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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最新部分出版物 
New Additions to CCG's Extensive List of Published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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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成功发起举办
聚焦人才发展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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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智库报告 2015》发布 CCG 位列中国社会智库首位

智库建设创新实践  打造中国最佳社会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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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气候变化与能源研讨会  美能源部助理部长出席

人物

王俊峰：让中国法律人赢得国际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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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潮涌：我们要求创始人和团队要具备 4P

易珉：让地铁提高人们生活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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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群怡：卓尔不群 怡然其芳

吴云前：创业要坚持 , 要自知

研究

王辉耀：新常态下企业、企业家如何做慈善公益

郑永年：供给侧改革要回答什么问题

建言献策

完成 2016 年“去库存”任务 需要放开农村宅基地流转限制

关于高校去行政化弹性管理的建议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CCG) 年度报告

活动   

2016 年 CCG 部分活动一览

2016 年 1 月 17 日 ,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CCG)

与 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举行。百位国内

人才研究领域知名专家和学者、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和企

业界人士共聚一堂 , 充分发挥资深人才专家智力密集的优

势 , 深入交流“十三五”规划实施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

战及应对 , 共同探讨如何尽快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

人才制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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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undreds scholars and experts in talent 
study,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business executives 
gathered at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Hotel to attend 
the "China Talent 50" Roundtable Forum. The event, 
co-sponsored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at the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ed how to addres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implement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and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talent development system in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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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社会智库的政策影响力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全球

智库报告 2015》近期发布，在这份最具权威性全球智库研

究发展报告中，CCG 入选全球最值得关注智库 100 强、全

球最佳社会智库 50 强 , 在全球智库综合排名 175 强榜单中

位列第 110 位，并在中国顶级智库中排名第七 , 社会智库排

名第一 , 表现亮眼，这归功于 CCG 成立以来的创新发展实

践。多渠道、多形式地提升政策影响力，通过丰富多样的成

果与活动提升社会影响力，通过广泛合作、积极发声提升国

际影响力。

本届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创新引领作用”和“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提出 2020 年迈进创新型国

家和人才强国行列的目标，特别是提出要“实施更积极、更

开放、更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正式颁布的十三五纲要中

也特别强调“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人才作为支

撑发展的第一资源，加快推进人才发展体制和政策创新，构

建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提高人才质量，优化人才

结构，加快建设人才强国”。

今年二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今年三月，公安

部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 20 项出入境政策措施正式实施，其

中 10 项政策措施系根据中关村创新发展的定位、特点和实

际需求量身打造，并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

这是两厅印发《意见》后地方的第一个试点。CCG 作为唯

一智库全程参与了该项课题的研究，所提出的多项建议被采

纳。作为国内最为领先的国际人才研究智库，CCG 多年来

一直呼吁吸引国际人才以参与人才竞争，致力于相关政策的

研究。本次中关村新政 CCG 从倡导，到全面参与起草，推

动政策出台，到宣传该政策，成为社会智库全程推动政策出

台的典型案例。

新的一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继续在人才国

际化领域探索创新。2016 年 1 月 17 日，由 CCG 与西南

卷首语

苗绿  博士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

2016 年 3 月 5 日 

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

在京举行。百位国内人才研究领域知名专家和学者、政府有

关部门领导和企业界人士共聚一堂，充分发挥资深人才专家

智力密集的优势，深入交流“十三五”规划实施给中国带来

的机遇和挑战及应对，共同探讨如何尽快建立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中国人才制度优势。CCG 将继续打造“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这一“智库中的智库”品牌，坚持深入优先实

施人才强国战略，聚焦中国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热点、

难点问题，努力架设起学术研究、企业人才与公共政策之间

的沟通桥梁，为提升中国人才理论发展、推动中国人才学的

建设，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为人才强国战

略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建言献策。

2016 年 1 月 25 日，“中美能源与气候关系：领导力

与合作圆桌会”在 CCG 北京总部举行 , 美国能源部助理部

长乔纳森·埃尔金德（Jonathan Elkind）出席圆桌会并发

表主旨演讲，这是继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波兰前副总理格泽

高滋 .W. 科勒德克、非洲开发银行行长 Donald Kaberuka

等国际政要、学者访问后，CCG 组织的又一次成功的国际

交流活动。

本期的封面人物是 CCG 副主席王俊峰，从国家机关到

下海创业，从国际化律师事务所的掌门人到中国律师行业的

引领者，他始终怀着推动中国法治建设和律师行业发展的理

想锐意进取。今年，他第九次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建

言献策，并带来多个提案及发言，继续为法治进步积极发声。

本期的理事风采，讲述了 CCG 副主席汪潮涌，CCG 常务

理事陈宁、王丽、吴云前、徐涛、易珉、郑群怡的精彩故事，

分享他们对创业、对管理的感悟。

中国实施创新发展战略需要集众智汇众力，中国智库

的创新发展更需要各界有识、有志之士的共同努力。CCG

愿与更多关注中国智库发展的朋友共同探索、创新，为提升

中国智库的影响力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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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2016 京城国际商务精英新春联谊会

2016 年 2 月 27 日晚，在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酒店 7 层宴会厅，华灯初上、欢歌笑语，洋溢着节日

的喜庆气氛， 2016 京城国际商务精英新春联谊会”在这里隆重举行。本次新春联谊会由欧美同学会

商会、2005 委员会、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北京海外高层次人才协

会、北京市朝阳区高端商务人才发展中心联合主办。

200 余位社会各界嘉宾欢聚一堂，共贺猴年新春。

新春联谊会由欧美同学会商会秘书长李世

昌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秘书长苗绿博士共同主

持，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名誉会长、CCG

主任王辉耀、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毛大庆、

2005 委员会副理事长成长青、北京海外高层次

人才协会会长张辉、北京市朝阳区高端商务人

才发展中心主任菅进军发表了新春贺辞，代表

主办机构向来宾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及美好的新

春祝福。席间，大家相互举杯、共叙友情，送

上了新春最美好的祝愿。

2016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for Beij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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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NEWS
图片新闻

2016CCG 理事上海新春交流会

2016 年 2 月 25 日，2016 CCG 理事上海新春交流会在上海科学会堂健壹公馆圆满举行。三十余

位上海地区的 CCG 理事和朋友，包括海归企业家、跨国公司高管、“千人计划”专家、知名学者等

社会各界精英人士出席了本次交流。CCG 秘书长苗绿博士向各位嘉宾介绍了 CCG 智库建设的历程和

经验，CCG 主任王辉耀博士与嘉宾就 CCG 未来

在上海的发展进行了交流。

参加交流会的 CCG 理事和嘉宾们围绕“智

库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人才工作”、“中

国企业国际化”、“智库的建言献策作用”、“科

技创新与人才流动”等与 CCG 研究、发展相

关的领域展开了热烈讨论，同时就 CCG 未来

在上海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宝贵建议，并表示愿

意帮助、支持 CCG 在上海开展工作，发挥智

库作用，推动社会政策的改进完善。

2016 CCG Council Meeting for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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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ST NEWS AND HAPPENINGS
动态

CCG 动态

CCG 主任王辉耀出席“2015-2016 中
国 CSR 贡献榜高峰论坛暨颁奖典礼”并
发表演讲

2016 年 2 月 2 日，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5-

2016 中国 CSR 贡献榜高峰论坛暨颁奖典礼”在京举行，

旨在共同探讨、分享，建立以创新、共享、互利、责任为本

质的新商业文明。活动现场，出席嘉宾与企业就“共享繁荣 

商业良心”这一主题，对新常态下企业如何做慈善、怎么做

公益进行了解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出席本次活动并发表题为“新常态下企业、企业家如何做慈

善公益”的主旨演讲。

第二届“发展与展望圆桌论坛：国外人才
与智力引进工作研讨会”成功召开 CCG
主任王辉耀参加并主持会议

2016 年 2 月 24 日，由西南财经大学主办，中国国际

人才专业委员会协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西南

财经大学发展研

究院承办的第二

届“发展与展望

圆桌论坛：国外

人才与智力引进

工作研讨会”在

西南财经大学柳

林校区召开。来

自 四 川 省 外 专

局、四川省公安

厅出入境管理局、四川省对外友好协会、成都市外专局的领

导，国家外专局“中国引进国外人才和智力报告蓝皮书项目”

项目组成员、国家千人计划代表、国外人才代表、企业界代

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代表、西南财经大学领导及学者等近

30 名嘉宾参加会议。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杨丹教授出席会

议并致开幕辞。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发展

研究院院长王辉耀教授主持会议。

《全球智库报告 2015》发布 CCG 位
列中国社会智库首位

2016 年 1 月 27-28 日，美国宾夕法尼亚

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

2015》在世界银行、联合国总部等全球80多个地点同时发布。

在本次发布的 2015 全球智库排名中，中国与全球化智

库（CCG）在多项榜单中有突出表现：在全球智库综合排

名中位列全球智库第 110 名；入选全球最佳社会智库 50 强；

在中国顶级智库

排行榜中排名第

7，位列社会智

库第 1 位；入选

亚洲大国（中国、

印度、日本、韩

国）智库榜单；

入选全球最值得

关注智库100强。

CCG 主办中美气候变化与能源研讨会 
美能源部助理部长出席

2016 年 1 月 25 日，“中美能源与气候关

系：领导力与合作圆桌会”在 CCG 北京总部举行。本次圆

桌会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和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 主 办， 并

获得北京国际能源

专家俱乐部支持。

美国能源部助理部

长 乔 纳 森· 埃 尔

金 德（Jonathan 

Elkind）出席圆桌

会 并 发 表 主 旨 演

讲，与出席圆桌会的嘉宾就中美能源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充分

的交流，并接受媒体采访。

本次圆桌会旨在分享美国能源与气候领域的相关经验，

就中美在能源与气候领域共同面对的问题、应对的方式以及

如何开展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CCG 主任王辉耀首先发表致

辞，CCG 副主任刘科主持圆桌会。新华社、中新社、中国日报、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界面网等媒体代表参加圆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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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与环球网联合推出两会高端系列
访谈“奔跑——国计大势”

两会期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与人民日报旗下环球网联合推出系列高端访谈节目“奔跑 --

国计大势”，采访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学者专家、企业家，

就两会热点话

题进行探讨。

本 次 活 动

由 CCG 全 程

参与节目策划、

选题拟定和嘉

宾 邀 请，CCG

主 任、 国 务 院

参事王辉耀博士，全国政协委员、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和董

事长、CCG 副主席曹德旺，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

会会长、金杜律师事务所创始人、CCG 副主席王俊峰，法政

集团董事长、王府学校校长、CCG 副主席王广发 , 优客工场

创始人、CCG 常务理事毛大庆，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

伙人、CCG 常务理事陶景洲，麦可思公司创始人、CCG 常

务理事王伯庆，搜狗公司 CEO、CCG 研究员王小川就慈善

法草案、依法治国、共享经济、互联网 +、教育改革、人才

发展等两会热议话题发表观点。CCG 执行秘书长苗绿受邀

担任此视频节目主持人。

CCG 与达信联合举办“2016 海外投
资风险与机遇研讨会”

2016 年 3 月 4 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CCG）和达信 (MARSH) 联合举办的“2016 海外投资风

险与机遇研讨会”在中国大饭店举行。

中 国 与

全 球 化 智 库

（CCG）秘书

长 苗 绿、 达 信

中 国 区 CEO

李铭首先发表

致 辞， 会 上 分

享了《2016 年

全球风险报告》

的主要成果。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

国，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

易学会中美欧研究中心共同主席何伟文分别做了主旨演讲。

CCG 秘书长苗绿出席第六届投资美国
高峰论坛并参与研讨

2016 年 3 月 12 日，由非盈利移民协会

（PBISS）和外联出国顾问集团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投资美国

高峰论坛在上海盛大开幕。峰会邀请到包括前美国驻华大使

骆 家 辉、 上 海 美

国商会会长肯尼

思· 贾 勒 特 在 内

的 重 量 级 嘉 宾，

并特邀美国州政

府 官 员、 移 民 局

官 员、 权 威 律 师

和经济学家以及

房产、保险、税务、教育机构代表等共襄盛举，就“中国企

业全球化、美元投资多元化、海外身份规划、全球资产配置、

美式精英教育、中美孵化器与天使投资”等主题展开巅峰对话。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创始人、秘书长苗绿出席本

次活动并参与研讨，从智库研究的角度分享中国企业投资美

国的新趋势和相关建议，解析中国企业的美国本土化之路。

CCG 主任王辉耀出席“移民和城市政策
研讨会”并发表演讲

3 月 17 至 18 日，由国际移民组织（IOM）

和国际劳工组织（ILO）主办的“移民和城市政策研讨会”

在广州举行，就城镇化和人口流动增长的全球趋势、管理人

口流动的机遇

和 挑 战、 良 好

治理城市环境

中的人口流动

需要伙伴关系、

公共政策和城

市中移民的融

合等议题展开

深入交流。

广州市副市长谢晓丹与外交部、发改委、公安部出入境

管理局、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广

州市发改委、广州市外办等部门代表，以及国际移民组织国

际合作和伙伴关系部、国际劳工组织中蒙局、欧盟驻华代表

团、米兰市政府市长办公室等国际机构高级代表出席研讨会

并发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出席研讨

会并做主题演讲。

LATEST NEWS AND HAPPENINGS
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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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2016 年会举行

2016 年 2 月 3 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6 年会在京举行，

CCG 北京总部员工以及来自北方院、南方院、东莞院的代表共五十余人

参加。

CCG 主任王辉耀总结了 CCG 在 2015 年取得的

成绩，对 CCG 在 2016 年的发展作出展望。

CCG 主任助理马林全面回顾了 CCG 过去一年

在建言献策、课题研究、大型活动、媒体影响等各方

面的收获。

CCG 主任王辉耀、CCG 执行秘书长苗绿向获得

2015 年年度贡献、优秀团队、勤奋敬业人员等奖项的

员工和部门颁发奖状，鼓励大家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年会上，CCG 各部门员工带来了别出心裁的拜

年视频，为 CCG 及全体同仁送上真挚祝福。大家精

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目，并踊跃投入到游戏和抽奖

环节中，现场欢声笑语，高潮迭起，为乙未岁末画上

圆满的句号。

LATEST NEWS AND HAPPENINGS
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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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银信助力天涯社区 贴身打造支付服务平台 

2015 年 12 月 21 日，商银信支付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与天

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达成两个平

台级合作，商银信将为天涯社区提供电子钱包托管、支付结算、

会员卡发行、积分管理等综合支付解决方案。商银信是国内第

三方支付行业的早期践行者，这次合作将对天涯社区后续的发

展转型起到关键性的作用。CCG 常务理事、商银信董事长林耀

介绍，以支付环节作为服务的入口，让用户快速实现信息对称，

降低用户在每一个链条中的成本，迅速便捷完成交易，同时未

来也可以通过在天涯这里积累的数据，提炼出用户的消费习惯

和征信状况，更好地为用户服务。 

吴云前荣登“在外杰出温商 30 人”榜单 

2016 年 2 月 24 日，首届“世界温商”对话会暨世界温

商百名风云人物颁奖典礼在温州市人民大会堂举行。本次活动

历经一年多的初评、登报公示、公众投票、专家评审等层层筛

选，CCG常务理事、百年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云前荣获“在

外杰出温商 30 人”重量级奖项。温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张

耕表示，温州“因商而兴，因商而名”，温商是温州经济最重

要的推动力。他希望借助这场对话会，让更多的国内外企业家

和温商进一步了解温州，共同开创温州发展的美好未来。 

MEMBERS LATEST NEWS
理事动态

理事动态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邀请麦可思为毕业生及新生作
评价报告分析解读会 

2015 年 12 月

23 日，黄河水利职

业 技 术 学 院 为 进 一

步 创 新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加 强 对 毕 业 生

人 才 培 养 质 量 和 新

生 入 学 适 应 性 状 况

的 深 入 了 解， 召 开

麦可思毕业生及新生评价报告分析解读会，CCG 常务理

事、麦可思公司创始人、总裁王伯庆与副总裁周凌波，就

学校 2014 届毕业生跟踪调查、2014 级新生入学适应性等

方面进行了分析解读。报告会结束后，黄河水利职业技术

学院与麦可思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双方将在

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教育管理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上海鼎翊——第一财富论坛北京圆满闭幕 

2016 年 1 月 16 至 17 日，“第一财富论坛 -2016 北

京峰会”在北京会议中心顺利召开，500 位保险理财师和

1100位高净值人士聚首京城，共襄盛举。大会主题“传承财富，

接力中国”，CCG 理事、上海鼎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大会主席李海峰先生进行开幕致辞。他表示在中国居民财富

急剧膨胀的大背景下，人们不仅需要养成财富增值的意识，

更需要对财富进行科学的管理和正确的引导，希望论坛能汇

集名家智慧、解读政策指向、共论资产配置、诠释价值定义。 

张剑炜获发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2015 年 11 月 16 日，常州市公安局举行仪式，常州市

副市长、公安局长常和

平 为 CCG 常 务 理 事、

加拿大庞巴迪公司（集

团）副总裁、庞巴迪中

国总裁兼国家首席代表

张剑炜博士及其妻子郭

颖颁发“绿卡”，即外

国人永久居留证。作为庞巴迪公司（集团）中国总负责人，

张剑炜博士一直致力于将代表世界一流水平的庞巴迪轨道

交通与商用飞机技术向中国引进和转让，积极主导建立了

包括江苏常牵庞巴迪牵引系统有限公司在内的 3 家合资企

业、7 家独资企业，企业产品被广泛应用于中国高速铁路、

城市地铁、城际轻轨和商用、公务飞机等交通领域，为推

动中国轨道交通和航空工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信资本等收购豪威科技 图像传感器巨头贴中国
标签 

2016 年 2 月 2 日，由 CCG 副主席、中信资本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张懿宸带领的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下

文简称“中信资本”）宣布，由其主导的财团已成功完成

对领先的数字成像处理方案开发商豪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Omni Vision Technologies，下文简称“豪威科技”）

的收购。据公开资料，该项收购开始于 2014 年 8 月，

2015 年 4 月正式达成收购协议，2016 年 2 月 1 日最终尘

埃落定。此次收购，买方团由中信资本、北京清芯华创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和金石投资有限公司组成。对中信资本而

言，这是其在美国市场主导的第三个私有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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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POINTS
观点

CCG 观点

我国国际人才服务业愈加重要

我国人才中介服务与国际相比，发展环境上还有

不少限制，特别是高端人才服务业、国际猎头业务发

展还相对滞后。外国人才申办永久居留资格范围扩大

后，相应人才服务需求将随之增加，国际人才服务业

务将愈来愈重要。2015 年 9 月出台的《关于加强外

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中规定，持有永久居

留证的外国人才可以凭证参加职业资格考试、购房、

办理金融业务、子女入学、交通出行、住宿登记、缴

纳社会保险和公积金。除选举权外，几乎在各方面做

到与国民同等待遇 .《意见》还指出 “引导和规范外

国人所在单位、社会中介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依法为

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和在华工作、生活提供社会服务”， 

预计将促进我国人才中介机构向国际化发展。

赋予集体所有土地与国有土地同等的上市流通
权限

现在的宅基地是无偿使用、划拨，类似于上世纪

90 年代之前的城镇住房由单位和国家提供的形式。土

地是供给有限商品，无法持续的为农村人口分配宅基地，

应当让拥有宅基地的农村人口承担土地使用权成本。

将来的农村宅基地市场化，可以先过渡到由集体、

个人共同承担住房成本（这种情况下，宅基地流转获

得的收益两者共同持有），到最后发展为类似当前较

为成熟的城镇住房制度，即规定农村宅基地土地仍为

集体所有，但使用权可以按照市场供需确定价格后流

转；集体所有制土地上市流转，要缴纳一定的土地出

让金后，才能拥有使用权。

可以参照物权法对城镇住房用地的规定，规定农

村土地所有制同样具有 70 年产权，与城镇住房同等

待遇，以此允许城镇资本购买宅基地，取消之前对集

体所有制土地只能卖给农村的限制。

完全放开人口 500 万及以下大中城市的落户限制

户籍制度目前仍是我国劳动力人口流动的主要制

度障碍。《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中对大中型城市的落户还有所限制。

比如规定“在城区人口 50 万至 100 万的城市合法稳

定就业并有合法稳定住所 ( 含租赁 )，同时按照国家规

定参加城镇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在城区人

口 100 万至 300 万的城市合法稳定就业达到一定年限

并有合法稳定住所 ( 含租赁 )，同时按照国家规定参加

城镇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等落户条件。建

议直接放开 500 万人口以下城市的落户。

中国加入 TPP 可作为欢迎美、日等国加入亚
投行的友好示意

中国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持开放、

包容的态度，欢迎各国加入亚投行。目前美国、日本

等国尚未加入亚投行。中国若加入 TPP，可作为友好

示意，欢迎美、日等 TPP 成员国加入亚投行，共同

参与推动亚太经济新的发展。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曾表

示，中国未来有可能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

协议。

中国加入 WTO 之时，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第三

产业占比还比较低。WTO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货物

进出口贸易。以汽车产业来看，入世后第三年，中国

汽车销量就突破了 500 万辆大关；入世后第八年，汽

车产销量第一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产销大

国。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5 年中国汽车产

销量均超过 2400 万辆，分别达到了 2450.33 万辆和

2459.76 万辆。现在中国第三产业的占比已经上升到

了 50% 以上，中国应加大服务业方面的贸易能力，

进行外贸转型升级。而 TPP 主要就是关于服务贸易

和知识产权等软实力方面的协议，会成为继 WTO 之

后中国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新平台。

川商返乡投资带动四川产业转型

四川电子产业发达，超过一半的世界五百强跨国

公司已经落户四川。另外，四川是人口大省，高校云集，

人才辈出，这些都为四川未来向电子产业链上游转型

打下基础。川商可以利用资金、海外科技产业经历等

优势，促进四川与硅谷、印度的科技研发合作，将四

川打造成西部研发创新中心。川商还可以带动四川与

海外的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化解过剩产能。

此外，川商还可以带动四川文化走出去。川菜美食是

四川典型的优势资源，川商可以进一步将川菜文化带

出国门，开展美食外交，促进我国提升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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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观点

2 月 23 日，CCG 副主席、四川省川商总会会长、知名川商——四川新希望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在接受四川新闻网记者专访时表示，新常态下，四川将迎来更

多的机遇，作为川商，“我们乡音未改，要用我们自己的力量，为家乡建设作贡献，

迎来四川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刘永好认为，四川省川商总会的成立，能促进全国川

商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提升，进一步整合凝聚川商力量，推动企业发展，对组织企业回

乡创业将发挥重要作用。 

刘永好：四川正以新格局迎来新机遇 

1 月 17 日，CCG 副主席、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在“未

来论坛”发表演讲时表示，提升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中整体的基础科学的水平，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课题。他认为，基础科学能培养人的逻辑思考能力和建模能力，

对个人成长有巨大帮助。放眼海外公司，在寻找优秀学生时，已不再局限于学计

算机科学的学生，而是拓宽至人文科学、基础科学等各个方面，因为企业需要的

人才是能够长跑的人。基础科学所带来的良好培训和视野，给这些人才带来巨大的未来发展空间。 

沈南鹏：重视基础科学人才选拔，拓宽人才发展空间 

理事观点
MEMBERS VIEWPOINTS

近日，CCG 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百度公司 CEO 李彦宏将今年两会上

的关注点转向了“无人驾驶”这一前沿领域。在一份聚焦无人驾驶的提案中 , 李

彦宏建议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 , 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全球无人驾驶技

术的发展正迎来新一轮热潮 , 主要发达国家都已采取多种措施支持企业开展无人

驾驶汽车的研发和测试。李彦宏建议，对无人驾驶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应用做好

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尽快修订和完善无人驾驶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无人驾驶汽车的研发、测试和商

业化应用提供制度保障，推进无人驾驶汽车相关技术标准的建立和完善，并积极组织开展无人驾驶汽

车测试的试点工作。

李彦宏：抢占无人驾驶产业制高点

2016 年 1 月 9 日，CCG 副主席、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广发出席“《议

库》APP 上线仪式暨 2016‘两会 e 提案’征集活动”。他表示要重视未来 20

年到 30 年人才标准与国际接轨的新趋势，这是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基础。未来青

少年的培养，包括法治思维培养、书法培养、国粹文化建设培养，都在解决未来

青少年在校园而不在校外接受全方位德智体美艺等各方面的专业培养。《议库》APP 不仅是满足政

协委员提交建言献策的一个大舞台和大平台，因为产品的开放性，也在为更多的青少年提供更多参与

政协事务建言献策的一个机会和平台。 

王广发：未来人才标准与国际接轨的新趋势是教育改革
最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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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CCG 常务理事、北京智蹼动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

长李文做客 E-MBA 云商学院“创业大讲堂”，指出混序管理是互联网时代的组

织模式思想和理论。混序管理是把混沌和秩序在组织层面结合起来，带来组织和

市场界限的消失，重新定义组织和人。创业就是从混到序的过程，创新就是从序

到混。创新就是破，是颠覆，是把序打掉，把控制变成有序失控，把层级变成平

台＋团队，把中心化变成分布式中心和自组织。混序管理的 10 大要素是理念、战略、经营、机制、制度、

流程、组织、员工、文化、环境。 

李文：混序是互联网时代的组织模式思想和理论 

近日，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CCG 常务理事、智联招聘 CEO 郭盛希

望能与政府、社会一同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支持：一是政府与招聘企业联手，创新

招聘模式，通过开通线上招聘专区，举办线下专场招聘会等举措，为大学生就业

努力；二是打破门槛、完善机制，打破唯“学历”任用的门槛，推行就业能力认

证考试，让更多有能力的大学生顺利就业；三是加强培训，加强在校大学生的实

践课程和职业规划公开课，为就业做好准备，避免学生“断崖式”进入职场。

郭盛：降门槛解决大学生就业困境

2016 年 1 月 17 日，CCG 副主席、高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未

来论坛”创始理事张磊在“未来论坛”上做了“创新人才”的主题演讲。他指出，

当今中国的发展不只是在技术、设备、原材料上简单的创新，还需要基础科学

的支持。拉近科学与人们的距离，使更多的人感受到科学的魅力，是人才投资

的一部分。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发展需要完整的生态培训体系，如何将高校、企

业家、政府联系在一起，支持人才的培养，挖掘学生对创新的理解、对科学的认识，

使他有机会成为下一个李彦宏、马化腾，需要做更多的尝试。 

张磊：在基础科学支持下的创新是未来发展大趋势 

CCG 副主席、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力在近期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指出，

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要在实践中捶打，还要鼓励创新，容忍错误，保持开放

的心态；不仅要在改革开放中边走边学，还要继续学习国际适用的经验和做法，

继续改革开放。企业走出去需要多语种人才，学校的培养也需要加强。中国企

业走出去要以国家利益为一切的核心，这种利益不仅是经济利益，还包括我们

的文化、价值观等，企业需要有大安全观思维。 

张红力 : 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不断学习，除旧纳新 

理事观点
MEMBERS VIEW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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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CCG 常务理事、优客工场创始人、董事长毛大庆发表署名文章指出，

共享经济是建立在资源共享基础上的、满足客户临时需求的商业模式。从狭义

来讲，它是基于陌生人之间物品使用权暂时转移的形式，达到供给方与需求方

各取所需目的，以实现物品使用效率大幅提升为特点的商业模式。毛大庆表示，

共享经济生而逢时，只有在 web2.0 时代，共享才能真正从概念走向经济。全

球互联网的完善、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完成了共享的三个基础：第一，全民

移动化，尤其是服务提供者开始接入移动互联网，解决了共享前端供给问题；第二，移动支付：国

外的苹果支付、国内的支付宝等渠道的应用和普及，解决了利益交换的问题； 第三，共享平台提供

了供给方与需求方的互相评价机制、动态定价机制，是共享经济最生动的场景展现。 

毛大庆：共享经济是商业本质精神的回归 

近期，在浙江省政协委员会议上，CCG 常务理事、浙江省政协委员、杭州

宏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宗馥莉谈到传统企业转型时表示，在食品饮料业，

市场已出现了明显的层次划分，产品必须通过追求差异化、个性化、定制化，

借助“机器换人”、“互联网＋”等途径改变原先较为固定、单一的生产销售

模式，通过生产端的创新供给尽快补上这一短板，完成从产品制造到品牌创造

的升级，以应对市场竞争的变化。宗馥莉认为，制造业现在面临的困局，很重

要的一个原因是供给与需求发生了变化，需要在淘汰落后产能方面加大力度。另一方面，要应对多

元化的消费需求，企业必须借助信息技术手段进行升级。 

宗馥莉：打造新型竞争力 

2016 年 1 月 23 日，CCG 常务理事、亨瑞集团总裁邹亨瑞出席中国房地产

与金融圈年度盛会——leaderclub 名流之夜暨《china now》全球首映礼，亨瑞

集团获颁“2015 年度最具创新的海外资产配置服务机构”大奖。邹亨瑞表示，

对中国房地产企业而言，纾解国内之困、放眼全球商机，已是刻不容缓，但是海

外地产市场和国内情况千差万别。国内主要是地产开发商单打独斗，通吃全产业

链；而美国则将专业细分，专人专事。正因为如此，使得不少到美国投资开发的中国房企，由于水土

不服交了额外的“学费”。 

邹亨瑞：中国房地产企业走向全球应因地制宜 

近期，CCG 理事、中子星优财创始人兼 CEO 张鹏做客基金直通车，解读

FOF 的价值。张鹏介绍，随着经济发展，我国中产阶级理财需求逐渐旺盛，而

资产管理规模快速扩张，如何能在众多产品中择优而投是较为普遍的问题。FOF

（Fund of Fund）指“基金中的基金”，是通过把握大类资产配置的机会，筛

选出优秀的基金进行投资，并根据市场波动情况及时调整和优化基金组合，力求

达到低风险高收益的目标。FOF 通过专业人士的组合，让普通投资者享受到来自不同市场的投资收益，

帮助投资人分散风险。张鹏认为，FOF 是连接广大中产和专业投资机构之间的纽带，并将迎来黄金

发展期。 

张鹏：FOF 将受到越来越多投资者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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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洪涛 

恒昌公司创始人、总裁
CCG 常务理事

秦洪涛，恒昌公司创始人、总裁，美国商业最具影响力的亚裔
科技商业协会——亚杰商会会员，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荣誉董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 EMBA，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管理学院
EMBA。 秦洪涛先生于 2000 年涉足新闻传媒行业，2003 年转投互
联网金融行业，2006 年创办中国拼客网并参加央视举办的大型青年
创业节目《赢在中国》，2011 年创办恒昌公司。恒昌是一家集财富管理、
信用风险评估与管理、信用数据整合服务、小额借款咨询服务等业务
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服务企业。

秦洪涛先生积极致力于推动互联网金融行业交流和健康发展，曾
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夏季达沃斯年会、国际金融论坛 IFF2015 年会、
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等多个国际化论坛及活动，并就推动互联
网金融行业健康发展等问题发表观点、参与对话讨论。

秦先生热衷社会及公益事业，曾荣获“2014 年度履行社会责任
十大杰出企业家”等称号，并担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等职
务。恒昌公司还与清华大学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推进“苏世民学者项
目”，助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未来青年经济领袖。

高毅 

远毅资本董事总经理及合伙人
CCG 常务理事

高毅先生现任远毅资本（Marathon Venture Partners）董事
总经理及合伙人。远毅资本目前管理着一支美元基金和一支人民币基
金，由美国私募股权投资界著名人士 Josh Lerner 担任特别顾问，
专注于投资医疗健康和创新金融技术领域的早期和成长期企业。 

此前，高毅先生曾在数家国际私募股权基金担任高级投资管理人
员并参与创立一家专注于世界级前沿技术的风险投资基金。高先生还
曾在硅谷从事以生物技术为重点的早期风险投资，与 Y Combinator
有紧密联系；并在美国花旗银行投资银行部从事跨境交易杠杆融资；
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高毅先生曾作为外交官，担任中国驻旧金山总
领事馆经济商务副领事。

高毅先生与“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
危先生合著有《风险投资在中国》；他还担任上海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基金会 (SEIF) 理事长。

高毅先生拥有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和南京大学学士学位。他是
门萨俱乐部美国终身成员。

新理事介绍
NEWEST COUNCIL MEMBERS



19

新理事介绍
NEWEST COUNCIL MEMBERS

盛司潼

深圳华因康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CCG 理事

盛司潼，清华大学物理系学士，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理与

生物物理系博士，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博士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研

究讲师。现为深圳华因康高通量生物技术研究院院长，国家特聘专家，华

南理工大学特聘教授，深圳大学医学院特约教授，国家中组部首批“引进

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专家，全国生化检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生物方

法工作组组长，全国工具酶标准化工作组委员，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

盛司潼博士长期从事基因生物学领域的研究，2008 年回国从事高通

量测序设备和基因测序试剂的开发、生产及销售，带领研发团队研制出中

国第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高通量基因测序系统，填补了国内空白。

该系统获得了“国家重点新产品”称号。公司拥有上百项国内外发明专利

技术，涵盖了基因测序设备、分析软件、数据库等技术。

盛司潼博士曾先后荣获第十届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百名风云人物”

