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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智库 (CCG) 咨询委员会 2017 年度主席扩大会

议于 2017 年 4 月 8 日在北京中国大饭店成功举办。CCG

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CCG 联席主席、

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陈启宗，CCG

联席主席、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何亚非、

CCG 理事长兼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 / 中国留学

人员联谊会副会长王辉耀，CCG 顾问、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公司前董事长傅成玉，CCG 资深副主席、宝时得集团

总裁高振东，CCG 资深副主席、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茅忠群，CCG 资深副主席、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王广发，CCG 副主席、香港特区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委

员方方，CCG 副主席、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关新，

CCG 副主席、美国威特集团 CEO，美国百人会大中华地

区共同主席李学海，CCG 副主席、英仕曼集团中国区主

席李亦非，CCG 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

主席梁建章，CCG 副主席、怡海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琳达，

CCG 副主席、道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醒生，CCG 副

主席、香港富华国际集团董事长赵勇，CCG 副主席、东

和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华龙，CCG 副主任、中国高

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副理事长刘延宁，美林美银中国区行政

总裁暨主席任克英，CCG 副主任王欣，CCG 副主任、秘

书长苗绿，CCG 执行秘书长李卫锋出席了本次会议。因

公务未能参会的 CCG 资深副主席王石、曹德旺等通过视

频和文字留言祝贺 CCG 召开年度主席扩大会议。

全球化智库 (CCG)2017 年度
主席会议在京召开
2017 Annual Meeting of CCG Presidential Committee Held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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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8 日晚，全球化智库 (CCG)2017 年度常务理

事晚餐会在北京中国大饭店成功举办。50 余位 CCG 主席、副

主席、常务理事及特邀嘉宾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由 CCG 常务秘书长李卫锋博士主持，CCG 副主任王

欣介绍参会嘉宾。CCG 副主任苗绿博士向与会主席、常务理事、

理事及嘉宾汇报了 CCG2016 年工作情况，并对 CCG2017 年

的工作进行了展望。她表示，2016 年，CCG 在建言献策、研

究、媒体传播、活动组织等领域均取得了突出成绩，且在各大国

内外智库排行榜中表现优异，均居中国社会智库第一。2017 年，

CCG 将继续夯实人才国际化领域的研究基础，重点在企业全球

化、全球治理两方面的研究工作，办好品牌活动，发挥智库二轨

外交作用，加强理事合作与服务，精简、吸引、培养人才，拓展

资金来源渠道，建好全球化基金会，在国内外设立分会或分支机

构，将 CCG 打造成国际媒体和精英了解中国的平台和窗口，使

CCG 更上一层楼。

全球化智库 (CCG)2017 年度常务
理事会议  探讨国际化社会智库建设
2017 Annual Meeting of CCG Executive Board,
Advising Development of World-class Social Think 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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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的 CCG 主席和理事们听取了 CCG2016 年度工作报告后，

对智库建设和 CCG 未来的工作提出了宝贵建议和中肯意见。

CCG 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强调，CCG 取得

了很大成就，未来应保持谦虚态度继续前行。未来 CCG 一要注意

对外开放，虚心向国内同行学习；二要向全球一流智库学习；三要

对所有媒体、研究机构开放；四要向国家决策层，决策机构和社会

团体开放，全方位加速智库发展。除此之外，要通过机构内部改革，

进一步释放机构的活力、创新能力和研究能力。

CCG 联席主席、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何亚

非充分肯定了 CCG 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建议 CCG 在未来发展中

着力培养人才，同时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的精神，结合国家发展战

略和全球化趋势设定研究议题，将 CCG 打造成高效精干、资政启

民的社会智库。

CCG 联席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建议，未来 CCG

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一步明确自身定位，把 CCG 打造成更注重内

容生产的“硬智库”或更注重内容整合传播的“软智库”；亦可通

过自己的努力，使 CCG“软”“硬”兼有之。

CCG 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对全体理

事对 CCG 的关心与支持表示了由衷感谢。他提出，30 年前邓小平

推动了中国经济市场的多元化，30 年后习主席则将智库事业提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相信在各位有社会情怀、全球视野的主席、副

主席、常务理事帮助下，CCG 定会为中国发展和全球化发展更好

地贡献智慧和力量，向国际一流社会智库目标稳步迈进。

理事会议还设置了专门环节，向王广发、茅忠群、高振东三位

CCG 资深副主席致谢，答谢他们过去一年为 CCG 发展做出的杰

出贡献。

在交流环节，其他参会的理事纷纷踊跃为 CCG 未来工作建言。

理事们表示，通过本次理事会，进一步了解了 CCG 的发展情况，

对 CCG 今后的发展充满信心，未来将继续大力支持 CCG 的发展。

理事们提议，未来 CCG 可以进一步拓展公共政策、创新创业、企

业全球化等领域研究，着重培养机构内部中青年人才，增进与企业

界、产业界的合作等等。

共有 50 余位理事会成员出席了本次 CCG 年度理事会议，他

们是：CCG 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CCG 联席主席、

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陈启宗，CCG 联席主席、

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何亚非，CCG 资深副主席、

宝时得集团总裁高振东，CCG 资深副主席、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

裁茅忠群，CCG 资深副主席、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广发，

CCG 副主席、香港特区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方方，CCG 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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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关新，CCG 副主席、

美国威特集团 CEO、美国百人会大中华地区共同主

席李学海，CCG 副主席、英仕曼集团中国区主席李

亦非，CCG 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

主席梁建章，CCG 副主席、怡海集团董事局主席王

琳达，CCG 副主席、道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醒生，

CCG 副主席、东和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华龙，

CCG 顾问、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前董事长傅成玉，

CCG 副主任、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副理事长刘

延宁，CCG 常务理事、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陈宁，CCG 常务理事、中国红

瑞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CEO 陈剖建，CCG

常务理事、美国 CST 公司亚太区总裁兼中国公司总

经理董增军，CCG 常务理事、深圳市分享成长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段苏函，CCG 常务理事、

美国中经合集团投资合伙人高凤，CCG 常务理事、

点融网首席政策顾问郝作成，CCG 常务理事、外联

出国顾问集团董事长何梅，CCG 常务理事、前海国

际联络服务有限公司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为民，

CCG 常务理事、爱佩仪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洪航庆，CCG 常务理事、利安达会计师事务

所首席合伙人兼主任会计师黄锦辉，CCG 常务理事、

美国史迪威基金会执行总裁、美国史迪威国际创新集

团总裁李曦，CCG 常务理事、南科大清洁能源研究

院院长，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刘科，CCG

常务理事、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刘星，CCG 常

务理事、盈创建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马义

和，CCG 常务理事、幸福创客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 CEO 苏德中，CCG 常务理事、富爱达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董事长唐浩轩，CCG 常务理事、美中公共

事务协会执行会长滕绍骏，CCG 常务理事、浙江恵

众在线互联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君，CCG

常务理事、柏年基金会主席王柏年，CCG 常务理事、

麦可思公司创始人、总裁王伯庆，CCG 常务理事、

北京科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投资

并购部总裁王天鹏，CCG 常务理事、北京财讯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谢暄晖，CCG 常务理事、

华也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CEO 叶雪泥，香港铁路

有限公司中国业务首席顾问易珉，CCG 常务理事、

霍普金斯医药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赵

柏松，CCG 常务理事、康宝莱国际全球研发副总裁，

康宝莱蕾硕（湖南）天然产物有限公司总裁郑群怡，

CCG 常务理事、深圳前海润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长钟小平，CCG 常务理事、亨瑞集团董事局主席

邹亨瑞等参加了会议。参加本次会议的还有 CCG 副

主任王欣，CCG 副秘书长刘宇，CCG 副秘书长唐

蓓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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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9 日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当晚，

全球化智库（CCG）特别举办了 CCG 学术专家委员会会

议。三十余位国内外顶级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贸、金融、

安全、能源、海洋和发展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围桌而席，共

同就全球化趋势及其相关问题和影响因素展开深入对话和

探讨。CCG 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和中央国际电视台 The 

Point 栏目主播刘欣主持了夜话讨论。

当今全球化面临“逆全球化”思潮，世界经济走向被

描述为“新平庸”，国际局势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黑天

鹅事件”，二战后形成的全球治理机制在特朗普所推行的

美国孤立主义和双边谈判中面临新挑战。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发表主旨演讲，

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继续坚持自由贸易和推动经济全球化

CCG 学术委员会 2017 年度圆桌论坛
探讨中国全球化之道
2017 CCG Academic Committee Annual Roundtable Forum on China's Globalization

的决心和愿望，彰显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责任、担当和

领导力。处在十字路口的全球化局势下，中国如何评估变

化中的全球化？如何抓住新的全球化机遇，扬长补短，更

好地推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国智库能发挥什么作用？

夜话席间，CCG 联席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陈

启宗；CCG 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

国务院参事、CCG 副主任汤敏；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中国人民大学新

闻学院特聘教授、千人计划专家贾文山，中国人民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

长、国务院参事时殷弘，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国际关系

学院教授査道炯，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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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洪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丁一凡，中

国能源安全研究所所长高志凯，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

辉，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祥，中国人民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教授庞中英，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

究中心主任苏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滕

建群，对外经贸大学 WTO 研究院院长屠新泉，中国人民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教授王义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院长王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原所长周晓晶；太平洋

国际交流基金会秘书长、原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陈永龙 , 中

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方晋等三十余位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和特邀高级研究员

