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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布局

被誉为英国“诺
贝尔奖”的“大本
钟奖暨全球精英评
选”筹备于20世纪
末21世纪初，在华
裔及外籍人士的多
年筹备下，于2008
年举行了首届评选
并于2009年在伦敦
举办了首届全球颁
奖典礼。大本钟奖
是全球范围内优秀
儿童少年/杰出青年、
国际人士和优秀品
牌及媒体、教育、
文体、医学、财金、
影视等各方面评选
的权威奖项。

在当前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下，大本
钟奖在中华文明与
西方文明的交融下
愈发凸显重要的作
用。



大本鐘獎已經成為世界範圍
內最具權威性和影響力並與
中國和中华文化以及慈善公
益事业息息相關的獎項并成
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连接

的重要桥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大本钟奖更加凸显重要性

點擊觀看2018年度大本鐘獎宣傳視頻

點擊觀看2016年度大本鐘獎宣傳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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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國務外交大臣Mark
Field獲2018年度大本鐘獎。

點擊觀看Field獲獎感言

点击链接了解2018-2019年度大本钟
奖英国国家议会大厦慈善公益颁奖典

礼盛况

▼ 2018年度大本钟奖慈善
公益类机构大奖颁发给福建
省恒申慈善基金会，大本钟
奖华裔创始人李俊辰（中）
来到基金会授奖。习近平总
书记曾任职福建近18年，始

终关注慈善公益事业。

慈善挂帅 政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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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同行 国际榜样

大本钟奖之金桑树奖最受推崇国际慈善公益贡献奖获奖人（部分）

▲ 2017年度大本钟奖之金桑树
奖——最受推崇年度慈善公益
项目奖：福建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公益徒步动员社会关注山
区农村学校饮水环境”项目。
图为共青团福建省委希望办主
任、福建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
书长郑小芳（中）与成员受颁

大本钟奖。
周润发（香港）

英国华人首富叶焕荣

▲2019年度大本钟奖（成都）慈
善公益颁奖仪式。江门市青年联
合会受颁2019年度大本钟奖之金
桑树奖国际青年慈善公益贡献奖
颁发给了。江门市青年联合会主
席林沛华（前排中）作为江门团

市委代表前往成都领奖。



公益同行 国际榜样
大本钟奖之金桑树奖最受推崇国际慈善公益贡献奖获奖人（部分）

▼ 英国皇家切尔西威敏总医院院长/伦敦
骑士桥妇女慈善总会主席Anne Francesc

a Hodson-Pressinger

◀ 中国福建省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原理事长叶周玲，
左起为左起为卡特琳娜公
主、世界旅游联合会理事
长大卫•史考斯尔、英国
石油与天然气委员会大卫
•帕金森、英国军方代表
戴洛依•布莱恩特。

古天乐（香港）



超过十年的发展

大本钟奖评选正式筹备于2008年，但更早的源头可以追溯
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时代，经过几代华裔青年创始人与
外籍合伙人的努力，大本钟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大本钟
奖引起大家的关注并不是在今年，早在2009年的慈善公益
颁奖典礼，其创造性的创新理念就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并
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人民日报》海外网2016年曾做专题报道：《皇室盛誉 荣
耀中华：受国际社会和官方推崇认可的大本钟奖》，英国
广播公司BBC以及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新闻通讯社路透社也给
予了极大关注。大本钟奖还推出了陈美（著名小提琴艺术
家，泰国冬奥会选手）、傅家俊（斯诺克世界冠军）、丁
俊晖（斯诺克世界冠军）、陈奕迅、凯拉卓别林（卓别林
艺术奖组委会主任，电影传奇大师卓别林孙女）和金庸、
郎平、姚明、李连杰、李嘉诚、何炅（电视节目主持人）、
汪涵、李云迪（钢琴家）、任泉（跨界投资人）、陈艾森
（奥运跳水冠军）、张继科（奥运乒乓球冠军）、利承武
（香港企业家）等在内的优秀华人青年或在华人青年中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以及机构。

大本钟奖通过整合海内外资源，将中国与全世界紧密联系
起来，建立起实现海外华人的人生价值的舞台，宣传正能
量与慈善公益，让更多国际人士关注中国的和平崛起，更
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萨顶顶候选大本钟奖

http://huamei.haiwainet.cn/n/2016/0111/c3540916-2953581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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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官方支持 元首贺信