奖、2009 中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十强、国侨办“2010 年度中国侨界

贡献奖”。盛司潼所领导的团队及华因康公司也曾先后获得第十届高新技

术成果交易会 “创新企业”、第十一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中国最具投资

潜质创新企业”、国务院“重点华人华侨企业团队”等荣誉。 

唐浩轩 

富爱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CCG 理事

唐浩轩，生于 1963 年 , 南京工业大学工程测量工学士，中科院网络

MBA, 富爱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浩轩先生是国内从事古巴事务的资深人士，他于 1989 年 6 月 31

日第一次踏上古巴这块神奇的土地，亲历了古巴 27 年的变迁，对加勒比

乃至拉丁美洲市场有独到的了解和理解，多年来为促进中古之间贸易、文化、

旅游的交流和发展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包括古巴政府在内的良好评

价。 美古关系正在改善 , 他关于在后卡斯特罗时代中国如何提前布局的战

略设想和建议也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和认可。

唐浩轩不仅擅长于国际事务，也谙熟战略设计和规划，2012 年《关

于央企国企的战略制定的若干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2013 年提出将

海外工业园区建成“经济共同体”也颇具前瞻性，同年倡导的“中国工业

体系出口”也同样具有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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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昌公司创建于 2011 年，总部位于中国北京。恒昌公司的成立是顺应时

代的发展，借势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及中国金融环境特征，专注于互联网金融领

域，积极推进理念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方法创新，积极引领行业发展。公司

自成立以来，始终以全面风险控制体系为基础，为广大客户提供财富管理咨询

与服务、借款信息咨询服务、信用风险评估与管理等服务。

作为行业的优秀代表，恒昌公司采用先进的管理模式，拥有精通金融风险

评估、政策法规、技术研发的专业团队，帮助千万小微企业主、工薪阶层和农

民通过平台解决资金需求。 通过创新的模式与企业文化，恒昌以客户的财富管理需求为基础，根据客户的风险偏好、财

务状况、家庭结构等因素量身定制财富管理方案，优选财富管理模式，力求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目前，公司已经为包

括中小企业主在内的全国各地的客户，解决了数百亿元的资金对接需求。

未来，恒昌公司通过服务网点和技术平台，不断提高互联网金融综合服务能力，向“成为全球知名的值得客户信赖的

互联网金融航母企业”的愿景不断迈进。 

李震旦 

能量方舟集团董事长，创始人兼 CEO 
CCG 理事

李震旦，复旦大学计算机系学士，中欧 EMBA 在读。

在李震旦先生 10 余年的创业生涯里，业务领域涉及新能源、地产开

发、智能家居、互联网项目。2011 年他创立了澳大利亚 Powerark Solar 

Pty Ltd. 公司，目前是澳洲数一数二的新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2014 年他

创立了以地产开发、地产销售、留学、移民为主业的 Linkworld 盈德集团，

并在上海成立营销中心。2015 年他在大陆分别成立新能源设备研发制造及

智能家居相关的三家工贸一体的企业，并且把新能源板块业务归拢至能量

方舟集团。

能量方舟集团主要从事太阳能相关设备的研发生产制造及进出口贸

易、分布式 EPC 项目、碳证交易等业务。公司自成立以来连续几年保持

高速增长，2015 年集团销售额达到 5 亿人民币。在营收不断高速增长的

同时，公司也不断创新，巩固自身优势，在碳证交易、绿色节能建筑领域

与国际知名公司形成合作，立志于打造国际化绿色经济的新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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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 17 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

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

论坛”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举行。百位国内人才研究

领域知名专家和学者、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和企业界人士共聚

一堂，充分发挥资深人才专家智力密集的优势，深入交流

“十三五”规划实施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及应对，共同

探讨如何尽快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人才制度优势。

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的文件中指出：

“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推进人

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

度优势。”中央在文件中把人才发展的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

还有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提到了“十三五”

人才规划建议中的突出位置。

本次“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在这一背景下举办，

旨在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精神，研讨

“十三五”建议的实施与落实，凝聚国内资深人才专家学者

对“十三五”规划建言献策和集思广益，发挥智库服务决策

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成功发起举办 
聚焦人才发展大战略 
CCG Holds “China Talent 50” Roundtable Forum to Discuss Talent Development Strategy

的积极作用。

中国人才研究会会长、人社部原副部长何宪，全国人

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社部原副部长王晓初出席论坛

开幕式并发表致辞。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主任、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西南财经发展研究院

院长王辉耀主持开幕式。

中国人才研究会会长、人社部原副部长何宪回顾了中

国人才强国战略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过程，强调要准确理解五

个发展理念的丰富内涵，用新的发展理念来指导新时期的人

才工作；要把建设人才强国总的要求和“十三五”期间及今

后一个时期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要求统一起来，实现人才

工作新的突破；要根据“十三五”期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

思路和主要目标的要求，进一步丰富人才优先的具体内涵，

切实把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落到实处。他希望论坛充分发挥资

深专家智力密集的优势，提出更多更有价值的观点和意见建

议，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和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做出

积极贡献。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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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社部原副部长王

晓初指出，中国的人才工作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绩，

但是还面临着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许多深层次的矛盾需

要不断破解。人才研究工作者需要对四个方面的问题给予特

别关注：第一，人才工作如何更好适应新常态。第二，要进

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重点是充分激发各类人才

的积极性和创新活力，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第三，进

一步加强人才法制建设。第四，研究建立中国特色人才理论

体系。中国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人才思想，有世界上最大规模

的人才工作实践，人才理论工作者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基础

上，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建立起中国特色人才理论体系。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中国人才 50 人

论坛”召集人王辉耀表示，“中国人才 50 人论坛”是中国

与全球化智库（CCG）响应中央和国家人才强国战略，为

国内对人才理论发展和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具有长

期研究与思考的资深人才专家提供的交流平台。平台的最大

特点是跨界交流，每次论坛交流既有人才理论的知名研究者，

也有人才领域经验丰富的实践者，既有政策制定者，也有专

家学者，还有来自企业界的佼佼者，旨在为关心和关注中国

人才成长的和发展的知名专家搭建一个充分交流的平台。论

坛将作为国内人才研究领域和人才研究工作推广的长效机制

平台，在“人才 50 人论坛”框架下逐步邀请相关人才专家

加入，丰富平台建制。

本次圆桌论坛会议由“十三五规划与深入实施人才优

先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

“如何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聚天下英才而

用之”四大议题组成。

第 一 场 圆 桌 论 坛

“十三五规划与深入实施

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由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主任王辉耀主持。中国人

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江、

中组部人才局原副巡视员

胡建华、上海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王振、国家行政学

院国家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薄贵利、全国工商联研究

室主任林泽炎、中国石油

大学原党委书记郑其绪等

嘉宾，就新形势下人才发

展的机遇和挑战，与国家

人才战略实施中的重点问

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会嘉宾表示，中国的人才结构战略性

调整要强调人才工作的质量和效益，真正围绕发展提供人才

保障和支撑；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和向全面推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迈进，都要求全面发挥各级各类人才的作用，既要

创新体制，又要创造良好环境。

第二场圆桌论坛中，中国人才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王通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原院长曾湘泉、武汉工

程大学原副校长桂昭明、中国海洋大学干部与人才研究基地

主任薛永武、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马抗美、北京教育学院

副院长钟祖荣、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中国区总裁陈新华等嘉宾，

围绕“加快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的主题，就

加快人才改革和创新的路径、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应对措施展

开全面讨论。与会嘉宾表示，人才机制体制改革要重视大数

据、智慧化、移动终端、云数据的时代变革背景，要把人才

战略规划的评价实施机制放到一个重要角度来考虑，人才创

新驱动发展需要破除四个脱节、实现四个对接。

第三场圆桌论坛聚焦“如何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

才制度优势”，西华大学党委书记边慧敏、清华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院长薛澜、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名誉所长

沈荣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局长张冠梓、北京师范

大学人才办主任杨红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原

院长杨河清等嘉宾，深入探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创新招才引

智工作，不断提升中国人才制度的国际竞争力。与会嘉宾指

出，人才工作前提是尊重人才，要做好产学研、体制内外、

理论与实践三个打通；人才引进工作要做好硬条件和软环境

两方面的建设，同时做好硬性引进和柔性引进；要树立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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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才观，合理确定人才价值，打破不合理的框架，同时建

立合理的框架。

第四场圆桌论坛围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聚天下

英才而用之”展开，法政集团董事长王广发、中国国际技术

智力合作公司原总经理王旭东、北京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

处长刘敏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人才研究所所长占德

干、山东省青岛市外国专家局局长于炳波、中国继续教育协

会副理事长贾忠杰、东莞市人才办专职副主任陈顺娇、西南

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李卫峰等嘉宾广泛交流如何在创

新创业的价值导向下，打造人才发展新空间、提升经济发展

新动力。本场议题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

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苗绿主持。与会嘉宾表示，

创新创业涉及环境、机制、人才等诸多因素，人才的发现、

激励、爱护、培养非常关键；创新创业需要营造多中心的创

新驱动格局，要创业创新并举、创新广于创业；优秀创业者

在关键决策方面能够把握住整体的趋势，不断转型、不断创

新。

据悉，“中国人才 50 人论坛”将坚持深入优先实施人

才强国战略，聚焦中国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热点、难

点问题，努力架设起学术研究、企业人才与公共政策之间的

沟通桥梁。每届参与研讨的 50 人均为来自官、产、学人才

工作相关的高端人士，为提升中国人才理论发展、推动中国

人才学的建设，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为人

才强国战略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建言献策。

出席本次“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的嘉宾还有中国

组织人事报社长张宝忠等人才研究专家代表，来自北京、上

海、天津、河北、四川、青岛、东莞、宁波等地组织与人才

部门代表，以及来自新华社、中新社、中国青年报、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人民网、新浪网、凤凰网、广东卫视等媒体的

代表。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是人才研究领域最为领先

的国际化智库，也是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设立的“人才理

论研究基地”，并被国家有关部门授予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

质。CCG 曾参与中组部、人社部、统战部、国务院侨办、

国家外专局等多个部委的人才方面的课题研究，包括参与《国

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的可行性研究工作，

并在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编著出版了《中国留学发展

报告》、《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及

《中国区域人才发展报告》等人才蓝皮书系列。公安部近日

公布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 20 项出入境新政，CCG 全程参

与了该项课题的研究，所提出的多项建议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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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 
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的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要强

调人才工作的质量和效益，真正

能够围绕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

支撑，要合理发挥政府、企

业、市场的作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是一个

契机，可以作为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示范，解

决人才差距，打通人才流动。他提出三个建议：

一是设立京津冀人才一体化改革试验区，试

点特色政策；二是三地共同出台一个人

才政策或条例，避免各类相关政策过

度发力；三是具体推进工作是长期

过程，15 年时间内把京津冀一

体化分成几段任务，调整结

构，为全国区域发展真正

做出示范作用。

胡建华         
原中组部人才局副

巡视员  

我对“十三五”规划建议

有两点体会。第一，中央非常重视

人才工作，并且把人才工作作为加强

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科学化领导水

平进一步强调。第二，强调人才强国，实施

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是因为人才是第一资源，

是第一生产力，全面进入小康必须要把这个工作

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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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论坛 1:
十三五规划与深入实施人才
优先发展战略
The 13th Five-Year pla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trategy with Talent Development as a 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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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上海在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目

标下实施的人才政策创新，就

“十三五”期间人才生态系统

建设提出三个观点。一是要

树立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人才生态观，政府也要主

动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二是向硅谷学习四个

方面：人才多样性、跨越社会壁垒的信任、注

重长期利益、快速多样合作的社会法治建设。

三是构建具有竞争力的创新创业生态系

统，要建立人才特区，活跃创新创业

社群系统，推进开放的教育和研发，

探索草根型风投系统，满足专

业服务的孵化需求，建立多

元融合的创新创业文化系

统。

林泽炎    
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   

宏观层面的人才战略发展要解

决三大方面问题：一是要解决人

才发现机制的问题，解决产业

发展和人才匹配的问题；二

是要解决不同体制之间人才流动、合理配置的问题；

三是在技术层面，使人才管理、开发工作适应整

个世界的技术发展趋势。

薄贵利         
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战略

研究中心主任 

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

和向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迈

进，都要求全面发挥各级各类人才的

作用，其中既要创新体制，又要创造良

好环境，而在体制机制改革没有完全到位的

情况下，管理型人才、特别是战略管理型人才

的素质能力、心胸、视野对发挥科技类人才的作

用非常重要。他建议加强高级公务员国家战略能力

的培训，加强省部、司局级

管理岗位对中央战略改革意见

的落实。

郑其绪         
原中国石油大学党委

书记  

强化“十三五”国家人才

战略需要注意留个方面：一是英才

引领未来，人民创造历史，要突出高

精尖人才的导向。二是对人才价值评价

是基本出发点，对人才发展方向的引导，是

处理好当前引进人才与本土人才、老一代人才

与新生人才若干矛盾基本准则。三是人人皆可创

新，事事皆有创新，要把万众创新的口号变成行动。

四是人才以用为本，用人以

全为要。五是加强人才评价机

制建设，形成激励机制。六是警

惕人才异化，及时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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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永武    
中国海洋大学干部与人才研究基地主任  

如何正确认识、处理好文科人

才和理科人才关系，对制定符合

国家战略需要的人才战略非常

重要。文科和理科必须协调

发展，科研项目政策激励机制，对人才的发展有重要

导向作用，人才激励导向的偏重会使社会发展失

去平衡。要对传统文化精华有正确理解，追求

理想、追求真善美，人的世界观、价值观、

金钱观、权力观是人文社科的内容，出

现问题会导致人才异化。为了各类人

才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加强人文素养

的建设。

陈新华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中国区总裁   

中国人才战略首先要全面提高

全民的素质、知识和能力，特别

是道德层次，希望在“十三五”

中能体现

传统价值文化的回归；要形成造就人

才的时代和机制；要在吸引海外高层

次人才回国方面，进一步落实绿卡相

关的公民待遇优惠条件。

占德干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人才研究所所长   

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关键

是要转化为全社会的意识。为了提

高竞争力，薪酬的增加是必要的，要

尽可能靠优秀人才使企业摆脱困境。被

动等待行业复苏，会导致差距加大。人才优

先发展不只是一个口号和战略，体现在社会的

方方面面，例如工程项目投资中必须保留人才培

训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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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ing Talent Development System Reform 
and Policy Innovation

王晓初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原人社部副部长

体制机制改革如果不能够调

动人的积极性，不能够搞活人

才制度，就是失败的；体制

机制改革中现在要特别关

注的是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不是更

多地累积政府的支持；体制机制改革要重视中

国的实际国情和根本制度，逐步推动。

王通讯        
中国人才研究会学术

委员会主任

机制体制离不开时代，如

果我们的思维还停留在过去，无论

如何是讲不好创新的。现在是大数据、

智慧化、移动终端、云数据的时代，人

才创新要以时代为背景。大数据时代将颠覆

过去很多的认识，颠覆以往的人事管理、人才

管理，有三个方法解决人才发现问题：一是搜索

与评价功能，二是大数据的积累和聚焦功能，三是行

为动力学的研究，能够知微

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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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论坛 2:
加快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改革
和政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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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湘泉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原院长  

近年来我国人才工作有很大进

步，但是人才机制和体制问题还

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包括选任

机制、激励机制、人才评价

机制等。人才的机制体制建设首先要把人才战略规划

的评价实施机制放到一个重要角度来考虑，除了

规划、愿景、使命、战略目标、选择，必不可

少的是战略监督实施，使人才工作不只流于

大量政策、口号、文件。

薛永武    
中国海洋大学干部与人才研究基地主任   

解决干部体制问题，逐渐完善

干部队伍建设，是目前整个社会

改革的重点、难点和关键所在。

干部队伍出现问题的原因主

要是：选拔任命的透明度不太高，缺乏群众推荐，缺

乏媒体舆论监督，过于依赖委任制，党管干部的

机制没有落实。公务员选拔也可以采用推荐、

竞岗、考察、任用的基本思路，组织人事部

门通过前面的细致工作，了解候选人基

础情况，提出拟任用人选，按照考察

情况对多个候选人进行排序，最后

报送上级党委研究决定，这有利

于党组织扩大选才的视野。

桂昭明       
原武汉工程大学副校长

人才评价和激励是非常

重要的环节，是实现以人为本的

关键环节。人才创新驱动发展要从

制度设计上寻求根源，破除四个脱节，

实现四个对接，具体指的是科技人才与

经济、人才创新成果与产业、人才创新项目

与现实生产力、研发人员创新劳动与利益收入

之间的脱节和对接。

马抗美
原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推动人才法制建设发展，

一是要抓紧制定人才开发促进

法，把国家倡导的人才基本价值观、

关于人才工作的大政方针、人才战略

规划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再制定一

些具体的法律法规逐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

人才法律体系。二是要加快重点领域和急需人

才的立法，包括引导人才到西部、到基层就业，

保护知识产权等人才的创造性劳动成果等。

COVER STORY
封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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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荣华    
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
名誉所长  

加快人才工作创新发展，需

要突破三块“短板”。一是体

制短板，急需解决“三个不

清”：组织部门与人社部门的定位不清、组织部门与

业务部门职能分工不清、组织部的人才工作部门与

组织部其它部门之间关系不清。二是机制短板，

急需突破人才评价、人才激励、人才流动、

成果转化“四大瓶颈”。三是环境短板，

急需改善人才生态。上海的人才新政

20 条，对以上短板、瓶颈都有所突

破。

刘敏华       
北京市委组织部人才

工作处处长

在人才发展过程中要处理

好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处理

好先与后的关系；第二，要研究人才

成才的规律，用规律来指导人才体制机

制的改革、指导人才真正的发展；第三，要

处理好内外方针的关系；第四，要处理好事与

人的关系；第五，要解决点与群的问题。

COVER STORY
封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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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中国现在国际人才比例、来华

留学生比例全世界最低，国际上

3500 万大学生，来中国读学

位才十几万。新一届政府在

人才引进方面有突破，上海开始用市场化机制吸引人

才，公安部宣布相关研究机构可以推荐申请绿卡，

北京出入境人才 20 条新规里出台了更多新的

政策，包括海外博士可以立即申请绿卡等。

公安部和中关村课题的研究，CCG 全程

参与，提出的多项建议被采纳。国际

人才可能是未来人才工作的一个突

破口，包括建立新的国际人才中

心。

边慧敏         
西华大学党委书记  

国内高校间的差距较大，

要发展必须改革，西部高校更需

用超常规的举措克服引进人才的困

难，首先是教师采用联席制，管理人

员采用聘用制，完全切断传统体制，打破

能进不能退的现象，并强化、促进改革的共

识。现在引进、留住高层次人才，首先要有具

备市场竞争力的收入待遇，同时关注、做好职业发

展规划，并营造良好的软环境。另一方面，引进人才

时会签订协议，明确任务要

求，保证淘汰不合适的人才。

人才引进还包括柔性引进，对高

校的教学、科研、师资等各个方面有

全方位提升。

圆桌论坛 3：
如何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人才制度优势
How to Establish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Tal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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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从人才观念来讲，跟需要匹配

的就是最好的人才。要解决人才

价值确定的问题，特别是合理

确定复杂劳动、知识型价值

体现方式。目前一方面要打破不合理的制度框架，如

人才流动限制、科研机构的国际合作交流限制等；

同时也要建立一些合理的制度框架，如灵活的

用人机制、人才管理规范等。建议列出人才

发展方面的障碍清单，交由相关部门针

对性地逐步解决，这样才能真正建立

中国的人才优势。

张冠梓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局长   

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

度比较优势，要从三个层面理解：

第一，国际的竞争首先是人才

竞争；第二，人才应该在全

球范围内进行配置；第三，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制

度比较。现在我国人才制度的优势主要是初步具

有顶层设计，以及实行党管人才，不足主要是

制度中的开放性、灵活性、市场性和包容性

问题。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人才问题

必须打通，包括产学研之间、体制内

外、理论和实践之间要打通；二是

好的政策、思想要结合中国实际

落地；三是人才工作前提必

须是尊重。

沈荣华         
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

资源研究所名誉所长

人才国际竞争力有五个评价

标准。一是支撑度，讲经济、社会总

体的水准和基础教育；二是宽容度，讲

人才结构的跨文化容量；三是融合度，看

不同背景文化人员之间的沟通、理解和合作；

四是流动度，全球范围内引入输出的集散能力；

五是影响度，人才资源影响力的半径。他建议实施

国际人才四大战略。一是改革战略，从政策推动走向制

度创新，通过制度改革来谋

求对人才的解放；二是开放战略，

从封闭式走向开放式，率先实行聚

天下英才而用之；三是环境战略，从

硬环境走向软环境，实现人格素质整个高

移；四是文化战略，从单一文化走向多元文化，

创造中西方文化融合的、良好的国际人才氛围。

杨河清         
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劳动经济学院院长 

第一，人才制度优势除了

引进和使用方面的政策制度，更重

要的是人才培养制度。中国的教育制

度需要改革，要培养创新思维，重视道

德教育。第二，要在保护人才方面提出新的

观点、制度、措施，包括体制机制的科学性、

合理性，人才健康问题防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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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发        
法政集团董事长

创业创新预示着风险，把握好

风险就会化

解。成功的创

业者要具备

战略思维，把握整体趋势，不断创新、转

型，行动前调查充分、研究彻底，依法合

规、持续、科学、稳定发展。要引进现代

化、国际接轨的精神和先进理念，突破固

有的传统。从娃娃抓起，解决教育转型、

国际人才接轨的问题，促进教育健康

发展。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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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东 
原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总经理

无论是从宏观还是从微观来看，

人才都是创业创新成功与否的决

定性因素。“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大环境下，有四点

特别重要：一是如何去发现人才，不能只看资格、资历；

二是如何使用人才，人都有优缺点，长短处是辩证、

转化、结合的；三是对人才的激励和爱护；四

是对人才的培训和教育。

杨红英    
北京师范大学人才办

主任  

高校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普遍

面对的两个问题。第一，服务于国家

人才战略需求，高校积极进行智库建设，

引进专家学者，搭建研究平台，高校智库

人才队伍的聚集和评价成为当下急需解决的问

题。第二，高校人才队伍建设经过高速发展以后

已经相对平稳，接下来的工作重点主要在于人才队

伍结构的优化和人才队伍质量的提升。在经过长期人才

引进，有一个相对规模的人

才队伍的前提之下，如何稳定

一支高水平领军的人才队伍是当

下要解决的非常现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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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论坛 4: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聚天
下英才而用之

刘敏华 
北京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处长

第一，需要营造多中心的创新驱

动格局。第二，面对双创格局，

提倡先就业后创业，就业前要

做好充分准备。第三，创业

创新并举，创新广于创业，要在鼓励合适的人创业同

时，鼓励更多的人具有创新思维、实现创新行动，

让创新成为民族的灵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

动力。第四，公安部公布的北京人才 20 条，

鼓励留学生创新创业。一方面留学生本身

从国外来，引入国际化的要素；另一

方面来华留学生认可中国的文化、

价值，能更好地在中国环境当中

创新创业，并符合中国社会

发展方向。

占德干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人才研究所所长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总结，是全球化、

信息化趋势所要求的领先的创新，必

须要靠人才实现，引才、聚才交给市场

和用人主体单位更好。从企业角度来说，政

府应该加强几个方面工作：一是完善市场环境，

只有在市场化充分的条件下，人才才有用武之地；

二是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知识产权

保护非常重要；三是人才管

理方式的问题；四是要解决好

衣食住行等保证基本需要的问题。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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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act Talent to Promote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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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炳波  
青岛市外国专家局局长  

推进青岛城市国际化最关键是

人才国际化，要营造出良好的国

际化人才生态体系，吸引更多

国际人力资本加盟到城市

国际化建设队伍中来。青岛希望在公务员以外的公共

管理机构的非涉密领域，探索实施外籍雇员制，

建立外籍雇员的遴选、登记、考评机制，探索

鼓励外籍雇员发挥自身特长，引进国外一些

先进管理模式，在保证核心价值观基础

上主动与国际接轨，推动国际合作，

也便于中国下一步更好地在世界上

发声。

王振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传统上有徽商、浙商文化，一

部分人会很自然地选择创业道路，

未来中国推进创新创业还是要

挖掘、传播、

培养一种文化的东西。西部地区也具备这

种氛围，只是因为在发展阶段没有遇到这

么好的机遇，现在也不断出现一批这样的

创业者。目前全国各地政府推动创新创业，

一方面讲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

一方面还存在政府主导的典型需求侧

推进方式。推动创新创业确实要发

挥市场的作用，要跟国际接轨，

不断提升市场活力、竞争力。

贾忠杰         
中国继续教育协会

副理事长   

现在的教育培训还存在问

题，培养的人才达不到创新创业要

求。继续教育非常重要，应该与学校

教育相辅相成。美国大学的继续教育学

院与本校课程没有冲突，更灵活，而且有学

历，完全开放。现在流行的互联网教育，包括

引进的“慕课”形式，目前做的不好，原因是多

方面的，核心是利益分配没搞好，在政策机制方面

没有落到实处。

COVER STORY
封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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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宪：切实把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落到实处
Hexian: Implementing Talent Development Strategy with Concrete Measures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了

我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主要目标。《建议》

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都与

人才工作密切相关，都需要人才工作作为支撑。《建议》

把人才工作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人才工作提出了新

的、更高、更明确的要求，其中最核心、最重要、最根本

的就是“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

大家知道，2001 年发布的我国十五规划首次提出了“实

施人才战略”的要求。这是首次将人才战略提到国家战略

高度，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布局之中。2002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下发了《2002-2005 年全国人才

队伍建设规划纲要》，首次提出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对新时期中国人才队伍建设进行了总体谋划，明确了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方针、目标任务

和主要政策措施。2007 年，人才强国战略作为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基本战略之一，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党

章和党的十七大报告。201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

王晓初：人才研究领域需特别关注四个方面的问题 
Wang Xiaochu: Talent Development Study Needs to Focus on Four Aspects

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我国人才发展的指导方针是：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

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发，首次提出了人才

优先的要求。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确立人才优先

发展战略布局，推动我国由人才大国迈向人才强国。五中

全会提出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可以看出，党和国

家在人才工作的指导思想不断发展，不断丰富，不断完善，

强有力地推动中国向人才强国发展。

我们深入解读和全面领会五中全会精神，就是要准确

理解五个发展理念的丰富内涵，从新的发展理念的高度来

认识十三五期间人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用新的发展理念

来指导新的时期的人才工作；就是把建设人才强国的总的

要求，和十三五期间及今后一个时期深入实施人才优先战

略的要求统一起来，实现人才工作新的突破；就是要根据

十三五期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和主要目标的要求，

进一步丰富人才优先的具体内涵，切实把人才优先发展战

略落到实处。

希望论坛充分发挥资深人才专家智力密集的优势，为

推动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实施更开放的人才资源开发和

引进政策、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人才制度优势以及

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带一路相应的人才政策等出谋

划策，提出更多更有价值的观点，提出更多更好的意见建议，

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和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做出我

们的积极贡献！

（本文根据嘉宾在 CCG 主办的“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

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我们的人才工作不断地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是认识不断深化、工作不断推进、政策不断创新、改革不

断深入的一个发展的过程。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

与中央的要求相比，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相比，与人

才工作自身发展需要相比，我们还面临着许多问题需要深

入研究，许多深层次的矛盾需要不断破解，对人才工作的

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面对人才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我认为有

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人才研究工作者给予特别关注。

何宪
中国人才研究会会
长、原人社部副部长 

王晓初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原人社
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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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京津冀协同发展可以作为人才
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示范 
Wu Jiang: Jingjinj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Can Set Example in Strategic Adjustment of 
Talent Structure 

结构调整在 2010 年国家规划当中就提出，从这几年

情况看，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的升级，有一些

改善但不能乐观。这些调整实际可以看出政府主导做得比

较强，也可以看出一个行政区域内政府能够用政策推动的

结构调整作用还是比较明显。也有一些发达地区因为经济

发展需求，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需要是连在一起的。相对

来说西部比较差，市场的作用比较弱，基层没有太好的效果。

今年这次提出结构战略性调整，我认为还是要强调人

才工作的质量和效益，真正能够围绕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

支撑。这里有政府到底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有时候政府

的政策需要有一些干预，但是干预过大以后反而影响结构

调整，市场没有发力，企业没有发挥好作用，这样结构就

全靠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我们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

有些事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事，完全是企业可以做的，

所以结构调整这个问题还是呈现出很复杂的因素。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问题作为国家战略提出了，这是一

个契机来做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示范。比如现在京津冀

人才规划纲要的起草已经开始启动，京津冀能否在结构调

整上起到示范作用，打破行政区划？北京现在就是非首都

功能怎么疏解的问题，首先就是人的问题。200 万人口中

第一，人才工作如何更好适应新常态。新常态表现出

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我们要保持中

高速、迈向中高端，实现发展动力转换，根本在于强化创

新驱动。而创新的关键是人才。如何在新常态下落实好人

才优先发展战略，推动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创新型

人才队伍建设等等，都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

入进行研究。

第二，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一是深化

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充分激发各类人才的积极

性和创新活力。通过改革要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宽松、有

序的制度环境，把各类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来，这里

的核心问题还是“搞活”。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如何更好更充分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遵循市场规律培养、

评价、使用、激励人才等诸多方面还需要深入研究，有待

破题。

第三，进一步加强人才法制建设。中国人才法制建设

起步于上世纪 80 年代，一些部门和地区出台了与人才相

关的法规，但国家层面的立法还是空白。国家中长期人才

发展规划纲要在 2010 年就提出要研究制定中国人才开发

促进法，但是立法工作进展缓慢，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

是我们的理论研究支撑不足，难以形成一个有深厚理论基

础、大家有广泛共识的重要的观点。

第四，研究建立中国特色人才理论体系。中国的人才

概念是独具特色的，具有强烈的历史传承、文化积淀和中

国实践。中国的人才思想与实践无论在内涵、外延、结构

框架上，与西方国家的人力资源理论有密切联系，但是更

有明显的不同，用国际上现有的理论很难解释，更无法指

导中国人才工作的实践。中国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人才思想，

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才工作实践。建立一套中国特色的

人才理论体系，也是树立中国的话语权，我们的理论工作

者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完全有必要，也完全有可

能建立起这样一种中国特色人才理论体系，这也需要我们

的理论工作者做出更多的努力。

（本文根据嘉宾在 CCG 主办的“中国人才 50 人圆

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吴江 
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
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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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讯：用大数据解决人才发现问题 
Wang Tongxun: Employing Big Data to Identify Talent

我们讲机制、体制离不开时代，如果工业化时代已经

成为过去，而我们的思维还在过去，无论如何是讲不好创

新的。现在是大数据、智慧化、移动终端、云数据的时代，

这个变革如果你没有感受，你还要谈创新，那请你免谈。“大

智移云”时代人才创新要以时代为背景来谈。现在我们如

果离开大数据、离开“互联网 +”谈人才问题非常容易失误。

大数据时代将要颠覆我们过去很多的认知，颠覆我们的人

事管理、人才管理。以前我们谈人才的评价和发现，第一

大师推荐，第二同行评价，第三实践检验。这三种机制都对，

但都不全面。现在，我们有三个方法用大数据解决人才发

现问题。

第一，搜索与评价功能。例如著名的科学人才评价公

司汤森路透从 2002 年 -2015 年猜测准了 38 位诺奖得

主，就是通过大数据，把每个领域的科学家在全世界发表

多少篇论文、文章里被引用出来的引用指数，加起来猜测

谁获得诺奖。湖北省的周怀北，不断在云上出版文章，做

了 1000 多份杂志。他说当今中国找什么人才都可以找他，

他就是一个伯乐，就是大数据的专家。这个功能是大数据

的特有功能，搜索与评价。

第二，积累和聚焦功能。比如说，其实你不完全知道

自己，大数据把你的档案与整个网络结合在一起就可以知

道了。像马云就积累了每个人的众多信息，这种大数据积

累对人才选拔是很好的材料。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周涛用

人才雷达找人，有九个纬度查你的状况，包括自然状态、

朋友状态等，有单位要找人就找他，靠积累产生很强的搜

索功能或聚焦功能，从千万人里面里找到你。

第三，行为动力学研究。最近美国大学老师研究人的

表情、性格、才华，研究到科学跑到人的大脑里，计算机

扫描面部，脸部肌肉的运动是人自己不能控制的下意识的

动作，这叫做行为动力学。美国联邦调查局等机构对这项

研究很透彻，现在的科学已经把古代的东西能够现代化，

这种方法能够见微知著，通过小动作知道你有什么事情。

现代科学完全是新技术，说是依靠领导，依靠专家都是对的，

但是大数据可以知人绝对是这样的，从这来考虑转变机制。

（本文根据嘉宾在 CCG 主办的“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

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王通讯  
中国人才研究会学术
委员会主任  

包含多少人才，非首都功能的人才能不能疏解，北京能不

能为京津冀做人才的贡献，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能再

按照区划来看北京市财政投入多少，在北京引进多少高端

人才，很重要的是京津冀整体考虑。所以北京的一个思路

就是解决差距问题，让河北先受益。能更早从北京的人才

上受益，河北才能够发挥生态，解决北京一些大城市病的

问题。京津冀的人才如果能够打通就能做出一些文章来。

对这一问题我建议：第一，启动京津冀人才一体化改

革试验区，请中央给予支持一些特色政策；第二，京津冀

共同出台统一的政策，不让政策分散的地方再过度发力。

具体推进这项工作可能是很长期的过程，首先要分三步走，

用 15 年时间把京津冀一体化分成几段任务，把结构调整起

来，为全国、区域发展真正起到示范作用。

（本文根据嘉宾在 CCG 主办的“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

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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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湘泉：推进人才战略规划评价机制 
Zeng Xiangquan: Pushing Forward with Talent Strategy Design and Evaluation System 