发表了精彩的真知灼见和回应，从不同维度阐述了全球化

趋势和各方面影响因素，并针对逆全球化思潮，中美关系

和“一带一路”等不同话题展开了充分讨论，进一步针对

中国如何处理好国际事务、合纵连横，发挥 WTO 多边机制，

提高话语权和推动全球化等提出了非常宝贵的建议。

全球化智库（CCG）作为国内最为活跃的国际化智库，

在全球范围内汇聚了全球化研究领域的最为权威的专家学

者，组成学术专家委员会，通过研究、研讨会举办、建言献

策等形式开展智库相关工作，助力国家决策，推动政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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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是国内少有的由智库举办的全面汇聚官、产、学各界高层精英的圆桌论坛。作为中国最

早以全球化命名的智库，全球化智库（CCG）长期跟踪和研究全球化进程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于 2015 年创办此论坛，

致力于深入探讨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研判全球化进程中的新挑战，整合论坛研讨内容，以建言献策形式提交相关部委，

共同为决策制定提供参考，为促进包容性全球化贡献中国智慧。本论坛已打造为高端性、国际化的智库品牌论坛，目前

已成功举办三届。

近两年全球范围的冲击性事件不断，给世界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在全球化面临重大挑战、逆全球化思潮出现的关键

时刻，CCG 于 4 月 9 日在北京中国大饭店隆重召开“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200 多位 CCG 理事，CCG 学

者、专家和政、商、学界全球化领域的精英代表出席了论坛。

本届论坛以“十字路口中的全球化 - 中国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围绕“全球治理与中国担当”，“中国企业如何

应对逆全球化冲击与新全球化机遇”，“如何打造全球化的中国创新模式”，“新时期中国全球人才战略”，“‘一带一路’

与中国企业全球化”，“特朗普时代的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等六大议题及“CCG 专家夜话全球化”进行观点分享和

思想碰撞。

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
——十字路口中的全球化：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论坛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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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
——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

首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由全球化智库（CCG）于 2015 年 7 月

12 日在北京柏悦酒店开幕。这是国内首次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论坛，龙永图、何亚非、吴建民、陈启宗和曹

德旺等 80 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

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5 年在博鳌论坛上提出“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也正

由构想走向落地生根。本届论坛着重探讨了“从本土公司到全球公司：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新路径”、“从亚洲价值观到

亚洲共同体议题”、“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以及“总结与展望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新阶段——创新与未来”

等四大议题，为充分发挥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化进程中新的领军作用，加快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进一步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发挥了智库的思想力。

往届回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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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
——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

第二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2016 年 5 月 15 日在北京柏悦酒店圆满举办。论坛以“推

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为主题，龙永图、陈启宗、崔明谟、郑永年、伍淑清、刘永好和徐小平等近百位海内外优秀的

学者、官员和企业家就新形势下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进行深入研讨。会议成果由 CCG 以“建言献策”

形式助力企业全球化和中国深化改革。

2016 年中国经济面临增速放缓的压力，经历着转型的阵痛。面对这一挑战，企业需要自身转型创新，而“走出去”

是其关键之路。这一年，“国际产能合作”被首度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国企业已随着与各国重大项目的签约进一步迈

向全球化。在形成全球产业布局的同时，如何力促工业经济向中国智造升级，如何加强国际经贸合作与人才竞争，如何

把握多元化的模式创新等一系列问题对亟待探讨。与会各界精英就“G20、全球治理与中国企业发展”、“中国企业全

球化的机遇与挑战”、“互联网 + 催生新商业与新投资”、“产业转型升级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方向”等四大议题进行

研讨与前瞻，为中国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前沿性理论支持和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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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

2017 年 4 月 9 日 / 星期日

08:30-09:00

09:00-09:45

09:45-11:00

◎主持人：

◎ 致辞嘉宾：

◎主持人：

◎ 研讨嘉宾：
( 按照姓氏音序排列 )

王辉耀
CCG 主任 , 国务院参事 ,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龙永图
CCG 主席 ,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 , 原博鳌亚洲论坛秘
书长

何亚非
CCG 联席主席 , 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 , 国务院侨办
原副主任

陈启宗
CCG 联席主席 , 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

王辉耀
CCG 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何亚非
CCG 联席主席，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 , 国务院侨
办原副主任

刘燕华
CCG 顾问，科技部原副部长 , 国务院参事 , 国家气
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

龙永图
CCG 主席 ,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 , 原博鳌亚洲论坛秘
书长

茅忠群
CCG 资深副主席，方太集团董事长

签   到

开幕论坛 : 十字路口的全球化与中国智慧

论坛一 :
全球治理与中国担当

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和推动者、全球自由贸易规则的参与者和维护者 , 中国
在未来 的全球治理和经济合作中有哪些作为 ? 如何针对当前全球治理体系
面临的挑战发挥中国 的作用 ? 如何促进多边外交机制建设和国际组织的发
展 ? 如何应对特朗普废除 TPP 后所 带来的机遇 , 推动 RCEP 和 FTAAP 等
区域自贸协定 ? 如何应对特朗普威胁退出巴黎协议之后的全球气候变化新形
势 ?“一带一路”如何在变化中的全球化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

2016 年迎来全球化重大拐点和逆全球化大潮，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崛起，低
迷的世界经济和充满了不确定的国际局势。中国如何评估变化中的全球化？
引领世界走出全球化的困境，中国应该做什么？中国智库能发挥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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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15

11:15-12:30

◎ 对话嘉宾：
( 按照姓氏音序排列 )

◎主持人：

◎ 研讨嘉宾：
( 按照姓氏音序排列 )

王辉耀
CCG 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陈启宗
CCG 联席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

傅成玉
CCG 顾问，原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

黄仁伟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蒋锡培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局主席

龙永图
CCG 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 , 原博鳌亚洲论坛
秘书长

宋志平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

汪潮涌
CCG 副主席，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

陈剖建
CCG 常务理事，中国红瑞资本管理 ( 集团 ) 有限
公司 CEO

茶歇

论坛二 :
中国企业如何应对逆全球化冲击与新全球化机遇

面对全球治理失序、逆全球化浪潮汹涌、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确定性增强的
复杂形势 , 中国企业需要重新审视发展之路。全球化趋势是否真的将要倒退 ?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发表主旨演讲 , 向全世
界提出了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 , 宣誓了中国坚持自由贸易和继续推动
经济全球化的决心和愿望 , 彰显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责任、担当和领导力。
面对反全球化势力回潮 , 中国企业如何摆脱经济全球化困境 , 更好地推进全
球化 , 抓住新的全球化机遇并在全球化中发挥怎样更加积极的作用等诸多问
题亟待解决。

魏建国
CCG 顾问，商务部原副部长 , 国经中心副理事长

王  石
CCG 资深副主席，万科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

郑永年
CCG 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
所所长

唐浩轩
CCG 常务理事，富爱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滕建群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
研究所所长

◎ 对话嘉宾：
( 按照姓氏音序排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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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14:00

◎主持人：

◎ 研讨嘉宾：
( 按照姓氏音序排列 )

李亦非
CCG 副主席，英仕曼集团中国区主席

陈启宗
CCG 联席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

戴 威
ofo 创始人、CEO

高振东
CCG 资深副主席，宝时得集团总裁

关 新
CCG 副主席，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首晟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著名物理学家 , 斯坦福大
学终身教授 , 丹华资本董事长

陈 宁
CCG 常务理事，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创始
人兼 CEO

洪为民
CCG 常务理事，前海国际联络服务有限公司香港
事务首席联络官

刘 科
CCG 常务理事，南科大清洁能源研究院院长，澳
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

论坛三 ( 午餐会 ):
如何打造全球化的中国创新模式

工业 4.0、中国制造 2025、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都在于创新 , 而创新的
关键在人才。中国“双创”的热潮方兴未艾 , 如何在全球科技革命浪潮中抓住
弯道超车的机遇 ? 面对新技术和大数据革命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以及即将到来
的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时代 , 中国应有怎样的准备 ?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创新网
络有所作为 ?

◎ 对话嘉宾：
( 按照姓氏音序排列 )

高振东
CCG 资深副主席，宝时得集团总裁

刘 冰
恒昌集团联席总裁

陶景洲
CCG 常务理事，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王伟东
CCG 常务理事，达仁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国家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制度的竞争。中国在科技创新取得不断进展 , 在
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发挥引领作用 , 国际人才战略不可或缺 , 中国的国际人才管
理制度成为新时期人才战略关键挑战。如何持续吸引掌握海外先进技术和具备
国际管理经验的全球人才汇集中国 ? 如何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
势 ? 如何深入实施国家人才优先发展战略 ? 特朗普上任后对移民的打压能否

14:00-15:15 论坛四 :
新时期中国全球人才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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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 研讨嘉宾：
( 按照姓氏音序排列 )

王辉耀
CCG 主任，国务院参事 ,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何 梅
CCG 常务理事，外联出国顾问集团董事长

胡建华
CCG 高级研究员，中央组织部人才局原副巡视员

王  阳
CCG 副主席，赛伯乐投资集团总裁

王广发
CCG 资深副主席，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薛 澜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张首晟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著名物理学家，斯坦福大
学终身教授，丹华资本董事长

董增军
CCG 常务理事，美国 CST 公司亚太区总裁兼中国
公司总经理

王天鹏
CCG 常务理事，北京科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投资并购部总裁

薛永武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对话嘉宾：
( 按照姓氏音序排列 )

15:15-15:30 茶歇

黄日涵
CCG 一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 

金 鑫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一带一路”国际
智库合作联盟理事会秘书长

李学海
CCG 副主席，美国威特集团董事长 , 美国百人会
大中华地区共同主席

◎主持人：

◎ 研讨嘉宾：
( 按照姓氏音序排列 )

15:30-16:45 论坛五 :
“一带一路”与中国企业全球化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影响力日益扩大。随着“一带一路”
倡议的深入开展 ,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再创新高 , 为区域发
展提供动力。如何更加有效地推进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 ? 如何以全球
视野设计和实施“一带一路”? 如何将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和国际产能合作更
有机地结合起来 ?

