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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多· 欧赛赛(Aldo Olcese ，1957 年生于特土安市)是金融经济学博士及经济和企业
管理学学士。他在 43 岁的时候入选皇家经济和金融学院（RACEF）院士，成为该学院
最年轻的成员, 并担任该机构下属企业管理学部负责人八年之久。
近二十年来，阿尔多· 欧赛赛一直是企业社会责任及企业管理经济思潮的领头人，成为
该思潮在西班牙的领军人物， 这成为他入选皇家经济和金融学院院士的理由，并成为西
班牙人文学科最重要的学者。
阿尔多· 欧赛赛出版了一系列的经济学著作（超过十部），其中特别突出的是近期出版
的«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变化的引擎» 一书。 该书 2014 年由麦格劳·希尔（McGraw
Hil）出版, 西班牙经济部长路易斯· 德·金多斯（Luis de Guindos）为其撰写了前言和
介绍，该书后被西班牙企业组织联合会（CEOE）选中，印制专版，分发给为其所有会
员。 阿尔多· 欧赛赛的另一著作«人文资本主义», 由马尔希尔·彭斯（Marcial Pons）
出版社出版; «负责并可持续发展企业手册», 由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出版后，成
为国际畅销书，还有«优良企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一书， 也是由马尔希尔·彭斯
（Marcial Pons）出版社出版。
其«企业社会责任协议: 负责任和可持续性发展企业的新经济建议»一书，由
皇家经济和金融学院（RACEF）在 2007 年出版发行， 成为西班牙大企业引入企业社会
责任的重要参考文献。这部著作的编写得到了一个咨询小组的支持，这个小组由桑坦德
银行集团主席埃米里奥·博汀（ Emilio Botín ）和 Mercadona 连锁超市集团主席胡
安·罗伊（Juan Roig）共同主持，这两位企业家均被认为西班牙有史以来最为出色的企
业家。
阿尔多· 欧赛赛的另一部作品«价值的创造和 Ibex 35 企业的社会责任»" (皇家经济和金
融学院（RACEF）于 2011 年出版)， 是第一部通过价值和经济数据分析企业社会责任
的积极效果的书籍。
从 2000 年到 2010 年，阿尔多· 欧赛赛一直是西班牙 IBEX 35 企业社会责任观察家组
织的负责人，通过这一平台，他一直努力在大企业中真正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做法。
在 2006 年至 2008 年期间，阿尔多· 欧赛赛负责领导企业管理改革和公共部门职能改
革，并负责制订政府公务员行为和道德规范准则和部长委员会良好行为准则。 目前他是
企业社会责任国家委员会为数不多的几位独立委员和上市公司企业管理统一准则改革专
家组的成员。

在 2000 年至 2006 年期间，作为西班牙金融分析研究所和金融研究基金会的负责人，阿
尔多· 欧赛赛曾经参与了西班牙和欧洲重要的金融改革。他把金融研究基金会变成了从
企业道德，透明度和优良管理出发进行自由经济改革的经济金融思潮的研究中心，并在
卸任时被该组织命名为终身名誉会长。该组织目前是西班牙首相担任名誉会长的唯一一
家私人机构。以该组织为平台，阿尔多· 欧赛赛领导欧洲金融市场改革工作，确定西班
牙在里斯本条约制定过程中的谈判立场，并建立了企业管理和国际经济及八国集团国家
观察站。
阿尔多· 欧赛赛是经济，金融和企业三个领域的专家。
在企业界阿尔多· 欧赛赛亦担任过多家企业的高级管理职位。他曾任法国兴业银行
（banco Société Générale）顾问委员会主席，德国电信集团（ Deutsche Telekom） TSystems 的顾问委员会主席， 该企业是欧盟系统集合领域的领军企业。他还曾任美国贝
恩咨询公司（Bain and Co） 西班牙分公司的总裁，这家美国公司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战
略咨询公司。他曾任 Pascual 奶业集团的董事会成员，Iberagentes 证券公司董事会成
员，Iberbolsa 动产投资公司总裁，西班牙文化和视听产业创建者联合会主席，并在
2010-2011 年领导了知识产权改革和网络保护工作。同时，他还担任过爱立信
（Ericsson），毕马威国际会计师事务所(KPMG), Telepizza, 摄于意大利的桑坦德消费
者银行（Santander Consumer Bank en Italia）等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和桑坦德大学
（Santander Universidades）顾问。
目前，阿尔多· 欧赛赛担任其自己的投资顾问公司 Fincorp Mediación 的总裁，顾问委
员会主席，风险投资咨询公司 Private Equity y Capital Riesgo Suma Capital 的顾问委员
会主席，同时担任西班牙第一个有效能源基金 Energy Efficiency Fund FCR 的主席; 西
班牙贸易银行（ Banco de Negocios Español N+1）的高级顾问, 和摩洛哥最大的银行
Attijari Wafa Bank 的顾问。他还担任属于 Ibex 35 的众多西班牙上市公司和银行在管理
和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独立顾问，世界一流的企业和金融重组公司奥迈企业顾问公司
（ Alvarez & Marsal ）的高级国际顾问 , 技术书籍出版社和数码教育平台服务商麦格
劳·希尔(McGraw-Hill)的顾问，以及西班牙首屈一指的 wifi 和卫星通信公司 EURONA
的顾问。
阿尔多· 欧赛赛是 2015 年 10 月 5 日和 6 日在马德里举行的第一届世界购物旅游和经济
峰会的主席，这是关于高附加值旅游活动的第一次世界级会议。
阿尔多· 欧赛赛还积极参与西班牙和国际范畴的慈善和教育活动。他是教育为就业基金
会(EuropeEFE)的主席， 该组织是阿拉伯世界推动教育和就业的最重要的机构， 两万多
名阿拉伯青年通过该机构在约旦，摩洛哥，突尼斯，埃及，也门和巴勒斯坦找到了其第
一份工作。目前该机构也在西班牙，阿根廷，南非和巴西等国推动青年人就业项目。 他
还是罗马皇家艺术学院理事，马德里网球大师赛组委会主席和工业家俱乐部副主席，并
领导关于西班牙国际工业战略联盟的工作。

