会长、美国佩罗集团董事局主席 

 

亚太总裁协会，与中共政府的活动：APCEO已经与中国政府建立了重要的产业促进战略合
作关系。此协会号称是自发组织，实际上，是由中共出资承办！看看这些耀眼的名单吧！这
不就是蓝金黄最好的场所吗？！ 

 

 

前政要的身价：“请他们来，20万元是起步价” 

世界和平论坛来说，论坛主办方透露，请这些前政要出席可谓“很难，很花钱”。 

 

内行人士说：陆克文（澳大利亚前总理！）、德维尔潘这样级别的前政要，出场费至少 20

万元人民币。 

 “外国前政要的出场费用分为纯商业和非纯商业目的。比如中国某部门曾邀请一位美国前副
国务卿出席演讲活动，费用就不是那么高，但要支付头等舱往返机票费用以及四星级酒店住
宿费用，除此之外，还会给一笔出场费。但若是纯商业活动，费用一定非常高。2002年时，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受某地产公司等机构邀请前往中国深圳演讲，收入高达 25万美元。” 

通常他们在中国都有一位类似于“经纪人”式的联络人，这些人通常是高学历而且英语都非常
棒。比如政知圈这次接触到的陆克文和德维尔潘各自的“经纪人”，一位头衔和“亚洲协会”有
关，另一位名片上则写着 Villepin International（这个维尔潘国际，就是维尔潘开在法国的
咨询公司！）。 

西方退休政要的中国生意澳洲前总理陆克文父女、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父子均在华掘金 



说说德维尔潘的儿子。他在中国做生意比老陆女儿还要早几年。政知圈小编有位媒体同行专
访过德维尔潘的儿子潘雅德，在这位同行印象中，潘雅德斯文、文艺、年轻有为。在那次采
访中，潘雅德提到：“我父亲的确非常喜爱中国，他……和很多政界的人物也都是好朋友。” 
 

2010年，潘雅德在香港认识了现在的合伙人、出身于红酒世家的庞天宝，两人决定干
点自己的事业。他们将艺术与葡萄酒相结合创立了 Pontdes Arts葡萄酒。 

 
2013年，进入中国市场仅仅两年，潘雅德就在中国卖出 2400多套(1.2万多瓶)红酒，

成绩不菲。据了解，Pont des Arts是高级限量佳酿品牌，酒标采用的基本都是赵无极的画作。 



 
 

庞天宝与其父保罗·彭塔里尔 （Paul Pontallier） 

 

2010年，Paul Pontallier和其子玛歌酒庄亚太区品牌代表 Thibault Pontallier同为热爱艺
术之人，与他们好友 Arthur de Villepin（法国前总理 Dominique de Villepin之子）家族一起
跟赵无极先生促成合作，将葡萄酒零售品牌 Bordeaux Etc糅合艺术与佳酿，独家发售限量



版 Pont des Arts（庞狄莎）系列红酒。 

 

 

24，让 - 皮埃尔拉法兰 

 

另一位前法国总理拉法兰是博鳌亚洲论坛（BFA）的董事会成员，这是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年
度展示，是中国对达沃斯的回应。 

作为中国着名的倡导者，拉法兰还是法国中国基金会(马云也是会员噢)战略委员会的成员，
法 国 中 国 基 金 会 汇 集 了 法 国 和 中 国 领 导 人 ， 其 支 持 者 包 括 中 国 银 行 。

 
有意思了！法中基金会主席，华宾！就是那位在王健被杀的视频中多次出现的！ 

法中基金会，就两个会员：海航集团，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 

https://pbs.twimg.com/media/D1t-y0-VYAAdV-g.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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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手华宾．陈峰．田丁丁在西雅图送葬王健！ 

 

 
25，罗马诺普罗迪 

 

普罗迪先生担任意大利总理两年，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 - 欧盟执行机构 - 长达五年。作为
前高盛顾问，普罗迪是博鳌论坛董事会成员。他在“中国日报”上被引用为欢迎习近平 4月份
论坛上的讲话，赞扬了“在维护全球化，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方面的坚定决心”。 普罗迪也