给中国带来全球“人才抄底”的机遇 ? 中国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有哪些政策
的改进 ? 智库的建议有哪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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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杰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原会长

孙永福
CCG 高级研究员，前商务部欧洲司司长

王琳达
CCG 副主席，怡海集团董事局主席

王义桅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外交学教授

张醒生
CCG 副主席，道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永续
自然资源保护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周华龙
CCG 副主席，东和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焦 涌
CCG 常务理事，中外建城市建设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马义和：盈创建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
CCG 常务理事

叶雪泥
CCG 常务理事，华也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CEO

易 珉
CCG 常务理事，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中国业务首
席顾问

◎ 对话嘉宾：
( 按照姓氏音序排列 )

16:45-18:00 论坛六 :
特朗普时代的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二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在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思
潮中面临危机 , 在多变的国际局势中 , 中国将如何定义和调整与当前国际秩序的
关系 ? 中国扛起全球化大旗的挑战和机遇在哪里 ? 在不稳定的特朗普治下 , 中国
和美国、东亚、欧洲的关系有怎样的研判和外交战略 ?

田 薇
中国国际电视台《薇观世界》主持人、
前驻华盛顿记者

陈永龙
太平洋基金会秘书长 , 原中国驻以色列大使

何 宁
CCG 高级研究员，原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经济商务
公使

霍建国
CCG 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
院原院长

江 山
CCG 高级研究员，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原司长

◎主持人：

◎ 研讨嘉宾：
( 按照姓氏音序排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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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院长 , 国务院事

张蕴岭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郑永年
CCG 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
所所长

朱 锋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花醒鸿
CCG 常务理事，博龙资本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

郑群怡
CCG 常务理事，康宝莱国际全球研发副总裁

周强武
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主任

18:00-21:30

18:00-19:00
19:00-21:30

CCG 专家晚宴及夜话 ( 仅限受邀嘉宾 )

晚宴
CCG 专家夜话全球化

◎主持人：

◎ 研讨嘉宾：
( 按照姓氏音序排列 )

苗 绿
CCG 副主任

刘   欣
中央国际电视台 The Point 栏目主播

陈启宗
CCG 联席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

崔洪建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
所所长

陈永龙
太平洋国际交流基金会秘书长，原中国驻以色列大使

丁一凡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
资深研究员

方 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高志凯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能源安全研究所所长

何  宁
CCG 高级研究员 , 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原中国
驻美使馆公使衔参赞

黄剑辉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霍建国
CCG 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
院原院长

◎ 对话嘉宾：
( 按照姓氏音序排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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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文山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特
聘教授 , 千人计划专家

江  山
CCG 高级研究员，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

金灿荣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副院长

吕 祥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

庞中英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国际政治教授

孙永福
CCG 高级研究员，前商务部欧洲司司长

苏 浩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
中心主任

时殷弘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院长 , 国务院参事

汤 敏
CCG 副主任，国务院参事

滕建群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
研究所所长

屠新泉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学 WTO 研究
院院长

王辉耀
CCG 主任 , 国务院参事 ,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王义桅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外交学教授

王 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院长

徐洪才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
总经济师

査道炯
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燕生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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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晓晶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
发展研究所原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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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April 9th, 2017

08:30-09:00 

09:00-09:45 

09:45-11:00 

◎ Host：

◎Guest  Speakers:
(In Alphabatic Order)

2016 was the turning point for globalization, and it was also the year when 
de-globalization and populism began to arise around the world. As the global 
economy becomes stagnant and the world gets fi lled with uncertainties, how 
could China be on the forefront in promoting globalization? Can China lead 
the world out of this dilemma? What’s the role of Chinese think tanks in 
support globalization?

China has benefited from it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promoting globalization 
and supporting global free trade. In the forthcoming new globalization, what’s 
China’s role in the future global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What’s China’s contribution to multilateral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ow to promote RCEP and FTAAP after US’s withdrawal form 
TPP? US President Trump claimed to pull back from the Paris Accord during 
Presidential campaign: how will it affect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How will 
“Belt and Road” suggest a Chinese answer for the world’s development in this 
period of changing globalization?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CG, Counselor of the State Council, 
Vice President of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WRSA)

Long Yongtu
Former Vice Minister of Commerce, Former 
Secretary General at Boao Forum for Asia, CCG 
Chairman

He Yafei
Former Vice Minister of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Deputy Director of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CCG Co-
Chairman

Ronnie C. Chan (Chen Qizong)
Chairman of Hang Lung Group, CCG Co-
Chairman

Registration

Opening Ceremony  1:
Chinese Wisdom for Globalization at the Crossroads

Plenary Session I :
Global Governing and China’s Role in globalized Era

The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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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t：

◎ Guest Speakers:
(In Alphabatic Order)

11:00-11:15 Coffee Break

◎ Panellist：
(In Alphabatic Order)

11:15-12:30 Plenary Session II :
China’s Responses to De-globalization and Opportunities 
in new Globalization world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CG, Counselor of the State Council, 
Vice President of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WRSA)

He Yafei
Former Vic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Vice 
Minister of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 ce of the 
State Council, CCG Co-Chairman

Liu Yanhua
Former Vice President of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unselor of the State Council CCG Policy 
Consultant

Long Yongtu
Former Vice Minister of Commerce, Former 
Secretary General at Boao Forum for Asia, CCG 
Chairman

Mao Zhongqun
Chairman of FOTILE Group, CCG Senior Vice 
President

Wei Jianguo
Former Vice Minister of Ministry of Commerce, 
Executive Deputy Director of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CCG Senior 
Fellow

Wang Shi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the Broad of China 
Vanke Co., Ltd., CCG Senior Vice President

Zheng Yongnian
Director of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Director of CCG 
Academic Committee

Tang Haoxuan
Chairman of Fueta International, Member of 
CCG Executive Board

Teng Jianqun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for American Studies 
and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CIIS), CCG Senior F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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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ellist:
(In Alphabatic Order)

◎ Host：

◎ Guest Speakers:
(In Alphabatic Order)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CG, Counselor of the State Council, 
Vice President of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WRSA)

Ronnie C. Chan (Chen Qizong)
Chairman of Hang Lung Group, CCG Co-
Chairman

Fu Chengyu
Former President of China Petrochemical 
Corporation, Member of CCG Polic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Huang Renwei
Deputy Director of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ASS), CCG Academic Advisor

Jiang Xipei, Founder and CEO of Far East Jolding 
Group, Chairman of the Board

Long Yongtu
Former Vice Minister of Commerce, Former 
Secretary General at Boao Forum for Asia, CCG 
Chairman

Song Zhiping
Chairman of China National Building Materials 
Group Corporation

Wang Chaoyong
Chairman of China Equity Group, CCG Vice 
President

Chen Poujian
CEO of China Horae Capital Management Group 
Co. Ltd., Member of CCG Executive Board

Gao Zhendong
Chairman of Positec Technology (China) Co. Ltd., 
CCG Senior Vice Chairman

Liu Bing
Co-Chairman of Heng Chang Group

Tao Jingzhou
Managing Partner of Dechert LLP’s Beijing Offi ce, 
Member of CCG Executive Board

Wang Weidong
Chairman of Positec Group, CCG Senior Vice 
President

Facing latest challenges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world economy, as well 
as wave of de-globalization , Chinese enterprises need to reshape its “Going 
Out” strategy. President Xi Jinping proposed to further promot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his speech at the 2017 Davos Economic Forum, highlighted 
China’s responsibility to the whole world.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what 
Chinese enterprises should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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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13:45 

13:45-15:00 

◎ Host：

◎ Guest Speakers:
(In Alphabatic Order)

◎ Panellist:
(In Alphabatic Order)

Plenary Session III (Luncheon) :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 Innovation Model for Globalization

Plenary Session IV :
China’s International Talent Strategy in New Globalized Era

Li Yifei
Chairman of Man Group (China), CCG Vice 
President

Ronnie C. Chan (Chen Qizong)
Chairman of Hang Lung Group, CCG Co-
Chairman

Dai Wei
Founder and CEO of OFO

Guan Xin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Kuan Capital, CCG 
Vice President

Gao Zhendong
Chairman of Positec Technology (China) Co. Ltd., 
CCG Senior Vice President

Zhang Shousheng
physicist, professor of physic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Danhua 
Capital, CCG Academic Advisor 

Chen Ning
Founder & CEO of Shenzhen Intellifusion 
Technology Co. Ltd, CCG Executive Board 
Member

Hong Weimin
Principal Liaison Offi cer for Hong Kong, 
Shenzhen Qianhai Authority, CCG Executive 
Board Member

Liu Ke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Clean Energy,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CG Vice 
President, Member of CCG Executive Board

Talents and innovation are fundamental to Industry 4.0, to “Made in China 
2025” and to Chines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global revolution 
of technology and Big Data, and a coming era of automa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at should China do to be well prepared? How could China get 
involved in the global innovation network?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countries has been focused on talents and talent 
policies in recent years. China is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establishing a 
practical, competitive, and mature mechanism for international talents. How 
to attract more skilled and managerial talent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Will President Trump’s new policies against immigration provide China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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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opportunities for its “talent hunting”? What would Chinese think tanks 
recommend?