过去十年越来越重视人才工作，整个人才工作政策特

别多，很多理论、很多概念，当然还有很深层的问题，对

做研究的都是挑战。人才机制体制改革方面，个人认为从

2010 年纲要到现在为止推进并不是很大，但是人才机制体

制又很重要，“十三五”规划建议中也说了“加快建设人

才强国，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推进人才发展体制

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这些年来人才工作还是有很大进步的，比如说大学在

人才机制体制方面也在探索。这些年中国大学都在进行国

际化人才招聘，招聘机制有很大突破。人大建世界一流大学，

引进海外 300 人才，现在招了 100 人。人才激励方面也有

很大推进，海外人才报酬适用的是完全另一套体系，突破

了原来制度内的那套体系，我们也慢慢认识到人才机制使

用不是简单开一个招聘会，甚至公开选拔制度，现在对这

个问题有新的认识，开始注重内部人才的培养等等。

这些年来人才工作其实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人才机

制和体制问题还是没有根本性的突破。我们现在的选人机

制，大学教授、海外人才可以这样做，大学校长、大学院

长怎么产生还需要研究。对这些人才，我们还是传统的干

部任免考察方式。研究国际经验，建一流大学，一流人才

的管理者本身就很重要，国际大学校长是全球选拔的，国

有企业改革也有同样问题。

激励问题也有很多人讨论。如果我们用职业经理人观

念来看，这些人不完全是职业经理人选拔的，不应该按照

市场化准则做。但是从长期看，包括体制内外的人，这些

激励机制怎么建立，强调内在报酬，也强调外在报酬，不

管内在、外在报酬，这个机制怎么做，应该描绘出来。

还有人才的评价机制，这项工作应该相对往前走。故

宫博物院做了人才规划，我也看过台湾故宫博物馆、大都

会管理机制。故宫博物院真正需要的是文物鉴赏鉴别、古

建筑修缮人才，我们目前是专业技术人才要考外语，这些

人考外语能考过吗。人才的评价机制这只是一个方面，其

实在很多企事业单位，包括政府机构，我们的干部分类管

理问题很突出。不同类型的公务员，不同的评价标准、要求，

这些应该在现在重点研究。

2010 年纲要到现在 5 年，中国应该首先在人才战略

规划评价机制方面推进。我们在 2004 年给北京做 2008

人才战略规划，研究过 9 个国家人才规划架构模式。国外

除了做规划、愿景、使命、战略目标和选择以外，最后一

个大的方面就是战略监督实施，这是必不可少的部分。人

才的机制体制建设，首先要把人才规划战略的评价实施机

制放到一个重要角度来考虑，使我们的人才工作不是流于

大量政策、口号、文件。

（本文根据嘉宾在 CCG 主办的“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

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曾湘泉  
原中国人民大学劳动
人事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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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澜：列出人才发展障碍清单
Xuelan: Identifying Barriers in Talent Development

我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人才观的问题。现在常常提到引进高端人才，

各个地方落户都有引进人才的各种各样的要求。所谓高端

人才也许有时候有一定客观的标准，但是更多情况下还是

用人单位和实际之间到底有没有匹配。我印象很深是前年，

学校组织一些院长、系主任到国外学校考察。到普林斯顿

大学招生部门，说起来也算是我们定义的人才专家，招生

部的老师讲解普林斯顿大学招生。其它学校很多人要聘请

他，他还是在普林斯顿，干了很多年有感情。假如高校哪

天不再按分数录取学生，有没有能力挑选综合能力各方面

好的学生。我们现在可能这方面经验很少，按照我们现在

情况是有博士学位。之后去了一个国家实验室，实验室的

主任，包括很多科学家流动性也较大，但是里面有几位实

验室的技工，科学家也是半开玩笑地说他们才是这里真正

的主人。如果没有高水平的技工，很多试验实现不了，他

们的工资也很高，跟科学家差得也不太多。这些人在目前

体系下都算不了高层次人才，但是又特别需要的人才。首

先人才观念，高层次人才也需要提，在国外讨论起来可能

没有太多讲高层次或者低层次，跟需要匹配的就是最好的

人才。

第二，人才的价值怎么确定。我们讲竞争优势，这是

最大的问题。我今年回来正好 20 年，我们学院成立 15 周年。

我非常担心的是中国公共部门面临很大的危机，始终觉得

我们到现在事业单位制工资体制问题，这对我们国家人才

发展有很大影响。本来我们很多知识密集型的机构，像大学、

科研机构、医院，这都是复杂知识劳动的机构，恰恰都在

我们国家叫事业单位。目前事业单位工资体制，基本工资

非常低，要通过其它方式的收入来弥补，就是岗位绩效。

这样的机制把复杂劳动、知识型价值体现方式和建筑工人

混在一起了，这样的机制造成目前各种乱象，不管是高校

还是医院，还是其他的科研机构，有很多问题，背后都是

最基本的体制，工资体制就有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

不解决，我们很多其它的问题也很难有很大的改变。不光

这些部门，政府部门也是一样，公务员体系，公务员队伍

也有同样的问题。

第三，现在的制度框架。两方面，一方面有不合理的

框架要打破，另外有些合理的框架需要建立。目前，不合

理的框架还是回到事业单位体制下，最近很多对党政干部

的要求也延伸到事业单位，在高校、很多科研机构感觉许

多正常的国际合作交流等问题都面临很多困难。这里面要

区分开，高校的机构和科研机构是不一样的，最近很高兴

看到一个文件，希望这个文件能具体真正落实。还有一点

要打破框架就是人才流动问题，现在许多框架对人才流动

有诸多限制。几年前也是北京一座 985 高校，想引进香港

的一位学者，年龄超过 50 岁，在北京不能落户。到今天

这些问题还是不能解决，所以我们要建立国际人才优势的

任务还是很繁重。

另外有些框架也需要建立，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灵活的

用人机制，在这些方面确实应该要有的。但在这里面也需

要逐渐建立一些规范。最近这几年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医

生多点执业问题，从好的角度来讲，目前医疗体制比较死，

基层医疗机构没有好医生，现在特别提到大医院的医生，

利用业余时间在其他地方执业。打破现有体制是好事，另

外实事求是地讲这确实也容易带来相关责任问题。医疗服

务确实有它的风险，以前责任体系是在他所在单位，行医

过程中其它地点行医出现责任到底谁来承担，这里制度设

计就需要把问题梳理清楚。这些问题是需要建立一些相关

的规则。我们一方面要打破原有不合理框架，另外需要建

立合理的框架。

我有一个建议。我感觉我们前些年的工作在一些特殊

鼓励政策方面考虑比较多，现在到了这个阶段，人才 50

人论坛有没有可能做一项工作，今天大家都提出落实政策

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障碍，能不能列出障碍清单。我们总

想鼓励人才，现在要有普适性制度真正突破。如果能够列

出障碍清单，这样可以交给相关部门，今后每年开会就来

看，清单上面还剩下哪些问题，是哪些部门的责任，聚焦

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要不然十年之后还是讨论这些问题。

很多政策总是想鼓励，但是很难普适性复制，还不如破解

一些障碍，真正建立中国的人才优势。

（本文根据嘉宾在 CCG 主办的“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

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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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荣华：提升人才国际竞争力 
推进中国国际人才中心建设 
Shen Ronghua: Establishing International Talent Center in China to Enhanc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中国人才发展最好的时期

我参加了 2003 年、2010 年两次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全

过程的起草工作，如果加上 2006 年那次起草，那就在北

京万寿路宾馆住了五年，见证了中国人才发展最好的时期。

我用四个字概括：“前所未有”，这是切身体会。第一，

党中央对人才工作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第二，实施人才

强国战略的决心前所未有。“十五”首次提出，后面就是

人才强国战略。第三，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力度前所未

有，现在有点小的意见，总体上做得非常好，上海也是这样。

第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成效前所未有，习主席在两

院院士大会上讲 105 次“创新”也是前所未有。

如何实现人才国际化

上海 2000 年提了人才国际化三句话，一是人才构成

的国际化；二是人才素质的国际化；三是人才活动空间国

际化，人才资源影响力的半径大不大，不光集聚，还要益处。

总书记给了上海一句话，建设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北京市领导很谦虚，都讲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上海定

位是全球影响力，提了全球人才战略，全球一流、全球引进、

全球配置、全球接轨。这里谈四个观点：

第一，我国人才国际竞争力面临的形势严峻。一是我

们国家国际化人才数量不足。四个数据：第一，中国的国

际化人才占常住人口比例只有 0.06%，187 个城市提人才

国际化，上海是走在前面的，上海的比例是 0.73%，最新

的数据，还不及上海二三十年代，那时候是 2%。第三世

界平均水平 3.3%，最后发达国家的国际人才占常住人口

比例达到 10%。上海金融人才 35 万，国际化人才大概 2%。

二是我们国家现在的环境不利于国际化人才的集聚。第一

生产环境，第二工作的环境，第三法制的环境，第四文化

环境。三是我们国家培养国际化人才的能力不强。马云是

我们培养的，但是这种国际化人才要培养的话还不够，我

们在上海讨论了两天，企业家是竞争出来的，不是培养出

来的。

第二，人才国际竞争力有五个评价标准。这是上海研

究的，供大家参考。人才国际竞争力有五个评价标准、五

个度。一是支撑度，讲的是经济、社会总体的水准和基础

教育，这条我们国家可以了，GDP 是世界排第二位，政

治跟人家平起平坐了。二是宽容度，讲的是人才结构的跨

文化容量，也就是看能够容纳不同国家各类人群的数量和

质量，这点上海应该不错，上海包容度很大。三是融合度，

就是看这个城市不同背景文化人员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

理解和合作。四是流动度，全球范围内引入输出的集散能力。

五是影响度，我们人才资源影响力的半径。

第三，建议推进中国国际人才中心建设。上午薄教授

提出来人才 2050，目标是推进中国国际人才中心建设，

现在提出来应该是到时间了，我依据就是 2014 年总书记

在上海讲了一句话“人才开放，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作

为我们战略性的人才思想。总体目标是到 2045 年左右能

够全面建成中国国际人才中心。实施步骤分三步：第一，

量的积累，到 2025 年左右，通过各项人才计划形成中国

国际人才中心的框架。第二，质的调整，到 2035 年左右

基本建成中国国际人才中心。第三，世界前列，到 2045

年中国要实现人才来源、人才构成、人才素质国际化。

第四，实施国际人才四大战略。一是改革战略，从政

策推动要走向制度创新，通过制度改革来谋求对人才的解

放。我们改革开放 30 多年，基本都是靠政策推动，未来

30 年或者更长时间就是要靠制度创新，颠覆性的一些制度

几乎没有，最起码用人和分配两大制度没有撼动。国有企

业撼动了吗，领导干部都是任命的。二是开放战略，就是

从封闭式走向开放式，率先实行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我最

早出国到新加坡，谈论中国和美国最大区别是什么，李光

耀不假思索马上回答，美国是从全球 70 亿人当中选用人才，

沈荣华   
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
资源研究所名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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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从 13 亿人当中选用人才。三是环境战略，就是从硬

环境走向软环境，实现人格素质整个高移。四是文化战略，

从单一文化走向多元文化，创造中西方文化融合的良好的

国际人才氛围。

人才工作创新发展需突破“三块短板”

加快人才工作创新发展，当前有三块“短板”需要突破。

第一，体制短板，“三个不清”急需解决。近年来，

党管人才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党管人才的格局已经形成，

但问题和局限也很明显。一是组织部门与人社部门的定位

不清。二是组织部门与各个业务部门职能分工不清。三是

组织部的人才工作部门与组织部其它部门之间关系不清。

“三个不清”要求我们必须深化人才体制改革，补好体制

短板，健全党管人才工作格局。建议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正确定位 : 组织部门应强化战略性管理，人社部门要

加强综合管理。二是明确职能 : 将各个部门人才建设列入

相关职能部门的“三定”方案。三是加强力量：结构规格

高配，工作人员遴选。

第二，机制短板，“四大瓶颈”急需突破。我国人才

机制改革，30 年有很大进展，但实质性突破不多，国有企

事业单位的人事、分配两大制度，基本上还是走“计划”，

而不是走“市场”，以致束缚了人才的创新创业热情。根

据发展新理念，结合上海改革实践，急需突破四大瓶颈：

一是人才评价瓶颈。二是人才激励瓶颈。三是人才流动瓶颈。

四是成果转化瓶颈。

第三，环境短板，人才生态急需改善。营造良好的人

才生态环境，是当前我国加快建设人才强国亟待解决的一

个问题。一是必须转变一种观念。人才竞争说到底就是人

才环境的竞争，也可以称之为人才创新创业的生态系统竞

争。二是根据上海经验要特别关注六个生态元素。宜居宜

业的生活环境；集群发展的高科技先锋企业；开放的大学

和科研院所；集聚的创业资本和风险投资家；专业服务的

孵化器；多元融合的创新创业文化。三是要注重人文环境

建设。

机制短板方面的四个瓶颈，可喜的是上海这次人才新

政 20 条都有突破。人才评价机制方面，年薪 60 万，个人

所得税 12 万，上海工作四年以上，每年工作时间 6 个月，

就可以发绿卡了，这样不到一年时间拿到绿卡的人翻了三

倍。激励机制方面，现在是成果转让收益 70% 给个人，

这个落实也不容易，华东理工大学一个成果 7000 万转让，

给个人 50%，给学校 10%，其它给团队。人才流动方面，

上海 50 万事业单位人才，这次提了双向流动，科技人员

可以在职或者离职创业，过去是地下兼职，现在变成地上，

鼓励他兼职。条件非常优惠，单位给你保留，基本工资给

你保留，你如果晋升职称，升职也可以做，三到五年做不

成回到单位工龄连续计算。成果转化机制也做得很好，中

科院药物研究所，过去一定要写论文才能评职称，这次改

革以后不要写论文也可以评职称，如果新药获得新药证书

和上市批文，新药研发团队可得到两个正高级和 4 个副高

级职称名额。

（本文根据嘉宾在 CCG 主办的“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

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王振：全球科创中心战略愿景下
如何建设上海人才生态系统 
Wang Zhen: How to Construct Talent Ecosystem in Shanghai to Achieve Global Scientific 
Innovation Center 

围绕总书记提出的建议全球科创中心的战略，除了总

文件以外，上海去年专门出了人才 20 条，报给中组部人

才局。现在起草的全面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意见当中，

上海做了不少贡献，率先突破。上海人才发展“十三五”

规划，把这 20 条进行了进一步的落实。

为什么今天谈生态系统问题，也是主要领导提出来的，

现在各种政策很多、投入不少，最后发现效果还不是很理想。

深圳、杭州、北京肯定比上海水平高一级。深圳、杭州很活跃，

按道理上海投入资金更多，为什么上海的创新创业，特别

是高科技企业成长的效果没那么理想？后来我们觉得这里

王振   
上海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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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冠梓：人才工作要打通、要落地、要尊重 
Zhang Guanzi: Talent Development Needs to be Coordinated, Practical and Respected

从几个层面来理解“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
度优势”

理解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比较优势，有几

个层面。

第一国际的竞争首先是人才竞争。现在整个世界变成

狭小拥挤的地球村，有各种的比较，什么东西都是一块堆的，

保证军事、经济、文化、软实力和话语权的所有依托都在人

才。所以说国际竞争首先是人才竞争的判断是准确的。我们

过去做五年规划的时候，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不光是国际

这块重视不够，国内重视也不够。现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是现实形势所迫。

第二，人才流动是全球范围的流动，比较也是全球范

围的比较，所有面对的问题都是全球性问题。为什么党和国

家领导人每年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有些国内话题现在纷纷变

成国际话题，变成全球性的话题，这样我们的市场是全球性

张冠梓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
教育局局长    

面不光是投入、政策的问题，可能还是人才生态环境建设

的问题。上海管人才的书记是浙江过来的。上个月开了一

次会，在“十三五”期间，要对人才生态系统做深入研究。

在这方面有三个观点。

第一，树立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人才生态观。十多

年前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人才的规划还是工业化时代的东

西，里面很多工业化的思想，也没错。但今天，信息化、

全球化，变化太快了，我们必须要有新的生态观，特别提

出不能用工业化的思维方式构建相关政策、配置资源，要

重点投资发展的不是生产线，不是工厂、商场，而是平台。

特别城市综合体现在越来越大，现在要的是社群的综合体，

不是单纯高速公路，而是看不见、却实实在在的信息高速

公路，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政府也要主动对外开放，

融入全球化。

第二，向硅谷学习。现在大家对硅谷越来越了解，总

是感觉学不像。最近有本书《硅谷生态圈》，特别提出创

新六条法则，特别要关注热带雨林自下而上建立，我们最

近在讨论保护野草，不能随便使用农药把野草都灭掉，现

代农产品都很高产，野草越来越宝贵了。另外地理、位置、

网络、文化、语言，不信任导致社交壁垒。社交很重要，

为什么乡镇企业发展这么好，乡土的文化、乡土的气息很

信任，跨越到大城市没那么灵验。所以我觉得学硅谷四点，

一是人才多样性。二是跨越社会壁垒的信任。党校大规模

培养干部搞活动是不太适宜的，面向社会各种各样的培训

应该大张旗鼓，通过学习、通过网络。三是要注重长期利益，

只看短期是有问题的，上海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金融人，

对创新创业是反面的示范。四是学习快速多样合作的社会

法治建设。现在学的东西是带有软的东西，这些问题不很

好解决，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是不现实的。

第三，构建具有竞争力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房价这

么高，怎么办？想办法降下来，人才特区很重要。二是活

跃创新创业社群系统，一定是社群，是草根型的。三是开

放的教育和研发，这块现在推进比较快。四是草根型风投

系统。上海风投有很多，但不是草根型的，高高在上，我

们希望有一批接地气的草根型风投，这块要做探索。五是

专业服务的孵化需求。最后是多元融合的创新创业文化系

统。文化是一个城市的软实力，这个文化也不是高大上的

文化，更多是能够把各种各样的人容纳到这个地方的文化。

上海以前还很有商业秩序，不是很乱，里面有多元的文化

和多元的人种，形成一个上海的海派文化。我们也研究重

振海派文化，更好地支撑我们的战略目标。

（本文根据嘉宾在 CCG 主办的“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

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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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资源是全球范围盘点资源，人才也是应该在全球范

围内进行配置。

第三，和各个国家、地区比较才能谈优势，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人才制度比较优势必须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

如何评估优势和劣势

第二个问题是怎么样评估优势和劣势。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人才制度比较优势问题提出来，我们优势、劣势、问题、

不足都在哪里。我担心有一种可能，往往把我们劣势当成我

们的优势来看待，这中间会有很多问题。

现在如果说我们的优势，从现有制度框架内能够感受

到的，一个是人才的体系初步有这样一个顶层设计，比如人

才规划，教育规划是我们的优势。有制度、有实力党管人才，

用好了是我们很好的优势。

除此之外，当务之急应该琢磨一下制度设计里面，体

制机制里面存在什么劣势和不足，这是需要好好琢磨的。可

以从这几方面来理解：我们制度里的开放性问题、灵活性问

题、市场性问题和包容性问题。

所谓开放性，我们的制度设计，包括体制机制有很多

方面都是过于封闭。今天都谈到了，体制内和体制外，好多

制度的藩篱突破不了。我做人事工作有很具体的体会，体制

内和体制外，不光是社科院，高端院校、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存在两套人马，一个是体制内，一个

是体制外，待遇、晋升空间、使用完全不一样，变成两个阶

层的人，不能打通。还有一个问题，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现

在基本叫停了，因为推不动，事业单位自己就分成公益一类、

公益二类，自收自支的、参公的，这里千差万别，和国家的

资源配置、财政配置、机构的设置编制有关系。除了事业单

位以外，整个各级各类单位，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

业这三者是打不通的。单位内部想提编制外人员做研究室主

任，做副所长太难了。

灵活性问题，现在政策有点太死板，灵活性不够。有

蓝卡和没有蓝卡差别不用说了，96 年和 96 年之后办蓝卡

又存在很大报销渠道不同。96 年经费渠道是另外一个，他

到我们单位医务室拿药拿不了，只有 96 年以后办蓝卡才能

到医务室取药。很多人有很精彩的想法，但是归根到底要在

解决实际问题上，具体问题上来琢磨。王晓初部长谈到绿卡

问题跑了 25 个部门，跑了那么多年，最后落不了地。我们

在人事管理、人才服务处处是障碍。

市场性。国际人才的市场性也确实有这个问题，现在

管理过于官气，不光是过去的理念，我们管理的态度、服务

的态度官气十足，思维也有这个问题，我们要引进一个所长，

这个所长在某一个领域是数一数二的，属于名家之级的，最

后引进不了，因为他没有管理岗位的积累，从来没有做过处

长、研究室主任，一下到所长不行，要从所长助理开始，最

后人家根本不来。社科院所长不光是管理岗位，还是学术代

表性人物，从这个角度来衡量，如果按照现在条例根本行不

通。专业人才和管理岗位需要形成一种对接，衔接和匹配。

再有包容性不够，几个类别之间人才打通不了。中央

还好说，央企董事长可以到省里当省长，但是再往下就没有

制度遵循了。我们的出版社怎么样管理，出版社如果按照干

部管理的话没有岗位，如果不按干部管理其它政治待遇、生

活待遇怎么匹配，这都是挺难的问题。很多问题碰到现实一

下讲不通了，一下就憋气了。

这是制度优势和劣势需要考虑的几个视角。

关于“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的建
议

最后谈几点建议：

第一，人才问题必须打通。产学研之间打通，体制内

外打通，理论和实践也要打通。好多问题都是十年八年之前

接触到的话题，这个问题理论都是很超前的，要能够运用到

实际。

第二，要落地。一些好的点子，好的主意，在座好多

领导和专家对国外都很熟悉，国外怎么样管理教授，怎么样

管理学生，怎么样产生学院的院长和系主任，要转化为国内

的东西，然后到我们这来落地，同时又能够结合中国实际，

中国特色，把很好的一些政策，很好的一些金点子落地。

第三，人才工作前提必须是尊重。我们引进了好多“千

人计划”专家，效果是很好的，但是为什么这些人留不住，

我们以为需要什么，想象满足以后就能发挥作用，实际忽略

了自己实际需要，忘掉了尊重人才。政策制定过程当中，管

理过程当中，服务过程当中都不要替他思考。

（本文根据嘉宾在 CCG 主办的“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

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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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昭明：人才创新驱动发展需要破除四个脱节，
实现四个对接 
Gui Zhaoming: Innovation-driven Talent Development Needs to Break Away from Past, 
Embrace New Ideas

人才创新驱动发展需要破除四个脱节，实现四个对接。

四个脱节是科技人才与经济的脱节，人才创新成果同

产业的脱节，人才创新项目和现实生产力的脱节，研发人

员创新劳动同利益收入的脱节。中国拥有三项世界第一：

工程师数量排名世界第一，SCI 收入论文世界第一，专利

世界第一，但是没有改变我们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弱的局面，

在全球产业布局当中暂时仍然不能改变世界工厂的尴尬局

面，原因何在？

第一，科技人才与经济的脱节。工程师数量虽然多，

但是 14-15 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在工程师可用性指

标仅仅排名 43 位。美国 81% 的工程专业毕业生可以立即

胜任工作，印度也有 25% 的毕业生可以做到，我们国家

是 10%。

第二，人才创新成果同产业的脱节。我们的论文被引

用居于全球前 1%，数量是世界第 6 位。专利多，转化率低，

不到 5% 专利权人获得专利授权，美国和日本以及 EPC

专利组织成员国获得专利授权比高达 98%。

第三，人才创新项目和现实生产力的脱节。我们在调

研课题当中发现，相当一些人在中西部地区大多在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也有创新人才被吸引到东部地区创业。我

作为中部湖北省的人才研究者感到很惭愧，因为创新项目

在申报落地的地区缺乏产业化的平台，缺乏创业的环境，

无法变为现实生产力。而东部地区提供了没有天花板的平

台，使他们如鱼得水。这些人才就不仅仅是孔雀东南飞，

现在是凤凰东南飞。现在东部地区人才在悄悄向南方流动，

为什么？因为创业过程当中遇到融资问题，东部地区融资

问题成为创新创业成果专业化的瓶颈，东部地区也发现这

个问题，这是悄悄的现象，还没有成为趋势。我们国家由

于缺乏自主创新的技术，被动高价引入国外技术。而美国、

日本对外依存度仅为 5%，我们国家技术引进经费和消化

吸收创新经费的比例为 11：10，对外技术依赖成为我国当

前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瓶颈。总书记做出“创新驱动的实

质是人才驱动”的论断原因在这里。

第四，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利益收入的脱节。人才价

格和状况走向反映了一个国家地区以及一个社会组织的发

展状况，和人才开发资本的水平，反映了当地人才市场研

究水平，也反映了进行决策的官员们的高端的认识水平。

一个很小的例子，现在已经有很多新政在出台，以前人才

项目劳务费要报销出来或者作为所用是非常困难的，有无

数规定在制约着。在西方国家除了按章交税之外，人才创

新得到的收入完全是可以作为自己所用，作为劳务费来开

支。这点目前显得特别突出，也是影响到高端科技人才创

新活力的很重要的问题。人才资本价格与价值背离根源，

在于我们不愿意承认优秀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人

才经济谈到的定义，人才经济是实现与发展知识经济化和

经济知识化的双向互动过程。强化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

利益收入的对接，对解决人才资本与价格背离的顽疾具有

重要意义。

从制度设计上寻求根源，中国人才创新创业水平需要

破解制度上的诸多障碍。人才创新发展要破除四个脱节，

实现四个对接。

四个对接，四个脱节当中，关键是现在科技人员创新

成果和收入的脱节。从目前来讲，处于国家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我们不回避收入、待遇仍然在左右着的问题。对科

技人员成果所得的收入和本身的价值实现，和本身的知识

产权的传递是一致的，我们如果把它说得很低，你这个人

就关注你的金钱待遇和收入，实际上是尊重知识产权。这

个问题是关键环节，如果实现了，科技人员创新活力就能

够比较高的激发出来，这是政策上的脱节和需要坚持对接

的问题。

其它三个脱节和对接都是制度问题，科技和经济对接

主要还是在制度方面。我们要把企业作为科技人员主战场，

让科技不是束之高阁，而是让它能在经济当中发挥驱动作

用。创新成果和产业化对接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东部地区

人才到南方创业，创业过程当中产业化需要融资来支持，

东部某些地区就不如南方专门有一个创业中心来支持它。

人才的科技成果产业化之间的对接是制度上的问题，可以

在顶层设计或者制度设计上能解决的问题，能促进四个脱

节的破除和坚持四个对接的实现。

（本文根据嘉宾在 CCG 主办的“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

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桂昭明    
原武汉工程大学副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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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敏华：人才发展过程要处理好五个问题 
Liu Minhua: Five Issues need to be addressedduring Talent Development

人才发展过程中要处理好五个问题

第一，在人才发展过程当中要处理好先与后的关系。

很多人才发展，当他成为“大家”以后可能有锦上添花的

动作，但是在这个人才发展之初，我们是否能够做到雪中

送炭，能不能在人才发展之初就给他足够的支持，特别是

体制机制的保障。前年，我们给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邵

峰评了研究员，他去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而且是最年轻的。

第二，很多人才成才了，一定要研究他成才的规律是

什么，用规律来指导我们体制机制的改革，用规律来指导

人才真正的发展，

第三，处理好人才发展方针内外的关系。现在对人才

发展制定了很多很好的政策，但是如果以前阶段制定人才

政策是伯乐相马，下面阶段是对人才发展环境政策的制定，

按照我们领导的说法要建立人才发展的土壤，给予阳光，

让种子顺利成长。人才发展的品质，国家有国家的品质，

地方有地方的品质，国际化范围之内越来越重视人才所在

的环境到底如何。我们一直跟上海形成南北互动，向上海

学习，不拼重金拼环境。

第四，处理好人才发展过程中事与人的关系。现在很

多很好的人才政策，但是人才获得感不强，有些政策好看

不中用，特别是财政政策，你们给的钱很多，但是都不好用。

所以感觉现在很多政策对着事情，比如对着项目，对着课题，

但不是针对人才的。今后我们要让更多的政策，包括财政

方面政策，更多地针对人才，让人才用起来方便，而不是

针对项目，针对事。

最后，解决人才发展体制当中点与群的问题。有很多

政策对很多专家优惠，但仅仅针对专家个体，我们感觉要

促进顶尖专家引领下的专家群体的发展。北京市研究一个

事情，研讨顶尖人才及其团队，既要吸引顶尖人才回来，

更要针对团队的发展，制定针对这个团队所有成员的一个

总体意见，促进人才梯队的发展，这样才能让万壑争流。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人才支持

我们要让人才工作真正落地，产生效益，一刻也不能

离开对人才工作的理论思考。一个民族只有进行战略思考

才能站上巨人的肩膀，走在时代的前列。

第一，中华民族比任何时候都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

同时迫切需要人才的支持。现在党管人才正是大好的时候，

我感觉四个第一融合，第一要务是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又讲创新是第一动力，但是归根到底人才是第一

资源。四个第一融到一起就是党管人才了，关键要靠人才

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来驱动发展，所以人才是党执政兴

国真正的根本着力点。作为人才工作部门也有义不容辞、

责无旁贷的使命感、责任感。

第二，人才工作还有很长路要走。首都中期人才评估，

北京地区人才总量 615 万，这是 14 年的数据。北京地区

尽管有大量的人才，但是人才的贡献率，这一衡量人才工

作的关键指标还不行。15 年定的目标是 50%，测算只能

到 14 年底，14 年是 45.7%，离 15 年 50% 的目标，20

年 60% 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这确实需要我们不断努力，

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以中关村为代表的只有 1% 的外籍

人才的总量有所增加，同时让人才的贡献率从 45.7% 上

升到更大空间，向发达国家看齐。

关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四点想法

第一，需要营造多中心的创新驱动格局。总书记给上

海提出要求之后，给中关村提出要向具有全国影响力科技

创新中心进军，在北京提了建立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又到

上海讲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把总书记话做

辩证理解，不是简单京沪之争，而是目前全球发展动力转换，

产业革命和科学技术变革的前夕，要把创新作为真正的动

力。中国需要多个创新中心，需要和世界脉搏相通的科技

创新布局。中国的科技创新中心不单在中关村、上海、北京，

还要形成多中心格局，才能适应创新动力的转换，推动中

国创新驱动发展。京津冀协同规划发展纲要讲了创新驱动，

但是第一是协同共同体要创新驱动，第二要在以北京为中

刘敏华 
北京市委组织部人才
工作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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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当中推动创新中心。不管是整个中

国的区域，还是中国的局部地区，都要形成多点发力，多

块联动的协同创新格局。

第二，提倡先就业后创业。我们高校提出一个观点叫

先就业后择业，面对双创的格局，我们领导也是这么一个

想法，提倡先就业后创业。现在大家创新创业的热情很高，

但是盲动也难免。所以在 10% 的一般成功率基础上，创新

创业成功率在中关村调研只有个位数。如果说没有做好充

分就业准备就创业，没有一般就业本领就创业，就等于在

创业之初就面临死亡问题。不是鼓励每个人都要创业，现

在中关村小工位大梦想，不是所有人创业，创业团队稍微

成熟就分崩离析，各自创业，这不是很好的形态。

第三，创业创新并举，创新广于创业。总理讲的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不是和大众、万众放在一起讲，更多是

小众创业，大众创新，创新应该是整个民族和每个人的思

维和习惯，但是创业并不是适合每个人。在合适的土壤之下，

合适的环境之中，具备一定要素的时候，在一定市场条件

下才去创业。所以更多要在鼓励合适的人创业同时，鼓励

更多人具有创新思维，实现创新行动，让创新成为民族的

灵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四，鼓励来华留学生创业。CCG 网站里已经介绍了，

公安部给北京的人才 20 条。特别巧，上海出台的是 20 条，

公安部给中关村地区 10 条，给北京全域范围是 10 条，公

边慧敏：高校人才改革与吸引人才举措 
Bian Huimin: Talent Reform and Recruitment Measur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我过去做人才方面的专业研究，现在走到了实践。十年