◀ 时任英国首
相特蕾莎·梅因
为无法亲自出席
大本钟奖慈善公
益颁奖典礼，特
通过首相府唐宁
街10号办公室致
信大本钟奖组委
会祝活动取得圆
满成功！

大本钟奖评选筹备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华裔及外籍创始
人的努力下，于2009年举行了首届评选，是全球范围内杰出青年
和优秀品牌公司以及其他各方面评选的权威奖项，也是华裔以及
中华文明不断与其他世界其他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见证。



英国官方支持 国会议员齐聚大本钟奖现场

大本钟奖至今为止是唯一一个
以中国人为背景在英国国会举
行活动的组织，也是唯一一个
在国会大厦召开会议的组织，
也是唯一一个得到四位国会议
员支持的机构，可谓史无前例！

英国执政党保守党副主
席格兰特在其推特上发
表大本钟奖主办方推文



中国官方支持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公使参加大本钟
奖慈善公益酒会，活动并在中国驻
英国大使馆官方网站刊登

◀江门市人
民 政 府 在
其 政 府 英
文 官 网 上
刊 登 其 获
得 大 本 钟
奖的消息

中国驻英
国大使馆
官方网站

江门
政府网站



官方与权威机构支持



国侨办
官网

英国中
国商会河南共青团

官微



权威媒体 路透社、新华社系、香港中国通讯社（香港新闻网）



权威媒体 人民日报系



权威媒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凤凰卫视系

▲ 2009年度頒獎典禮央视報
導鏈接（左一为斯诺克世界
冠军傅家俊到现场领奖）；

▲ 慈善公益酒會報導鏈接（图为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公使莅临现场））

https://weibo.com/tv/v/Gv4D7Bk2Y?fid=1034:427405918648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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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媒体 中央统战部下属中国新闻社等系列



权威媒体 英国BBC



权威媒体 欧洲意大利人（意大利语）、香港TVB电视台

▲ 点击查看TVB报道（图为香港获奖者
唐诗咏，大本钟奖之金独角兽奖电视类
最受推崇女主角）。

https://www.weibo.com/tv/v/GjOVSvALk?fid=1034:d07e87a3c8dd11f0c54f805fa19c6403


权威媒体 中国报业协会（网）、《中国新闻》报、光明日报（微博）



权威媒体 真正的国际影响
中国网（英文)、美国先驱日报（英文）、阿拉伯语新闻头条



权威媒体 真正的国际影响
←西班牙语 ↙泰语 俄罗斯语 ↓  日语↘



权威媒体 真正的国际影响



BUY

影响力巨大大本钟奖旨在树立优秀人物和品牌/公司/城市榜样，共筑中国梦，
用正力量影响身边人，帮助杰出人士拓展世界观、价值观、人生
观，承担对未来中国的责任。大本钟奖和中国乃至世界的全面结
合整合了原有大本钟奖海内外资源，建立了海外专业人士报效祖
国的平台，体现海外华人在中华民族走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路上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大本钟奖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曾经被英、中、美、港、台、意大利、西班牙、巴
西、俄罗斯、蒙古、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日本、法国、德国等
国家和地区的主流新闻媒体报道，相关搜索结果以亿万条计算。



微博单条阅读量超过5000万
自媒体和微博、微信得到广泛关注，影响力巨大！微博单条阅读量超过5000万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国际视野促东西方文明交汇 外籍（非华裔）获奖人士
（英国、罗马尼亚、意大利、美国、日本、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越南、德国、西班牙、

阿富汗……）
多米尼克勋爵

著名指挥家菲利普



国际视野促东西方文明交汇 外籍（非华裔）获奖人士
（英国、罗马尼亚、意大利、美国、日本、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越南、德国、西班牙、

阿富汗……）





神工奖促中西文化交流

◤ 大本钟奖2019年度神工奖最受推崇
肖像画家，来自波兰的芭芭拉汉密尔
顿展示画作

◥ 大本钟奖组委会将大本钟奖之神工
奖获奖者所书之《见贤思齐》赠送给
英国埃塞克斯郡政府收藏，英国埃塞
克斯郡政府主席约翰·奥尔德里奇领
取。中国书法家陈吉获得了2017年度
大本钟奖中国书画保护与传承贡献奖
并凭借《元 王冕诗 墨梅》（隶书条
幅）书法作品荣获神工奖金奖。

神工奖是大本钟奖暨全球精
英评选组委会设立为了向全
球推广中国文化的一项针对
艺术、书法、绘画、工艺美
术、文化、设计、雕塑、非
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而创立
的专业评比活动。