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董事。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区分布： 

上海 

北京 

深圳 

苏黎世 

阿克拉（查了半天，发现是尼日利亚！）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友分布： 

https://pbs.twimg.com/media/D1uAjlbUYAANTg2.png


 
 

中国排名首列的国际商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排名全球前 10名，提供全日制和非全日
制的工商管理学硕士(MBA)、高级工商管理硕士(EMBA)和高管教育课程。 

申请费. 中国学生（包括台湾、香港及澳门地区）：1,000元人民币国际学生：180美元申
请费不予退还. 学费. 中欧全日制MBA课程为期 18个月，2019级学费为 42.8万元 

 

 

26，丹尼亚历山大 

丹尼·亚历山大（英语：Danny Alexander，1972年 5月 15日－）是英国自由民主党的一位
政治人物，在 2005年至 2015年期间，他曾出任因弗内斯、内恩、巴德诺赫和斯特拉斯佩
选区的下议院议员。2010年至 2015年保守党和自民党组成联合政权期间，他曾担任副财政
大臣。他是宣布与中国关系的黄金时代的政府的一部分。在接受中国新华社采访时，亚历山
大“强烈主张英国应加入亚投行”，因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为人所知。在 2015年大选
中失去议会席位后，于 2016年 2月被任命为亚投行副行长(蓝金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英语：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缩写为 AIIB），简称
亚投行，是一个向亚洲各国家和地区政府提供资金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之区域多边开发机构，
成立宗旨在促进亚洲区域内的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并且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及
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总部设在中国北京，法定资本为 1,000亿美元。 

亚投行在 2014年有中国牵头开始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届理事会主席，为曾任中
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部
长的 楼继伟！ 

亚投行首任行长金立群 

世界银行 

2008年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https://pbs.twimg.com/media/D1uAHfpUkAAAnU6.png


2013年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咳咳！！） 

2016亚投行首任行长 

女儿金刻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伦敦政经学院终身教授。 

2017年 3月 30日，亚投行行长金立群一行到访了海航集团，对海航集团位于海口的总部进
行了考察调研。金立群的这一次访问，是对 2013年提上日程的，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的“一带一路”战略的一次落地考察 

金立群表示，亚投行在运营中充分吸取了众多多边机构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向成功的企业
学习。今后，亚投行要进一步深入了解海航，借鉴学习海航成功的人才管理制度和创新多元
化的发展理念。同时，对于海航集团在企业发展和管理过程中进行的有益探索以及取得的可
喜成绩，金立群表示了赞赏，并指出海航有理想、有思想、有设想，再加上实干，成就了海
航集团的今天。“亚投行和海航集团可深度融合双方优势，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高质
量的机场、港口、物流等基础设施项目方面开展合作。” 

 

丹尼�亚历山大：我是亚投行副行长合适人选！英国财相奥斯本的这名前助手驳斥了关于其
不够资格的指责！ 

 

 

 

 

27，菲利普罗斯勒 

 

罗斯勒担任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第二任联盟内阁联盟伙伴，先任卫生部长，
后任德国经济部长和副总理。罗斯勒在 2013年大选失去席位，退出政界加入世界经济论坛
董事会。12月被任命为海航集团公司纽约慈航慈善基金会主席！拥有 1,800亿美元资产。 

 

 
关于飞利浦.罗斯勒，请看另一篇详细挖掘贴： 

https://twitter.com/DTinLosAngeles/status/1090452585398423552 

 

28，鲁道夫沙尔平 

 

沙尔平（德语：Rudolf Albert Scharping，1947年 12月 2日－）1998-2002年任德国国防
部长，德军参加北约对南斯拉夫袭击，二战以来第一次作战。他的咨询公司 Rudolf 