◎ Panellist:
(In Alphabatic Order)

◎ Host：

◎ Guest Speakers:
(In Alphabatic Order)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CG, Counselor of the State Council, 
Vice President of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WRSA)

He Mei
Chairman and President of Wailian Overseas 
Consulting Group, CCG Executive Board Member  

Hu Jianhua
Former Vice Inspector at Bureau of Personnel,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CCG Senior Fellow

Xue Lan
Cheung Kong Chaired Professor and Dean of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at 
Tsinghua University, CCG Academic Advisor

Wang Guangfa
Chairman of the Board and President of Beijing 
Fazheng Group, CCG Senior President

Matt Wang (Wang Yang)
President of Cybernaut Investment Group, CCG 
Vice President

Zhang Shousheng
physicist, professor of physic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Danhua 
Capital, CCG Academic Advisor

Dong Zengjun
CCG Executive Board Member, General Manager 
of Asia Pacifi c, Country General Manager China 
of CST(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

Wang Tianpeng
Vice President of Career International, CCG 
Executive Board Member  

Xue Yongwu
Professor at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15:00-15:15 Coffee Break

15:15-16:30 Plenary Session V :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ese Enterprises 
Globalization 

A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China is expanding its economic 
influence on a global sca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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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ellist:
(In Alphabatic Order)

◎ Host：

◎ Guest Speakers:
(In Alphabatic Order)

Huang Rihan
Executive Director of CCG the Belt and Road  

Jin Xin
D i r e c t o r - G e n e r a l  o f  C h i n a  C e n t e r  f o r 
Contemporary World Studies (CCCWS) 

Li Xuehai
Founder, Chairman & CEO of Waitex Group, 
Co-Chair of Committee of 100 (Greater China 
Resion), CCG Vice  President  

Sun Jie
Former  Pres ident  of  Asset  Management 
Association of China, CCG Senior Fellow   

Sun Yongfu
Former Director-General of European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Commerce, CCG 
Senior Fellow 

Linda Wong
Chairwoman of Yihai Property Holdings Limited, 
CCG Vice President  

Wang Yiwei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CG Senior Fellow 

Zhang Xingsheng
Chairman of China United Capital, CCG Vice 
President 

Zhou Hualong
Chairman of DHC Holding Group, CCG Vice 
President

Jiao Yong
Chairman of  China Urban Construct i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 Ltd., Member of 
CCG Executive Board

Ma Yihe
Chairman of Yingchuang Technology Co., Ltd., 
Member of CCG Executive Board 

Ye Xueni
President and CEO of CSOFT International, 
Member of CCG Executive Board

Yi Min
Chief Advisor of MTR Hong Kong for China 
Business, Member of CCG Executive Board

Initiative, 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provided powerful support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along the Belt & Road routes. How to further boost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se countries? How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How to optimize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domestic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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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7:45 Plenary Session VI :
China’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rump’s Era

The US-led world order post-World War II is facing a crisis due to the 
American isolationism and trade protectionism represented b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 the volatil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how will China defi ne 
and adjust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rder?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hina to take over the banner of 
globalization? Considering the recent uncertainties, what are ways and the 
diplomatic strategies necessary 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East Asia and Europe?

◎ Host：

◎ Guest Speakers:
(In Alphabatic Order)

Tian Wei
Anchor of CCTV flagship programs "Dialogue" 
and "World Insight"

Chen Yonglong
Secretary-General of China-US Exchange 
Foundation,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Israel  

He Ning
Former Director-General of Department of 
America Oceania, CCG Senior Fellow 

Huo Jianguo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CCG Senior Fellow

Jiang Shan
Former Director-General of Department of 
American and Oceanian Affairs of Ministry of 
Commerce, CCG Senior Fellow

Shi Yinhong
Dean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ounselor of State Council, 
CCG Academic Advisor

Zhang Yunling
Senior Fellow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CASS, CCG Academic Advisor 

Zheng Yongnian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Director of 
CCG Academic Committee

Zhu Feng
Dean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CCG Academic Advisor

Hua Xinghong
Managing  Di rec tor  o f  Cerberus  Capi ta l 
Management LP, Member of CCG Executive 
Board

◎ Panellist:
(In Alphabatic Order)



30

The 3rd China & Globalization Roundtable Forum
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

18:00-21:30  CCG Gala and Evening Talk (Invited-Only)
18:00-19:00     CCG Gala
19:00-21:30     Evening Talk: CCG AcadeExperts on Globalization

◎ Host：

◎ Guest Speakers:
(In Alphabatic Order)

Miao Lu
Vice President & Secretary General of CCG

Liu Xin
Anchor of CGTN “The Point with Liu Xin” 

Ronnie C. Chan (Chen Qizong)
Chairman of Hang Lung Group, CCG Co-Chairman

Cui Hongjian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for European Studies,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CIIS), CCG 
Senior Fellow 

Chen Yonglong
Secretary-General of China-US Exchange Foundation,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State of Israel 

Ding Yifan
Senior Fellow at National Strategy Institute, Tsinghua 
University, CCG Senior Fellow 

Fang Jin
Board Member and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research fellow at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DRC) of the State Council 

Gao Zhikai
Director of China Energy Security Institute, CCG 
Senior Fellow

He Ning
CCG Senior Fellow, Former Director-General of 
Department of America Oceania 

Huang Jianhui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China Minsheng Bank, CCG 
Senior Fellow 

Huo Jianguo
CCG Senior Fellow,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Jia Wenshan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CG 
Academic Advisor

Zheng Qunyi
Vice Presidnet of Herbalife Nutrition Global 
Development, Member of CCG Executive Board

Zhou Qiangwu
Director Gener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Finance Instutute (IEF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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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 Shan
CCG Senior Fellow, Former Director-General of Department 
of American and Oceanian Affairs of Ministry of Commerce

Jin Canrong
Associate Dean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CG Academic Advisor 

Lv Xiang
Fellow at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CG Senior Fellow 

Pang Zhongying
Professor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CG Senior Fellow

Sun Yongfu
CCG Senior Fellow, Former Director-General of European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Commerce

Su Hao
Director of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Peace,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CCG Senior Fellow 

Shi Yinhong
Dean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ounselor of State Council, CCG Academic Advisor 

Tang Min
Counselor of State Council, CCG Vice President 

Teng Jianqun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for American Studies and a senior 
fellow at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CIIS), CCG 
Senior Fellow 

Tu Xinquan
Professor and Dean of China Institute for WTO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CCG 
Senior Fellow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CG, Consultant of the State Council, Vice 
President of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WRSA) 

Wang Yiwei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CG Senior Fellow

Wang Zhi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Research Center of Global Value 
Chains at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Xu Hongcai
Vice Chief Economist of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CCIEE), CCG Senior Fellow 

Zha Daojiong
Professor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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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Yansheng
Secretary-general of Academic Committe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ofrm Commission, CCG Academic 
Advisor 

Zheng Yongnian
Director of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Director of CCG Academic Committee

Zhou Xiaojing
Former Director of Asia-Africa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P.R.C., CCG Senior F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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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9 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

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中国大饭店隆重召开。本

届论坛以“十字路口中的全球化 - 中国的机遇与挑战”为

主题，两百多位 CCG 理事、CCG 学者专家和政、商、学

届精英代表汇集一堂，发挥智库影响力，深入探讨全球化发

展的新形势，研判全球化进程中的新挑战，共同为决策制定

提供参考，为促进包容性全球化贡献中国智慧。本次论坛得

到了北京东宇全球化人才发展基金会的支持。

专业、深度的中国全球化发展现状分析和趋势预判

本次圆桌论坛会议设置了七大议题：“全球治理与中

国担当”、“中国企业如何应对逆全球化冲击与新全球化机

遇”、“如何打造全球化的中国创新模式”、“新时期中国

全球人才战略”、“‘一带一路’与中国企业全球化”、“特

朗普时代的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CCG 专家夜话

全球化”。

圆桌论坛一“全球治理与中国担当”由 CCG 主任王

辉耀主持。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CCG 联席主席何亚非，

科技部原副部长、CCG 顾问刘燕华，原外经贸部副部长、

CCG 主席龙永图，方太集团董事长、CCG 资深副主席茅

忠群，商务部原副部长、CCG 顾问魏建国，万科创始人兼

董事会主席、CCG 资深副主席王石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

研究所所长、CCG 学术委员会主任郑永年出席活动参与研

讨。富爱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CCG 常务理事唐浩

轩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CCG 特邀高级

研究员滕建群担任对话嘉宾。嘉宾围绕中国如何针对当前

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贡献中国智慧 , 如何促进多边外交

机制建设和国际组织的发展 , 如何应对特朗普废除 TPP 后

所带来的机遇，如何应对特朗普威胁退出巴黎协议之后的

全球气候变化新形势以及“一带一路”如何在变化中的全

球化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等时下大家关心的问题展开

深入探讨。

CCG 顾问刘燕华指出，全球治理应该通过国际规则来

治理。目前，国际治理的内容和形式已经从有形资源开始向

无形资源渗透，如 IP 地址、基因注册、通讯频道等，无形

资源的分配将是今后国际制度安排中的焦点问题。新的科技

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

十字路口的全球化将何去何从？
大咖齐聚 CCG 论道
The Third China & Globalization Roundtable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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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正在改变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但科技管理水平还