▲推广中华文化：大本钟奖组委
会向首位获得英国上议院穆斯林
女勋爵乌丁展示中国山水扇画
《“才”为民》
◥在英国国会大厦展示并赠送优
秀中国书画作品

◀ 推广中华文化：大本钟奖组委
会通过卡特琳娜公主向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赠送
三件中国建盏作品，分别由2017
年度大本钟奖之神工奖获得者黄
文勇、邱芙蓉、徐祖亮制作。



美加非欧各国洲媒体



历届获奖人

大本钟奖希望通过整合原有的海内外资源，建立起海外华人和国际友人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让更多
国际人士关注中国复兴以及与西方各国的和平共处，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拉近西方社会与中华文明的距
离。

在评选的过程中，大本钟奖组委会重点会考察候选人在参与慈善公益方面的贡献，将此作为候选人最
终获奖的重要因素。

获得过大本钟奖杰出青年奖项以及其他个人奖项的有来自英国、中国、美国、德国、荷兰、巴西、埃
及、西班牙、法国、阿富汗、意大利、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罗马尼亚、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
人士：郎平、金庸、陈奕迅、邓文迪、姚明、利承武、傅家俊、陈美、丁俊晖、杨致远、李云迪、何炅、
陈艾森、彼得˙纳普（英国）、艾汐（罗马尼亚）、克里斯蒂安特文南焦万尼尼（意大利）、大卫˙戴博
（美国）、王蓓蓓、汪涵、孟明毅、黄瀞亿、梁佩诗、岳雷、傅潇霄、罗达伦、蒋友柏、邓亚萍、韩庚、
汤子嘉、汪小菲、张朝阳、张琳、张欣、陶哲轩、伍丽群、黄英贤、于晓光、唐诗咏、江疏影、姚橹……



大本钟奖之璀璨未来奖

2019年，在英国国家议会大厦举行的大本钟奖全球代表年度会议
上，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的金融政治精英和影视制作人、大
本钟奖全球十大杰出青年获奖者莫里莎•科尔曼提议，开设优秀儿童及
少年的全球评选，从更多的领域和更低的年龄层发掘影响本国及世界
未来的人才。该项提议得到了来自全球五大洲代表的一致同意。大本
钟奖唯一颁发给18岁以下的优秀儿童&少年的奖项由此诞生。