Scharping Strategie Beratung Kommunikation AG(RSBK)称“与中国和德国决策者长期接触”,专
注中国公司和机构业务发展.RSBK参与 2018年 11月在法兰克福德中经济会议,重点“一带一
路”倡议。 

https://pbs.twimg.com/media/D1uBZTeVAAA1FtB.png


鲁道夫�沙尔平在过去的三十年中鲁道夫沙尔平一直从事于与中国有关的合作项目，并已经
成为中德两国诸多企业和机构的战略顾问。 

鲁道夫�沙尔平坚持定期前往中国，并与中国政经界人士保持紧密联系，因此他十分了解中
国。基于对“微笑的国家”的理解和对中德政经界相互联系的认知，他能够为企业和机构的战
略及商务发展提供相当有价值的帮助。 

（微笑的国家？你是在说中共国吗？！） 

 
 

鲁道夫沙尔平，参加 2017全球青年大会 

2017年 7月 16日，北京师范大学、全球青年领导力联盟(GYL)联合主办的两岸四地青年创
业领导力研习营暨全球青年大会(GYS)在金源大饭店成功举办。全球青年导师云集，硅谷创
业教父史蒂夫霍夫曼、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峰、苹果全球副总裁戈峻、前联邦德国国防部
部长鲁道夫沙尔平、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峰、百度公司总裁张亚勤、真融宝董事长吴雅楠、
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余进、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华创资本合伙人吴海燕、DCM

合伙人曾振宇等 50名嘉宾出席本次全球青年大会。真融宝董事长吴雅楠发表主旨演讲金融
科技改变未来生活。 

 

下一个跑路平台，真融宝:谜一样的“千亿级”P2P平台信披少的可怜！ 

有一家“头部”互金企业，却如同神一样存在着，按照其公布的交易量，足可进入中国 P2P行
业前十名，但是在网络上除了能看到平台自身发布的宣传新闻稿，以及平台创始人参加活动
或者个人创业历程的信息之外，平台的财务数据、项目数据等极其难觅踪影，资金存管银行
目前也尚未落定。 

 

 

https://pbs.twimg.com/media/D1uCXLKUYAA_9hf.png


 

 

　　这家平台就是真融宝。 

真融宝董事长吴雅楠 

 
　　平台“自己公布数据”交易额过千亿 互金行业屈指可数 

 

　　真融宝成立于 2014年 8月，隶属于北京快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并授权旗下全资子公
司北京快快信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运营，主要创始人是吴雅楠和李强。 

　　公司成立之后，获得了来自李一男的天使投资，此后获得北京安芙兰和经纬的投资，其
对外公布的最后一轮 B轮投资来自于红杉资本，时间为 2015年 10月份。此后再无新的融
资消息发布。 

　　从其股东结构上来看，应该说光环加身，李一男、经纬中国、红杉资本都是国内知名的
个人或者机构风险投资人。 

对于真融宝这样一个“增长迅速”的千亿级平台，在两年时间内再无融资消息，在互金行业还
是比较少见。 

　　从真融宝平台上看，主打的是活期和定期两类理财产品。 

其活期理财产品类似银行存款，随存随取，年化收益率 5%左右，而且是以日为单位复
利计息。根据其网站公布的数据，活期理财产品交易量达到了 535.8亿元。 

根据其公布的数据显示，作为一个千亿级平台，真融宝目前为止保持着坏账为 0的记录。
如果这是真的，那真融宝确实保持了互金行业一个“奇迹”。 



 

下一个跑路的 p2p平台是哪一个，总结过往跑路平台的特种，进行模型分析，经过分析，
真融宝符合跑路平台的特征，也许下一秒钟就闪崩了！ 

 

这个青年大会，又是神马东西？青年大会主办方：中关村立德青年领导力创新发展基金会！ 

中关村立德青年领导力创新发展基金会（简称立德基金会） [1]  ，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
是以促进青年提升领导力为宗旨的非公募基金会。立德基金会于 2013年成立，通过打造媒
体项目、活动项目、成长计划等教育项目，搭建青年领导力提升机制，致立于服务解决全球
青年成长问题，帮助青年成为未来各行各业领军人物 [1]  。 