前我在南开大学人力资源年会上，接到学校书记的电话，说让

我到学校当组织人事部长，我还不愿意，觉得做学术更好，但

是理论就要应用于实践，后来在西南财经大学做了实践。

这个专题是讲人才制度的优越性，真的很有体会。西南

财大这十年就是靠人才制度，十年前和十年后真的不能同日而

语。15 年 3 月份我去了四川省西华大学做书记，也是因为做

人才改革，省委组织部长说希望把这种改革扩大到其它高校，

也为省属高校做点贡献，这样去了西华大学。

高校人才改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四川省有教育部的高校四

所，其余有一百多所，省属高校和教育部高校在若干年前改革

开放之前差距不大，现在差距慢慢越来越大，全国都是这样的。

这里很重要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家资源支持给教育部部属院校

多一些，地方院校少，但是很重要的就是用人自主。我这些年

改革很有体会，教育部学校基本上是用人自主权给你，省属高

边慧敏    
西华大学党委书记    

安部也是鼓励南北互动，形成一个创新的联动。我们想在

将来一段时间内，好好鼓励来华留学生创新创业。一方面

留学生本身从国外来，具有国际化的要素，他在创新创业

过程当中自然会把国际要素引入进来。另一方面，国际化

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价值观的把握，“德”怎么把握。在来

华留学生人员创新创业当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国际化

和国际化当中“德”的因素把握、结合起来，因为这些人

在中国，不管是否接受学历教育，呆了几年以后对中国的

文化、价值是充分认可的，是有一定价值观基础的，这些

人能够更好地在中国环境当中创新创业，并且符合中国社

会发展方向。这就比简单从国外引进一个老外要好，那样

可能在引入机会的同时引入风险。积极鼓励认真做好纯外

籍留学生创新创业，对我们国家在中国特色情况下，更好

地推动双创的蓬勃发展是有好处的。

（本文根据嘉宾在 CCG 主办的“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

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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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差别很大，对高校管理基本跟事业单位一样，差别就出来了，

这个差别的拉大是因为人才制度。去年四川省省委组织部对高

校人才队伍建设做了调查，对四川省属高校和教育部高校做了

全面调查，那时候还没有去西华大学，更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

说到这个题目真的很有体会。

为什么要改革？西南财大还是老学校，38 年抗战迁到成

都，因为国家那时候对经济不重视的种种原因，西南财大在后

来发展就不是那么好。2000 年进了教育部后有危机感，觉得

在教育部学校里差距很大。要发展就要改革，首先就是要打破

地方能进不能退的现象。西部引进人才比较困难，就要有超常

规的举措。

成都比较悠闲，人很容易被同化，哪怕名牌大学去的，

按照老体制人很容易安于平庸了。这些情况下学校就要做一个

很大胆的改革，当时让我做这个改革。我们在 2005 年的时候

做了一个方案，传统的体制一刀切，全部从十年前是新体制了，

教师就是联席制，管理人员就是聘用制，十年前这个举动还是

挺大的，整个编制对现在来讲都不存在了。当时我接受这个重

任，去了马上做方案实施，做了十年下来感触真的很深。

硬条件、资源准备是有的，硬条件总的好办，软环境建

设是很重要的。首先要强化共识、促进认识，整个学校大范围

讲危机、讲发展，大家首先形成共识，然后就做改革。

我们在 06 年 1 月 1 号开始全面实行联席制加聘用制，按

照合同签协议，三年一个聘期，完成不了任务就走人，两个三

年制后就可以任长期教职。十年做下来应该说是做到了，里边

有很多的方式。

人才引进与培养

学校同时有硬性引进和柔性引进，15 个学院里 11 个院长

是海归院长，引进了一大批学术带头人，主要是国外的，国内

也有，包括今天的王辉耀院长。当时成立了发展研究院，聘的

是教育部经济学部召集人李晓西，后来王辉耀院长接替李老师

任院长，我们当时做了四个特区，方式有很多。

我们做了这些年之后，引进的海归人才、海归的模式在

全国高校经管类是最多的，太大牌的全职引进不来的，柔性引

进起了很好作用。在十年间总共引进管理人员和教师一千多人，

对学校各个方面发展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教学、科研各个方面

全方位提升，比如科研，数千倍的增长，我们有很多数据显示。

而且我们也做了一些智库，在全国非常有影响，包括中国家庭

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院长是海归院长，在中国、在世界影响

力都很大。

我们的人才培养，专门做了几种方式，有全英文教学的，

把国外优质教育，包括培养模式引进来，专门也有全英文班。

现在这种做法在全国很多大学已经在做了，而且毕业生的百分

之六七十进的都是一流学校，包括哈佛、耶鲁、剑桥、普林斯

顿。各个方面变化都非常大，而且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这些方面，我们有很多的经验，当然也有一些教训，

但是总体来讲应该是非常成功的。整个西南财大，我们引进来

的人，包括柔性引进和全职引进，带动过去的人才大家一起交

融发展，都发展得非常好。金融学院的院长也是引进过来的，

他当时是刚毕业不久的博士，十年时间成长为首批万人计划领

军人物，带动培养了一大批人，整个师资队伍的素质和人才培

养的质量都上升了很多。

用待遇、情感、事业留住人才

现在高层次的人才大家都提到市场化的问题，如果待遇

明显低于市场是留不住的，对人才就是客观的评价。待遇，比

如海归人才引进，我们协议工资制，每个专业不一样，完全是

市场化，同样的经济类，会计、金融、经济学都不一样，收入

待遇是市场化的问题，你要有市场竞争力。

同时，事业发展的问题。在 06 年我们专门成立了教职工

心理健康与人力资源开发中心，这个中心更重要是做的职业生

涯规划。我们对教职工都要做，但是对人才尤其是关注，比如

他们的职业发展，我们三年一次，三年过了再做三年，从他的

职业发展关心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软环境，整个氛围也很重要。我们真

正想走的不多，偶尔有走的，但是又回来了。有一个例子，美

国波士顿学院过来的非常有才华的海归，福建人，来了四年，

对四川气候、吃的东西不太适应，就到另一所大学了。走的时

候跟我谈，我说没关系，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但是，西南财大

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他去了几个月给我发邮件，说他觉得其

它不错，但是氛围不好，想回来。我说可以，你跟那边谈一下，

当时就说有一个赔偿机制，你跟我签三年协议，提前走，提早

一个月两万，提前 20 多个月给几十万。我说这看你自己，按

道理这种要上法院告是不成立的，从学校来讲也不愿意弄到那

个地步。他这一年经常回来，跟这边联合做研究，两年半的时

候就跟我讲，我们先草签这个协议，拿给所在大学看，满三年

他又回来了。

留住人才的硬条件该给一定要给，软环境和事业发展方

面，待遇留人、情感留人、事业留人，软环境就包括情感。

我们现在陆陆续续还是有一些人才被挖走，总体来讲还

好。我们现在人才成长起来很多了，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年轻

人出去也是好事情，对西南财大影响力也很大。

怎么“走人”。我们是联席制，进来就不是传统的体制了，

就是签协议，三年，我们也有任务要求。如果没有完成任务的，

差一点点的我们可以给你降薪，但是基本要求没达到三年要走

人，因为协议签好了的。体制帮助我们，如果按传统的体制是

没法走人的，所以从十年前我们就一刀断了，没有那种体制了，

不想要的，或者达不到要求的，大家签了协议的，通过协议，

包括律师各个方面按程序做好。当时开始设计这个制度的时候

领导问我，最后走人你自己有没有想法。走多少人，四分之一

是不能超过的，25% 就怕不稳定了。但是基本上我们没有超

过 20%，大概就是 15% 左右，这几年进来 1000 多人，走了

可能就是 15%。大家很自然就习惯了，传统老体制是没办法的。

（本文根据嘉宾在 CCG 主办的“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

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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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抗美：推动人才法制建设发展 
Ma Kangmei: Pushing forward with Legislation for Talent Development

我们国家人才工作这些年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和成

绩，但是人才法制建设方面是相对滞后的，所以在这样一

种人才工作面临的情况非常复杂、利益格局盘根错节，特

别是国际人才的竞争压力也非常大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

还按照原来的思路，主要靠政策、靠文件来推动人才工作，

可能不能为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提供最有力的保证。还是

要按照中央说的，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的方式来推动发展。 

具体说两方面，怎么推动人才法制建设的发展呢？

第一，应当要抓紧制定人才基本法。人才开发促进法

是在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当中就提出来了，要制定这样一部

法律，但那是 2010 年的事情，到现在已经五年过去了。

中国可能还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如果“十三五”期间再

不抓紧，这五年一晃又过去了。为什么这部法律特别重要？

我们是把人才开发促进法定位为我们国家人才发展建设的

基本法的，人才领域当中有这样一部法律，是基础性的、

综合性的地位，应该把我们国家关于人才工作这些年倡导

的人才基本价值观，关于人才工作的大政方针，关于人才

战略规划都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只有有了这样的法律，

我们下边人才工作的各个领域、各种类型人才、不同的人

才问题，才有可能在法律引导之下再制定一些具体的法律

法规，逐步来完善我们的法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

法律体系，这是第一步。

第二，加快重点领域和急需人才的立法。这里边也可

以有很多，我们现在从哪入手，立法资源也很紧缺，咱们

国家立法也有非常严格的程序，不是简单的事情。但是我

们可以加强研究，把人才工作当中的一些重点领域，或者

是我们急需人才的队伍建设。这次“十三五”规划也提出“高

精尖缺”，对这些人才急需法律，要把它抓紧。

举两个例子。一是要引导人才到西部、到基层就业。

这方面对我们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人才分布不

平衡，这是按照市场规律来走，哪儿资源好，哪儿公共服

务好就往哪去。我们怎么办呢，怎么来引导人才能够到西

部，到基层去呢？我们国家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引导大

学生到西部、到基层就业，有大学生村官计划、三支一扶、

西部志愿者、特岗教师等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

这些工作运行基本还是依赖于政策驱动的模式，到现在我

们国家没有一部关于引导人才到西部、到基层服务的专门

性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到西部、到基层去的人的权利义务

没有法律的界定，角色定位、生活待遇保障、发展前景也

都不是很明确，就是靠一个政策说一件事，而且促进和鼓

励人才到西部、到基层也远没有成为全社会的一种共识和

自觉的行为。所以在这方面应该抓紧做，把这件事的战略

意义通过法律形式明确下来，把以前程序的经验明确下来，

到西部、到基层去的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一定要用法律形

式固定下来，解除后顾之忧，可以逐步来做。比如也提出

大学生村官作为课题研究。

大数据和“互联网 +”时代下的关于知识产权的立法，

现在也对我们提出了好多的挑战。知识产权法律在我们国

家起步还是比较早的，也比较完善。但是现在面临的就是

大数据和“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

原来我们知识产权界定，那种形式、内容、保护的权限，

跟现在大数据时代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还按原来

那个就没有办法解决现在新出现的问题。不能有效保护人

才的创造性劳动成果，就没有办法激发人才的创造热情。

一方面要激发大家有创造热情，另一方面知识产权要有利

于劳动成果能力转化成一种社会财富，推动社会文明发展。

在新形势下这方面法律建设就有很多工作要做。

（本文根据嘉宾在 CCG 主办的“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

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马抗美    
原中国政法大学副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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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发：成功的创业者要具备战略思维，
不断创新、转型 
Wang Guangfa: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Needs Strategic Thinking and Innovation

我从实践中走过来，过去曾经做过律师，后来又创业。

按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来讲，我是这么归纳：创业预示

着风险，这必须要考虑到。只要创业就有风险存在，把握

好了风险就会化解，把握不好创业就会失败。按照工商部

门登记统计，我们国家企业三年成活率不超过 10%，是大

浪淘沙。这样就要求你的智商、素质、市场应变能力、产品、

研究，所有的要适应市场残酷的风险。我们创业并不容易，

法政集团到今天也来之不易，由三个人创业，到现在 2170

名员工，有风险但是看怎么把握。我是北京第一个做别墅

开发的，王府花园。92 年市场意识到商品房概念，一看不

行我要做教育地产。96 年马上跟上了民办教育，民办教育

又是第一个。后来还要转型，又建了医院。我创业的经验

是转型。当今天地产分国家控制、购买力、市场的时候，

该上马的时候、该投资的时候必须要把握好。

这些产业同步进行确实要有驾驭能力，同时体现了决

策者的自身素质，要全面评估自身创业战略订立的思维，

今天的市场与未来的市场的关系。你不能说今天生产的产

品也适应未来的市场，因为社会是进步的，人类是走向文

明的，产业是通向转型的。50 年前东北的重工业可以存在，

今天对不起，进口的石油就比你自身生产的价格要低了，

怎么办？现在的钢铁产业，买的比你造的价格低。 所以首

先要把握，调查充分、研究彻底，不调查充分不决策，不

研究彻底不行动，这点也是必须把握好的。创业是很难的，

所以 15 年 3 月 18 号我在深圳国家创业创新国际人才培养

以及引进的大会上做了报告，同时也做了经验介绍。

万众创新就预示着更大的风险，你要不断创新，你要

与时俱进创新，感觉到你的产品、你的市场、你的定位不

行的时候必须要转型，否则就带来更大的风险。那就要选

择好破与立的关系，要敢于突破，敢于天下先，持续、科学、

稳定发展，不断地转型，不断地创新。那么在这里的经验

之谈刚才我已经说了，随时不断转型。我产业里医院现在

已经有了产业链，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有医药分离，我赶快

上马自己的药厂，研发自己的药品。流通环节要有自己的

药业公司，形成一个产业链。医管分离、医药分离，各个

环节让老百姓拿到便宜的药，享受到医保、新农合，搞科

研要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要有一种创新。因为我聘请

的也有院士，院士一进去集团财政就投入 500 万基金，你

只要拿出来，集团赋予你的与国家补贴是一样的，研究课

题出来成果，国家给你 100 万，集团再给你 100 万，因为

你事业要发展，不这么做是不行的。

我们要创新突破，科学创新突破。光科学创新突破还

不行，还要加上依法合规科学创新突破。用人标准的创新

突破，教育该怎么改，我在教育部国际司汇报的时候讲了

一个问题，校长要转型能不能转动，老师要转型能不能转动。

所以说要引进人才、理念、科学的方法来冲击自己固有的

传统的不敢突破、不能创新的东西，甚至把你的利益团队

都要突破，你们要有这样的现代化的精神、国际接轨的精神、

先进理念的精神。

为什么我们高中生、初中生听我的报告，党政军团、

工商、经济、法律、双边、多边、国防、外交、教育、医

疗，在我这 31 个产业，让我们的学生在这样的时代听到

全方位的声音。如果教育从娃娃抓起，来解决教育转型的

问题、国际人才接轨的问题，践行 2020 教育纲要、2020

人才纲要的问题，我们的教育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健康发展。

（本文根据嘉宾在 CCG 主办的“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

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王广发   
法政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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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顺娇：二线城市如何吸引人才 
Chen Shunjiao: How Second-tier Cities Attract Talent

东莞大家不太陌生，更多停留在大家印象当中的东莞

还是工人多、工厂多的劳动密集型城市，事实上在座的一

些专家和领导也到过东莞，对东莞印象都是非常不错的。

首先大家不会担心 PM2.5 太高的问题，也不会担心交通

堵塞问题，同时经过 30 年发展工业基础非常好。目前来看，

创业人才吸引优势越来越明显了。东莞从 2008 年开始提

出产业转型升级，当时因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东

莞整个工业体系、生产总值等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最低

的时候降到 2% 左右。经过几年调整，东莞今年生产总值

已经突破 6000 亿，在全国地级市来说是不小的量了。我

们整个产业转型的结构作为中央、省里地市样板的典型在

推荐。

我认为整个过程中离不开东莞对人才工作的重视或者

是前瞻性的规划，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是东莞作为夹在广州、

深圳等一线城市中间，夹缝生存的二线城市，在人才工作

方面的思考，值得跟大家一起探讨的话题。

作为二线城市，人才工作的发展首先离不开强有力的

政府引导和带动。比如广州、深圳、北京、上海，科研院

所、大学比较多，产业比较完善，大城市里哪怕领导不重

视，人才自然往这边流。二线城市如果没有很好的顶层设

计，在人才工作方面是举步维艰的。东莞也想了很多办法。

一些专家提到人才工作目前事实上有一种上热下冷的态势，

尤其在基层到了市一级，像东莞那样每年投入 50 亿推动

人才工作的不多，有这样一个庞大的机构做这件事的不多。

东莞从去年开始就把人才工作纳入了人才考核的体系里面，

从过去考核 600 分总分里 3 分的比重提到 30 分，这一个

改变颠覆了过去领导干部对人才工作的印象。

第二方面，人才结构的规划或者优化要跟产业结构规

划和发展同步。现在人才工作跟产业结构规划有点剥离的

现象。以东莞例子来说，有不少千人专家到我们这里创业，

为什么选择东莞来？西门子给千人专家 800 万美金创业经

费，最后他落户在东莞，因为东莞产业配套能力在全世界

范围内制造业角度是走在比较前面的。对于从事工业制造

的人才来说，这方面优势可能会比北上广还要突出。我认

为在地方发展人才工作的时候必须要有突出优势产业相结

合。

第三方面，作为地方政府留人也是很重要的。不少专

家跑了全国不少地方，最后选择落户东莞，对人才的承诺

不敢说百分之百，也是尽可能满足。地方上特别高端的人

才不是很多，我们也有一对一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制度，

这样服务好本地、立足好本地形成了口碑。对二线城市来说，

好的政府口碑对吸引人才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根据嘉宾在 CCG 主办的“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

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陈顺娇    
广东省东莞市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专职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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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东：创业、创新环境下如何用好人才 
Wang Xudong: How to Employ Talent in Environmen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创业、创新是李克强总理代表中央提出来的纲领性的

东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又把大命题和目前正在谈的

人才结合起来，在座的每一位都会同意这是最大的题目。

讲到创业，我们要谈到中国在十年前就已经成为创投

教父的阎焱，他现在对我们创业的看法很悲观。当大家都

在谈创业的时候，他说现在 90% 以上的创业都是失败的，

都会失败，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他说现在是钱多人少，

一个最容易失败的年代。他还说，这个年代偶像的崩溃只

是一天的时间，这是一个自拍和自拍杆的年代，是一个最

冷漠的年代。创业成了时尚，成了运动。

可是我想讲 90% 创业失败的例子，人才的失败是创

业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大家知道从宏观来讲创业重要的三

个要素，第一环境，第二机制，第三人才。环境是国家定的，

主要靠国家；机制是有关部门定的，国家来批准；人才是

在座每一位自己的事。

从微观上来看创业也是三个要素。第一是以什么模式，

如果你的模式跟大家雷同，我们就不要谈创业了，现在就

麻烦在我们几乎 90% 的模式和大家都是雷同的。第二是

资本，创业是要有资本的，现在老人们攒了一辈子的钱，

被二十几岁的孩子两个月全干没了，这是创业吗？这是败

家。还有人才，宏观和微观重合的就是人才，可见人才问

题的重要性。创业创新环境下的人才问题就变得特别尖锐、

特别敏锐、特别突出。

什么是人才？王晓初部长大谈感慨，找不到一个恰当

的英语单词来描述人才这个词，我觉得也很难。现在英文

还叫有能力的人叫人才，实际今天讨论的是有中国特色的

人才。人才最重要是关键的骨干主力，第二重要性，第三

有引领。

中国和美国的用人机制有差别和差距。我们不讲政治，

讲一下人才的问题，也不讲政治中的人才，就讲企业人才，

要研究美国的企业人才机制为什么能够把最重要的人放在

最关键的领域。可能这个问题是中国企业界和今天在座各

位都要研究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使我们向国际

标准用人机制靠近呢？这不仅是企业的问题，也不仅是事

业单位的问题，也不仅是国家机关的问题，是各行各业的

问题。

第一，创业创新环境下怎么去发现人才，不能只看资

格，也不能只看资历。我是外交学院硕士研究生，而且是

第一届，要说搞外交肯定行是不一定的。很多人是外交学

院毕业的，没在外交领域里有很大的贡献，倒是有一些不

是外交学院的做了很多贡献，所以不能只看你是什么资格。

不能只看这个，只看资格、资历你会很有麻烦。我在中智

干了 28 年，只看这个很有麻烦。不能只看专业，现在异

业常常比专业干得好，统计一下会发现很奇怪。马云学英

语的，现在搞了电商，起码目前还没看出比他干得更好的

人是谁。任正非原来是学建筑工程，后来搞了化纤气电工程，

1988 年搞了华为，我们发现这两点非常重要。

第二，创新创业环境下人才怎么使用。人都是有优缺

点的，永远别想象你用一个十全十美、一点缺点都没有的人，

这是不可能的。用人要看长处，也要看短处，有时候用长处，

有时候也要用短处，长短是辩证、转化、结合的。

第三，创业创新环境下人才激励和爱护很重要。我在

中智提出口号“让干活的人快乐，让不干活的人不快乐”。

现在完全靠政治教育是不行的，但是完全靠物质也不行。

到底应该怎样激励一个人，有多少激励的资源，这个资源

怎么分配，常常对下面的人才起到特别重大的作用。

第四，创业创新环境下的人才培养。这个培养主要是

培训和教育，对人才的缺点，你首先当然要能容忍，不能

容忍他跑了。在容忍前提下要教育他。

我觉得在新的时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环境下，

这四点是特别重要的。

（本文根据嘉宾在 CCG 主办的“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

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王旭东    
原中国国际技术智力
合作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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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智库报告 2015》发布
CCG 位列中国社会智库首位
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leases that CCG tops social think tank in China

2016 年 1 月 27-28 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

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 2015》在

世界银行、联合国总部等全球 80 多个地点同时发布，中国

与全球化智库（CCG）上榜全球最值得关注智库，位列中

国顶级智库第七位，在多项榜单中表现亮眼。

《全球智库报告 2015》是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

研究项目（TTCSP）连续第九年为全球智库界打造的最具

权威性的智库研究发展报告。该智库研究报告旨在研究全球

各国智库在政府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建立了一套客观公正

的智库研究体系，每年对全球智库进行跟踪研究和综合排名，

以加强全球智库的能力建设并提高智库的表现，该项全球智

库排名也是目前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智库排名。

在今年的全球智库排名过程中，TTCSP 向全世界超过

6500 家智库，超过 7500 名新闻记者、公共和私人捐助者

以及政府政策制定者发送智库提名的邀请，由同行、专家推

荐入选，最终由专家进行审阅和排名。

2015 年全球智库指数（GGTTI）提名和排名标准包括

智库领导层的才能和责任感，智库员工的素质和名誉，研究

成果的质量和声誉，招募和留住精英学者、研究员的能力，

学术表现和声望，媒体声誉和智库的社会影响力等。《全球

智库报告 2015》并不将研究成果作为衡量智库影响力的唯

一方法，而是考虑了资源指标、利用指标、成果指标、影响

力指标等。

在本次发布的 2015 全球智库排名中，中国与全球化智

库（CCG）在多项榜单中有突出表现：

●在全球智库综合排名中位列全球智库第 110 名；

●入选全球最佳社会智库 50 强；

●在中国顶级智库排行榜中排名第 7，

位列社会智库第 1 位；

●入选亚洲大国（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智库榜单；

●入选全球最值得关注智库 100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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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顶级智库排行榜 全球智库综合排名 175 强（节选）

全球最佳社会智库（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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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 (TTCSP) 发

布年度《全球智库报告 2015》排名 , 该项全球智库排名也

是目前国际上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智库排名。在本次排

名中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CCG) 入选全球最值得关注智

库 100 强、全球最佳社会智库 50 强 , 在全球智库综合排

名 175 强榜单中位列第 110 位。此外 ,TTCSP 还针对部分

国家做了国别智库排名 ,CCG 在中国顶级智库中排名第七 ,

社会智库排名第一 , 表现亮眼。

今年的《全球智库报告 2015》排名过程中 ,TTCSP

向全世界超过 6500 家智库 , 超过 7500 名新闻记者、公共

和私人捐助者以及政府政策制定者发送智库提名的邀请 , 由

同行、专家推荐入选 , 最终由专家进行审阅和排名。CCG

成立 8 年来 , 在政策、社会、媒体方面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

进入中国顶级智库的前列 , 受到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 为

中国社会智库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案例。

多渠道、多形式提升政策影响力
  

中国智库要成为有决策影响力的研究机构 , 还有赖于

在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上 , 提供独立、专业、可操作、富有

建设性的解决方案。CCG 通过国家课题、政策报告和其他

建言献策方式 , 影响和推动着政府相关决策和制度创新。

CCG 不少成果和建议受到了相关政府部门领导的重视 , 得

到了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 , 也得到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

包括中组部、统战部、人社部、商务部、科技部、教育部、

国侨办、公安部、国家外专局、国务院参事室、国家汉办

等领导的关注。

● CCG 政策研究成果显著

这些年来 ,CCG 建言献策成果显著。CCG 参与了欧

美同学会成立 100 周年课题研究 , 为中央留学人员政策建

言献策。2013 年 10 月 , 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

100 周年大会讲话中吸收了 CCG 的建议。CCG 还多次论

述和研讨中国的“人才红利”问题并提了许多建议。2015

初 ,CCG 主任王辉耀被李克强总理聘任为国务院参事。张

德江委员长曾为 CCG 在人才方面的研究成果颁奖。全国

政协主席俞正声对 CCG 在 2014 年做的有关建议也做出批

示。国家副主席李源潮重视 CCG 多项研究成果 ,CCG 专

家还应邀去给中组部领导讲课。汪洋副总理曾推荐 CCG

出版的《国家战略》一书。刘延东副总理也就 CCG 提出

有关建议做出批示。CCG 主任王辉耀还被中央政治局委员

郭金龙聘请为北京市政府顾问。

CCG 自 2008 年成立以来就积极参与国家相关的建言

献策工作。早在 2008 下半年 ,CCG 就参与了中组部《国

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的制定 ,CCG

主任王辉耀担任了该规划制定的国际人才竞争战略专题研

究组组长 , 负责研究“实施更开放的人才政策”这一重要课

题 , 最后这项政策研究也助推了 2008 年底中央“千人计划”

政策的诞生。CCG 最近还全程参与了公安部近期公布的支

持北京创新发展的 20 项出入境政策措施的政策研究 ,CCG

多项建议被采纳 , 实现了许多中国在国际人才引进政策方面

的重大突破 , 其中包括北京企业可以推荐外籍人才申请中国

绿卡、对海外华人永久居留提供便利 , 包括海外博士人才可

以直接申请绿卡 , 放宽来华留学生和外籍学生在华实习就业

创业许可等多项建议被采纳。CCG 的政策研究也得到了国

家有关部委的支持。CCG 也是中组部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

组“人才理论研究基地”, 并被国家有关部委授予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资质 , 还入选了中联部“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

理事单位 , 并成为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工作组成

员和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等。

● 提供相关政策培训

CCG 有关专家多次参与了中组部全国组织干部学院、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组织的全国有关省市组织部长培训班 , 也

曾为中央党校战略研究班讲课。CCG 协助人社部建立了“中

国留学人员创业专家指导委员会”, 并协助委员会经常举办

人社部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CCG 专家还应北京、上海、

天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北、河南、辽宁、四川、

湖北、湖南、广西、内蒙、青海等省市政府有关部门邀请 ,

为当地政府官员举办培训。

● 前瞻性思想创新

多年来 CCG 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值得一

提的是 CCG 在 2009 年出版图书和在 2012 年夏天举办“中

国梦”研讨会 , 最早从人才发展角度首推“中国梦”理念。

智库建设创新实践  
打造中国最佳社会智库
Bringing Innovation to Construction of China’s Best Independent Think 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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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CCG 的建议从“黄金周”到“中国公众假期优

化”, 也参与影响和推动了国家公众假期制度的改革 , 如清

明、中秋、端午假日的恢复和建立。CCG 在研究方面也不

断创新 , 提出要建立“国际人才学”、“中国海归学”、“中

国创新全球化”、“人才赤字”以及“从中国企业国际化

到中国企业全球化”等新概念，也在不断促进着学术和研

究创新的发展。

● 丰富的研究成果

CCG 成立伊始 , 即确定了“国际化、影响力、建设性”

的专业定位 , 坚持“用全球视野 , 为中国建言 ; 以世界眼光 ,

为中国献策”, 积极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人才国际化

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而其研究成果也多次为相关

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参考。

从 2012 年起 ,CCG 在国际人才领域的权威研究成

果——国际人才蓝皮书系列丛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

《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中国区

域人才竞争力报告》、《海外华人华侨专业人士报告》、《中

国企业全球化报告》等蓝皮书连年由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

社出版并向社会发布 , 是国内在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每年

出版最多蓝皮书的研究机构。蓝皮书涵盖了从出国留学到

回国创业 , 再到国家间人口流动以及移民各方面的情况和最

新动态 , 奠定了 CCG 在国际人才、企业国际化、海归创业、

华人华侨、出国留学和国际移民等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 CCG 这两年发布的《中国企业全球化

报告》蓝皮书从多角度和多维度总结了中国企业全球化的

成功经验 , 深入分析当前所处环境、面临的问题和风险 , 并

提出了许多相应政策与对策建议。作为国内第一本由专业

全球化智库出版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 , 填补了中国企业“走

出去”研究领域蓝皮书的

空白。

CCG 也十分重视在

智库领域的研究。CCG 创

办者王辉耀博士和苗绿博

士多年来潜心研究智库发

展和运行模式 , 考察过 30

多家国际一流的智库 , 并

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在人民

出版社出版了《大国智库》

一书。

2015 年 ,CCG 设立

了一带一路研究所 , 致力

于“一带一路”相关话题

研究。CCG 一带一路研

究所已就“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人才需求”、“一带一路

国别地图的建立及依据”、“一带一路投资挑战与机遇系

列研讨会之东南亚”“一带一路与 TPP”、“一带一路与

非洲发展”等多个话题展开研讨。CCG 专家多次到“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实地调研 , 撰写近百篇文章 , 并多次接受国

内外媒体采访。此外 ,CCG 在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战略、

建立风险咨询信息机制、加强企业政治风险防范等方面提

出建议 , 递交相关部门 , 为“一带一路”建言献策。

● 高水平出版物

在关注的研究领域 , 针对趋势研究、里程碑人物或事

件 ,CCG 每隔一段时间的沉淀就会推出相应的系列专著 ,

或通过特定领域的博采众长和特定话题的深耕细作 , 以及重

大研究课题的挖掘与延展 , 不定期出版单本专著。迄今为

止 ,CCG 与国内和国际知名出版社如人民出版社、中信出

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和英国 Emerald 等出版社密切合作 ,

出版图书已有几十种。

仅在 2015 年 ,CCG 就在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

了《中国国际移民报告 (2015)》、《中国留学发展报告

(2015)》、《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 (2015)》三部权威蓝皮书 ,

出版了《国际人才战略文集》、《出海潮 : 中国企业走向世

界》、《新加坡人才战略与实践》、《国际猎头与人才战争》、

《海归者说 : 我们的中国时代》、 《世界这么大 , 我们创业吧》

和《那些年我们怎么创业》等中文研究著作 , 并在国际知名

出版社出版了三本英文研究著作 :

1.China Goes Global: How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is Transforming Its Business Enterprises

2.Entrepreneur and Talent Management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Global Returnees

3.Reverse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丰富多样的成果与活动  提升社会影响力  

CCG 目前拥有近百名国际化的全职研究和专业人员 ,

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社会智库 , 通过丰富多样的研究成果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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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活动 , 广泛提升了自身社会影响力。

● CCG 研究专题研讨会

国际化智库一方面通过研究直接影响政府决策 , 另一

方面通过公共活动 , 设置议题 , 影响社会舆论达成公众共

识 , 从而推动政策。全球排名第一的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每

年举办 200 多场活动 , 平均每个工作日一场 , 频繁的智库

活动成为其智库影响力传播的有效方式 , 也是其年年被评为

全球第一智库的重要指标。作为中国非常活跃的国际化智

库 ,CCG 每年举办 50 多场研讨会 , 平均下来每周都有一场 ,

这在国内智库中并不常见。这些汇集政策制定者、学者、

CCG 理事、相关产业精英的经常性的研讨会 , 形成众多有

价值的观点 , 形成许多建言献策报告。例如 2015 年 12 月

初 ,CCG 在巴黎气候大会刚刚结束 , 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

达成重要共识下 , 第一时间和美国著名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

联合举办了“中美智库应对环境与健康挑战研讨会”, 为气

候变化、环境挑战与健康问题应对提供政策建议 , 充分发挥

了智库作为民间外交二轨交流的重要作用。

同时 , 为了充分发挥国际化智库的优势 , 也给 CCG

理事、国内优秀业界精英提供一个常态化与国内外政要、

知名学者、先进同行进行思想碰撞的官产学交流的思想高

地 , 推动政策进程 ,CCG2015 年打造了由国内智库首创的

“CCG 智库圆桌会”系列。CCG 智库圆桌会自正式开启

以来 , 已经成为极具国际视野、思想高度和建设性的“品牌”