历届部分获奖人



历届部分获奖人



中国国家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

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张继科、马龙

围棋世界冠军柯洁

花样滑冰世界冠军闫涵

乒乓球奥运冠军马龙

体育类界别——大本钟奖之赫拉特勒斯奖

篮球领军人物姚明

历届部分获奖人

游泳世界冠军宁泽涛



奥运跳水冠军陈艾森

羽毛球世界冠军李宗伟
（马来西亚）

中国国家排球队总教练
郎平

斯诺克世界冠军傅家俊（香港）、丁俊晖

速滑冬奥冠军刘少林（匈牙利）、刘
少昂（匈牙利）

游泳奥运冠军
内森·阿德里安（美国）

2019年度大本钟奖之赫拉特勒斯奖体育类，排球奥
运冠军朱婷位列第二

历届部分获奖人 体育类界别——大本钟奖之赫拉特勒斯奖



凯拉·卓别林（卓别林孙女）陈奕迅（香港） 方文山（台湾）

江疏影汪涵 唐诗咏（香港） 王嘉尔（香港）

演艺歌手类界别
大本钟奖之金独角兽奖
大本钟奖之伊丽莎白奖
大本钟奖之金鸥奖

黄恺杰（香港）

历届部分获奖人



演艺歌手类界别
大本钟奖之金独角兽奖
大本钟奖之伊丽莎白奖
大本钟奖之金鸥奖

何炅

尼坤（泰国） 于晓光

姚橹

赵雷

董琦

李宗翰

历届部分获奖人



李淳（美国）秋瓷炫（韩国） 王霏霏

高圣远（美国）

常石磊齐秦（台湾）

上海戏剧学院《白蛇》获2018年度大本钟奖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奖

演艺歌手类界别
大本钟奖之金独角兽奖
大本钟奖之伊丽莎白奖
大本钟奖之金鸥奖

历届部分获奖人和机构



科学家、声乐、乐器类及其他类别
大本钟奖之金独角兽奖、
大本钟奖之伊丽莎白奖、
大本钟奖之金鸥奖、
大本钟奖之金桑树奖

英国杰青/国际拓展奖梁愷庭——首位香港歌手
以两文三语在英国伦敦国会演出

犹太裔小提琴家/剑桥大学里奥·埃佩尔

斯坦福大学创
业家邹昊

数学界“诺奖”获得者陶哲轩（澳大利亚/美国） 魔术师王思

咏春传人 李振邦（香港）

历届部分获奖人

陶艺家邱芙蓉



小提琴演奏家陈佳峰

钢琴演奏家肖荻意大利歌剧演唱家王蓓蓓

钢琴演奏家李云迪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科学家颜宁

大提琴演奏家张泓

画家袁馨 摄影师林海音

科学家、声乐、乐器类及其他类别
大本钟奖之金独角兽奖、大本钟奖之伊
丽莎白奖、大本钟奖之金鸥奖、大本钟
奖之金桑树奖、大本钟奖之神工奖

历届部分获奖人

设计师王璐



历届部分获奖人和机构

丁俊晖获
大本钟奖
得到世界
斯诺克协
会官网的
报道和关

注

汇丰、普华永
道、和讯网等
获得大本钟奖
奖项企业类
（大本钟奖之
金桑树奖）



关注教育 百年大业 杰出青年将与大本钟奖组委会共同
未来拓展中国地区教育领域市场

中科大
英文官
网刊登
校友荣
获大本
钟奖

2017年度大本钟奖在上海游艇会举办的慈善
公益颁奖仪式，为英国曼彻斯特大学颁奖，
左一和右一均为英国驻上海总领馆官员。

英国卡迪夫校长发表卡迪夫获得2019年度
最受推崇国际大学奖的获奖感言



2017大本钟奖城市排行榜（最受海外青年推崇）

中国实践一带一路杰出城
市排行榜(前20位):1.江
门、2.西安、3、杭州、4.
厦门、5. 南京、6. 广
州、7. 北京、8. 自贡 、
9. 成都、10. 济南、11.
上海、12. 延安、13. 银
川、14. 青岛、15. 重
庆、16.乌鲁木齐、17. 海
口、18. 兰州、19. 深
圳、20. 南昌

中国实践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城市排行榜(前20位):1.
重庆、 2 . 杭州、 3 . 江
门、4. 武汉、5. 广州、
6. 北京、7. 大连、8. 上
海、9. 天津、10. 苏州、
11. 深圳、12. 绵阳、13.
成都、14. 昆明、15. 沈
阳、16. 合肥、17. 长
沙、18. 青岛、19. 郑
州、20. 泉州

▼ 江门日报2017年11月27日头版头条



2017大本钟奖城市排行榜（最受海外青年推崇）

中国旅游目的地城市排行榜(前20位):1. 厦
门、2. 拉萨、3. 杭州、4. 香格里拉、5. 敦
煌、6. 北京、7. 郴州、8. 福州、9. 石家
庄、10. 成都、11. 泰安、12. 喀什、13. 大
理、14. 呼和浩特、15. 长春、16. 太原、1
7. 柳州、18. 广安、19. 张家界、20. 长沙

世界旅游目的地城市排行榜(前20位):1. 伦
敦、2. 香港、3. 纽约、4. 巴黎、5. 哈瓦
那、6. 维也纳、7. 东京、8. 威尼斯 、9.
曼谷、10. 巴厘岛、11. 雅典、12. 新加坡、
13. 迪拜、14. 布达佩斯、15. 洛杉矶、16.
苏瓦、17. 罗马、18. 蒙特利尔、19. 悉尼、
20. 首尔

郴州市委宣传部郴州新闻网发布▶



2017大本钟奖品牌排行榜（最受海外青年推崇）

全球品牌影响力排行榜(前20位):1.可口可乐、2. 宾
利、3. 哈根达斯、4.肯德基 、5. 微软、6.苹果、7. 
百达翡丽、8. 阿里巴巴、9. 阿迪达斯、10. 亚马逊、1
1. 星巴克、12. 爱马仕、13. 迪斯尼、14. 资生堂、1
5. 麦当劳、16. 劳斯莱斯、17.英特尔 、18. 百事可
乐、19. 通用、20. 卡地亚

全球时尚品牌排行榜(前20位):1. 香奈尔、2.路易?威
登 、3. 阿玛尼、4.爱马仕 、5. 卡地亚、6.圣罗兰 、
7. 古奇欧·古驰、8. 迪奥、9、普拉达、10. 巴宝莉、
11. 纪梵希、12. 范思哲、13. 卡尔文·克莱恩、14.百
达翡丽 、15. 切瑞蒂、16. 施华洛世奇、17. 胡戈·波
士、18.欧莱雅 、19. 登喜路、20. 万宝龙