阿尔多· 欧赛赛是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基金会
最资深的理事，并担任企业管理学博士生质量委员会(ADE)的独立委员。在其就任社会
研究和分析基金会(FAES)理事的十年期间，他领导了欧洲货币共同市场，西班牙家庭企
业，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及世界自由经济，西班牙的国家储蓄所私有
化和新农业工业政策等项重要的工作。
他还担任独立基金会的副会长，这家机构是西班牙最早的推动民间自由思想的组织，成
立于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统治结束后的政治过渡期。
在教育领域，他是西班牙纳瓦拉大学（Universidad de Navarra）和 IE 商学院（Instituto
de Empresa，以及意大利热那亚大学(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Genova)的客座教授。
在过去的 15 年间，阿尔多· 欧赛赛在西班牙国内外做了 300 多次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和
管理的讲座。他是联合国和欧盟的企业社会责任全球报告倡议的主讲人，广为宣传企业
社会责任和管理方面的知识。在 2012 至/13 年，应欧盟委员会成员巴尼耶（Michel
Barnier）请求，他主持编写了«西班牙企业社会责任现状报告-对欧洲的建议»一书。

在科技创新领域，他推动了数码产业的一系列重要的项目， 如 Servicom, 该企业是西班
牙第一个互联网服务供应商 (ISP)，后被 Retevisión 收购; Marco Polo Investments
SCR,是最大的新科技投资基金，拥有资本 1 亿 2000 万欧元。 最近他还创立了第一家互
联网人工智能孵化器。
阿尔多· 欧赛赛曾经代表民事社会， 参与并领导了西班牙经济现代化的五次重要的改
革， 包括 1)20 世纪 80 年代的证券市场改革 2) 2006 年的企业管理改革 3) 2007 年的政
府机构职能改革 4) 2005 年的欧洲金融市场改革,这是欧盟范畴最重要的改革之一 5)
2011 和 2012 年的知识产权改革及其在互联网的应用
以上诸多成就使阿尔多· 欧赛赛赢得了盛誉并成为民间推动企业经济的重要领导人，在
当今社会发挥着重要的和恰如其分的作用。
2010 年阿尔多· 欧赛赛被«领导者»杂志评选为 2009 年度最佳领导者，这是该杂志第二

十三届颁奖，旨在表彰传统资本主义概念的人文和改革领导者。
2006 年，经政府首相建议，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向 阿尔多· 欧赛赛授予民事成就

大十字勋章，以表彰其对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和优良管理的特殊贡献。在授勋仪式上，政
府副首相兼经济部长佩德罗·索尔维斯（Pedro Solbes）这样评价他:
“阿尔多· 欧赛赛是一位不受意识形态影响，被所有人喜爱和尊重的独立的经济学家，

他能够超越西班牙政治中常见的无条件结盟和各种压力，保持独立性，对我们生活的社
会的整体利益和改善拥有特别的敏感性，并坚持道德规范和透明”。

“阿尔多· 欧赛赛是新资本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坚持不懈的斗士，成就突出，

因而获得了国家最高荣誉奖，他是民事社会维护民主，道德和国家利益的杰出代
表……”。
阿尔多· 欧赛赛的在国际上的贡献也得到意大利总统，摩洛哥国王和卢森堡大公等国家
首脑的承认和表彰，他们为其颁发了这些国家的最高嘉奖: 意大利共和国大官佐勋章
（Grande Ufficiale dell’Ordine del Merito） 和司令勋章（Commendatore），摩洛哥皇
室司令勋章（Comendador de la Orden del Trono ）和卢森堡公国民事成就司令勋章
（Comendador de la Orden del Mérito Civil del Gran Ducado de Luxemburgo)。
2010 年 阿尔多· 欧赛赛被位于意大利热那亚附近的圣欧赛赛镇（Sant’Olcese）授予名

誉市民称号，这是其父亲祖上的家乡。对此，阿尔多· 欧赛赛说，“这一荣誉让我从内
心深处感动，我非常感谢生活给予我的厚待”。

如需更多信息，请您登陆以下网站: http://www.aldoolcese.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