会议。仅 2015 年 ,CCG 就连续举办“跨国公司发展新阶

段”、“日本企业‘走出去’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启示”、 “绿

色交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公益组织慈善战略”、“中

美贸易与中国企业投资美国”、“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建言

献策”等多场智库圆桌会 , 形成集聚智慧的专业交流平台 ,

为政策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持。

● CCG 专业的高端活动　

CCG 每年举办的年度品牌活动包括“中国与全球化圆

桌论坛”、“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中国人才 50 人论

坛”、“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

“中国智库创新论坛”、“中国人才流动与国际移民论坛”、

“CCG 月度午餐会”、“CCG 一带一路圆桌会”和“CCG

建言献策座谈会”等。

CCG 已连续八年主办“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

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 数千名来自海内外的留学人员参加

了历届论坛 , 论坛业已成为沟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深度交流

思想的盛会。2015 年 CCG 继续举办了第十届中国留学人

员创新创业论坛 , 陈竺、刘利民、李卓彬、刘延国、王永庆、

孙建立、张学军、薛澜、汪潮涌、王强、周成刚、郭盛等

受邀出席并发表演讲。

由 CCG 主办的“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已连续两年

在三亚举行 , 吸引了来自国内外政府、企业界以及学术界近

千位精英人士踊跃参加 , 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主题下最具有

代表性和权威性的高端论坛。其“代表性”、“专业性”、“国

际化”, 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交流分享、合作洽谈的重要平

台 , 为中国企业全球化之路提供切实的支持与帮助。黄孟复、

龙永图、吴建民、章新胜、张琦、陈峰、唐修国、汪潮涌、

钱建农、乔健、陈健洲、许慕韩、高红冰，以及南非、比利时、

印度等国驻华大使出席 2015 年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

坛并参与研讨。

2015 年 ,CCG 还开创了两个新的品牌活动 : 首次创办

了全球化与中国发展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 邀请到

了何亚非、龙永图、陈启宗、吴建民、郑永年、曹德旺、

王广发、王俊峰、徐小平、张亚勤、张爽、莫天全、丘成桐、

查道炯、金灿荣、邱震海等国内外一流的政商学届嘉宾与会 ,

就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展开研讨。CCG 在 2016 年初还成功

发起并举办了“中国人才 50 人论坛”, 为国内顶尖人才理

论研究专家 , 政府人才工作政策制定者和中国企业界精英人

才搭建了国内高层次跨界交流平台 , 何宪、王晓初、吴江、

沈荣华、薛澜、王振、边惠敏、曾湘泉、薄贵利、王广发、

王旭东、张冠梓、刘敏华等嘉宾出席并演讲 , 积极为建立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人才制度优势的确立献计献策 , 成为

“智库中的智库”, 进一步奠定了 CCG 在人才研究领域的

权威地位。

广泛合作积极发声  提升国际影响力 

CCG 重视在国际上开展广泛的合作 , 重视民间外交 ,

是中国最活跃的国际化智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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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众多国际机构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CCG 与众多国际组织机构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机构、

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国际猎头协会、国际大都

会人才组织、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战略与国

际研究中心、移民政策研究所、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心、

传统基金会、德国劳动力研究所、国际城市管理协会、加

拿大亚太基金会、亚洲协会、百人会、美商会、欧盟商会

等开展了合作与交流。CCG 经常与国际化智库交流运营和

建设经验 , 并与这些智库建立良好的长效合作机制 , 举办研

讨会和联合研究等。

● 邀请众多国际政要、学者访问交流

CCG 也经常邀请国际政要、官员、著名学者参与

CCG 举办的活动 , 包括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波兰前副总

理格泽高滋 .W. 科勒德克、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 William 

Swing、美国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 Walter Douglas、非洲

开发银行行长 Donald Kaberuka、美国能源部助理部长

Jonathan Elkind、比利时驻华大使 Michel Malherbe、南

非驻华大使 Dolana Msimang、阿根廷驻华大使 Gustavo 

Martino、智利驻华大使 Jorge Heine、加纳驻华大使

Anani Demuyakor、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 David 

Ellwood 教授等都曾参与 CCG 活动或访问 CCG 并发表

演讲。

● 成为中国“走出去”智库

以 " 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 , 以世界眼光为中国献策 " 为

理念的 CCG, 作为新型国际化智库 , 不仅以研究报告、研

讨会、出版蓝皮书等多种形式积极发挥政策和舆论影响力 ,

更积极在国内社会性智库中率先 " 走出去 ", 在香港、华盛顿、

纽约、法兰克福、伦敦和巴黎设立了海外代表 , 并经常在海

外举办高规格国际研讨会 , 成为中国“走出去”智库 , 积极

发挥中国新型智库的国际影响力。CCG 曾在美国哈佛大学

举办“中美慈善研究研讨会”(2015), 在纽约举办“中美企

业慈善交流会”(2015), 在新加坡合办了“习近平治下的中

国”研讨会 (2015), 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中国高等教育与

人才发展论坛”(2013), 在哈佛大学举办“中国高等教育与

人才研讨会 (2012)”, 在华盛顿国会山举办“中国企业投资

美国论坛”(2011) 等海外高端智库论坛活动。

● 在国际舞台发出中国声音

CCG 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高端论坛 , 为国际舞台带去

中国智库声音。仅在 2015 年 ,CCG 就先后受邀参加“中

国欧盟移民与人才流动”专家圆桌会 ( 布鲁塞尔 )、日本圆

桌论坛 ( 东京 )、国际大都会年会 ( 墨西哥城 )、国际移民

组织顾问理事会年会 ( 日内瓦 )、新加坡工商论坛 ( 新加坡 )、

国际城市管理协会年会 ( 西雅图 )、第七届全球移民流动论

坛 ( 伊斯坦布尔 )、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 ( 米兰 )、经济合

作国家组织 (OECD) 劳动力就业和人才研讨会 ( 巴黎 )、

东盟人才流动研讨会 ( 巴厘岛 )、全球智库创新峰会 ( 宾夕

法尼亚 ) 等国际会议并发表主题演讲 , 在国际舞台上有力地

传递出中国智库的观点。

● 重视智库成果传播

CCG 研究成果和举办的各种论坛及研讨会 , 得到了众

多的媒体关注 , 经常得到主流媒体的报道 , 包括《人民日报》、

新华社、中新社、《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环球

时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

电台、中国网 ,《参考消息》、《文汇报》、《大公报》、《时

代周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

《经济学人》、BBC 等国内外百家主流媒体的广泛采访和

报道。仅 2015 年下半年 ,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就两次报道

CCG 研究成果 , 凤凰卫视连续八期深度报道了 CCG 主办

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CCG 2014 年曾为上海东

方卫视提供全方位智库支持 , 联合策划 15 集大型纪录片系

列《海归中国》, 三次滚动播出 , 受到国内社会各界广泛的

好评。此外 ,CCG 专家的文章和采访也经常见诸报端 , 媒体、

社会影响广泛。

展望  

在全球化时代 , 智库在国家建设和全球治理中的角色

与作用越来越凸显出来。国家竞争首先体现在战略和智慧

上的竞争 , 这就依赖于智库的远见卓识、责任心和自信心。

中国政府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

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对外传播能力和话语体系

建设 , 提升我国智库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CCG

无疑是中国正在努力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国际化发展之

路的先行智库之一。展望未来 ,CCG 将不断探索、创新 ,

持续地提升智库在政策、社会、国际上的影响力 , 并将在国

际化发展道路上继续继续前行。

CCG 主任王辉耀博士表示 , 中国智库的国际化任重道

远。中国智库要积极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 , 发出中国声音 ,

提升全球影响力。CCG 需要更多的探索和努力 , 愿与更多

中国优秀的智库合作更好地走出去 , 更多地影响和改变我们

的世界 , 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本文选自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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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气候变化与能源研讨会 
美能源部助理部长出席
Seminar on China-US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Cooperation Featuring U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Energy

2016 年 1 月 25 日，“中美能源与气候关系：领导力与

合作圆桌会”在 CCG 北京总部举行。本次圆桌会由中国与

全球化智库（CCG）和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

主办，并获得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支持。美国能源部助

理部长乔纳森·埃尔金德（Jonathan Elkind）出席圆桌会

并发表主旨演讲。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环境污染、生态多样性破坏、气候

变化、能源紧缩等问题日益突出，环境与经济如何全面协调

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迫切需要考虑和应对的重大议题。低

碳发展、绿色增长和能源转型成为普遍共识，也是各国为之

努力的方向。

2015 年，在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双方

就加强气候变化与能源合作达成共识，在 13 个领域确定了

合作，目前已在 8 个领域开展了 30 多个合作项目并且取得

了积极进展。在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中美两国

领导人也重申了之前达成有关气候变化的承诺，中美两国在

能源与气候变化方面拥有共同的利益与责任。

本次圆桌会在此背景下召开，旨在分享美国能源与气候

领域的相关经验，共同探讨中美在能源与气候领域共同面对

的问题、应对的方式以及如何开展合作。CCG 副主任刘科

主持圆桌会。

圆桌会上，CCG 主任王辉耀首先发表致辞。他指出，

中美两国在能源与气候领域有巨大的合

作空间，这一议题值得两国深入研究、

广泛探讨。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两大碳

排放国，加强能源与气候领域的合作，

充分发挥两国在能源与气候领域的领导

力，共同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

乔纳森·埃尔金德先生表示，现在

可能是中美两国开展清洁能源和气候变

化合作最完美的时机，如果没有中美两

国不遗余力的支持、努力与协调，也不

会有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他认为，中

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正在告诉

世界，气候问题是有解决方案的，气候

问题是需要双边和多边合作的，气候问

题也需要富有雄心的国内行动。

乔纳森·埃尔金德先生指出，解决

气候问题要依靠商业变革，但却不能仅仅依靠商业变革。他

相信市场的作用，思考如何将技术革新同市场相结合，以市

场“无形的手”去引导人们的行为，应对气候变化。他多次

强调清洁能源方面创新性研究的重要性，强调政府在引导研

究方向上的作用。乔纳森·埃尔金德先生最后指出，在“后

巴黎时代”，人们真的应该采取行动，抓住机会去落实协议，

无论是在国内对策还是双边、多边合作层面。

随后，乔纳森·埃尔金德先生与出席圆桌会的嘉宾就中

美能源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并接受媒体采访。

出席圆桌会的嘉宾还有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总裁陈

新华、北京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教授张世秋、北京万佳管理

培训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Ira L. Cohen、挪威海德鲁公司驻

北京办公室首席代表 Hu Linlin、华星美科新材料（江苏）有

限公司总经理安春、华星美科新材料（江苏）有限公司董事

长 Jack Tseng、绿点集团高级总裁 Jacob Wood、沃顿中

国中心常务董事 Jeffrey Bernstein、江森自控 ( 中国 ) 投资

有限公司政府关系副总裁 Nina Wang、中化集团高级经济

师王海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经济

师王宇飞、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于宏源、中国与全球

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等 。

新华社、中新社、中国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界面

网等媒体代表参加圆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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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Elkind:
U.S.-China Energy Collaboration 
and Leadership

The progress 
we have seen at 
a global level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builds on 
years of practical, 
c l e a n  e n e r g y 
c o o p e r a t i o n 
b e t w e e n  o u r 
t w o  c o u n t r i e s , 
i n c l u d i n g  j o i n t 
research through 
t h e  U . S . - C h i n a 
C l e a n  E n e r g y 

Research Center (CERC).
In CERC, we began by jointly developing 

solut ions to improve energy eff ic iency in 
buildings, advanced electric vehicle technology, 
and accelerat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arbon capture and sequestration. We have now 
expanded the CERC reach to include Energy-
Water technologies and improving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heavy duty vehicles.

Energy efficiency of medium-duty to heavy-
duty trucks can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energy efficient trucks and their introduction 
into the markets of both countries, leading to 
significant reductions in oil consumption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the transportation 
sector.

This long-standing bilateral collaboration 
is serving as a model for new multi lateral 
collaborations. Let me provide just two examples 
of this global leadership.

Mission Innovatio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feels strongly that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at drives 
strong cost reduction is ultimately the solution to 
climate change. Low cost makes policy easier – 
and this will be a major focus of our efforts beyond 
Paris.

During the Paris COP, President Obama and 
leaders from 19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announced a major global initiative called Mission 
Innovation.

Under this initiative, these global leaders 
pledged to double their respective government’s 
investments in clean energy R&D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 collectively, from about $10 billion to about 
$20 billion a year.

Because Mission Innovation nations account for 
over 80 percent of all the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clean energy R&D throughout the entire world, 
doubling our budgets is a big deal and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step for energy innovation worldwide.  
Our goal is to develop breakthrough technlogies 
that change the energy marketplace in the 
timeframe from 2025 to mid-century. We aim to 
cut costs, to increase access to clean, affordable 
energy, to strengthen energy security, to suppor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o create millions of 
new jobs worldwide.

The government efforts through Mission 
Innovation will be complemented by a separate 
private sector-led effort, the Breakthrough Energy 
Coalition, spearheaded by Bill Gates. So far 
28 significant private capital investors from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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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have joined in, including Jack Ma of 
Alibaba, Neil Shen of Sequoia Capital China, and 
Zhang Xin and Pan Shiyi of SOHO China.

These investors have pledged to make 
significant, incremental investments – patient 
and risk-tolerant capital – in early-stage clean 
energy projects. This is a huge complement to the 
government R&D budget increases.

Clean Energy Ministerial
A second example that I want to focus on is 

the Clean Energy Ministerial. Created in 2010, the 
CEM is a forum in which the world’s leading clean 
energy countries work together to accelerate the 
global transition to clean energy. In fact, we think 
that CEM can serve as a premier implementation 
forum for the clean energy goals that are part of 
the INDC pledges. China is a strong member of the 
CEM, and its leadership in this forum has already 
grown with its offer to host the eighth session of 
the CEM in 2017.

The CEM is made up of twenty-three countri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These nations account 
for 90 percent of clean energy investment and 
75 percent of global GHG emissions. If we get it 
right with this relatively small, efficient group of 

countries, we can change the energy trajectory for 
the entire world.

Th e  C E M  h a s  a t t r i b u t e s  t h at  m a ke  i t 
particularly effective. It’s bottom-up, voluntary, 
and collaborative. It pairs the high-level political 
engagement of energy ministers with sustained 
initiatives and high-visibility campaigns to provide 
a powerful combination for accelerating clean 
energy policy and technology deployment. 

In Mexico at the sixth ministerial meeting, we 
announced the Global Lighting Challenge, a race 
to deploy 10 billion LED or other super-efficient 
lamps. 

I should add that although CEM initiatives may 
be led by the major countries of the world – the 
CEM countries, participation in initiatives is open to 
any country, and, in fact, warmly welcomed.

The next meeting of energy ministers, the 
seventh Clean Energy Ministerial meeting – CEM7 
– will be hos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June in San 
Francisco.

I am pleased that China plans to host CEM8 
in 2017. The importance of the world’s top two 
emitters leading this clean energy forum cannot be 
overstated. 

Conclusion
In conclusion, I would note the 

following. We spent so much of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focusing on getting 
to Paris. Now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and the obligation to deliver on the 
agreement that was reached in Paris. 
The kind of U.S.-China leadership we 
saw from our leaders on the way to 
COP-21 will now be required again-
-both in terms of what we each do 
domestically and in terms of how 
our countries collaborate in order to 
deliver the low-carbon future that our 
societies need and expect from us. 

ISSUES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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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峰：
让中国法律人赢得国际尊重
Wang Junfeng: let Chinese legal professionals win respec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2016 年 3 月 3 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

议在京开幕。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金杜律师

事务所全球主席王俊峰，第九次作为全国政协委

员参加会议，并带来多个提案及发言，继续为推

动中国法治进步和律师行业发展积极发声。作为

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他打破了国际法律服

务领域由外国律师垄断的局面，金杜已成为中国

律师走向世界的一面旗帜；作为中华全国律师协

会“掌门人”，在他的引领下，中国律师积极参

与“走出去”战略，向国际化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而作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他积

极参与到中国智库建设，并为中国智库发展建言。

多重身份下的王俊峰，以实践者的姿态不断耕耘，

并以思考者的姿态为推动中国法治建设、智库发

展不懈努力。

创立金杜  剑指国际法律服务

1986 年，王俊峰在法律专业研究生毕业后，

进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后来被

分配到贸促会法律顾问处独立成立的我国最早的

一家专门做国际和涉外法律服务的事务所——中

国环球律师事务所。

1993 年，恰逢国务院发文推动法律事务、

律师职业的改革与市场化，王俊峰与三个心怀同

样理想的同事一起“下海”，创办金杜律师事务所，

成为中国最早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之一。

创立金杜律师事务所时，王俊峰希望推动中

国在国际和涉外方面法律服务的发展，所以创立

伊始就确定开展针对国际方面的、涉外领域的法

律服务，而这一定位决定了金杜从来没有把任何

一家国内律师事务所当作真正的竞争对手，给金

杜带来了很多特殊的发展机遇和生命力。“土生

土长”的金杜团队虽然在经验和国际化上与国际

同行略逊一筹，但也有着自身无可比拟的长处。

凭借对我国政策法律法规的准确了解，金杜能够

提供比外国人更加行之有效的法律建议，其优势

也逐渐被客户所认可。

跟国际社会打交道就需要了解国际社会的发

王俊峰，CCG 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

金杜律师事务所管理委员会主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法学博士。

现兼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第十八届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

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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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情况，需要自身不断地转型和提升。创业前十年，王俊

峰有很长时间是在海外度过，不停地去考察，去学习，去

交流，去了解海外律师业的发展。1994 年，他赴荷兰的

律师事务所做访问律师，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律师事务所的

运作理念。1996 年，他走访了英国、美国，与两地同行进

行交流。1998 年，他到剑桥大学做了一段时间访问学者。

1999 年，他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先后攻读法学硕士、

博士。一边是律所，一边是大学，王俊峰努力平衡着自己

的事业和学业，直到 2007 年才最终完成自己的博士学位。

在他看来，过程虽然辛苦，但是很值得。

在此期间，王俊峰在美国反复考察、沟通，最终使金

杜在美国硅谷拥有了第一家海外办公室，成功打造了一个

沟通国内外的窗口、桥梁，能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也能

帮助美国的企业进入中国。

随着金杜日渐走上国际舞台，王俊峰不再仅着眼于律

所本身的发展，而是开始寻求更大的社会价值，让金杜承

担起更重要的社会责任。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无数商机和挑战同时涌来，金杜加强反倾销、反垄断领域

工作，维护了国家和企业利益。2002 年，北京奥组委面

向海内外公开招标法律顾问机构，有 100 多家国际律所提

交了项目建议书。最终，金杜和美富律所分别受聘，为北

京奥组委提供国内和国际的总体法律服务。之后，王俊峰

和金杜团队精益求精的工作感动了奥组委，从而承担起更

大、更重要的任务，本来是“配角”的金杜直到奥运会闭幕，

一直承担着 80% 甚至更多的法律事务。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王俊峰开始积极开拓海

外市场。2008 年，金杜纽约分所正式开业，由此成为在

美国东西两岸均设立分所的唯一一家中国律师事务所。

2012 年，金杜与澳大利亚万盛国际律师事务所结成紧密

联盟，初步形成了今天的金杜律师事务所（King & Wood 

Mallesons）。2013 年，金杜宣布与总部位于伦敦的国

际律师事务所 SJ Berwin 结成首

个全球法律联盟，并沿用原有名称

“金杜律师事务所（King & Wood 

Mallesons）”。至此，金杜成为唯

一一家总部设在亚太地区的全球律师

事务所。目前，金杜律师事务所在全

球拥有超过 30 个办公室，遍布亚洲、

澳洲、欧洲、中东和北美。

 
关注整个行业的发展和每一个律
师的进步

2011 年，王俊峰当选为中华全

国律师协会会长，他开始更关注整个

行业的发展和每一个律师的进步。他

说，“在中国，任何一个律师取得成

绩，都让我开心。”

王俊峰介绍，1979 年恢复律师制度以来，中国律师

人数逐年增长，到 2015 年底已接近 30 万，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绩。但是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进步，随着法治建设

的发展，这 30 万律师还远远不够。他强调，律师是一个

国家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律师是推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

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力量，随着国家法治进程的深入，律师

发挥作用的空间会更大。他认为推动和维护律师行业的发

展进步既是行业的事也是整个社会的事，也更加不懈地为

行业发展建言献策。

今年王俊峰的提案之一，是尽快修订《律师法》。随

着国家的发展、法治的进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中央领导的系列讲话提出很

多新的要求，律师行业从定位到发展等很多方面有了一些

新的变化。包括 2012 年律师法的修订，主要针对社会律

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推动两公律师等；

王俊峰 1995 年到荷兰浩托富律师事务所访问

王俊峰 2010 年 11 月 27 日赴欧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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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跟律师行业的职业权益相关

的内容，所有这些新的变化需要通过

立法反映出来。法律有一定的稳定性，

但是要跟上社会发展变革不断地去完

善。《律师法》是律师制度的基本法，

在规范律师的职业行为、保障律师依

法执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律师法》的完善对律师行业发展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除了提案，今年王俊峰还有一个

提交大会发言，题目是《加强律师执

业权利保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核心是强调律师在依法治国和司法工

作中的重要性。他强调，律师的作用

是通过执业过程来体现的，律师执业权利的充分实现，是

法律获得准确实施，实现公平正义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总书记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

到公平正义”，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很多条件和基础，但

是律师执业权利的充分实现，应该是这一目标的很重要的

内容。因为律师的执业权利，代表的是委托人、代理人的

利益，也就是当事人的利益。这个意义怎么说它重要都不

为过，因为这也是司法改革的核心方向。

司法部在 2013 年 7 月出台《关于加快解决有些地方

没有律师和欠发达地区律师资源不足的问题的意见》。作

为会长，王俊峰带领全国律协，认真落实司法部部署，积

极组织协调，采取多种措施，解决 174 个县无律师的问题。

通过组织安排规模较大、社会形象好的律师事务所到没有

律师事务所的县（市、区）设立分所，指导没有律师的县（市、

区）的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创造条件，组建国资律师事务所，

深入开展“1+1”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选派法律援助志

愿者律师到没有律师和律师资源严重不足的地区服务等措

施，至 2014 年 6 月，全国 174 个县无律师问题已全部解决，

第一次实现了律师法律服务县域的全覆盖，对于实现律师

行业均衡发展，充分发挥律师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职

能作用，满足经济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的法律需求，具有

重要意义。

全国律协一直以来也在积极推动律师行业带有专业独

立性的法律服务能给社会带来更大的价值，能够有更多发

挥律师作用的机会。王俊峰多年呼吁政府购买法律服务。

他表示，十八大以来中央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包括要普遍

设立律师顾问。在依法行政方面，政府使用法律顾问越来

越多，但是购买法律服务还是缺少制度方面的具体措施。

有制度方面的具体措施来推动的话，政府能得到更好的高

品质的法律服务，也会有更多的律师愿意去参加这些法律

服务。如果政府真正地把购买法律服务作为一个稳定的、

可操作的技术安排，那对政府的依法行政水平、对我国的

法治文明水平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律师行业的从业人员，

不管是从事哪一方面的业务，也不管所在律所大或者小，

都是在专业的基础上提供专业服务。他强调应重视律师的

专业服务，并形成制度性的安排。尽管律师行业乐于关注

公益、参与公益，并且这已经是律师行业本身的一种素质

甚至是血统，包括大量对政府的公益法律服务，但是真正

的专业独立性服务应该得到尊重，要去购买。通过购买法

律服务，让律师和法律顾问在政府依法行政以及社会管理

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势必对推动整个国家的法治水平有

特殊的意义，也是政府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促进法治文明与司法公正

法治文明是当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基础，王俊峰的一些

提案围绕促进法治文明与司法公正展开。今年他有一个比

较具体的提案，建议国家调整法庭庭审布局。他认为，目

前的庭审布局是 1985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规定下来的，多年未变。现在讲司法审判为中心，强调控

辩双方平等，不能先入为主，应尊重当事人的权益。法庭

审理的被告，在被定罪之前还是嫌疑人，还是应该有其相

应的权益，不应在未审理之前就安排在那个位置，像已经

定性了一样。希望庭审的位置能有所改变，例如嫌疑人能

和辩护律师坐的更近一些，便于交流等。他表示这一提案

还在完善 , 但是这样的改变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很多学者

和律师的共同看法。

王俊峰还有一个正在完善的提案，是关于检察院的司

法监督。他指出，同级的检察院对同级的法官提起公诉，

会对控辩审三方在法治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司法活动的时候

有一些影响。从保护法官独立公正审判案件的角度，应该

把这种权利上移到上一级检察院，最好不要让同级的检察

王俊峰作为嘉宾参加 CCG 与环球网联合策划的两会特别节目“奔跑 国计大势”录制，谈及多个两会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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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来进行，可以通过上一级的检察院来提起，除了最高法院、

最高检察院之外，下面的三级法院、检察院由上一级的检

察院提起可能更好。他说这个提案还在论证中，但是表达

的意思就是推动司法公正，更好地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

包括对案件的审理，在程序各个方面能更公正、平衡，也

就是实现总书记讲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建议设立国际性法治论坛

王俊峰经常参与国际法律界的交流活动，一直遗憾于

中国没有一个与自身的社会发展和法治进步相匹配的国际

性法治论坛，能够有力地传递出中国法治建设的声音，促

进国际上对中国法治进步的了解。

今年两会，王俊峰的提案之一是建议国家发起设立国

际性的法治论坛，这也是他做律师、担任全国律师协会会

长以来一个很大的愿望。中国过去 30 年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法治的进步对国家、民族、社会的影响深远。今年是

全国律师协会成立 30 周年，也是律师法颁布 20 周年，在

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发起设立国际性法治论坛具有特殊意

义。如果能设立这样一个国际性法治论坛，一个具有品牌

效应的国际法治交流平台，将成为中国非常重要的法治文

明的载体，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法治进步，推动国际法学交

流和律师行业发展，并且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他还

建议首届论坛明年在香港举办，因为明年是香港回归 20

周年，香港仍然保持繁荣发展靠的是“一国两制”和法治

建设。如果首届论坛在香港举办，同时中央领导能够出席，

对世界而言无疑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谈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王俊峰认为，“一

带一路”首先应该有法治思维，具备了法治保障才能更好

地融入国际社会，并且让国际社会更容易了解中国。所以

他今年还有一个提案是关于加强“一带一

路”战略实施的法治保障，因为当今的国

际社会是以法治为基础、为核心构建起来

的。中国需要在法治文明方面与国际接轨，

互相学习，并实现引领。

王俊峰还在另一个提案中建议向国际

组织推荐法律人才，他表示这与中国的“走

出去”有密切关系。中国有十几亿人口，

人才众多，但是在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

里面工作的中国人很少，这势必会影响到

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中国有那么多青

年才俊，应该推动、鼓励、培养更多的人

才直接参与到国际活动当中去，在国际组

织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推动中国社会化智库发展

现在已经有众多企业界人士参与到中国智库的建设

中，相比之下法律人士参与智库建设的还比较少。作为

CCG 的副主席，王俊峰是最早参与中国智库建设的法律

人士，他一直希望能有更多的法律人，参与到智库建设的

队伍中，共同推动中国智库的发展。

在王俊峰看来，智库的“智”，并非一两个人的聪明

智慧。“智”，要讲专业和科学性；“库”，则与大数据

相连，如果没有数据，决策就会出现问题。国家的发展，

特别需要智库的参与，特别是在当今的互联网大数据时代，

所有决策通过科学论证非常重要。长远来看，中国智库的

发展空间非常大。

王俊峰一直为 CCG 探索、开拓社会智库创新发展模

式的道路感到骄傲。今年两会，王俊峰还提出了推动体制

内智库市场化的提案。目前国内体制内智库有很多人才，

也有多年知识、经验的积累和沉淀，但是由于机制约束和

社会化、市场化不够，智库资源不能有效利用，需要进行

整合、转化，以充分释放沉淀已久的智慧。他认为中国未

来十年，智库的发展一定是独立化、市场化、社会化的，

这样智库才有生命力。同时，中国智库不仅仅要满足国内

的需求，还要满足大量的国际投资人、国际组织、包括个

人的需求，因为他们来中国发展，需要了解相关情况。现

在很多在中国发展的外国智库，扮演着很多角色，实际上

也占有很多国内的智库资源。

从国家机关到下海创业，从国际化律师事务所的掌门

人到中国律师行业的引领者，王俊峰始终怀着推动国家法

治建设和律师行业发展的理想锐意进取，并将肩负这一责

任继续执着前行，为中国法律人赢得国际尊重。

采写 / CCG 编辑部

王俊峰参加 CCG 主办的”2015 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并发表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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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年轻人面临的机会是创新和创业

“30 年前我们离开校园时，国家处于改革发展阶段，

处处需要管理人才，而现在新一代年轻人面临的机会是创新

和创业。”

汪潮涌提到与巴菲特在北京会面对他的触动，那时他

还在摩根大通就职，“‘年轻人，相信中国会有巨大的盈利，

要相信你自己的国家。’巴菲特这句醍醐灌顶的话深深地震

撼了我，也在我心里埋下了创业的种子。”

1999年，汪潮涌在国内注册成立了信中利公司，意为“相

信中国就会有盈利”，专司投资银行和融资顾问业务，主要

汪潮涌：我们要求创始人和团队具备 4P
Wang Chaoyong: We require start-up business to have 4P

的对象是民营高科技企业。他认为：“别看这些民营企业今

天小模小样，未来他们可是新经济的中坚。”果然，汪潮涌

投资的百度、阿里、华谊兄弟等大获成功，造就了一批我们

如今奉为榜样的企业。

虽然目前创业竞争激烈，但汪潮涌认为整个社会对创

业的鼓励、扶持、支持及对创业失败的容忍度大大增加，“国

家在思考如何走出目前的困境，如何通过基准改革来解决严

峻的挑战。其中最值得大家期待的，也值得大家投身其中的，

是配合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出的创新与创业”。

投资领域集中在三高、三大、三新

关于投资领域，汪潮涌谈道：“未来我们的投资标准是：

三高、三大、三新，三高指高科技、高端制造、高品质服务

和消费；三大指大文化、大健康、大环保；三新指新能源、

新材料、新模式。”

汪潮涌对时下的移动互联网企业也颇为关注：“移动

互联网的企业基本上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快捷，第二是便宜，

第三是共享，第四是有海量的用户。快捷，其实就是解决现

在所谓的‘懒人经济’，很多 90 后出门洗衣服不愿意去拿，

点了餐不愿意去拿。共享，很多 80 后、90 后啃老族买了

车，但这个车不是每天都开，他需要把它租出去，那就通过

P2P 的方式，用手机一摇就知道今天谁要租车；还有‘秀

美甲’，女生中午吃饭或是午休时，一摇，美甲师就拎着箱

子过来帮你解决每个月做两次指甲的刚需。这些 P2P 能够

提高效率、提供便捷、降低成本，都是未来创新的企业家的

一些支撑力。”

汪潮涌对创始人和创始团队的要求进行了详细解释：

“我们在寻找投资目标的时候，特别看重创业者的几个特

色，我们叫做四个 P。第一个是 Passion（创业激情），

很多创业者进入新的领域创业时，会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觉，

有强大的创业激情支撑着他。第二个是 Persistence （坚

持），很多创业者有三分钟热情的毛病，碰到挫折后打退堂

鼓，可成功的企业都是坚持了十几年。第三个是 Previous 

汪潮涌被称为投资界的“黄药师”，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投资上功力非凡、禀赋极高，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爱吹笛吟诗，

生活方式风流文雅。不过，与黄药师的放浪形骸相比，汪潮涌却斯文、理性而冷静，这种性格与他的投资生涯相互促进，

使其在投资上渐臻化境。

理事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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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过往的经验），我们更愿意找有相关经验的

创业团队，过往的经验是创业者很重要的一笔财富，也大大

降低了创业的风险。第四个是 Profit（利润），创业者无论

选择什么样的创业模式，一定要创造利润，这种利润是需要

有资本、团队的力量和创业者作为企业灵魂人物的坚定和坚

持带来的。”汪潮涌说：“我们选企业家的时候也有我们的

标准，首先他要有创业的激情，有理想，有抱负，而不是说

就想赚一笔快钱。这种急于求成的企业家，我们不喜欢，而

且他往往失败的概率会大很多。”