中国品牌影响力排行榜(前20位):1.百雀羚、2. 阿里巴
巴、3. 格力、4. 平安、5. 腾讯、6. 百度、7. 海尔、
8. 全聚德、9. 茅台、10. 万科、11. 长安汽车、12. 
一汽红旗、13. 云南白药、14. 金龙鱼、15. 张裕、16. 
华为、17. 美的、18. 苏宁、19. 娃哈哈、20. 京东

中国时尚品牌排行榜(前20位):1.七匹狼、2. 例外、3. 
达芙妮、4. 摩安珂、5. 利郎、6. 朗姿、7. 海澜之
家、8. 江南布衣、9. 李宁、10. 逸上、11. 播、12. 
贵人鸟、13. 简爱、14. 雅戈尔、15. 速写、16. 汉
崇、17. 载思、18. 观奇洋服、19. 波司登、20. 维欧

中国新锐品牌影响力排行榜(前20位):1.KC100(服
装)、2、御文化、3、江小白、4. 喜茶、5.西少
爷、6. 花+、7. Unawares(服装)、8.燃点、9、C2H
4 LA(服装)、10. 野兽派、11.石榴集、12.N3XISM_
STUDIO(服装) 、13. 蛋壳公寓、14. 三只松鼠、1
5. 云上会 、16. GOOHEAVENS(服装) 、17. 依门刀
客、18. 脉度良子、19.FACSIMILE FOR FMACM(服
装)、20. 纯悦生活



商务赞助伙伴



合作伙伴

2018年度全球华裔小姐先生大赛冠军（男生）

2018年度全球华裔小姐先生大赛
冠亚季军（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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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2016年10月17日头版头条▲
郴州新闻网▶

VICTORY



江门日报
头版头条

企业奖
颁奖

日本大使馆
官员颁奖

公布
候选人



2017年度大本钟奖（伦敦）
慈善公益颁奖典礼现场

台湾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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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大本钟奖全球慈善公益颁奖典礼暨
第十八届世界精英青年领袖高峰会揭幕仪式，
左起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家族成员/英国华人工
党创始人凯蒂布莱尔（谢锦霞）女爵士、英国
上议院议员乌鼎女伯爵、大本钟奖华裔创始人
李俊辰教授、第八世斯特维尔男爵、英国卡迪
夫大学校长科林里奥丹。

年近9旬，连任四届英国伦敦哈林盖市长的希
拉•皮科克(Sheila Peacock)获颁2019年度大本

钟奖终生成就奖▼

陈奕迅接受
创始人李俊辰颁发

大本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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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浏览

颁奖典礼现场，上图为志愿者合影留念



图片浏览

张讴（右四，中央电视台高级编导）、任泉（左三）、
郑铁(左二，中国国贸集团）等获2017年度大本钟奖荣
誉，大本钟奖2015年度终生成就奖大卫˙戴博（左四，
中央党校客座教授、原美国驻英国大使馆商务处参赞、
美国康奈尔大学校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院戴博家族
基金会执行人）、中信旅游集团代表李继光、大本钟奖
加拿大选区副主任孙德越等在北京举办的颁奖仪式上为
获奖人颁奖。

◀ San
Power
Group

皇朝集团
总裁林奕
权获大本
钟奖全球
十大杰出
华人青年
奖 ▶



图片浏览

▲图右二为韩国驻英公使，左一为爱国将
领张治中外孙女朱小久律师（中国驻英国
大使馆法律顾问，英国青联法律顾问）

▲大本钟奖慈善酒会

大本钟
奖颁奖
典礼慈
善拍卖
环节▶



     

     

英国首位华人市长陈德樑（右一）
为李云迪颁发2016年度大本钟奖
全球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 于晓光获大本钟奖之金独角兽奖

最受推崇男主角（电视类）

图片浏览



典礼花絮



图片浏览



团队成员



感谢您的观看！

具有国际化基因的大本钟奖让华人与世界的沟通多了一个渠道，所
有的青年朋友、有识之士与事业有成的长者交流沟通，促进发展。慈善
公益与艺术和文化与外交有着天生的善意，为了塑造和平与美好，外交
手段是避免战争的手段，为了铸就美的形态和意识，公益及艺术和文化
更是将其“真善美”融入给了人类。在国际舞台传播善，用艺术缔造爱，
这是所有关注慈善和公益的朋友所乐于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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