在 2016年全球青年大会（Global Youth Summit）成立时，理事长张萌与中国民主促进会中
央委员会副主席朱永新，中国工程院院士、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李言荣，前德国国防部部长鲁
道夫·沙尔平等近 30位大会嘉宾出席揭牌仪式。 

在这个基金会的某个会议上，出席人发现了一位：朝阳区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王素荣！ 

 
2018 - 2月 9日，德国前联邦国防部长、RSBK股份公司董事长鲁道夫·沙尔平一行到访莱蒙
国际（上海）中国总部进行考察。莱蒙国际的老板，自称为“红色”港商黄俊康！港广州社团
总会主席 



 

黄俊康, 男，中国国籍，香港永久性居民，1955年 2月出生。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接受教
育（就是前文所说前意大利总理普罗迪担任董事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现
任广州市政协委员，香港地区政协委员联谊会副会长，五龙贸易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莱蒙
鹏源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10年
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黄俊康与妻子廖彩莲以共同身家 63亿元人民币位列第 137名。 

2016年 03月，莱蒙国际将旗下 7个项目出售给融创中国。 

2017年 9月，莱蒙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宣告旗下位于深圳、广州、南京、杭州等城市的八个
物业项目将由和昌集团接手，总代价约 133.26亿元。 

和昌集团，和昌集团成立于 2007年，总部位于北京，是一家集传统住宅开发、资本金融服
务和物业服务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房地产企业。老板武磊，80后中国百亿富豪！背景神秘！

估计是某赵家子孙！  

 

 

8月 15日晚间，莱蒙国际公告披露，公司与和昌集团签订买卖协议，以 133.25亿元的价格
出售旗下 8个项目，这些项目位于深圳、杭州、南京、广州、常州、南昌 6个城市，估计



可销售或可租赁的总建筑面积约为 197万平方米。莱蒙国际，神秘的中国地产商！ 

 

在这个 7人组之外，还有个重要人物：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陆克文，与海航的关系！ 

卸任后最广为人知的头衔就是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名誉参事，这个协会由洛克菲勒家族于 1956年创办，美国和亚洲
国家政商界重磅级人物，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前国务卿奥尔
布莱特都在名单中。根据多年情况来看，亚洲协会更多是智库角色。 

2014年，亚洲协会将“亚洲创变者”奖项授予了阿里巴巴董事局马云，马云赴纽约受奖。 

 
2016年海航 1.6亿澳元入股维珍澳洲航空成为第三大股东未来增资到 20%。 

2017.11月 1日晚，美国亚洲协会(Asia Society)在纽约举办第四届“亚洲创变者”(Asia Game 

Changer Awards) 大奖晚宴。海航集团作为美国亚洲协会重要的“外交领跑者合作伙伴”(Asia 

Game Changer Diplomacy Champion Partner)， 共同为中国大熊猫颁发“亚洲创变者”特别奖。
在活动现场，海航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谭向东宣布为亚洲协会捐赠 1000张机票，以
促进中美人文交流。 



 

 

陆克文，英文名叫凯文拉德，是一位地道的澳洲人，他却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通晓中国文
化，在中国台湾留过学，在中国大陆工作过，是一位“中国通”。其大儿子毕业于上海复旦大
学 

陆克文女儿“登陆”中国市场晚了一些。她在淘宝上主营澳洲特产，店铺首页挂着她本人和马
云的合影。店铺可能刚刚运营，人气还不是太旺。不过陆克文可兢兢业业地为女儿推广，他
转发并评论了女儿@陆杰喜-澳大利亚的微博，老陆写道：“刚刚看到女儿也开始在淘宝开店，
卖澳大利亚的土特产，好样的！老陆。” 

 

陆克文是第一个通晓汉语的西方领导人，他的女儿杰茜卡（中文名陆杰喜）找到的夫婿也是
一名华裔。一家人跟中国很有渊源。 

 

 

 

 

 

 

谢若谷（Albert Tse）（澳大利亚前任总理陆克文的女婿）（1979～）谢若谷 2007年是一名在
银行工作的律师，曾住在陆克文的选区格里菲斯朗。 



 