汪潮涌将马云作为 4P 理论的典型例子：马云有“激情”，

要做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企业；马云能“坚持”，从 1996 年

开始创业一直发展到现在；马云有“过往经验”，在创建阿

里巴巴时他在商务部底下的一个商务中心送黄页；马云也创

造了巨额“利润”，“阿里巴巴有十二年不赚钱，开始赚钱

后第一年是 70 亿，第二年是 180 亿，第三年是 360 亿”。

为信念去做意想不到的事情

尽管在投资上以冷静和理性著称，汪潮涌并非一心“唯

利是投”，而是希望自己能从商业企业家转变成社会企业家。

“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你可以选择不去投。某

些项目，比如有污染、食品安全问题的。如果有多余的财富，

要去帮助别人，对社会做一些公益性的事情。”为此，他在

家乡设立了李时珍奖学金，给学校捐微型图书馆和电脑房，

发展李时珍健康产业，解决当地人口的就业问题。

2005 年，汪潮涌投资组建了“中国之队”，参加美洲

杯帆船赛，这一举动意义非凡，使得美洲杯帆船赛 150 年

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中国人的身影。此举震动海内外，被西方

媒体誉为“中国海洋文化的复兴和企业家的精神追求”。这

个每年耗资数亿美元的项目并不纯粹是商业行为，而在于其

社会价值和影响力。这个决定基于汪潮涌的情怀，出于他对

汪潮涌，CCG 副主席，是中国最大的独立股权与创投管理公司之

一——信中利资本集团 (China Equity Group) 的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同时

也是伦敦证交所上市公司欧瑞股权基金公司 (Origo PLC.) 的董事长。

汪潮涌先生曾先后参与中国航空业、电信业、石化与电力行业、航运业、银

行业的许多重要上市融资项目，负责投资包括百度、搜狐、华谊兄弟等一批境内

外上市公司和准上市公司，累计已投资 70 多家企业。此外，汪先生还拥有多个

投资行业奖项，并担任欧美同学会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留学生人才发展基金

会副理事长等多项社会职务。

帆船运动的热爱，对此，汪潮涌的解释是：“男人会为信念

去做意想不到的事情。”他说：“在我看来，投资帆船比赛

已经完全不同于早期那些纯商业性的投资，这是对商业和社

会双重效应选择的结果。虽然投资帆船运动可能有人不理解，

但是建立‘中国之队’是我的一个投资路径，我们的最终目

的是投资中国水上运动和运动器材，并且通过组队参加这样

的赛事来提高中国的国际品牌影响力，这样的一个契机是赞

助商们所乐于见到的。”

目前，“中国之队”依靠赞助和广告已经能维持运营，

对于这次投资，汪潮涌说：“投资与回报能够打平，或者

略微有些亏损，就算很成功了。这件事更大的回报在精神

上。”“埃里森说，他再有钱，也不能创造美国历史上第一

支参加美洲杯的船队。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历史。所以

我说，就算我倾家荡产，每天喝稀粥，我也愿意。”

美帆赛点燃了汪潮涌的体育热情，之后他又在 2013 年

携手中视体育娱乐有限公司创办了中视环球汽车赛事管理有

限公司承办中国汽车越野拉力赛，正式涉足汽车文化产业。

2013 年，汪潮涌还联合意大利私募基金 Invest Industrial

入股阿斯顿·马丁，成为这家著名跑车公司的中国主人。入

股阿斯顿·马丁是汪潮涌 “打造中国领先的跨境并购与重

组外币基金”的其中一步。

2014 年，欧洲私募股权基金 A Capital 与信中利合作

成立欧洲科技与产业并购基金。汪潮涌计划通过“中欧科技

与产业并购基金”将欧洲的一些注重品质、设计和文化内涵

的品牌，以及欧洲在环保、食品、医疗、纳米新材料等领域

的领先技术引入中国，他认为这是“中欧科技与产业并购基

金”的历史使命。

（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 / 苗绿、王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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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背后的“苦”与“熬”

上世纪 80 年代末，易珉离开了体制内，进入跨国公司

工作。在之后的 20 多年里，他换过好几个行业，却始终没有

离开过外企，而且步步踩在点上：第一家是英国石油公司，

他干了 18 年，从底层雇员做到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这段时

期正赶上中国能源行业大发展；第二家是美国通用电器，适

逢中国制造业转型；然后是瑞士诺华制药，中国开始医改；

接着就是港铁，他又赶上了城镇化，全中国将有 39 个城市要

修地铁。

与其他外企高管不同，易珉很少展示职业经理人风光的

一面。相反，他经常谈到在跨国公司所要承受的巨大压力和“人

性上的艰难”。在他看来，与肉体上的辛苦相比，精神上的

磨砺更加难捱。

有些障碍来自于文化，还有一些来自于沟通，这些都影

响到能否获得信任。“换位思考一下，中国企业能不能完全

信任一个非中国籍、非华裔，甚至不会讲中文的人，担任海

外区域的重要决策者呢？当你处于公司决策层，却得不到信

任，说的对也没有人听，而你还要承受错误的结果时，是很

痛苦的。”

面对痛苦，易珉的解决方式只有一个字：“熬”，但不

是煎熬，而是坚韧顽强地扛住打击，继续朝前走，直到成功。

“痛苦是成长必经的东西，能让你悟出很多道理。这世界上

没有一家成功的公司或成功者是没有经历过痛苦的。”

易珉坦言，自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做事情的思路特别

简单，但在简单的过程中一定要实现完美。“我说过很多次，

公司高管一定要做对三件事：第一，设计一个对的职位；第

二，为这个职位找到一个对的人；第三，让这个人做对的事。

如果最后事情没做好，那一定是其中一件事没做对。”易珉

总是希望把任何事情都做到极致，他承认这是优点也是缺点，

但他相信自己的管理足够人性化，能带给别人幸福感，虽然

这是他自己很难获得的东西。

“好的规划是不出行就能解决需求”

易珉分享了对城市规划的观点：

交通设计的目的，其实最后是让人们减少出行，甚至不

出行就能满足一切需要，这其实是最好的。但目前我们发展

过程中很多东西都是粗线条的，没办法预测，所以现在还是

处于拓宽瓶颈的阶段。客观地说，在发展过程中，很难说哪

个决策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只能在问题出现之后应对。

现在的瓶颈就是不能让轨道交通沦落为班车。

北京是中国第一个建造地铁的城市，30 多年前修 1 号线

时，香港还没有地铁。但直到近些年城镇化迅速发展，北京

才开始大规模修建地铁，快速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瓶颈。

北京地铁已经比地上交通准时很多了，但还是有很多东

西没有跟上，比如换乘时间的问题、人性化指示牌等配套服

务不足。在这方面，香港地铁专门有一个做信号和标识的部门，

会派人到每个站点，研究当一个乘客看到这个标识牌时第一

反应是什么，从而决定箭头是直的还是斜的，在箭头下面要

标示多少个建筑物。事实上，在设计地铁的时候，设计者就

已经把这些理念和想法放在里面了。港铁也是摸索了 30 多年

才做到这一步，北京等城市毕竟刚刚发展。这又是一个瓶颈。

目前我们发展某一条线路的时候，不一定完全是按照如

何方便老百姓出行的理念来发展的，不是我们不想，而是城

易珉：让地铁提高人们生活的品质
Yimin: Ride with Metro can Improve Life Quality

理事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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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展刚开始是处于无序状态，设计者一开始也根本搞不清

会在什么地方建一个学校或超市。随着时间的推移，瓶颈就

出现了。还是那句话，城市交通是一个系统工程。就像一个

巨大的机器，上面有一百多个操纵杆，动一个就牵涉其他的，

所以要有一个统一的操作规范，让一百多个人按照一定的顺

序来扳动，这个机器才能正常运作。地铁涉及城市规划、发

展理念，如何提高 GDP、提高出行效率，如何让老百姓满意，

如何保障安全，如何投资融资、让政府少花钱，如何环保、

减少开车、没有雾霾……所有的理念都要融合在一起。

正如治理雾霾，不是单靠禁止汽车上路就能解决的。发

展公共交通，是不是一定要把所有公司都放在 CBD，是不是

要建食品一条街、金融一条街，这些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我们

都要考虑。很多问题不能用限制的手段，只能用拓瓶颈的手

段解决。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要学习的东西，没有人能先知

先觉。

人类对于工程建设、自然环境本来就是弱者，有些事情

不能操之过急。修地铁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能靠拍脑门

决定，要尊重自然规律，否则欲速而不达。领导人可能需要

俱备这样的思维模式：50 年后北京应该是什么样子，现在就

要有人思考和规划。

找准定位，实现可持续发展

易珉带领港铁中国团队将香港铁路的先进模式带入大陆，

运用 PPP 模式解决城市交通难题，获得“2015 中国创新榜样”

的荣誉。他介绍了如何借鉴港铁发展经验，在内地实现城市

轨道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情况，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方

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很难套用别的城市模式。但是有一点

香港铁路做得很好，就是如何让政府减少负担，这是港铁最

值得称道的地方。

以香港为例，港铁在规划阶段就与政府共同协作，一起

确定地铁沿线适合开发的土地。一旦采用“轨道交通 + 物业”

易珉，CCG 常务理事，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中国业务首席执行官。

易 珉 先 生 曾 留 学 美 国， 获 得 美 国 哈 佛 大 学 商 学 院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管理发展 PMD, 留学英国，获得英国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英

国阿什里奇商学院 (Ashridge Management College)MBA；在国内毕业于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工业经济管理硕士学位。

易珉先生在跨国公司工作二十余年，曾担任英国石油 BP 中国有限公司副总

裁、BP/ 中石化合资公司 (BYACO) 董事总经理、通用电气（GE）中国有限公

司泛渤海地区总经理、瑞士诺华（Novartis）中国总裁等职。

模式，港铁就会在建设地铁线路之前，根据土地价值向政府

支付土地费用。随后，港铁才修建铁路并和开发商一起建造

站点的物业项目，而从该物业项目中获得的盈利，会再投资

于轨道建设以及日常维护费用。在地铁上盖的物业由地铁公

司经营运作，土地归地铁公司管，这样做的好处是，物业和

土地赚来的钱除了交还给政府以外，还可以用这个钱来养地

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创新模式让政府减少了补贴。事

实证明，全球很少有经营地铁的公司赚钱，香港地铁是一个

特例。

每一个城市都要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划、发展能力、财务

状况、地质状况、风俗等，来制定城市轨道交通理念。一个

城市的轨道交通模式要跟当地的生活习惯、文化、城市功能、

百姓居住需求相联系，不是单纯为了建造而建造。发改委的

一个文件说得非常清楚，发展地铁要具备三个最低条件。第

一，城市的财政收入要在 1000 亿人民币以上；第二，城市的

常住人口要在 300 万以上；第三，乘坐城市轨道交通的客流

要在 100 万人左右。但这只是一个硬性的规定。地铁造价很高，

跟人力资源、地质状况、管理水平都有关系，一个城市还是

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建。香港是由岛和海来分割的，70% 以

上是山和海，只有 20% 左右是平地，没法修很宽的高速路或

立交桥。那么修地铁就是最适合这个城市的交通方式。但是

不是 39 个城市都用香港模式？不一定。另外，城市的轨道交

通涵盖了很多内容，我们应该选择一种最节能、最高效、最

低排放的手段满足出行需求。什么概念不重要，重要的是如

何提升一个群体、一个社区的生活品质。

“我相信北京地铁不用挤的那一天会到来。那时人们会

主动坐地铁出行，我甚至预测有一天北京的汽车保有量会下

降。当然，那一天与现在还有一定的距离，需要地铁修得足

够好才行。公共服务是没有最高标准的，PPP 模式可以帮助

政府分散风险，让服务更优。”

（本文根据《环球人物》、《中国经济周刊》文章整理。）

理事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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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达人，柔软转身展现丰韵品味与实力

徐涛先生是威盛集团副总裁、中国区行政长，在 IT 行业

耕耘数十载。从成为威盛中国 0001 号员工开始，威盛的「中

国芯」理念便在他布道般不遗余力地推动下，已然成为大陆

IC 产业最具象征意义的符号。而徐涛本人也成为在大陆商场

中的知名人物，更凭借其丰富经验与深厚资历当选“2006 年

度中国上海十大青年经济人物”，2009 年更被授予“中关村

20 年突出贡献人物”荣誉称号。

这位在事业上成就斐然、斩获多项殊荣的 IT 达人，虽已

逾知命之年，却依然保持着一颗年轻活跃的心和积极的生活

态度。他的爱好十分广泛，骑马、养狗、读书、品酒、开哈雷、

玩音乐常有涉猎，同时对于收藏字画、玉石、烟斗、老相机、

望远镜等也是颇具心得。徐涛坦言，自己喜欢尝试多样的生

活方式，去变换不同的跑道，感受丰富的生活和文化，他觉

得人一生工作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体验和成长的过

程。

徐涛常说：“做事情不能害怕改变，要有勇气不断尝试

新鲜的事物，更要有能力和好的心态去适应新的变化。人生

就是在不断变换跑道。当然，变换的过程绝非一蹴而就，需

要付出辛勤努力，必须脚踏实地认真探索、学习和不断提升，

而最终成为该领域的专业人才。”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胆识和魄力，徐涛在生活中不断挑

战新的领域，持续学习和创新，在很多领域“玩”成了达人、

专家，他不仅是 IT 达人、还是一位音乐达人、红酒达人、收

藏达人、哈雷达人……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位 IT 界大

佬的品位人生。

跨界文艺走上艺术殿堂最高处

虽然一直从事高科技行业，看似与文艺毫无关联，然而

徐涛对于文艺的素养与积淀却非常深厚。

2015 年，徐涛在“世纪双经典－黄河钢琴协奏曲、黄河

大合唱音乐会”上担任整场演出的领衔朗诵，演绎完整八个

乐章；而早在 1989 年《黄河大合唱》在台湾首演之时，他就

曾担当朗诵。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杜黑这样评价道：“在

语言方面，徐涛之中文咬字字正腔圆、发音铿锵有力，能在

演出中确切地将《黄河大合唱》传达至观众心中；在情感方面，

他的声线具有戏剧张力，情绪收放自如，尤其对抗日背景有

着深刻的了解，因而能适切地投入情感，精准地表达抗日时

期中国的苦难流离与坚韧不屈的精神。他的朗诵带动了整个

乐曲的神韵，深具感染力，也为乐曲的整体演出，获得了重

大的成功。”

每至岁末，威盛集团在各地举办的年终感恩晚会表演台

上，总能看到徐涛的身影，歌唱、朗诵、演奏、小品、舞蹈，

他总能以各种各样不同的文艺形式为同仁呈现完美的演出，

而每次的表演也都绝对成为了当晚无可挑剔的点睛高潮，引

High 全场。曾与他搭档在晚会上演奏弦乐四重奏的威盛员工

回忆：“徐总对曲子的领悟很到位，小提琴的演奏技巧也非

常出色。不仅如此，徐总对曲子深层的内涵领悟也是非常准

确的，从中可以感受到徐总对音乐深厚的品位和造诣。”

“我热爱音乐 , 更加热爱语言的艺术和表演的张力。听

音乐真的是一种很美好的享受，而当你能够将音乐、语言和

表演艺术融合在一起，你会发现，它们之间所迸发出的那种

激情与魅力，仿佛是在演奏一曲优美的交响乐，激昂交错、

徐涛：IT 大佬的品位人生
Xutao: A Tasteful Life of an IT G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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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涛，CCG 常务理事，现任威盛集团副总裁、中国区行政长、迦南投

资集团执行长。徐涛先生在 IT 行业耕耘数十载，蜚声业界，更凭借其丰富经验与

深厚资历成为唯一一位入选“2006 年度中国上海十大青年经济人物”的台湾企

业家，2009 年被授予“中关村 20 年突出贡献人物”荣誉称号。

2006 年，徐涛先生联合同样热衷葡萄酒行业的台湾企业家，共同投资创立

迦南投资集团，并担任执行长，以极大热忱和专注投身葡萄酒产业。在徐涛先生

身体力行领导下，迦南不仅已建造自有葡萄园 600 公顷，并拥有独立配套红酒庄

园，成为中国葡萄酒新兴产业楷模。

撼动人心，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能与人产生一种共鸣，如同

在聆听生活、感悟人生。”徐涛如是道。

品鉴人生，红酒成为演绎生命精华的最佳代表

在诸多生活方式的体验中，徐涛最为偏爱的当属红酒。

他笑言红酒与 IT 一样神奇。他大学专业学习电子工程，对 IT

有着天生的敏锐力。IT 产业无疑是从上世纪中叶到现在改变

人类生活最多、影响最深的产业，它改变了人们的学习方式、

生活方式、娱乐方式，并且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人性化，

因应 IT 科技进步人类生活变得更加便捷、更为神奇，IT 的发

展成就了今天高度的人类文明。同样的，红酒虽与IT完全不同，

然而它是有生命力的，是生命的源泉，凝聚着天地的精华。

正是源于对葡萄和红酒的这份挚爱，徐涛和几位同样热

爱红酒的朋友，多年前首次路经怀来这方风水宝地时，就被

眼前与京城一山之隔的盛景所惊艳。那里是中国葡萄酒最知

名的产区之一，自然交融相得益彰。其地理坐标为北纬 40 度，

正处于世界种植葡萄的“黄金地段”，可谓天赐风土，绝佳产区。

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职业经历，他很快以极大热忱

和专注投身葡萄酒产业。

在前后历时一年多考察，动用包括卫星在内的诸多高精

尖设备对产区进行勘测评估，包括土壤结构、水文结构、微

气候分布等等 ; 同时，组建一个来自欧、美以及澳洲的世界级

葡萄种植和葡萄酒权威专家团队，购买近一百年气象历史资

料，同时对此地的气候、土壤条件进行世界水准严格、缜密

的探勘后，徐涛和他的团队开始了在这片田园间的耕耘。

在他看来，葡萄酒是一种区别于其他产品的现代化农业。

无论种植还是酿造，做葡萄产业最像是雕琢艺术，需要匠人

精神的坚持和艺术家的创意。他常常这样说：“你必须优雅

的在园中工作，葡萄才可能会给你更多的微笑。”

他专程前往葡萄酒专业最享盛誉的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

进修学习，并多次前往欧美葡萄酒产区进行实地考察走访，

了解当地的风土气候和葡萄酒文化，品鉴不同产区、不同酒

庄所酿葡萄酒的独特品质，这也造就了他对葡萄酒的卓越品

鉴力。同时，他还担任延怀河谷葡萄与葡萄酒产业联合会的

会长职务，对推动当地葡萄和葡萄酒产业的未来发展起到了

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于酿酒，徐涛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酿造一

款顶级葡萄酒，我认为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热情

（Passion），一个是耐心（Patience）。我们既要满怀激

情与热爱，又要沉得住气、有充分的耐心等候结成绝佳果实

的时刻来临。还要给予风土细致的理解和尊重，这些风土人

情决定了你酿酒的未来。你怎么对待这些葡萄，你倾注多少

用心在葡萄园里，都会体现在所酿造的葡萄酒中。酿酒是需

要时间酝酿才能出精品的。”

谈起品鉴红酒，他这样讲到：“红酒从平凡生涩，到醇

和香甜，从入口浅谈无奇，再到回味悠长丰厚，需要经历漫

长的一生。同一瓶红酒，即使在不同时间开启，也会有不同

的香味，甚至每一口都会有不同的感受，随着时间的推移，

更不断演变着醇香，每一滴都有她的来历、每一滴都有她独

特的味道，所以品尝红酒，也需要用心，一如对待一个鲜活

的生命。品红酒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熏陶，是一种对生活

的体味以及对生命的领悟。”

徐涛喜欢所有美好的事物和有生命的东西，天、地、阳光、

绿意、美酒、美食……这些都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都应

该被尊重、被热爱。他说“人要热爱生活、珍惜生命，热爱

一切自然之美，就像葡萄是美好的、有生命力的果实，我们

才能从葡萄中酿造出如此美妙的葡萄美酒，才能在品鉴中体

尝到生命的宝贵与美好。从某种意义上，品红酒恰如品人生，

远不止千变万化的色彩、芬芳的香气和迷人的口感，更多的

是一种生活态度。人生如酒，有成就也会有低潮，以品红酒

的态度来对待人生起伏，如同优秀的音乐和艺术品一样，能

使我们走进一个宁静、悠远的世界，领略到一种无尽的遐想

和陶醉，达到‘外适内和、体宁心恬’的境界，那是一种对

生命和美好的参悟，回味的是从艰难足迹寻得的人生哲理。”

（本文由威盛集团提供，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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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德恒意大利米兰宣布启动“一带一路服

务机制” （B&R Service Connections, “BNRSC”）；11 月，

“一带一路服务机制”北京办公室挂牌成立。这无疑是王丽带

领德恒取得的又一项里程碑式的成绩。凭借着一颗“永无止境

的进取心”和钻研精神 ，王丽创立中国律师事务中心，成为

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的开拓者，带领德恒成为“千人大所”，

并积极为公共政策提供决策建言。

德恒掌门人

1992 年 6 月，王丽在司法部政治部担任处长，在时任司

法部副部长郭德治的要求下，调研了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律师公

证法律服务的情况，并提出建议。正是基于这份报告，司法部

决定建立一个高素质、综合性、专业化、新体制的大型律师服

务机构，以适应改革开放和贯彻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律

师服务机构借鉴西方律师事务所的经验，不给编制，不给经费。

1992 年末的一天，两位部领导亲自找王丽谈话，让她放

手去做。王丽放下当时得心应手的工作，接受了这项任务。她

说：“要是把困难想足了就什么都不敢干了，人生来就是克服

困难的。”

同年 12 月，王丽在《法制日报》发表文章《论市场经济

与法律保障》中提出，法律法制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部机制、

内在需求和重要条件，又是市场经济的经验总结和高度概括。

市场经济越发展，法制建设越深化，法制体系越健全，从这个

意义上可以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法制经济。公开提出市场经济就

是法制经济，这在当时是十分具有前瞻性的。人们开始探讨市

场经济当中的法律服务问题。

1993 年 1 月，司法部直属的中国律师事务中心在北京饭

店正式挂牌，房租定金是王丽从家里的积蓄中拿出的。这就是

日后德恒律师事务所的前身。

王丽有一颗“永无止境的进取心”。在深化改革、依法

治国的重大任务面前，她始终保持着学习钻研的好习惯，为民

营企业和有关部门建言献策。2014 年 10 月，她在《中国企业

报》发表整版文章《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完善产权平等

保护制度》。她亲自组织参加 2014 年国家发改委重大改革研

究课题遴选公开竞标，获得《产权平等保护研究》课题。在王

丽带领下，德恒律所上百人投入该项目，提交10万字研究报告，

学习研究在德恒蔚然成风。

闯进“三峡”工程

作为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的开拓者，王丽一切都要从头

摸索。“一定得抓住国家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这是她一直秉

承的理念。

1992 年 4 月 3 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

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王丽迅速做出了第一判断——“三峡

工程一定需要法律服务。”她瞄准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决心要

闯进这举世瞩目的工程，干一番跨世纪的法律服务事业。

在一次讨论会上，葛洲坝电厂厂长向王丽咨询一起仲裁

案，并将案例委托给德恒。当时该案被认为“无力回天”，但

是德恒律师看完几大摞厚厚的卷宗材料，凭借高超的专业能

力，最终扭转了不利局面。疾风知劲草，由此三峡总公司开始

注意到德恒所。经过整整一年不计报酬的法律服务，三峡总公

司终于认可了德恒的能力与诚意，确定德恒为常年法律顾问。

1997 年大江截流的时候，时任三峡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对德

恒的代表们说：“你们也是三峡工程的建设者！”这句话后来

广为流传，成为全体德恒人的骄傲。

从三峡工程开始，德恒马不停蹄，先后为南水北调、京

沪高铁、中铁建设以及中国农业银行 A+H 股上市等诸多重大

项目提供法律服务，在业界建立了赫赫名声，律所本身也不断

发展壮大。德恒在专业上算是“三甲一等”全科的律师行，律

师、专利代理人等约 1600 人。王丽强调说：“全面不是同质

化的扩张，而是深层次、前瞻性的高质量服务核心竞争力的发

展。”“与中国、与客户共成长。抓住历史机遇，共享国家改

革开放的红利。同时，不断地提升自己，以符合市场经济与社

会发展的需求。”

王丽：风雨历练 铿锵依然 
Wang Li: Staying Strong Through Har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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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律服务社会

如今，德恒一切都已步入正轨。王丽则把更多的时间奉

献给了公益事业。2014 年 8 月，她参加中央统战部同心·律

师服务团在永吉县口前镇务本村、吉林市船营区望云社区开展

法律咨询和帮扶活动，为当地农民解答承包地、计划生育落实

等问题。王丽说：“律师就是要给人解决问题，不能光干大事

不干小事儿。我的定位就是一名普通的律师。对法律本身有敬

畏、有热爱、有崇尚，不管是谁，要有办法帮人家，让律师的

头衔实至名归。”

德恒公益基金会设立，王丽捐出 100 万元。2014 年 10 月，

德恒公益基金会投入 100 万启动资金，支持成立云南省律师

协会贫困少数民族公益法律服务中心，设立 12 个工作站为贫

困少数民族地区弱势人群提供公益法律援助服务。德恒昆明分

所资助上百名学子完成学业，他们坚信爱心改变命运。此外，

王丽等人还专门开通“德恒公益”微信，指导需要帮助的人。

王丽说：“如果有人问去哪里找好律师，我希望人们来找德恒

律师。”

“政协委员是我政治上的第一职业”

在促进首都中小企业发展座谈会上、在财政预算民主监

督组会议上、专题协商、立法协商专题座谈会上都能看到王丽

的身影。2013 年 3 月至今，王丽已参加大大小小的政协活动

40 余次，活动涉及社法、经济、城建等多个专门委员会。只

要是参加座谈会，王丽都认真查阅资料，带领所里的专业律师

一道研究，准备书面发言。在平时法律服务过程中，王丽注重

对一些法律问题进行超前研究，向立法部门和政策实施部门提

出相关建议。

王丽认为当好一名政协委员是荣誉更是责任，要有意愿、

要有能力、要全心全意履职。2014 年王丽在政协提出将诉讼

保全担保责任保险引入民事诉讼的提案受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的重视，几经调研后获得落实。2016 年 2 月 25 日，北京

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在民商事审

判财产保全中引入责任保险担保方式的规定》和建立相关工作

机制，破解“执行难”等成功案例。看到提案落实了，王丽说，

“政协委员就是我在政治上的第一职业。我是做法律的，有很

多法律的经验，希望我对国家、对北京市的建言，能够被倾听。

同时，能为国家和社会民主法治富强进步起到一些作用。这样，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也算尽了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发起“一带一路服务机制”

作为多个智库的专家和顾问，王丽积极为公共政策提供

决策建言，提供战略前瞻和咨询服务，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

影响着政府决策。

在她的倡议下，德恒与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中

非商会、哈萨克斯坦商会、中国企业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国

际产能合作研究中心、北京德恒专商知识产权公司、全球温商

服务中心等共同发起创立了“一带一路服务机制”。

“一带一路服务机制”按照需求导向、项目驱动、国际

国内资源联动的原则，针对性地为中国企业提供在“一带一路”

国家进行法律尽调、项目对接、投资落地、产能合作等服务。

截止目前，“一带一路服务机制”已覆盖沿线 60 多个国家和

地区，海内外的参与机构已达 60 余家，并正在不断迅速扩展。

已有中国、意大利、奥地利、荷兰多家机构加入。参加的成员

均为海内外领先的、有能力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综合服

务的咨询、法律、会计、金融、科技、企业、商会、政府机构

以及国内外专家。机制的建立，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受

到广泛好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一带一路服务机制”中，王丽倡导法律纠纷解决机制，

她认为，“一带一路”沿线涉及众多的经贸往来，而现有的仲

裁机构都有其各自的定位，无法满足“一带一路”建设这一新

生事物的需求，为此，有必要建立专门针对“一带一路”沿线

的经贸纠纷的争议解决机制。据介绍，这个机制由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的国家的民间机构联合成立“一带一路”经济贸易

调解机构，对自愿加入的成员各方间的经贸纠纷采取强制调解，

以“和谐”方式公平高效解决问题。

王丽的目标不仅在国内，她更希望成为世界法律服务领

域智慧与服务的重要提供者。 
（本文部分内容选自《北京观察》杂志） 

王丽， CCG 常务理事，法学博士，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原中国律

师事务中心）创始人、党委书记、主任，首席全球合伙人。曾为下乡知青、工人，

1977 年考入大学，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任教山东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

任职司法部政治部处长。1993 年创办中国律师事务中心，获律师暨证券法律业

务资格。担任全国工商联执委，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吉林大学德恒律师学院

院长、教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法律硕士导师，北京市党代表，北京市政协委员，

北京市政府立法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上市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民营经济国际

合作商会副会长，中非商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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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海外求学与职场奋斗 参与 4G 国际标准制定

十多年前，同许多赴美求学的中国学生一样，陈宁告别

了母校上海交大，拖着两个装满衣服被褥的大旅行箱，揣着

几百美金和全额奖学金通知书开始了他的留美生涯。在佐治

亚理工就读期间，陈宁为了解决正交频分复用系统（OFDM）

致命的功耗问题，废寝忘食、如痴如狂，通过海量的推算和

仿真来验证，吃饭、洗澡甚至睡梦中都会迸发出各种创新思路。

功夫不负有心人，陈宁的博士研究成果最终荣获佐治亚理工

工学院年度研究生科研大会第一名。

毕业前夕，陈宁收到摩托罗拉 / 飞思卡尔半导体的邀

请，从那里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从局部算法工程师，到团

队合作接口人，再到多模芯片技术带头人，陈宁不但掌握了

核心处理器设计的全流程，还参与制定了下一代移动通信

4G-LTE 的国际标准，成为 4G 国际标准委员会里极少数的

中国面孔，并担任飞思卡尔公司的 4G 标准首席代表。那些

年的积累转换成了近 30 项已授权国际专利（其中 13 项专利

被苹果公司收购）和 10 多项审理中专利申请、1 本著作、14

篇 IEEE 核心期刊 / 会议论文，并担任了 7 个 IEEE 国际会议

技术委员会委员及 10 多个国际期刊长期审稿员。

与国际通信标准同台竞技   招募培养跨国处理器研发
团队

和许多海外学子一样：陈宁希望有朝一日凭借自己积累

的知识和经验，推出一款靠技术创新在国际市场独领风骚的

中国产品，颠覆中国在科技领域缺乏源头创新的现状。尽管

远在异国，他还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密切地关注着祖国的发展。

2005 年前后，中兴、华为、中国移动等中国企业终于在国际

通信标准界展露头脚，与爱立信、高通、摩托罗拉等国际公

司同台竞技，并第一次成功推动由中国主导的标准 TD-LTE 

晋身国际主流标准体系。在国际化的进程中，中国公司逐步

展现了自身的实力，也提升了国际地位。2009 年，中兴通讯

拓展欧美市场，在美国组建研发中心，力邀陈宁加入。作为 3 

个孩子的父亲，在美国也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久违了国内

的生活工作环境，陈宁有些犹豫。但他还是应邀来到深圳市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为期 48 小时的访问令他印象深刻：

挤满年轻人的深圳科技园让他看到了在美国硅谷都很难看到

的蓬勃朝气，在这种活力的感染下，陈宁最终决定加盟中兴，

担任 IC 技术总监，并立即牵头承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自主

研发中国第一款通信专用处理器。

长期以来，芯片设计作为我国战略

性新兴产业面临着难以言说的尴尬：我

国芯片进口已经突破 3000 亿美元 / 年，

超过了每年的原油进口量，芯片设计中

最核心的技术——处理器设计却几乎完

全被国外企业垄断。设计一系列拥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矢量处理器，从指令

集定义到架构设计，实现国有处理器零

的突破，为中国企业产品提供差异化竞

争优势，是陈宁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

为此陈宁从招募美国先进研发中心

专家到遍访国内高校挑选优秀毕业生，

快速组建了一支由中美六地专家、骨干

组成的研发团队，并极尽诚意和努力打

动苹果 iphone4 主处理器的总设计师。

陈宁的激情感染了团队的每一位成员，

大家目标一致，全力奋战，集中攻关，

昼夜倒班是常事。很快，团队就提交近

百篇国内、国际专利申请，完成核心处

理器及应用芯片从指令集、架构设计到

测试验证的全流程专利布局。

陈宁：在人工智能领域不断开拓
Chen Ning: Blazing a new trial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理事风采
COUNCILORS'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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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宁，CCG 常务理事，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

司联合创始人 & CEO,“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2014 年“科

学中国人”年度人物、“广东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2014 年 , 陈宁带领一支美国海归博士团队，创立了深圳

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并入选国侨办第四批重点华侨华人创

业团队。公司专注于人工智能领域，以新型处理器、机器学

习与大数据技术为核心，致力于打造面向智能视频与图像的

大数据平台。为平安城市、智慧商业、无人机船车、智能制

造与机器人、可穿戴设备等应用领域提供视觉智能解决方案。

此外，陈宁还担任 “千人计划”评审专家信息组长、中

国外国专家局评审专家、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理事、欧

美同学会海归创业学院创业导师、广东省华人华侨创新创业

促进会常务理事、珠三角规划纲要专家、深圳市高层次人才

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深圳市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欧美同