跟不上科技发展的速度，因此形成新型科技管理制度也将是

新的治理内容。中国参与全球化，一是要坚决走绿色发展的

道路，转变粗放的经营方式，提高质量，深化产业结构调整；

二是要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体现大国担当，在全球治理中

体现公平、公正，为全球气候制度做出安排。

CCG 顾问魏建国表示，不太同意只有中国才是全球化

最大赢家这样的观点，应该说全球各国都从全球化中得到了

好处，只是有多有少、有大有小。全球化是当前全球范围内

配置资源、人力和市场的最佳选择。纵观人类历史，从绿洲

经济发展到江河经济，再到路桥经济、海洋经济，可以说地

球上只要有海洋、有江河的地方都会参与到这次全球资源、

能力和市场的大配置中。目前全球化经济中的确存在者收入

差距、失业增加、经济复苏迟缓、中产阶级规模缩小、气候

变化等问题，但是这不是全球化造成的。中国始终在努力改

善现有的全球治理和国际体制，不断修改条例，真正推动它

向前发展，而不是彻底颠覆性地改变它。全球化是一盘大棋、

是一盘长棋，中国将协同美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

努力下好这盘棋。

CCG 资深副主席王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

是全球化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只要中国国内继续进行改

革，开放的全球化进程是不可能逆转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

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谢振华曾问我，中国企业家怎么看气候

谈判？我说举双手赞成，绿色经济代表未来。他听完如释重

负，说谈判这么艰难，就怕中国的企业没有国际竞争力。中

国的表态不会因为我一个企业家的表态改变，国家谈判压力

在那里，但是支持态度是肯定的。我相信，全球化过程中，

中国不仅在国内，在“走出去”时也要发展环保、绿色建筑。

CCG 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强调，逆全球化不可

能导致美国历史上那样闭关锁国的政策，逆全球化也许会对

全球化产生某些方面的积极作用。用中国的话来说，美国、

欧盟现在对全球化是一个调整，这个时期是必须的。去年中

国 G20 峰会和今年习近平主席达沃斯演讲的国际反响非常

正面。中国下一步怎么做？我们应该明确提出中国如何与国

际自由主义经济接轨，但是国际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和国际

政治主义的秩序要区分开来。这几年我们受西方影响太大，

总想着要去写规则。美国主导的 TPP、TTIP 也强调写规则，

但是奥巴马错了，他们写规则太意识形态化。现在还远没有

到写规则的时候，中国下一步要推动的全球化不是规则导向

的，而是发展导向的。

CCG 资深副主席、方太集团董事长茅忠群指出，人类

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但是当前人类

仍然面临着贫穷、战乱和文明冲突的三大问题。解决问题的

根本之道在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这个方面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

圆桌论坛二由 CCG 主任王辉耀主持，围绕“中国企

业如何应对逆全球化冲击与新全球化机遇”主题，原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CCG 顾问傅成玉，上海社会科学

院副院长、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黄仁伟，远东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创始人、董事局主席蒋锡培，原外经贸部副部长、

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CCG 主席龙永图，中国建材集团

董事长宋志平和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CCG 副主席汪潮

涌进行了思想碰撞。中国红瑞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CEO、CCG 常务理事陈剖建，恒昌公司联席总裁刘冰，美

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CCG 常务理事陶景洲和达

仁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以及 CCG 常务理事王

伟东担任对话嘉宾。面对全球治理失序、逆全球化浪潮汹涌、

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确定性增强的复杂形势，中国企业需要

重新审视发展之路。全球化趋势是否真的将要倒退？嘉宾们

针对中国企业如何摆脱经济全球化困境和抓住新的全球化机

遇等诸多问题展开了充分交流，并分享了各自的切身体验。

CCG 顾问傅成玉认为，全球化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全

球化带来的利益不仅在国家之间分配不均衡，在一些国家内

部分配更不均衡，所以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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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推动上一轮全球化的时候有特定的环境，主要是因为发达

国家需要走出去，并不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走出去。

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主动融入了，加入以后得益了。我们

要改变一个观念，不要先说去领导、制定规则，而是要先加

入，加入以后才有机会说话。全球化最后解决的是国家和国

家的竞争力、企业和企业的竞争力，不是为全球化而全球化，

没有一家企业是为全球化而搞的。中国人现在还没有完全接

受国际化的理念，中国公司的国际化理念、国际化管理和国

际化运行机制还没完全建立起来。所以我们要花点时间，把

自己内在的国际化体系建立起来，这就是国际化竞争力。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

指出，全球化导致了全球的财富转移。发达国家的财富向非

发达国家转移以后，发达国家获得利润比重减少，因此出现

了发达国家内部中产阶级和社会保障系统两个支柱的削弱现

象，这恰恰是现在发达国家黑天鹅现象的根源。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指出，中国企业要先有自

身定位。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是最好的性价比，装备、技术

性能，功效不错且价格便宜。

工业 4.0、中国制造 2025、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

都在于创新，而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中国“双创”的热潮方

兴未艾，如何在全球科技革命浪潮中抓住弯道超车的机遇？

面对新技术和大数据革命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以及即将到来的

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时代，中国应有怎样的准备？中国企业如

何在全球创新网络有所作为？

圆桌论坛三（午餐会）探讨了“如何打造全球化的中

国创新模式”议题，英仕曼集团中国区主席，CCG 副主席

李亦非担任主持人。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CCG 联席主席

陈启宗，ofo 创始人、CEO 戴威，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长、CCG 副主席关新，宝时得集团总裁、CCG 资深副

主席高振东和著名物理学家、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张首晟参与了研讨。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

公司创始人兼 CEO、CCG 常务理事陈宁，前海国际联络

服务有限公司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CCG 常务理事洪为民

和南科大清洁能源研究院院长、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

士、CCG 常务理事刘科等对话嘉宾发表了精彩观点。

CCG 资深副主席、宝时得集团总裁高振东谈到，创新

要做到两点：第一是个人能力的创新转向团队能力的创新，

或者说个体的创新走向企业体制的创新，即一个创新体系的

建立。第二点就是如何创新。如果现在把各个领域的创新分

成两块，那么一块是基础技术的创新，另一块则是产品的创新。

圆桌论坛四的议题是“新时期中国全球人才战略”，

CCG 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担任主

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薛

澜，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CCG 资深副主席王广发，

著名物理学家、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CCG 学术委员会专

家张首晟，赛伯乐投资集团总裁、CCG 副主席王阳，中央

组织部人才局原副巡视员、CCG 高级研究员胡建华以及外

联出国顾问集团董事长、CCG 常务理事何梅和参与研讨。

美国 CST 公司亚太区总裁、CCG 常务理事董增军，北京科

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投资并购部总裁和

CCG 常务理事王天鹏，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薛

永武担任对话嘉宾。国家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制度的竞

争。中国在科技创新取得不断进展，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发

挥引领作用，国际人才战略不可或缺，中国的国际人才管理

制度成为新时期人才战略关键挑战。嘉宾们就如何持续吸引

掌握海外先进技术和具备国际管理经验的全球人才汇集中国，

如何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如何深入实施国

家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特朗普上任后对移民的打压能否给中

国带来全球“人才抄底”的机遇等议题发表了不同的见解，

并对中国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的政策改进提出了宝贵建议。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影响力日

益扩大。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开展，中国企业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再创新高，为区域发展提供动力。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一带一路”国际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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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合作联盟理事会秘书长金鑫，美国威特集团董事长、美国

百人会大中华地区共同主席、CCG 副主席李学海，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原会长、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孙杰，前

商务部欧洲司司长、CCG 高级研究员孙永福，怡海集团董

事局主席、CCG 副主席王琳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外交学教授、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王义桅，道同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长、CCG 副主席张醒生以及东和昌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CCG 副主席周华龙参与了论坛五“一带一路与

中国企业”的研讨。嘉宾们就如何更加有效地推进中国和“一

带一路”国家的合作、如何以全球视野设计和实施“一带一

路”、如何将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和国际产能合作更有机地结

合起来等一系列问题展开思想交流和实例分享。CCG“一

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黄日涵主持了本场分论坛。中外建

城市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CCG 常务理事焦涌，

盈创建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CCG 常务理事马

义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中国业务首席顾问、CCG 常务理

事易珉和华也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CEO、CCG 常务理

事叶雪泥参与了对话。

二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在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孤

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中面临危机。嘉宾就中国在多变

的国际局势中，如何定义和调整与当前国际秩序的关系、中

国扛起全球化大旗的挑战和机遇、在不稳定的特朗普治下，

中国和美国、东亚、欧洲的关系有怎样的研判？等议题展开

对话最后一个议题聚焦在“特朗普时代的中国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中国国际电视台《薇观世界》主持人、前驻华盛顿

记者田薇主持了圆桌论坛六。太平洋国际交流基金会秘书

长、原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陈永龙，原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经济

商务公使、CCG 高级研究员何宁，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

作研究院原院长、CCG 高级研究员霍建国，商务部美洲大

洋洲司原司长、CCG 高级研究员江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参事、CCG 学术委员会

专家时殷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CCG 学术委员会专

家张蕴岭，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 学术委

员会主任郑永年和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CCG 学术

委员会专家朱锋为研讨嘉宾。博龙资本管理公司董事总经

理、CCG 常务理事花醒鸿，康宝莱国际全球研发副总裁、

CCG 常务理事郑群怡和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主任周强武等

对话嘉宾继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与嘉宾展开热烈讨论。

当天晚上，CCG 学术专家委员会还在圆桌会上举办了

CCG 专家晚宴及夜话环节，CCG 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和

中央国际电视台 The Point 栏目主播刘欣主持了夜话讨论。

CCG 联席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CCG

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国务院参事、

CCG 副主任汤敏；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新加坡国立大

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千人计划专家贾文山，中

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院长、国务院参事时殷弘，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

秘书长张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蕴岭；CCG 特邀

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清华

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丁一凡，中国能源安全研

究所所长高志凯，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中国社会科

学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

政治教授庞中英，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苏浩，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滕建群，对外经贸大学