谢若谷的父亲谢展伟是祖籍潮州的马来西亚归侨，母亲何苗儿在汕头出生成长，曾经在汕头
市华侨小学及华侨中学初中部读了 9年书。谢家是在上个世纪 70年代初迁居香港的，1989

年移民澳大利亚。 

2011. 4月 14-16日，博鳌亚洲论坛 2011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图为麦格理资本投资银行
部(北京)经理谢若谷出席青年领袖圆桌会议。 

 

2012.7-2014.9 谢若谷成为麦格理投资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法人！ 



 

麦格理资本（Macquarie Capital）：为企业、私人股本和政府客户提供企业融资咨询和资本
市场服务，参与公共和私人并购、债务和股票融资、私人股本融资和企业重组。在澳大利亚、
美国、加拿大、中国等在内的 16个地区都设有办事处。 

麦格理集团，在中国的投资，还包括中国平安陆金所！中国平安陆金所是中国平安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成员，在健全的风险管控体系基础上,为中小企业及个人客户提供专业,可

信赖的投融资，理财，贷款，信贷服务，  

其投资方包括： 

BlackPine Private Equity Partners Fund LP 

鼎晖投资，国泰君安证券，春华资本，塔尔投资局、香港全明星投资和日本 SBI Holdings，
摩根大通、麦格理集团、瑞士银行、新加坡大华银行，高盛私募股权，香港投资公司 LionRock 

Capital、伦敦风险投资基金 Hedosophia & Hermitage Capital。 

2016年 11月，刘强东太太章泽天投资的奶粉公司，澳大利亚有机婴幼儿食品的公司 Infant 

Food Holdings，计划借壳上市，其名字会起用 Bubs Australia。根据《澳大利亚人》今天报
道，该公司计划募资 500万澳大利亚元。报道说，该公司获得了一个名为“Wattle Hill”的私



募基金的支持，该基金在今年早些时候由谢若谷成立（陆克文的女婿）。 

 

 

在集资后，章泽天持有 Bubs Australia公司 17.3%的股权，“Wattle Hill”会持有 8.3%的股权。
报道说，章泽天和谢若谷已经均为 Infant Food Holdings的董事。 

章泽天的描述是，“章小姐，即‘Nancy Zhang’，是中国的天强投资基金的投资者及联合创始
人”。招股书说，章泽天活跃于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也是京东公益基金会荣誉理事，清华
大学文学士。章泽天和谢若谷已经均为 Infant Food Holdings的董事。 

 

2016.10澳洲最大的生姜生产商 Buderim Ginger公司获得了中国投资者们的青睐，半数股份
即将由他们拥有。其中一名华裔投资者名叫谢若谷（Albert Tse），正是澳洲前总理陆克文的
女婿。 

 

据《澳洲人报》报道，Buderim Ginger是一家上市公司，也是澳洲最大的一家生姜生产商。
周三下午，Buderim Ginger方面宣布，将从两家中国企业处筹资$2610万。其中一家企业是
与洽洽食品公司（QiaQia Food Co）有关联的 Asia Mark Development。另一家是 Wattle 

Hill RHC Fund，它是一家私人股本基金，专门从想要进军中国市场的澳洲企业身上获利。 

 
 

2018年 8月，澳洲最大的蜂蜜生产商康蜜乐（Capilano）蜂蜜公司将被一家专注于中国市
场的私募股权财团以 2亿澳元的价格收购。前总理陆克文的女婿是其中一家公司的联合创始
人。 



 
私募股权基金Wattle Hill的联合创始人谢若谷（Albert Tse）是陆克文的女婿，澳籍华人。
该公司在悉尼、香港和北京均设有办公室，专注于出口澳洲产品到中国大陆。 

 

谢若谷对费尔法克斯媒体说，他对于康蜜乐蜂蜜在中国的前景感到“非常兴奋”。“康蜜乐拥有
一系列中国消费者和其它亚洲消费者都很喜欢的优质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