学会海归创业深港学院常务副院长、深圳市龙岗区政协常委

等社会职务，并协助深圳政府引进佐治亚理工深圳特色学院。

2011 年，中兴推出了全球第一款基于软件定义无线电（自

主产权矢量处理器）的 4G-LTE 终端芯片，并进入商用阶段。

迄今为止，此款芯片在某些领域，如无人机高清视频传输应用，

仍代表着业界最先进水平。陈宁本人也因此先后荣获“千人

计划”国家特聘专家、深圳市“国家级领军人才”、第十六

届广东省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称号。

应用视觉智能“芯片”  为平安城市保驾护航

在中兴通讯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成就和个人荣誉，并没有

让陈宁停下前进的脚步。在研发处理器的过程中，他对国内

的电子信息产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看到了巨大的机会。

传统电子信息时代经历了以 PC 为代表的互联网阶段和以智

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阶段，初步解决了信息的传输问

题。现在人类正在全面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孙正义在 2015 年

的软银全球大会上预测，到 2018 年类脑芯片有望超过人脑计

算能力，到 2040 年，人类身边会有 10 兆个智能设备，100

亿个机器人。人工智能就是赋予机器人类人的思维，让机器

可以更智能地帮助人们解决问题。而人类感知世界，有 80%

来自视觉，这使得视觉智能成为了人工智能最核心的领域。

瞄准这个万亿级的蓝海，2014 年 8 月，陈宁联合他的美国博

士同学、中科大少科班的技术天才田第鸿等多位海外专家，

创立了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希望通过视觉芯片（深

度学习和集成电路两个新兴领域的跨界创新），来实现视觉

智能。

成立仅一年的时间，云天励飞“视觉智能和机器学习处

理器创新与产业化团队”获得深圳市 2015 年“孔雀计划团队”

一等奖，并同时入选了广东省“珠江人才计划”创新团队、

国务院侨办“重点华侨华人创业团队”。颠覆式的技术创新

也得到了真格基金等诸多社会资本的认可和投资。更重要的

是，云天励飞第一款视觉智能产品：警用级人脸识别解决方

案已于 2016 年 1 月起在深圳龙岗全面上线。系统结合前端的

智能人脸摄像机和后台的人脸识别引擎，实现了在诸多科幻

大片 ( 如《速度与激情 7》) 当中“天眼”的功能：百万人流、

秒级定位。这套系统从业务层面上，消除了公安干警在破案

过程中需要人工查找海量视频，费时、费力且效率低下的痛点，

解决了视频建设急速增长和运营警力严重不足的矛盾，成为

中国平安城市建设的智能化点睛之笔。陈宁希望通过这套警

用人脸识别解决方案在深度学习和集成电路的颠覆性创新，

用科技改变社会，通过深圳龙岗的示范效应全国推广，为平

安城市保驾护航。

对于云天励飞目前取得的一系列成就，陈宁认为最关键

的是团队：“创业无非是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来追逐一

个梦想，只要有了这样一支具备超强执行力的团队，任何困

难都可以迎刃而解。”目前公司正在筹建硅谷的研发中心，

要从海外引进更多“最强大脑”，携手打造“最强机器脑”，

实现让机器看懂世界的目标！作为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国

企业代表，云天励飞将不断推出世界级的技术创新产品，实

现科技强国的中国梦！

理事风采
COUNCILORS'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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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之人顺从环境，而伟大之人改变环境。从“上山下乡”

时插队落户的农民到恢复高考后知名学府的第一届大学生，

从国内研究机构按部就班的技术人员到毅然决然走出国门赴

美深造的博士生，从美国著名学府的博士后到多家世界级上

市企业的领导精英，郑群怡博士用执着和坚毅追求着自己的

理想，实践着自己的价值。

敢闯，做挑战者

1977 年恢复高考后，上过山下过乡做过三年农民、天资

聪颖又喜欢挑战的郑群怡顺利考入湖南大学有机化工专业学

习。老师们对于大学时代的郑群怡的评价只有两个字：全面。

大学毕业，郑群怡委婉拒绝了留校做团委书记这个大家

都很羡慕的工作机会，而是选择进研究所做工程师。用他的

话说，学了这个专业，应坚持自己的追求。在湖南化工研究

所，他参与研究和发明了全国首次合成农药中间体“甲基异

睛酸酯”，并主持设计了第一条农药“呋喃丹”的中试生产线。

1985 年，“不安分”的郑群怡又一次跳跃，凭借着自己的努

力和进取，走出国门，拿着全额奖学金进入美国科罗拉多大

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攻读化学系博士研究

生。五年后，对科研有着浓厚的兴趣和进一步的追求的他来

到康乃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 从事了三年生物高分子有

机合成的博士后研究。随后他又进入

克罗拉多 Hauser 化学公司任高级研

究员，研究从植物中开发抗癌新药。

两年时间，他共有 16 项专利，其中

包括紫杉醇的合成与分离及青蒿素

抗癌活性的研究。郑群怡就是这样一

个喜欢挑战自我的人，仅仅两年时间，

他就成功升任部门科研和技术经理，

研究方向也从有机物合成转向天然

产物。

郑群怡独立工作、敢于接触和

挑战新事物的精神也让他在社会历

练中如鱼得水，就像他自己所说的：

“要多参加社会活动，融入社会，不

能在社会外学习，要在社会里面才能

真正学到东西，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

处理复杂关系，而不是死的知识，是

活的方法论。”

敢拼，做领导者

谈到自己走到今天的这份成功，郑群怡先生说得最多的

只有一个词：“Leader”。“不管做什么，心里就只有一个

概念：是做领头的还是跟在别人后面？我觉得，一个人要从

一开始就领头的，一辈子都要领头，做一个开路者。至于会

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开路人，那就看以后会出现什么机会、会

有什么样的经历。”事实上，郑群怡从学生时代一步步走来

的历程，无不显现着他谦和、有力的领导风采。

郑群怡事业的转折点，在于他从 Hauser 化学公司来到

新泽西的一家名为Pure World 的上市公司担任技术总监。“研

究是基础，质量是生命，我重点抓这两点。”郑群怡建立了

美国植物提取物工业界最好的研发团队：开创全球首次从虎

杖中提取抗氧化产品白黎芦醇， 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白藜芦醇

最大供应国；首次将妇女保健品黑升麻提取物在全球产业化；

更是首次将生长在安第斯山海拔 4000 米以上的秘鲁人参“玛

卡”开发提取为“天然伟哥”的营养保健品。今天玛咖已经

畅销中国。同时，还开发了包括植物提取物去农残技术和植

物生粉无放射性照射灭菌技术等一系列重要的平台技术。期

间，除发表了多篇论文外，郑群怡还主编了《东方食品与草药》、

《营养保健品的质量标准》等英文专著。

郑群怡：卓尔不群 怡然其芳
Zheng Qunyi: Becoming Extraodinary with Uniqu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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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郑群怡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 EMBA 财务，

同年被任命为 Pure World 公司（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在他的带领下，这个原本销售额只有 500 万美

元的老厂做到年销售 5000 万美元，市值最高时达 1 亿 8000

万美元，年生产 2500 吨天然保健品原料，成为全美同行业

中科研和生产最大最强的公司。正如郑群怡自己所说：“决

定影响人生，当初决定由做技术的研究员到做管理，许多人

劝我应该继续把技术做下去，但我毅然觉得管理能让我的领

导才能得到最大发挥，我觉得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 

敢爱，做回馈者

2007 年底，郑群怡做出一个令许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的决定：放弃北美上市公司总裁职务，带着技术和资金回国

创业。郑群怡说：“以前在企业管理上成功并不能代表创业

的成功；在国外的成功也不是全部的成功，只是在外面残酷

环境的修炼。现在自己已经有能力了，我觉得就应该尽自己

的责任，来回报祖国和社会。创业与管理是完全不一样的经历，

要敢于创新，乐于奉献。责任和风险会更大，但成就也会更大。”

起初他考虑将企业办在上海、广州等沿海发达地区，能

方便国外客户合作，但许多湖南省内的同学和朋友都力邀他

回来。郑群怡知道，正是因为暂时的落后，才更需要像他这

样的人来建设。加之湖南是植物资源大省，政府对天然植物

提取产业非常重视，对技术资源引进积极支持，加快天然植

物药的加工提取产业化进程，回来为家乡做一番事业其实要

比在沿海发达城市有更重要的意义。

郑群怡博士的美国蕾硕化学公司全额投资的蕾硕医药化

工（长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蕾硕长沙）于 2008 年 8 月

正式投入运营。蕾硕医药是一家主要从事天然植物产品研发

及产业链配套开发工作的高科技公司，以天然产物提取和纯

化、建立植物分子基础的天然产物分子库、医药中间体合成

为主要研发方向。公司与欧美多家药厂建立研发、外包合作，

自主开发产权产品已进入全球大药厂。同年湖南省科技厅、

长沙市政府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投资成立湖南药物分析检

测中心，开发由企业运营新模式，蕾硕长沙负责运营中心。

郑群怡，CCG 常务理事，中国“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湖南省“百

人计划”特聘专家，湖南省第二届院士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康宝莱蕾硕（湖南）

天然产物有限公司总裁，康宝莱国际公司全球研发副总裁。郑群怡曾先后担任纯

世界公司（NASDAQ上市公司）总裁和首席执行官、肯特金融投资公司（NASDAQ

上市公司）总裁、美国蕾硕化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蕾硕医药化工（长沙）

有限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2010 年郑群怡成功引进美国康宝莱国际公司 , 与原蕾

硕在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创立合资企业康宝莱蕾硕（湖南）天然产物有限公司，

并担任总裁。

在郑群怡的领导下，蕾硕长沙努力推广中心业务，成为服务

全省的第三方分析检测中心。

2010 年，郑群怡博士成功引进康宝莱国际公司，与政府

合作在长沙经开区创立康宝莱蕾硕(湖南)天然产物有限公司，

共同开发建设年产 1000 吨以上高科技连续逆流提取技术为基

础的植物提取物、植物原粉和植物纯分子化合物的生产基地。

这是康宝莱首个全球原料生产基地，为公司实现原材料供应

链的一体化，从“种子到餐桌”的整体供应链战略提供战略

服务，使得公司整个产业链的每一环都严格控制产品质量，

安全，为产品质量提供严格的保障，实现对原材料质量和纯

度的控制，使所有产品都有源可循。

康宝莱蕾硕（湖南）天然产物有限公司与湖南省中医药

研究院共同承担了湖南省科技厅重大专项。郑群怡担任首席

专家，他掌握有新型的连续逆流提取的核心技术，并归纳出

了该种提取方法的研究思路，同时获得了提高提取效率、减

少提取溶剂、缩短提取时间、降低提取及后续浓缩能耗的效

果。康宝莱蕾硕生产基地的成功建设成为该专项的示范工程，

有效利用湖南省丰富的植物资源，带动湖南农业、种植业及

加工业的发展，成为湖南省绿色 GDP 增长的新动力。

大相无形，大音希声，大道自然，大爱无疆。郑群怡是

心中有大爱之人，他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贡献有目共睹。2008

年，他获得长沙市政府颁发给归国人员杰出贡献的“星城友

谊奖”。2010 年，他获得国外留学归国人员最高奖项，由时

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颁发“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证书。

同时，他还被聘为湖南省“百人计划”特聘专家，并任专家

联谊会的副会长。如今，郑群怡不仅是美国康宝莱国际有限

公司全球天然产物生产副总裁，康宝莱蕾硕（湖南）天然产

物有限公司总裁，同时被聘为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和湖南中

医药大学特聘教授。

用郑群怡自己的话说，最好的不一定是最有名的，他看

中的是那份实在，那份迎接挑战、不断战胜挑战的快乐。结

束对郑群怡博士的访问，其传奇的经历和执着的精神反复在

脑海中回想，恍惚中如看到一株君子兰，长立风中，卓尔不群，

怡然其芳。

（本文刊于《华商》杂志，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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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需要坚持

小时候的吴云前并不是一个好学生，初中毕业后他不

肯上学，向父亲借了 2000 块钱和两个朋友去青海开起了裁

缝店，那年他才 17 岁。他的创业经历涉及多个领域，过程

有大起也有大落。对于吴云前来说，驱使他不断跨界并很少

考虑风险的，就是他那挡不住的创业激情，以及他对创业这

一行为的坚持。

吴云前的创业激情在青春期就迸发了，那时他家里开

着一个小蛋糕店，家人希望他“进”能继续求学，“退”就

传承家业，可是家乡小店实现不了他的雄心，也安放不下他

的梦想。他和朋友去了青海闯荡，开了一家小裁缝店，然而

那里毕竟人烟稀少，吴云前认为还是不适合创业。之后，他

到了大连，开起小服装厂，后来又改为经营布料，生意越做

越大，越来越红火，直到百年城项目落成并成为大连的标志

性建筑，他也因此被业界誉为“地产少帅”。

从服装、纺织品贸易、餐饮，再到商业地产，吴云前

一直在跨界，他认为自己成功的原因就是认准了便坚持去做，

自己有创业激情，不仅是因为幸运。用他的话说，“创业要

的是激情和坚持，例如很多人在北京开饭店，但因为有人开

不好关门了，就意味着饭店不能开了吗？你认为你能做好就

全力以赴，坚持去做。看创业成功的企业，都是坚持走下来

的。做产品和行业一下子就成大赢家的情况很少，就像买六

合彩一样。”

吴云前的创业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曾遭受过重大损失，

不过他自认为是个喜欢往前冲战胜困难的人，“我是个喜欢

冒险的人，很少考虑风险，创业要是留后路，考虑得太多，

对我来说就不能全力以赴了。有的人可能可以做到，但我不

行”。吴云前谈道，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做下去，不能

停，赔了的钱可以再赚回来，停下来就没有希望了，“一定

要坚持。任何一件事情，只有你自己去做了，才会有感受、

有体会。挫折是正常的。做生意不怕赔，就怕停！因为赔了

可以赚回来，而停了就意味着赚钱的机会没了。”

创业需要自我评估

“创业还是要考虑一下自己有没有一技之长、自己的

优势、自己比别人强一些的地方，或者自己在某方面有更多

的感悟和理解并形成自己的资源。比如比尔·盖茨最初创业

时，他妈妈在 IBM，他可以拿到 IBM 的订单，这是他的资源；

他的长处是在他那个时代对软件很了解。再看史蒂夫·乔布

斯，他对市场的感觉和对未来的把握很敏锐。创业要做自己

的长项。”

如今虽然社会在鼓励创业，但很多人认为创业越来越

难，因为市场逐渐趋于饱和，很难发现商机。对此，吴云前

不敢苟同，“社会永远在进步，现在的条件绝对会比以前好。

就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如果一味抱着这种想法，那还要后

代做什么？到他们那一代，岂不是更没有生意做，更没有钱

赚？”在他眼里，似乎到处充满机会。2013 年，他推出“喜

瓜”这一社交软件，定位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交电商，目

的是打造“下一代电子商务平台”的整合创新模式。喜瓜是

吴云前：创业要坚持，要自知
Wu Yunqian: Business Start-up Needs Pers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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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云前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二次创业，他决定用十年时间来

专注发展自己的电商事业。

不过，吴云前也承认，如今的创业环境的确发生了变化，

他提醒年轻的创业者们，创业之前需要做自我评估，“以前

我们做事情是拍脑门，今天的年轻人还是需要自我评估一下，

在创业时先考虑清楚，这样对未来才好，少走弯路，对同行

多去调研，多去学习。现在太多的人一拍脑门就做决定，这

样的话风险是很大的。多做事前评估，人有个认知错觉，老

觉得自己做的事一定能行，事实上别人不一定这么看”。简

单来说，“首先要看自己是不是有很好的创意、想法，另外

要看自己要进入什么行业，这个行业的竞争要去考虑，你有

什么优势，在这方面有没有合适的人才，还要考虑你有没有

合适的合伙人，能把这件事情做成”。

专业的事情让专家来做

吴云前说自己是一个比较教条的人，在他看来，一个

人的经历和时机都是一样的。“今天你有商业机会和经营能

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专业的人才，有社会资源，也就是现

在讲的人脉资源的结合。”吴云前曾用 5000 万投资一个主

题餐厅，很漂亮，也很到位，当时还从台湾请了很多人来策

划，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之所以失败，因为当时在大连不

适合做这种主题餐厅，我们可能是太超前了，所以失败了。”

经历了这件事情，吴云前开始试着给自己的公司定战略，其

目标就是要做专业化的公司。

吴云前对自己的定位也很明确，他说，专业的事情要

由专家来做，他的工作就是广交朋友，发现和组织专家，然

吴云前，CCG 常务理事，百年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大连浙江商

会会长，中国商业地产联盟副会长，北京百年农工子弟职业学校名誉校长。

吴云前多年从事商业房地产开发、运营与管理，由他创始的百年城集团成立

于 1992 年，是一家具有温商背景、国内领先的商业地产发展及营运商，一直专

注于商业物业的投资和开发管理，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商业开发经验和品牌资源。

吴云前先生曾荣获 2005 年大连年度经济人物、分别于 2006 年和 2010 年

两次被授予中国商业地产年度领袖人物，并荣膺 CIHAF2008 地产新领军人物。

后将各种资源整合起来后一起达成共同的目标。在他眼里，

他最佩服的就是真正的专家，最欣赏的是坚持学习，不断进

取的人。

学习狼的品质和团队精神

吴云前从小出来做生意，认为在逆境中成长是最锻炼

人的。李嘉诚说过：“前十年，创业非常艰辛，后十年，我

进入到了高速发展的阶段。” 他非常欣赏李嘉诚的这句话，

坚持继续锻炼自己。

吴云前很欣赏狼的品质。“狼懂得等候机会，它的团

队精神和忍耐力是非常强的。”吴云前的文化水平并不高，

可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事业上获得成功的他丝毫不放松对

自己的要求。他的同事称，“吴云前一天就能成为半个专家”。

当他谈起楠溪江、叶适墓等等记者从未听过的 800 年前的

永嘉学派时如数家珍。他说，永嘉学派当年提出的“义利说”，

正是温州人今天经济活动的写照。

温州人“以勤为本”，信奉朋友就是财富，有义就有利。

但是，和朋友间的利益并不是直接金钱的交往，而是相互帮

助。在朋友的相互交流中会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将这些信

息变成钱，也就实现了朋友间的利益。温州人的高明之处就

在于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同现代市场接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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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新常态下企业、企业家
如何做慈善公益
Wang Huiyao: How to Contribute to Charitable Cause in Economic New Normal

一、我国慈善公益事业的概况

毋庸置疑，近 20 年来，中国的慈善事业始终呈现相对

较快的发展态势，且国家扶持、社会参与的程度越来越高。

比如说，从 2004 年起，民政部将每年的 4 月和 10 月确定

为“扶贫济困送温暖月”，进一步调整、扩充社会捐助接受

站点与推广建立“慈善超市”，形成制度化的社会捐助活动。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希望工程”项目，因其对特定目

标群体需求的精确把握，成为大型公募基金会中最负盛名的

品牌。紧随其后，其他各大型公募基金会，甚至企业慈善基

金会，都在寻求建立自己的品牌慈善项目，催生并发展了一

大批知名度高的慈善品牌，如“大地之爱·母亲水窖”项目

等。尤其在近几年，中国慈善事业迎来新的发展和变化：各

种私募慈善基金会成功建立，各种各样的民间慈善组织也快

速孵化成长起来；在社会监督意识不断增强、舆论监督压力

不断增大的基础上，大型公募基金会的行为也开始转变，资

金与物资的运用更趋合理透明；以汶川地震救援为代表的互

联网时代的多场全民救灾行动，以及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全国

性慈善活动，越来越受国民关注，新兴慈善活动的行为模式

渐被认可。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中国慈善发展报

告（2014）》显示，2013 年社会捐赠总量预计突破 1100

亿元，这是继 2008 年和 2010 年后第三次突破千亿大关，

比 2012 年社会捐赠总额 889 亿元有将近 1/4 的大幅度增

长。其中，慈善会系统约为 370 亿元，民政系统接受的社

会捐赠款物合计 226.16 亿元，慈善会和民政系统的捐赠均

比 2012 年有大幅度增长。

中国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

及民众财富的增加密不可分，同时也得益于政府在慈善组织

注册、慈善税收激励等方面政策和法律的突破。如 2013 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

提出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公益慈善等类型社会组织，成立时

直接登记，为解除慈善组织的双重登记制度困扰奠定了基

础。2013 年 2 月，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共同发布《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中

第 21 条规定：“落实并完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对企

业公益性捐赠支出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12% 的部分，允许结

转以后年度扣除。这一条款提升了企业慈善捐赠的税前扣除

额度，使得慈善组织获取免税资格将更加便利。2014 年 11

月 24 日，国务院以国发〔2014〕61 号印发《关于促进慈

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

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出台的指导﹑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

文件。《意见》提出的“新政”，将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带

来积极变化。

但是，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与国际社会相比差距还十

分巨大。英国慈善援助基金 2013 年发布的《全球捐助指数

2013 报告》显示，在全球被调查的 160 个国家和地区总排

名中，中国慈善捐助总体比例为 16%，排名全球第 133 位，

位列倒数第 3 位。其中，志愿者捐赠时间比例是 4%，与波

西尼亚、希腊、突尼斯、也门等国并列倒数第一。背后的原

因，与我国慈善捐赠以慈善组织为主有密切关系（美国慈善

捐款中，约有 80% 来自个人。而我国的捐款 80% 来自于

慈善组织）。我国慈善组织一直以来的双重登记制度，制约

了慈善组织的发展；而免税机制的不完善，导致基金会充分

发展的养分不足（2013 年，3496 个基金会中，只有 4.3%

（149 个）具有免税资格）；与此同时，监管机制的混乱，

进一步影响了慈善发展的生态环境。

王 辉 耀， 中 国 与 全

球化智库咨询委员会理事

长兼主任，国务院参事，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建言

献策委员会主任，中国国

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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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5 年民政部正式向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法制办公

室提出起草《慈善事业促进法》的立法建议以来，经过十年

酝酿和各个部门的艰苦努力，慈善立法终于有突破性进展。

201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成立慈善法草案起草领导小

组，当年年底完成《慈善法》草案，并将于 2015 年提交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不管是对于热切希望中国慈善事业发

展的机构和人们还是对于法律界人士而言，都是非常振奋人

心之事。

二、公益慈善的社会化发展：公益 3.0

如果说公益慈善也有进化论一说，总体上来看可以分

成三个阶段：过去由机构和企业搭台，老百姓只能“看热闹”

的公益，应该是公益 1.0 时代；随后老百姓通过相关机构参

与公益，可以称得上是公益 2.0 时代；到当下由机构和企业

合作搭建互联网平台，利用“互联网 +”带动普通老百姓来

推动和发展公益进行的时代，则可以称之为公益 3.0 时代。

公益 3.0 时代由于“互联网 +”的嵌入，而让公益有了大众

参与、联手创造的新特征。

据不完全统计，随着全民对互联网公益活动的日益关

注，近两年网络公益机构的数量持续保持 20% 的增速。公

益组织纷纷通过门户网站公益频道、垂直公益网站、公益社

区、论坛公益板块、爱心 QQ 群、公益微博等途径，在互

联网上构建起完善、多元的公益渠道，互联网已成为公益事

业的新沃土。以腾讯公司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在互联

网公益 3.0 平台的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借助活动交互

性、触媒影响力以及活动创意优化等方面优势，为企业履行

CSR、开展在线公益活动 , 提供了适宜的互联网环境，也

为用户的实践公益行为的需求，提供了便利、可行的渠道。

值得一提的是，2015 年 9 月 9 日，由腾讯公益发起并

联合全球数十家知名企业、上百个公益组织、中国最顶尖的

创意机构、名人明星以及数亿网友一起，首次提出了一年一

度的全民公益活动——“99 公益日”，将互联网公益推向

了新的高度，同时也标志着“互联网 + 公益 3.0”时代的到

来。腾讯高级副总裁、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郭凯天指

出：“‘99 公益日’希望通过社交化、互动化的方式，倡

导随时随地、便捷无负担的公益氛围，让‘随手公益’成为

一种生活常态，我们希望公益是一件像喝水一样平常，像玩

游戏一样充满快乐的事情。”

不仅仅是腾讯，阿里巴巴、新浪等互联网公司，也纷

纷搭建起网络公益平台，让公众参与的体验日益丰富。腾讯

公益、阿里巴巴公益和新浪微公益已成为我国最主流的网络

捐赠平台，筹款额占据网络捐赠第三方平台筹款总额的九成

以上。

三、公益 3.0 时代下的企业与企业家

与“互联网 +”的思维一样，公益 3.0 强调的也是人人

参与，在这种思维下，企业和企业家从事公益慈善事务需要

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建立并完善利益相关方参与和管理制度。首次明

确提出利益相关方管理理论的是 1984 年弗里曼出版的《战

略管理：利益相关方管理的分析与方法》。利益相关方管理

理论是指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为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利

益要求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在公益 3.0 时代下，利益相关方

参与与管理显得更为重要。识别出公益项目的利益相关方，

并甄别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以此为依据规划公益项目，

对其利益作出响应，并增加公益项目的透明性，听取利益相

关方对公益项目绩效的反馈，形成公益项目 PDCA 管理的

良性循环，是人人参与公益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其次，公益项目的选择要与企业的核心战略相结合。

公益项目的选择和实施既要考虑到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

也要综合企业的核心战略，才能达到双方的共同发展和利益

最大化。企业的时间有限，可投入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只有

与企业的核心战略相结合，企业才能够匹配足够的人力和物

力等资源，做到物尽其用，才能在可控的时间范围内把公益

项目做好。

再次，企业和企业家要注重创造共享价值。创造共享

价值是迈克尔波特近年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在“企业社会责

任”思维模式中，社会议题被边缘化，应当用创造共享价值

的原则来弥补企业所缺失的整体性引导框架：企业为社会创

造价值，应对社会挑战，满足社会需求过程中，创造出巨大

的经济价值，这是一种超越“零和”的模式。这一观点引入

到公益项目中也是成立的，公益 3.0 时代也是共享经济模式

的时代，企业、机构和大众的共同参与让各方的利益都能够

做到最大化，因此创造共享价值的原则是企业和企业家操作

公益项目可持续性运营的基本原则。

最后，还需要关注公益人才的培养。十年树木，百年

树人，人才培养是全面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条

件，越来越多的机构在开展公益人才培养，建设公益领域后

备军。两三年前，安利公益基金会、老牛基金会已经在公益

人才领域布局。2015年，启动公益人才培养的机构越来越多：

4 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正式成立；7 月，南都公益

基金会发起的“银杏计划”独立成为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

支持优秀公益人才和组织发展；9 月，北大光华社会公益管

理硕士项目举行开学典礼，北大光华银泰公益管理研究中心

正式揭牌；11 月，中国首个国际公益学院——深圳国际公

益学院成立。预计未来会有更多机构关注公益人才培养，这

对行业发展是重大利好。

（本文系作者在“2015-2016 中国 CSR 贡献榜高峰论坛

暨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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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供给侧改革要回答什么问题
Zheng Yongnian: What Issues can be Addressed by Supply Side Reforms

中国高层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新政策概念，意在缓解

和阻止经济的急剧下行，深化经济改革和可持续发展，所针

对的多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其影响需要很长时间才能

见得到。不过，这个新政策概念已经给中国的学术界和政策

研究界注入了巨大的动力。

西方的供给学派经济学产生和发展已经数十年了，中国

的经济学界对此是非常熟悉的。这次供给学派重新在学术界

热起来，完全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实践出现了对这个领域知识

的巨大需求。尽管也有经济学家想把它和中国经济实践结合

起来，但至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任何新的贡献，大多停留在

对其的介绍、解读和传播。如果中国的经济学界能够把供给

学派“中国化”，或是加上一些中国元素，也可以说是有所

贡献了。

如果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这样做是意在影响中国政府的

经济政策，目前的很多解读可能会误入歧途，反而会造成改

革的退步。

从经济改革的视角看，供给侧改革就是要达到几个实际

目标，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是

要解决实际问题的。从政策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处理好政府

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

供给和需求关系属于经济范畴，而政府和市场关系属于

政治范畴。中国现在讨论供给侧改革，就是要通过政府本身

所能做的来减少已经过度的供应（即产能）和刺激新的需求，

推动经济的发展。决策者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既非市场也

非政府决定论，而是要努力达到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

在西方，供给学派的崛起和消退也是和西方的经济实践

紧密相关的。上世纪 30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是

典型的市场失败，政府的作用变得重要起来。凯恩斯主义因

而兴起，作为一种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政策理论。它在当时

的西方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随着西方福利国家的大幅度扩张，

形成了庞大的第三部门，管理第三部门的政府官僚部门也急

剧扩张，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的滞涨和政府的财政危机。

这些实际经济问题促使人们对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政府

作用进行反思。在学术层面，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从来就没

间断过，战后很多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就是在和凯恩斯主义

的对话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西方所面临的实际经济问题，

为自由派经济学的崛起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到了 1970 年代

就形成了供给学派经济学。到 1980 年代，它成为了西方盛

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具体体现在美国里根革命

和英国撒切尔革命上。

尽管供给学派往往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但在实际政策

中，只是对之前政府作用过大的矫正而已。它在减税、实体

经济领域的私有化和减少政府规模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

在医疗和教育在内的社会领域并没有成功。总体上说，即使

在西方被视为是最自由的经济体（例如美国），政府的作用

反而一直在强化。从学术层面，人们可以对政府和市场之间

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实际政策领域，两者关系就如供

给和需求之间一样不可脱离。

从政府层面看，今天讨论供给侧改革和中共十八届三中

全会的精神是一致的。尽管中国早在 1992 年提出了“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但对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并不总

是清楚的。三中全会把此表述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政

府起更好的作用。在这个背景中，“供给侧改革”就是要通

过减少政府的作用而强化市场的作用。不过，这绝对不是“市

场万能”和“市场决定论”。

改革开放以来，就政府和经济的关系而言，中国基本上

走了其它东亚经济体所走过的道路，即发展型政府。国家通

过各种能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甚至是主导角色。

不过，政府的作用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早期，

政府不仅需要支持企业的成长，也需要培养市场的发育。但

郑永年 ,CCG 学术

专 家 委 员 会 主 任 , 新 加

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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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成长起来和市场逐渐成熟后，政府本身就要转型，从

经济活动的主体转型成为规制者。

今天中国政府也面临转型的困境。就政府和经济的关系

来说，已经发生了几方面的变化。第一，经济规模变大，政

府的经济治理变得极其困难。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可以随

心所欲地管理经济，因为经济仅是政府的组成部分。在改革

早期，经济规模比较小的时候，政府也可以找到各种方法有

效的干预经济。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二，传统

的办法不会像从前那样有效了。最近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治

连连失利，就充分说明了这种情况。

第二，也是因为经济基数的庞大，项目经济的时代已经

过去了。政府以前可以采用项目投入来刺激经济增长，像港

口、机场、高速公路、高铁等基础设施、奥运会和世界博览会。

但现在则不行了。一方面是因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期已经

过去，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基数大了。

第三，因为庞大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政府仍然会继续是

一个经济角色，但这个角色的性质和作用变了。从前国有企

业的目的是为了“平准经济”（即平衡市场），但现在国有

企业更多的是企业，无论是营利还是提供公共服务，其“平

准经济”的功能越来越弱。

第四，政府很难干预国际经济。中国政府有能力防止国

际经济的影响，但没有能力来干预国际经济。对国际经济的

变化，政府只能反应，没有控制能力。除了绝少数几个国家

例如美国，大多数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干预国际资本主导

的国际经济市场。

面对这些新情况，一些自由派经济学信奉者（包括很多

中国学者）认为政府不应当干预市场，而应当让位于市场。

但就政策来说，供给侧改革所强调的是政府的行为要符合市

场规则，利用市场本身的力量来干预市场，而绝对不是完全

放弃对市场的干预。

在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政府如果不能继续使用从

前的办法，就可以创始新的办法，例如转向供给学派所强调

的财政（例如减税）和货币政策（货币供应），也可以转向

建设新的更具规模的市场平台，例如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建

立内部超区域市场；开拓国际市场，深化自由贸易等。

就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干预。只

要政府存在，其必然会干预经济。这是政府

本身的逻辑，更在于市场的逻辑。就中国传

统而言，政府是必然要想方设法来管制经济

的。不管中国的市场经济如何发展，也不会

发展到完全放任自流的自由经济的。市场也

会经常出现失败的现象；市场的失败就论证

了政府干预的合理性。

从中国的现实来说，很多新的发展迫

切需要政府发展出新的干预经济的手段，而

非退出市场。虽然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产能过剩、杠杆过高、

制度供给不足等，都是政府过度干预的结果，但供给侧改革

并不是说不要政府的作用了。在很多领域，如果没有政府的

干预，市场很难自动调节。

例如今天金融经济、互联网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失衡局面。

金融经济和互联网经济都需要大力发展，但也不能阻碍实体

经济的发展。现在的情况就是大量的金融资源从实体经济流

出，进入金融和互联网领域。金融公司通过各种操作大量收

购优良的实体企业。如果实体经济被遏制，过度的金融和互

联网经济本身也难以持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市场可以自

动实现它们之间的平衡。

政府要不要立法限制金融公司毫无理性地收购实体经济

企业？要不要限制金融和互联网公司的高度垄断？要不要规

制互联网金融毫无节制的投机行为？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西

方市场经济里也有大量的立法规定。但在中国还是空白，使

得资本仍然处于极其原始状态。这种现状或许被一些自由派

经济学家视为是“自由”，但可能昙花一现，还会拖垮实体

经济。在这些方面，中国所缺乏的是有效的制度供给。

如何对付日益疯狂的国际金融资本对本国经济的冲击？

在各国政府的经济功能被日益弱化的同时，资本的力量在快

速强化。如果政府毫无防备，毫无节制的国际资本足以摧毁

任何一个经济体。国际资本已经从从前“倒卖”各国企业，

发展到有能力“倒卖”各国经济的程度。如何应付国际资本

发动的经济战争，是今天很多政府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近来中国有诸多国际金融资本的代理人纷纷批评政府对经济