WTO 研究院院长屠新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

学教授王义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院长王直，中国国际经济

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

研究所原所长周晓晶；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方晋，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联盟理事会秘书长金鑫，北京大

学海洋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和中国现代国际关

系研究院院长办公室研究员李会明等三十余位 CCG 学术委

员会专家和特邀高级研究员，就全球化的一系列问题进一步

分享了自己的研究积累和实践经验。嘉宾们积极发言和回应，

从不同维度阐述了全球化的各方面影响因素，就逆全球化思

潮，中美关系和“一带一路”等不同话题展开了充分讨论，

为处在十字路口的全球化局势下，中国如何处理好国际事务、

合纵连横，发挥 WTO 多边机制，提高话语权和进一步推动

全球化等提出了非常宝贵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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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直播
环球网、人民网、中国财富网

视频直播
新浪、腾讯

【人民网】
三专家谈人才国际化：留学低龄化不见得是坏事

龙永图 : 欲引领经济全球化 中企任重而道远

何亚非：全球化是大合唱而不是独唱

陈启宗 : 中国自古以来就扮演着全球化重要角色

汤敏：“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全球化的好抓手

薛澜 : 从教育着手 普及全球化人才战略

王石：中国企业家应在全球化进程中做出表态

滕建群：全球化出现政治、经济和信息三方面变化趋势

王辉耀：中企作为经济全球化主力军应练好“内功”

魏建国：世界各国都会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利

蒋锡培：民营企业应对全球化应把握并发挥好自身优势

黄仁伟：“一带一路”是纠正全球化中失衡的一个重大举措

孙永福：评中亚和欧洲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性

【China Daily】
-Infrastructure road to better Sino-US ties

【中国日报网】
-Former Sinopec chairman urges update on 

globalization thinking

-Shared bikes, innovative paradigm ushered by 

Chinese companies

【中新网】
直面全球化 恒昌受邀出席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

【中新社】
智库圆桌论坛：聚焦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机遇与挑战

ofo 创始人戴威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最年轻常务理事

【新华社 亚太日报】
亚太财经观察 | 当下全球化的三“不变”与三“变”

【光明日报】
挑战·应对·担当——智库专家建言经济全球化及全球治理

【CGTN】
-Experts: China, US trade relations set to normalize 

after Xi-Trump meeting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召开

方太集团董事长茅忠群受邀出席“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

论坛”

【新浪 地球日报】
特朗普上台“终结”全球化？ 龙永图郑永年这样看

时殷弘：“习特会”下的中美关系，“旧酒”还需有“新瓶”

“一带一路”是纠正全球化中失衡现象的重大举措

【香港中评社】
時殷弘答中評：朝鮮問題上中美難達共識

智庫：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中國如何參與？

龍永圖：中國應向世界分享全球化經驗

何亚非：全球化有三个“变”与三个“不变”

【搜狐】
时殷弘：“习特会”下的中美关系，“旧酒”还需有“新瓶”

魏建国：全球各国都从全球化中得到了好处 

朱锋：朝鲜问题，中国不是第三者 

陈启宗：金融全球化，中国仍需走自己的路

龙永图：经济全球化出现新特点，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是关键

郑永年：“习特会”开启了更好的可能性，阻止了更坏的可能性

陈永龙：中美进入相互塑造阶段，需要克服理念问题

【凤凰智库】
张首晟：未来必是大数据的时代

【科技日报】
陈启宗： 金融全球化中国仍需走自己的路

【中国贸易报】
中企海外拓展之痛：千金易得 人才难求

自信自觉成就中企“走出去”的典范

部分媒体报道/ Media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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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论坛 | 十字路口的全球化与中国智慧
主持人：

王辉耀：CCG 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发言嘉宾：  

龙永图：CCG 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

何亚非：CCG 联席主席，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

陈启宗：CCG 联席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

2016 年迎来全球化重大拐点和逆全球化大潮，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崛起，低迷的世界经济和充满了不确定的国际

局势。中国如何评估变化中的全球化？引领世界走出全球化的困境，中国应该做什么？中国智库能发挥什么作用？

2016 was the turning point for globalization, and it was also the year when de-globalization and populism began to 
arise around the world. As the global economy becomes stagnant and the world gets filled with uncertainties, how 
could China be on the forefront in promoting globalization? Can China lead the world out of this dilemma? What’s 
the role of Chinese think tanks in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

Kicking-Off Pannel: Chinese Wisdom for Globalization at the Crossroads

全球化的问题在于不同社会阶层在全球化当中获得利益的不公平，所以如何处理社

会不公平的问题是关键。中国目前没有反全球化潮流，是因为我们正确且及时地

处理了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不公问题，西方国家在处理反全球化时应借鉴中国经验。从

整体上看，还不能说中国已开始全面引领全球化，例如在科技方面，中国和西方发达国

家相比，核心竞争能力还不够。

龙永图 :CCG 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

Long Yongtu: Chairman of CCG, Former Vice Minister of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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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秩序正在转换之中，如何看待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中国制定对外战略的

重要考量。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并没有很好解决全球化出现的问题。美国现在判断，

传统意义的全球化过时了，要改变游戏规则，重新分配利益。全球治理的指导思想出现

了空白，需要新的指导思想和方案。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能够

提出新的全球治理、全球化的思路和方案，也希望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跟上全球化的步

伐。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要求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并且提供力所能及、有效的全球

公共产品。

现在全球化问题有两个分化，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往孤立、往逆全球化方向走，但

也不可能完全逆全球化，美国大企业不会放弃全球化市场，他们所谓逆全球化就

是进入到美国要以美国利益为主要考虑，要按照美国的规则，这不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之

后才开始的。全球化总是循环往复，有进有退，中国近年来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贡

献者，还要继续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大环境之下该如

何自处、如何做好准备，从而能够长远地在大局面里致胜。中国只有综合国力加强了才

能立足于世界，全球化也好、逆全球化也好，不管什么风风雨雨都能够站立得稳。

过去一年，英国脱欧、特朗普胜选等全球性的事件冲击不断，给世界带来了很多不

确定性。中国通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参与全球化并从中受益，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在当前全球错综复杂的环境下，中国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世界各国面对经

济持续低迷，对中国有巨大的期待。中国全球化的发展经验、发展实践、发展创新和发

展探索，有望能助力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诸多新的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并通过加

强沟通与合作，积极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

何亚非：CCG 联席主席，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

He Yafei, Co-Chairman of CCG, Former Vice Minister of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Deputy Director of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陈启宗：CCG 联席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

Ronnie C. Chan, Co-Chairman of CCG, Chairman of Hang Lung Group

王辉耀：CCG 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CG, Counselor of the State Council, Vice President of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WR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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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论坛一 | 全球治理与中国担当
主持人：

王辉耀：CCG 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研讨嘉宾（按照姓氏音序排列）：

何亚非：CCG 联席主席 , 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

              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

刘燕华：CCG 顾问 , 科技部原副部长，国务院参事，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

龙永图：CCG 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

              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

茅忠群：CCG 资深副主席，方太集团董事长

魏建国：CCG 顾问，商务部原副部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Plenary Session I: Global Governing and China’s Role in globalized Era

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和推动者、全球自由贸易规则的参与者和维护者，中国在未来的全球治理和经济合作中应有哪

些作为？如何针对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发挥中国的作用？如何促进多边外交机制建设和国际组织的发展？

如何应对特朗普废除 TPP 后所带来的机遇，推动 RCEP 和 FTAAP 等区域自贸协定？如何应对特朗普威胁退出

巴黎协议之后的全球气候变化新形势？“一带一路”如何在变化中的全球化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China has benefited from it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promoting globalization and supporting global free trade. In 
the forthcoming new globalization, what’s China’s role in the future global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What’s China’s contribution to multilateral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ow to promote RCEP and 
FTAAP after US’s withdrawal form TPP? US President Trump claimed to pull back from the Paris Agreement during 
Presidential campaign: how will it affect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How will “Belt and Road” suggest a Chinese 
answer for the world’s development in this period of changing globalization?

王   石：CCG 资深副主席，万科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

郑永年：CCG 学术委员会主任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对话嘉宾（按照姓氏音序排列）：

唐浩轩：CCG 常务理事 ,

              富爱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滕建群：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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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指出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促

进了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也促进了科技文明进步和各国的交往，有利于各国互惠

互利。中国将为推动和完善全球化做出贡献。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推动

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解决方案，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担当。

WTO 体系对所有成员国有约束也有保护，有利于中国参与全球化，我们需要坚定

维护和充分发挥现有机制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再共同推动国际机制的不断完善。中

国企业将更多地在世界舞台发声，智库也将通过二轨外交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

全球治理应该通过国际规则来治理，积极加入这些体系才能真正参与全球治理。

中国文化是“和”而不同，在国际治理寻求扩大共同点，互惠、共赢、互利。

中国参与全球化，一、坚决走绿色发展的道路，转变粗放的经营方式，提高质量，并

深化产业结构调整；二、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体现大国担当，在全球治理中体现公平、

公正原则，为全球气候制度做出贡献。目前，国际治理的内容和形式已经从有形资源

开始向无形资源渗透，这些将是今后国际制度安排中的焦点问题。同时，新的科技革

命正在改变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形成新型科技管理制度将是新的治理内容。

全球化必将赢得最终胜利，各国都从全球化中得到了好处。全球化是当前全球范围内

配置资源、人力和市场的最佳选择。纵观人类历史，从绿洲经济发展到海洋经济，

可以说地球上只要有海洋、有江河的地方都会参与到这次全球资源、能力和市场的大配置

中。目前全球化经济中的确存在着收入差距、失业增加、经济复苏迟缓、中产阶级规模缩

小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但是这不是全球化造成的。中国始终在努力改善现有的全球治理和

国际体制，不断修改条例，真正推动它向前发展，而不是彻底颠覆性地改变它。全球化是

一盘大棋、是一盘长棋，中国将协同美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努力下好这盘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是全球化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只要中国国内继续进行改革，

开放的全球化进程是不可能逆转的。过去中国的 34 年就是全球化过程，国内的

各种经验也是全球的一部分。中国企业家举双手赞成气候谈判，绿色经济代表未来。我

说完解振华先生如释重负，他说，我们为什么谈判这么艰难，就怕中国的企业没有竞争

力。中国在全球气候谈判的态度不会因为我一个企业家的表态改变，中国企业竞争力和

国际上有差距，但我们对全球化依然是支持的。我相信，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应发展环保、

绿色建筑，不仅在中国国内，我们在“走出去”时也要发展绿色建筑。

王辉耀：CCG 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CG, Counselor of the State Council, Vice President of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WRSA)

刘燕华：CCG 顾问、科技部原副部长、国务院参事、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

Liu Yanhua, Former Vice President of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unselor of the State Council

魏建国：CCG 顾问、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Wei Jianguo, Former Vice Minister of Ministry of Commerce, Executive Deputy Director of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王   石：CCG 资深副主席、万科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

Wang Shi,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the Broad of China Vanke Co., Ltd., CCG Senior Vic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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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但是当前人类仍然面临着贫穷、

战乱和文明冲突的三大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在这个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中华优秀文化是解决以上问题的唯一可行

的智慧和途径。习近平主席上百次提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提出的中国方案的核

心是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可以预见的是，

由于中华文化本身具有的先进性，中国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中华

文化将逐渐被全世界所认同成为主流文化，并与其他文化相互融合、和而不同，全球

200 多个国家构建成一个地球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必将得以实现。

中国建国以后外交经历了历史演变，从以意识形态为主到以经贸为主，再到现在以

国家核心利益为主。从国际上来看，一是政治的多极化，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主导

地区事务，必须一起参与合作；二是经济全球化，各国相互依赖程度非常高；三是社

会的信息化，信息技术在社会中的广泛应用。从整个国际发展趋势来说，中美两国是

全球化进程中的两大合作伙伴和竞争者：旧有的力量平衡已经被打破或者说正在被打

破，而在经贸领域和安全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同时加强。中国要担当大国责任，需要保

持淡定，同时有所作为，有选择的有所作为。把住跟美国的关系，再经营好周边。

现在的逆全球化不可能出现以往那样闭关锁国的政策，逆全球化也许会对全球化的

某些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下一轮美国、中国这些大国对国际资本的竞争会加剧，

这也会促使全球化。英国如果独立出欧洲，它跟欧洲之间的竞争就会加剧，也会产生全

球化。美国和欧盟现在对全球化处于调整期。中国应该明确提出来如何与国际自由主义

经济接轨，把国际自由主义的经济次序和国际政治主义的次序要区分开来。美国主导的

TPP、TTIP 也强调写规则，但奥巴马错了，美国现在写规则太意识形态化。中国现在

还远没有到写规则的时候。中国下一步要推动的全球化不是规则导向的，是发展导向的。

首先，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跨国公司全球化的目的是要提高对

全球资源和经济的掌控力，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然而中国真正的跨国公司不多，

因为中国大部分的贸易和业务都在国内，中国的挑战都在这里。如果没有真正的跨国

集团和跨国公司，中国如何进行全球化？

再者，机遇在哪里？“一带一路”是大的战略，必须明确从哪里入手。我们可以

设想十年以后通过“一带一路”要实现什么目标。十年之后，我们可以在各个主要领

域再造一个“华为”，如果这个思路非常明确，所有的资源、人力、物力、财力都往

这上面使劲，十年后会大不同。

茅忠群：CCG 资深副主席、方太集团董事长

Mao Zhongqun, Chairman of FOTILE Group, CCG Senior Vice President

滕建群：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Teng Jianqun,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for American Studies and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CIIS), CCG Senior Fellow

郑永年：CCG 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Zheng Yongnian, Director of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Director of CCG Academic Advisor

唐浩轩：CCG 常务理事、富爱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Tang Haoxuan, Chairman of Fueta International, Member of CCG Executiv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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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论坛二 | 中国企业如何应对逆全球化冲
击与新全球化机遇
主持人：

王辉耀：CCG 主任、国务院参事

研讨嘉宾：（按照姓氏音序排列）

陈启宗：CCG 联席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

傅成玉：CCG 顾问，原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

黄仁伟：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蒋锡培：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局主席

龙永图：CCG 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

              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宋志平：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

汪潮涌：CCG 副主席，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

对话嘉宾（按照姓氏音序排列）：

陈剖建：CCG 常务理事，

              中国红瑞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CEO

刘    冰：恒昌公司联席总裁 

陶景洲：CCG 常务理事，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王伟东：CCG 常务理事，

              达仁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振东：CCG 资深副主席，宝时得集团总裁

Plenary Session II: China’s Responses to De-globalization and Opportunities in New Globalization world

面对全球治理失序、逆全球化浪潮汹涌、以及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确定性增强的复杂形势，中国企业需要重新审视

发展之路。全球化趋势是否真的将要倒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发表主旨演讲，向

全世界提出了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宣誓了中国坚持自由贸易和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决心和愿望，彰显了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责任、担当和领导力。面对反全球化势力回潮，中国企业如何摆脱经济全球化困境，如何更好

地推进全球化，如何抓住新的全球化机遇并在全球化中发挥怎样更加积极的作用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Facing latest challenges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world economy,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de-globalization, 
Chinese enterprises need to reshape its “Going Out” strategy. President Xi Jinping proposed to further promot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his speech at the 2017 Davos Economic Forum, highlighted China’s responsibility to the 
whole world.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what Chinese enterprises should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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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全球化的问题，关键就是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的问题，因为打铁还要

自身硬，这是参与全球化最重要的本钱。

现在不能讲全球化逆转，对特朗普的新政要积极考虑。特朗普发展实体经济、搞制

造业，这对于中美合作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的中高端制造业在美国的营商环境、市

场环境、法治环境里面投资对我们的制造业有提升。美国能够实行公平、公开、透明的

招投标体制，中国企业在美国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就优势巨大。美国在推进中国的改革开

放和形成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市场、是全球化的力量。今天中

国制造业投资美国，为美国创造就业岗位，中美互利双赢。我们要抓住这样的机会，把

到美国进行投资，参与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作为我们参与促进中美合作的重大行动。

美国退出 TPP 不能说是逆全球化的重要举措。TPP 本来就是区域合作协定，不是

全球合作最好的选择，全球合作最好的选择是以 WTO 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体制、以 IMF

为代表的全球货币体制等，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强化全球体制。对 TPP 我们持开放态度，

乐观其成，现在美国退出 TPP，我们不会接这个乱摊子。中国要高瞻远瞩，从战略的

角度参与国际化的进程，使得我们参与国际化获得有更好的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中国企业也在不断提升全球

化的程度，实现了全球化跨越式的发展，并仍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面对此起彼

伏的逆全球化浪潮、世界经济的复苏乏力、各种不确定性增强的复杂形势，中国企业需

要审时度势，谋划新的国际化发展之路。尽管存在种种波折，全球化仍是不可逆转的客

观规律。中国企业需要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跨国经营指数，迎接全球化新阶段的挑

战，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企业需要新的定位，拓展国际视野，更多参与到全球化中，

并做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结合，在技术、资本等各个方面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

包括中美之间基础设施领域和能源领域，实现互利共赢。“一带一路”能为新一轮的全

球化起到助推作用，也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带来重大机遇。

全球化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全球化带来的利益不仅在国家之间分配不均衡，在一些国

家内部分配更不均衡，所以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

美国推动上一轮全球化的时候有特定的环境，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需要走出去，并不

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走出去。但是中国在这过程中主动融入并得益了。我们要改变

一个观念，不要先说领导制定规则，而且要先加入后才有机会说话。全球化最后解决的是

国与国、企业与企业的竞争力，不是为全球化而全球化，没有一家企业是为全球化而搞的。

现在国际上的治理机制并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机制，治理规则也不是。中国目前拿不出

这一套治理体系来，所以还是通过融入和影响，经过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逐渐慢慢接近这个目标。

国家和国家竞争力会出现很大的差别，中国必定会成为将来西方国家竞争力的目标。中国人现在还没有完全接受国际

化的理念，中国公司的国际化理念、国际化管理、国际化运行机制还没完全建立起来。所以我们要花点时间，把自己内在

的国际化体系建立起来，这就是国际化竞争力。

王辉耀：CCG 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CG, Counselor of the State Council, Vice President of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WRSA)

傅成玉：CCG 顾问、原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

Fu Chengyu, Former President of China Petrochemical Corporation，Member of 
CCG Polic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龙永图：CCG 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

Long Yongtu, Former Vice Minister of Commerce, Former Secretary General at Boao 
Forum for Asia, CCG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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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要先有自身定位。我们在现阶段国际化的过程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

色？我们的技术、装备到底在什么样的水平上？中国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绝大部分产业已经进入了中高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是最好的性价比，装备、技术性能、

功效不错且价格便宜。

我们的主战场、入手点就是“一带一路”。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大部分是发展

中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中国的城镇化经验、工业化经验很适合它们，所以我们可以带