的管制，是有其背景的。

供给经济学派再次在中国崛起有其好处，它会促使人们

思考中国经济学如何发展的问题。但在政策面，它的崛起绝

对不能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简单回归。新自由主义经济

学尽管给中国带来了一些好处，但也造成了诸多严重的恶果，

尤其是社会领域的沦陷。供给侧改革所需要的是理性的回归，

再次审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使得两者在新的情况下再

次实现平衡。任何抛弃市场或者抛弃政府的努力，在理论上

都会是徒劳无功的，在实际政策层面则是非常有害的。

（本文选自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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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2016 年“去库存”任务
需要放开农村宅基地流转限制
Restriction on Circul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Needs to Removed to Complete 
Destocking Tasks in 2016

2015 年 12 月 21 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

2016 年经济发展五大任务，其中包括城镇房地产 “去库存”。

会议还特别指出要 “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

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我认为，这

一解决办法切入当前城镇化问题的要害。根据这一思路，我

认为还应进一步放开农村宅基地流转限制。

当前我国存在的城镇房产库存严重，实质上是地方土地

财政模式下的房产市场扭曲发展的结果。过去的 5-6 年间，

部分城镇住宅供大于求，空置的楼房被称之为“鬼城”。根

据西南财经大学 2013 年的一项统计，我国城镇住宅市场的

整体空置率达22.4%，已高于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

这个数据到目前一定是只多不少。照此推算，空置楼房可以

容纳几亿人口。矛盾的是，一方面是城镇房产空置率居高不

下，另一方面确实农村宅基地也出现闲置。根据 2014 年的

新闻报道，常州宅基地空置率将近 40%。中国社科院农村

所研究员党国英等专家以大范围村庄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估

算表明，我国村庄空置面积超过 1 亿亩，相当于全国耕地总

量的 1/18。

我认为，打通农民购买城市住房的关键便在于宅基地流

转限制的放开。同时，放开农村宅基地的限制，是促进我国

经济社会改革的重大决策，可以推动解决留守老人和儿童问

题。

第一，放开农村宅基地流转限制，让农民享受土地流转

增值的收益。

文 / 王辉耀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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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无法购买城镇房产，除了户籍限制外，相当部分是

缺乏购买力。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释放，也不具备购

买城市住房的能力和条件，处于“漂泊”状态。

根据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宅基地的获取方式是

无偿使用、划拨，类似于上世纪 90 年代之前的城镇住房由

单位和国家提供的形式。农村宅基地没有市场价，应该赋予

宅基地商品属性，让农村人与城里人一样获得宅基地的使用

权、处置权，获得土地流转升值的财产价值。农村人口进城

购买二手房，也带动城镇居民住房改善，促进房产尽快去库

存化。土地是供给有限商品，无法持续的为农村人口分配宅

基地，这种解决方式也让拥有宅基地的人口承担了土地使用

权成本，合理的反映土地的稀缺价值。

第二，放开农村宅基地流转可以极大的促进内需，解决

留守老人和儿童问题。

现在，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PMI 指数已经连续

11 个月中荣枯线一下），急需出台新的政策措施，释放新的

政策红利。2014 年，我国有 4.7 亿城镇人口，假设有 1 亿

农村人口变为城镇人口，则有望再释放 1/4 的消费能力，刺

激经济增长。同时，根据全国妇联曾统计，2013 年，我国

拥有留守儿童超过 6000 万。放开宅基地流转，推动农村人

口落户城镇，享受城镇教育、医疗服务，则可以解决我国农

村留守老人和儿童问题。

第三，放开农村宅基地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条件。

当前，我国尚未达到真正的城镇化。按照常驻人口计算，

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 50%，但如果按照户籍人口，我国

城镇化率仅有 30% 多。我国去年已经公布《关于进一步推

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明确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

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这一制度改革

的目的便是促进 1 亿人口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如果不放开宅

基地的流转，这一目标恐难以实现。

此外，我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农村私自出卖宅基地的需

求。2007 年北京通州宋庄画家村宅基地房屋买卖案件就曾

成为社会热点。宅基地流转的需求被压抑，需要尽快释放。

宅基地是一块大蛋糕，如果集约利用，可以弥补我国农业生

产的不足。

就在上个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

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开展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

并确立了改革的基本思路包括“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和

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探索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

的有效途径。”我认为，在探索转让宅基地的过程中，可以

考虑设置专门的土地基层出让金管理部门和监督部门，设指

导价格、防止宅基地被炒作，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同时，最

为关键的，要配合户籍制度改革，例如放开人口 500 万及以

下大中城市的落户限制等。

最后，观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

可以发现我国每隔十几年会有一项重大的政策创新，释放巨

大的政策红利。目前已经有了三个创新：第一个是 1978 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实现生

产与个人收入挂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第二个是 1994 年

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简称“房改”），将城镇住房商品

化、货币化，减掉企业负担，个人收入与住房条件挂钩，激

发了工业生产积极性；第三个是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降低国际货物流动的关税壁垒，国内 2 亿农民

工在国内流动，释放了长达 15 年的人口红利，创造了今天

的经济奇迹。2016 年，我国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

是我国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关键之年，我认为，是时

候出台第四个重大政策创新。允许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

进一步打破人口流动的束缚，有可能成为我国未来十年经济

发展的新动力。出台第四个重大政策创新，宅基地问题可被

给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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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校去行政化弹性管理
的建议
Suggestion on Flexible Manag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高

度重视反腐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效。不断提出新论述

的同时，实践上采取新的举措，极大地端正了国家党风和

政风，积极地改善了社会风气。然而，党中央对党政、行

政机关部署的刚性规章制度照搬执行在高校和研究机构有

行政级别的高层学科带头人（如院系领导等）身上，存在

一定局限性。近日，针对部分有关制度，大量高校学者反

映强烈。基于呼声愈发紧迫，拟倡议高校加快对所属学术

机构采取去行政化进行弹性管理，主要原因如下：

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

及我国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国内的高校在运行机制、

管理模式、学科建设、教育教学及人才引进等方面愈发国

际化。其中人才资源的国际化主要体现在高校中大量院系

的学科带头人由外籍人员或有长期在外留学经验的人员担

任，此类人才的引入为国内高校迈向世界一流提供了相当

大的助力。部分规章制度在高校的实施却对继续招揽尖端

国际化人才及吸引外籍人才来高校任职产生极大的消极影

响；用刚性制度规范要求已经引进的国际水平的学科带头

人，严重制约和阻碍了科研活动的交流和正常运行。现就

目前呼声较为强烈的几点列出：

文 / 王小凡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终身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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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允许高校高层次教职人员企业兼职（任职）

2013 年中组部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

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指出，经批准在企业

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领取薪酬、奖金、津贴

等报酬，不得获取股权和其他额外利益。若将此规定照搬

实施到引进的学科带头人身上，有悖于“鼓励创新政策”

和“支持创业政策”，严重制约了我国海外高层次回国人

才的创新创业“双创”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其积

极性。

二、因公护照出访程序繁琐、流程长，建议允许高
层学科带头人使用私人护照出境进行学术活动

按照有关规定，高校引进的有行政级别的高层学科带

头人需要上交因公、因私出国（境）证件，由所在高校集

中统一保管。因公出访需要履行本已十分繁琐的现有审批

流程外，还需要遵照出国（境）证件管理制度不断地存取

证照，严重影响了因公出访效率，制约了正常学术交流活

动的开展。部分高层学科带头人的家眷因种种原因尚未回

国，采取和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相同的因私出国（境）证照

的集中管理办法对长期在国外生活的那些人士的正常家庭

生活也产生了影响，同时也有违于我们“来去自由”引进

人才的政策。

按照要求，因公出访必须持用因公证照。该项规定同

样不符合高校引进的有行政级别的高层学科带头人实际。

他们国际学术交流异常活跃，经常是在一段时间内有多个

出访任务。因公证照办理签证、签注手续繁多，且时间较长，

较于因私证照弹性较小，他们若仅持用因公证照出访将无

法确保完成众多重要出访任务，严重阻碍了其研究进程和

学术进展。此外，持有部分国家绿卡的引进人才若持因公

证照前往该国，将面临绿卡被取消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其正常的因公出访。

三、公务接待和差旅报销限制对高校和研究所适当
松绑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制定的《党政机关国

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住宿费和

伙食补助费标准表》，不但加剧了报销流程的繁琐，也给

高校差旅费的管理增添许多压力；对差旅住宿和接待用餐

上限的设定，严重影响学校科研活动的正常有序开展，制

约了学术活动的主观能动性。而且把学术带头人定位为某

个行政级别限制他们的差旅费用，也难有悖国际上尊重人

才的通行做法。

制度的建设理应服务于高校的教育教学、运行管理和

科研活动等正常开展，但现在的部分规定对高校的正常发

展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制约作用。因其在当前高校引起的反

应之强烈、可能对高校的正常发展造成的后果之严峻，特

呼吁制定规章制度来约束党政机关干部的同时，对高校和

研究所的学术带头人适当松绑，施行弹性管理制度，为他

们解决去行政化的问题。对其采取或专门制定较完善且有

一定针对性的规定，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在不影响他们

正常家庭生活的前提下，对其学术活动高效、顺利的开展

保驾护航，从而缓解刚性制度所带来的局限性及消极的影

响，争取保障其为我国高校迈入世界一流做出更多、更大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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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治理

CCG 乔迁新址

2015 年，CCG 乔迁至北京 CBD 的新
址并举办了剪彩仪式，CCG 主席龙永图、
联席主席陈启宗、CCG 学术专家委员会主
任郑永年、CCG 主任王辉耀和 CCG 副主席、
常务理事等二十余位嘉宾共同莅临新址并出
席了剪彩仪式。

CCG 年度会议

CCG2015 年度主席工作会议
CCG2015 年主席年会于 2015 年 7 月 11 日在北京举办。CCG

主任王辉耀向 CCG 主席回顾了在国家和政府对智库工作的高度重
视下，CCG 过去的智库工作中取
得 的 丰 硕 的 成 果， 并 做 了 CCG 
2014 年度工作报告及财务报告，
分享了 CCG 在 2015 年和未来的
发展计划。

与 会 的 CCG 主 席 们 听 取
了 CCG 工 作 报 告， 审 议 了
CCG2014 年度财务报告、 CCG
咨询委员会章程及 CCG 学术专家
委员会工作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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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2015 年度理事会议
CCG 理事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12 日在北

京成功举办。与会的 CCG 主席和理事们听取
了 CCG 工作报告和 CCG2014 年度财务报告。
在 CCG 主任所做的工作报告后，CCG 主席、
常务理事等也做了发言，对智库发展和 CCG
未来的工作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中肯意见。
CCG 主席龙永图、联席主席陈启宗、CCG
主任王辉耀还一同为 2014 年度对 CCG 的发
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副主席曹德旺颁发了“杰出
贡献奖”、为副主席王广发颁发了“特殊贡献
奖”、为常务理事袁锦程和常务理事王伟东颁
发了“智库支持奖”。

CCG 成立“一带一路”研究所
2015 年 5 月 18 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在北京总部宣布成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带一路
研究所”，公布已有研究成果，并发布国内首份“一
带一路沿线列国路线图”，该路线图包含了“一带
一路”沿线的 60 多个国家。这是国内首家针对企
业如何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下走出去而成立的研
究所。该研究所将在“一带一路”战略命题下，开
展一系列研究、出版，举办系列研讨会，给企业等
走出去主体提供现实意义的指导。

CCG 被授予“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质

CCG 主任王辉耀被聘为国务院参事，
李克强总理亲自向其颁发聘书。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ANNUAL REPORT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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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课题概览

2015 年，CCG 承接了相关世界组织以及国家、地方近 20 项人才领域研究课题，合作的机构包括世
界银行、世界移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务院侨办、国家外专局、国家汉办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中
关村管委会、北京双高人才发展中心、北京市科委、石景山区委组织部、天津滨海新区管委会、河北省
组织部人才办、广东人社厅、四川省委组织部、东莞市委组织部等）

▶《孔子学院十年评估与未来发展战略研究》

▶《深化出入境管理改革服务中关村加快中关村国际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建设研究》

▶《“北京海外人才聚集工程”实施成效》

▶《全国科技创新中心聚集全球高端创新人才资源的措施研究》

▶《中关村国际人才港建设方案研究》

▶《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才集聚机制研究》

▶《“十三五”时期河北省人才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研究》

▶《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加强和改进人才工作的对策研究》

▶ 东莞市 3D 打印产业人才发展状况研究、东莞市机器人产业人才发展状况研究、利用政府约购促进高

层次人才引进与创业问题研究、东莞市新型研发机构人才发展状况研究，获得了广东省副省长、东莞
市委副书记、东莞市市长袁宝成，东莞市委书记徐建华的重要批示。

CCG 研究报告 / 建言献策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

▶《2015 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

▶ 独立研究报告世界银行 KNOMAD 工作组有关

“国内迁移和城市化”的项目课题以及《微软亚太
研发集团人才研究报告》。

▶《新加坡人才战略与实践》

▶“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 50 人”评价及榜单

2015 年，CCG 建言献策工作卓有成效，提交《建
言献策参考》64 篇，其中一篇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批示，十多篇被中央有关部委采用。

中国留学人员
创新创业 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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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出版物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本年度出版月度杂志《中国与全球化智库》12 期，选
取 8 位 CCG 副主席作为封面故事。基于 CCG 的研究与
资源，针对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有价值议题，
汇聚海内外智囊观点，向政府建言献策，影响精英人群。

每期除刊登 CCG 的署名研究文章外，还汇集并发表
海内外专家、学者、理事的研究成果及撰写的学术文章、
观点综述，供内部交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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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活动

年度品牌活动

7 月 12 日，CCG 举办的“全
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
新思路 --2015 中国与全球化
圆桌论坛”举行。这是国内首
次探讨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
体的论坛，也是国内智库首次
举办的广泛汇聚官、产、学各
界精英的圆桌论坛。

8 月 16 日，由欧美同学
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
CCG 承办的第十届中国留学
人员创新创业论坛在北京万达
索菲特酒店隆重召开。

11 月 20 日，第二届“中
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于海南省
三亚半山半岛洲际酒店隆重开
幕。论坛由 CCG 发起并参与
主办，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
作学会、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
员会、Smadja & Smadja 战
略咨询公司联合举办，三亚市
人民政府、中国工商银行协办。
该论坛连续两年在三亚举办，
都取得了极大成功，成为中国
企业全球化主题下的具有代表
性和权威性的高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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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活动

2 月 22 日，CCG 在美国波士顿的哈佛大学肯尼
迪学院举办了中美慈善研讨会。2 月 24 日，CCG 在
纽约曼哈顿的哈佛俱乐部成功举办第二场中美慈善研
讨会。

4 月 12 日，CCG 联合新加坡李光耀
公共政策学院举办的隆道亚洲论坛在新加
坡举行。

4 月 21 日，CCG 主办“2015
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论坛”，旨在探
讨世界各国、各地区在国际移民和人
才流动方面的现状和对策，学习西方
发达国家吸引人才的经验，搭建世界
各地的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和专
家学者之间进行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和
网络。

6 月 23 日，国际知名智库研究学者美
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麦甘博士（James 
G. Mcgann）在 CCG 总部发表“如何建
设全球化智库”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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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0 日，非洲开发银行行长唐纳
德·卡贝鲁卡（Donald Kaberuka）访问
CCG 总部并发表演讲。卡贝鲁卡行长在
演讲中分享了其在担任非洲开发银行行长
十余年的宝贵经验，并对非洲发展给中国
企业带来的新机遇进行了分析。

9 月 23 日，在习近平主席访美之际，
为了加强中美人文、教育交流，CCG 与
劳瑞德国际教育集团在京举办中国创业教
育研讨会。美国前国务卿，斯坦福大学原
教务长、教授康多莉扎·赖斯出席论坛并
发表主题演讲。这是国内首次以创业教育
为主题的国际化高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
政府代表、学者、商界人士共同研讨国内
创业教育发展方向，并借鉴美国、德国等
国家创业教育先进经验。

美国助理国务卿沃特·道格拉斯
（Walter Douglas）来访

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威廉·斯温（William 
Lacy Swing）来访

波兰前副总理格泽高滋·W. 科勒德克
（Grzegrorz W.Kolodko）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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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活动概览

1 月 19 日，2015 年首场 CCG 月度
名家午餐会在北京银泰中心圆满举行。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CCG 主席龙
永图， CCG 主任王辉耀以及 30 余位
CCG 副主席、常务理事、专家、嘉宾和
媒体朋友出席了本次午餐会。

2 月 2 日，“CCG2015 新年晚会”在亮
马河大厦成功举办。CCG 北京总部同仁、和
来自 CCG 南方研究院、北方研究院和东莞院
的部分同事代表，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兼
职研究员和部分 CCG 朋友逾 60 人欢聚联谊，
共同迎接羊年的到来。

2015
一月

2015
二月

2015
三月

2 月 9 日晚，欧美同学会
商会“2015 商界精英新春酒
会”在北京万科大都会隆重
举行。本次新春酒会由欧美
同学会商会、2005 委员会、
建言献策委员会、CCG、东
南亚和南亚分会联合主办。

3 月 17 日，CCG 在北
京银泰中心邀请智库专家以
“从两会看中国与世界经济
发展”为题展开讨论。

3 月 19 日，由 CCG、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
办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
（2015）》新书发布会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
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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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四月

2015
五月

4 月 13 日“CCG 智库圆桌会：
跨国公司发展新阶段”在北京总部
会议室举行。

5 月 12 日，CCG 联合亚洲协会香
港中心、摩根大通在京成功举办
“领先一步”研讨会。政界、商
界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就“中国
人力资源储备：缩小经济转型期
的技能缺口”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并一致认同培养并提高人才技能
对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4 月 14 日，“CCG 智库圆
桌会：‘一带一路’、亚投行
及人才战略 " 在北京总部会议室
举行。

4 月 22 日下午，哈佛大学商学院
教授 Willy C. Shih 在 CCG 北京办公
室发表“日本企业‘走出去’给中国企
业带来的启示”演讲。

5 月 13 日，“CCG 智库圆桌会：
公益组织慈善战略”在北京办公室举行。 5 月 22 日下午，第三届哈佛校友

中国公共政策论坛在 CCG 北京总部举
办。哈佛大学肯
尼迪学院公共
政策教授罗伯
特·劳伦斯在
论坛上发表“中
国与全球贸易”
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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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5 日上午，CCG 在总部举办“中
美贸易与中国企业投资美国”圆桌会，围
绕“为吸引更多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美国
各地政府部门出台了哪些招商引资措施；
中美贸易和投资发展的发展趋势走向如何
判断”等热点话题展开讨论。

6 月 23 日，CCG 在北京总部举办“一带
一路系列研讨会之东南亚投资挑战与机遇”，
这是 CCG 一带一路研究所成立后的第二次研
讨会。本次研讨会聚焦东南亚，旨在对企业等
走出去主体在东南亚区域将遇到的风险和机会
进行探讨。

2015
五月

2015
六月

2015
八月

6 月 26 日上午，
CCG 与生态文明贵阳国
际论坛合作，在贵阳国际
生态论坛 2015 年会上举
办了两场活动：跨国公司
在华发展建言献策闭门圆
桌会和“跨国公司在中国
经济与环境转型中的新机
遇”论坛。

8 月 26 日，CCG 在北
京总部举办“一带一路投资
挑战与机遇系列研讨会之南
亚篇”，本次研讨会聚焦南
亚，旨在对企业等走出去主
体在南亚区域投资风险和机
会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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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7 日至 18 日，由 CCG、富春
山健康城主办的健康产业发展杭州研讨会
在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富春山健康城举
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慈铭健康体检管
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15 家健康服务企
业的负责人及专家参加研讨。桐庐县委常
委、组织部长李忠誉出席。

10 月 14 日，由 CCG 与香港铁路有限公
司联合举办的“绿色交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智
库圆桌会”在北京总部举行。

2015
九月

2015
十月

2015
十一月

10 月 21 日，由 CCG
研究编写、社科院社科文
献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人才
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
告（2015）》在北京发布。

11 月 9 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
库（CCG）研究编写、社科院社科
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
《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5）》
在北京发布。

11 月 9 日，CCG 一带一路研
究所在北京总部举办“一带一路与
TPP：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辩
证博弈”圆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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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0 日，CCG 在北京总部
举办“‘一带一路’投资挑战与机
遇系列研讨会”之非洲篇。

12 月 12 日，由 CCG 与美
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办的“中
美智库应对环境与健康挑战研讨
会”在北京举行。

12 月 11 日，由中共北京市
委组织部、中共天津市委组
织部、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
主办，CCG 承办的“京津
冀人才一体化发展论坛”在
天津举行。

12 月 23 日，CCG 与中共东莞市委组织部联
合举办了第二届东莞人才发展论坛和东莞创客论
坛，吸引了来自北京、广州、深圳、珠海以及东莞

本土创
客领域
的资深
专家、
创客等
约 350
名嘉宾
的积极
参与。

2015
十二月

12 月 21-22 日，CCG 在“第七届
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上举办
了 2015 中国海归创新创业发布会暨研
讨会，并发布“2015 中国留学人员创
新创业 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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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7 日 北    京 《2015 全球智库报告》发布会暨研讨会

时    间 地    点 主    题    

2 月 27 日 北    京 2016 年海归精英新春联谊酒会

6 月 北    京 2016 中国智库创新峰会

8 月 北    京 国际大都会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论坛

10 月 北    京 《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6）》蓝皮书发布

6 月 北    京 2016 全球化与中国发展学术研讨会

6 月 北    京 2016 中国海归周海归领袖峰会

7 月 北    京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蓝皮书发布

7 月 北    京 第十一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

1 月 25 日 中美能源与气候关系：领导力与合作圆桌会北    京

1 月 17 日 北    京 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

5 月

5 月

北    京

北    京

第二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

2016 人力资源与中国经济论坛

3 月 17 日 北    京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6）》蓝皮书发布会

2016 年 CCG 部分活动一览
CCG  Events in 2016

10 月 北    京 第三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

EVENTS
活动

“CCG 智库圆桌会”在 CCG 总部定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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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总裁
涛石股权投资管理（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百度公司创始人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搜房网公司董事长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中国宽带资本基金董事长
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
万科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

曹 德 旺
韩 小 红
李  山
李 彦 宏
刘 永 好
莫 天 全
沈 南 鹏
田 溯 宁
汪 潮 涌
王 石

陈章良
程津培
傅志寰
龙永图
陆宇澄
马俊如
马颂德
马文普

中国科协副主席、广西自治区原副主席
科技部原副部长、致公党中央副主席
原铁道部部长、原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亚洲博鳌论坛前秘书长
北京市原常务副市长、欧美同学会原副会长
国家外国专家局原局长
科技部原副部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中联部原副部长、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原副主任

CCG 咨询委员会名单

◎ CCG 顾问

◎ CCG 主席        
龙永图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理事、秘书长

◎ CCG 联席主席
陈启宗      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

◎ CCG 副主席

王 辉 耀 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 CCG 理事长

◎ CCG 常务理事
陈 宁
陈 爽
陈 新 华
高 燕 定
高 毅
高 振 东
戈  峻
郭 盛
何  梅
花 醒 鸿
焦  涌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中国区总裁
燕定美中教育创始人
远毅资本董事总经理及合伙人
宝时得机械 ( 中国 ) 有限公司总裁
苹果公司副总裁
智联招聘 CEO
外联出国顾问集团董事长
博龙资本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 , 中国区总裁
北京成华合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乌兰木伦

王 永 乐
魏 建 国
吴    江
吴 建 民

张    祥
章 新 胜
朱 永 新

中国侨联原副主席、香港中联办协调部原部长
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副院长、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前院长
外交学院前院长、中国驻法前大使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香港新华社原副社长
商务部原副部长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王 广 发
王 辉 耀
王 俊 峰
徐 小 平
俞 敏 洪
张  磊
张 红 力
张 懿 宸
宗 庆 后

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
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
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雷
李 铭
李 文
李  一
梁 志 祥
林  耀
陆 侨 治
陆 兴 东
路 东
毛 大 庆
潘 军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副总裁兼北亚区总裁
达信（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中国区首席执行官
智蹼动力创始人、董事长
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百度公司副总裁
商银信支付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浙江海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国龙文产投资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欧盟 OASC 项目中国区首席代表，欧洲中国企业家联合会执行主席
UR WORK 创始人、董事长，亿润投资高级合伙人，万科集团外部合伙人
北京法政集团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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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G 理事
万可传播创始人及总监
TCL 医疗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骑士集团中国区合伙人
华融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主席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北京华明财会咨询公司董事长
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董事长
上海鼎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北京广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北京云研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能量方舟集团董事长，创始人兼 CEO
世泽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
西安生物医药技术学院院长
广州科天智慧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湖南安普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杰圣移民总裁

陈 琛
陈 治
陈 顿 斐
程   雁
高 鸣 飞
葛  明
胡  波
李 海 峰
李 利 凯
李 震 旦
刘 洪 川
刘 金 田
刘 征 宇
彭 峻
齐 立 新

秦 洪 涛
孙 立 哲
陶 景 洲
王 丽
王  强
王 柏 年
王 伯 庆
王 伟 东
王 伟 峰
吴 云 前
徐  涛
严 望 佳
易  珉

恒昌公司创始人、总裁
万国集团董事长兼华章出版公司董事长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
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
柏年基金会主席
麦可思公司创始人、总裁
深圳达仁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光大金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
百年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威盛集团副总裁、中国区行政长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香港铁路中国首席执行官

游 忠 惠
袁 锦 程
张 剑 炜
张 黎 刚
张 亚 勤
赵  斌
赵 柏 松
郑 群 怡
周 成 刚
朱  敏
宗 馥 莉
邹 亨 瑞

深圳市海云天投资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骑士集团董事长
庞巴迪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庞巴迪中国总裁兼国家首席代表
爱康国宾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百度公司总裁
高通公司法律及公司事务全球副总裁
霍普金斯医药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康宝莱蕾硕 ( 湖南 ) 天然产物有限公司总裁、康宝莱国际公司副总裁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赛伯乐投资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董事长
杭州宏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亨瑞集团总裁

盛 司 潼
盛 晓 洁
孙 友 文
唐 浩 轩
涂 志 云
王  炜
王 翌
王 少 峰
王 一 迅
谢 骞 逸
张 利 宾
张  鹏
张  毅
朱 伟 卿

深圳华因康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领路创始人兼 CEO
达信风险管理咨询中国区负责人，达信（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副总裁
富爱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爱卡／信用宝创始人兼 CEO
CDP 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及创始人
上海流利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上海中建海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亚洲协会中国代表
骑士集团中国区合伙人
世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大学能源法律与政策研究基地副主任 
中子星优财创始人兼 CEO 
金杜律师事务所全球管委会委员
上海宝碳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董事长

CCG 国际专家委员会
Claude Smadja    
Demetri Papademetriou    
Denis Simon                       
Daniel Wright                      
David Zweig
Grzegorz Kolodko                        
Howard Duncan 
James McGann                
Paul Beamish                     
Peter Felix
Par Liljert                           
William Overholt  

Smadja & Smadja Strategy 总裁、世界经济论坛前总经理
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MPI）所长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副校长
绿点战略咨询创始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
波兰原副总理
国际大都会人才组织总干事
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负责人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商学院亚洲中心主任
国际高级人才咨询协会原主席
国际移民组织驻中国联络处主任
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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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学术专家委员会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CCG 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CCG 首席战略研究专家
中央党校战略学研究室主任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授
复旦大学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全国政协常委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化中心主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美国俄亥俄大学商学院管
理信息系统 (MIS) 系终身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牛津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副校长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美国俄亥俄大学终身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
究院名誉院长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加拿大怀雅逊大学教授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

郑 永 年

陈  宏
陈 十 一
丁 学 良
董 克 用
段 培 君

高  唯
葛 剑 雄

辜 学 武
黄  靖
黄 亚 生
黄 严 忠
黄 伟

金 灿 荣
金  李
李 百 炼
李  成
李 捷 理
李 曙 光
李 晓 西

梁  能
林 小 华
刘  宏

刘 亚 伟
陆 亚 东
吕 晓 波
彭 维 刚
丘 成 桐
饶  毅
宋 立 刚
孙 贤 和
孙  哲
汤  敏
王 绍 光
王 小 凡
吴 晓 波
项  兵
徐 滇 庆
徐  昕
薛  澜
颜 海 平
杨 大 利
查 道 烔
张 旭 东
张  忠
张 燕 生
赵 穗 生
周  敏
周 玮 生

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
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教授
哈佛大学终生教授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
美国伊立诺伊理工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中美研究中心主任
国务院参事
香港中文大学公共行政学院教授
美国杜克大学终身教授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长江商学院院长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
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与亚太研究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美国纽约大学中国中心主任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美国丹佛大学终身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
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中国区主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
中欧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信用研究所名誉主任兼研究员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研究中心共同主席
英国爱丁堡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中央组织部人才局原副巡视员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助理院长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蔡 志 强
程 乃 立
丁  斗
方  涛
高 志 凯
郭 生 祥
何 伟 文
侯 文 轩
胡 建 华
黄 海 峰
黄 剑 辉
李 兆 熙
刘  琛
刘 国 福

路 江 涌
邱 震 海
荣 丽 亚
沈  伟
王 伯 庆
魏 红 霞
武  斌
夏 露 萍
徐 洪 才
许 睢 宁
杨  锐
张 伯 赓
朱 旭 峰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凤凰卫视评论员
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
法国昂热高等商学院副校长
麦可思公司创始人、总裁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高级研究员
Center for Asian Philanthropy and Society (CAPS) 首席执行官
中国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
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秘书长
CCTV 英语频道主持人、制片人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艾什中心前执行主任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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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世界眼光，为中国献策

——CCG 打造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智库

中 国 与 全 球 化 智 库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成立于 2008 年 , 是国内

领先的国际化智库，秉承“国际化、影响力、建设

性”的专业定位，坚持“用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

以世界眼光，为中国献策”， CCG 致力于中国的

全球化战略、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

究。 经过 8 年的发展，已成为国内领先的在国内外

众多城市有分支机构的国际化智库。在全球最具影

响力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 2015》

中， CCG 位列全球智库综合排名第 110 位，并入

选全球最值得关注智库百强；在中国顶级智库排行

榜中名列第七，居社会智库首位。CCG 是中央人才

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人才理论研究基地，是中联部

“一带一路”智库联盟理事单位，并被国家授予“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资质。

CCG 目前拥有专职智库研究和工作人员近百人 ,

总部位于北京，在广州、青岛、深圳 / 东莞成立了三

个研究院，在上海设立了办事机构，在香港、华盛顿、

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巴黎和悉尼设海外代表。

CCG 邀请了一批在政界、 企业界、智库和学术

界等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海内外知名人士担任顾

问、理事和学术指导，业已形成全球化、创新性的

研究网络。CCG 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组部、

人社部、统战部、外交部、国务院参事室、国务院

侨办、科技部、教育部、商务部、发改委、中国侨联、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及欧

美同学会等国家有关部委和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向

政府部门积极建言献策，承担其相关政策研究课题 ,

提供独立专业的政策咨询和决策参考报告；同时也

多次为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浙江、四

川、湖南、山东、广州、深圳、大连、无锡、苏州、

东莞等地方政府提供政策咨询研究与服务。

CCG 每年出版 10 部左右研究著作 , 包括与社

科文献出版社合作出版发布 4 部具有国内外影响力

的蓝皮书；CCG 还承担国家多个部委的课题和举办

多个论坛及智库研讨会。成立以来，CCG 向中国政

府有关部委提交过百余份建言献策报告，影响和推

动政府的相关政策制定。



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