着这些经验和我们的技术、装备走出去，在那里迅速占领市场。着眼未来，发展比较快

的也会是这些发展中国家。

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的合作有三点很重要：一是吸引美国的高端技术和高端装备，

提高我们自身的工业水平；二是我们一些中高端的行业可以进入到美国，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是包括开发“一

带一路”，中国的大公司要和美国的跨国公司进行联合开发，共同开发新市场，合作共融。

宋志平：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

Song Zhiping, Chairman of China National Building Materials Group Corporation

目前全球化出现的问题是全球生产力布局和全球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结果。三十多

年来的全球生产力布局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以西方国家为主的产业链、供应链、

资金链转化为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共同的产业链、资金链、供应链，全球生产关系却还

是按照 50 年前的规则办事，这个矛盾非常尖锐。

全球化导致了全球的财富转移。发达国家的财富向非发达国家转移以后，发达国

家获得利润比重减少，因此出现了发达国家内部中产阶级和社会保障系统两个支柱的

削弱现象，这恰恰是现在发达国家黑天鹅现象的根源。

中国如果可以带头克服全球化带来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我们就站在战

略的制高点上。美国如果不能调整自己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在这一轮全球化的

过程和战略上处于被动位置了。

一带一路”是针对全球化中严重失衡的一种重大平衡措施。全球化很大的破坏因

素就是热钱的逐利行为及其负面影响。我们用 1 万亿左右的资金带动全球几十万亿的

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实体经济，投向发展中国家，这对全球化来说是莫大的贡献。

黄仁伟：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Huang Renwei, Deputy Director of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ASS), CCG 
Academic Advisor

关于全球化的前提，我的理解是全球化至少是全球主要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共识。有

些人讲，现在已经到了企业家经济的时代了，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可以看出来，

时代是呼唤企业家的。

现在全球范围顶层设计的制度还是比较多的，对中国而言，顶层设计也特别重要。

如果制度的红利能够进一步释放，制度方面的改革和供给将激发更大的生产力。国家

之间需要互相理解、换位思考、利益协调、加强管控。

关于国际化的方向，是面对现实、创新突破、资源配置、共享共赢，这些都是大家，

包括企业家在内努力的方向。关于国际化的举措，需要考虑战略和战术的结合，国际

和国内的结合，产品经营和资本经营的结合，人才的集聚，红利的分配。

尽管面对金融经济的不确定，民营企业家群体如果能看到趋势性的东西，把握并

发挥好优势，找到全球最适合在你的平台上跟你同甘共苦、理念方向一致的创业家们，

并设计好利益分配机制，才能走得更远。

蒋锡培：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局主席

Jiang Xipei, Founder and CEO of Far East Jolding Group, Chairman of th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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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价值分为三层：最底层的制造，第二层次的研发，最后的品牌与市场。从企

业价值的这三个角度来看，美国在全球化几十年中甩掉了最底层的制造层次，

完成了从制造业走向产业高端价值的整个过程。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化最大的

受益者可能就是美国本身。只是由于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内部政策或者中国全球化

政策中的问题造成了两国贸易的不平衡，特朗普上台只是这个问题的反应。从历史状

态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强大一定是最开放的时候，美国也不可能闭关自守。

从以上两个角度来分析，如果有“逆全球化”也只是暂时的，中国企业要看清大

势。如果企业仅看到当地市场，而不把地球这个市场作为地球村来看，我们企业开始

竞争的出发点格局就小了。因此中国企业应该坚定不移地走全球化之路。有了大方向，

中国企业应该顺势而为，跟着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趋势到美国去，把中国企业的全

球化推向深入，特别是针对有局部所谓“逆全球化”的区域和更大的市场，比如印度等。

我不太同意所谓逆全球化的说法，因为只要世界贸易组织还在，多边的机制还在，

所谓的逆全球化就不可能发生。很多区域的投资、自由贸易协定的安排稍微碎片

化了一点，比如说中新、中澳协定，中日韩正在谈的，欧洲和加拿大、欧洲和越南等等。

但全球化还在继续向前推进，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担心。

“一带一路”的很多国家发展程度就像我们 70 年代时一样，那里风险很大、机

遇很多。怎样在这种高风险的环境下使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是一个挑战。这中间需要

有政府方面的安排，比如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等，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比较有力的

保障。

全球化不是中国企业的独占化。我们要在中国企业全球化过程中寻求多样的投资

安排，不一定是一股独大或单独控制，而是有能够安全盈利的环境就可以去做。

基于对全球化的观察，我觉得“逆全球化”是言过其实。

当今“全球化”有三个特点。一是全球化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从市场、产品、产能、

资源、科技、资本、人才这七个纬度上来说，“全球化”是愈演愈烈、不可逆转的。二

是全球化的角色在发生变化。过去全球化是欧美单边主导，今天是多方主导，从单边到

多边，从单向到双向，这是全球化新的特点。三是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起的作用越来越

大。“一带一路”战略是新全球化的全球分工协作大战略，欧美必须要参与到中国的“一

带一路”的战略里面来。“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仅是对中国的经济有战略性的意义，对

全球其他国家同样有价值。

全球化为中国企业带来五个新的机遇：在科技与模式创新方面的机遇、市场与产业转型方面的机遇、消费与服务升

级方面的机遇、资源与资产重组方面的机遇、资本与人才价值提升的机遇。全球化没有逆转，而是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

以中国作为主导者之一的姿态出现，同时也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汪潮涌：CCG 副主席，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

Wang Chaoyong, Chairman of China Equity Group, CCG Vice President

高振东：CCG 资深副主席、宝时得集团总裁

Gao Zhendong, Chairman of Positec Technology (China) Co. Ltd., CCG Senior Vice Chairman

陶景洲：CCG 常务理事、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Tao Jingzhou, Managing Partner of Dechert LLP’s Beijing Office, Member of CCG 
Executiv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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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全球化的过程中，从贸易主导权、区域主导权，再到汇率、货币主导权，核心

就是规则主导权的问题。之前的规则是西方国家过去制定的，现在中华民族接近

于复兴、崛起，肯定会影响游戏规则的调整，或者有调整的要求。我们这一代企业家

很多都是本土成长起来的，国际化是很大的机遇，也有很大的风险。过去对外部西方

文明有一种神秘感或崇拜化，我们要有平常心，避免盲目崇拜，在平等交流、平等理

解规则中更加成熟。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不能忽略人性的很多因素，善与恶一样存在。

开拓海外市场的过程中，我们也在一些以往认为很严谨、法律制度非常严格的地方遭

遇过报表欺诈等风险。

王伟东：CCG 常务理事、达仁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Wang Weidong,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CCG, Chairman of Positec Group

虽然说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总量的第二名，但中国对于金融全球化始终还是非常的谨慎，

人民币至今也还不是一种自由兑换的货币。原因首先是经济实力，人均 GDP 不高，经

济结构不够合理。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的血脉，如果经济的血脉不能实现全球化，

对于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中国应该去面对金融的全球化。但是中国金融的

全球化需要一个非常严密论证的过程，也应该是一个缓慢推进的过程，而我们的监管、市场体

系、金融机构目前还不完全具备全面全球化的能力。我们要思考，是把政策规定制定好了促进

中国金融机构参与全球化，还是等到中国金融机构全球化的能力提升之后再去加入到全球化。

陈剖建：CCG 常务理事、中国红瑞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CEO

Chen Poujian, CEO of China Horae Capital Management Group Co. Ltd., Member of 
CCG Executive Board

逆全球化其实只是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小小的插曲，全球化一定是未来世界的大势所趋，

企业要思考如何扮演自身角色。第一，中国企业要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中。只

有参与进去才会有话语权，我们要成为“一带一路”的实践者和生力军。第二，中国企业

要抓住市场开放的机会。我们要把中国建设成最先进的世界工厂，产业链要逐步由中端向

中高端转移。通过开放，中国企业要对接国际标准，提升公司的竞争实力。第三，我们要

加强科技创新，这样才能推动企业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第四，国家要鼓励更多优秀的

民营企业走出去，因为民营企业有很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西方容易得到认同。第五，中

国企业在中国版的全球化战略引领下，也要利用好多边机构的作用，让中国全球化战略落地。

刘冰：恒昌公司联席总裁

Liu Bing, Co-Chairman of Heng Cha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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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论坛三 | 如何打造全球化的中国创新模
式与挑战

主持人：

李亦非：CCG 副主席，英仕曼集团中国区主席

研讨嘉宾（按照姓氏音序排列）：

陈启宗：CCG 联席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

戴    威：ofo 创始人、CEO

关    新：CCG 副主席，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振东：CCG 资深副主席，宝时得集团总裁

张首晟：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著名物理学家，

              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丹华资本董事长

Plenary Session III (Lunche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 Innovation Model for Globalization

对话嘉宾（按照姓氏音序排列）：

陈    宁：CCG 常务理事，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洪为民：CCG 常务理事，前海国际联络服务有限公司香

              港事务首席联络官，

刘    科：CCG 常务理事，南科大清洁能源研究院院长，

              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

工业 4.0、中国制造 2025、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都在于创新，而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中国“双创”的热

潮方兴未艾，如何在全球科技革命浪潮中抓住弯道超车的机遇？面对新技术和大数据革命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以及即

将到来的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时代，中国应有怎样的准备？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创新网络有所作为？

Talents and innovation are fundamental to Industry 4.0, to “Made in China 2025” and to Chines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global revolution of technology and Big Data, and a coming era of automa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at should China do to be well prepared? How could China get involved in the global innova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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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造全球化的中国创新模式，这个问题其实在中国是最有意思的。创新的浪潮

现在在各行各业出现，尤其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习创新方面，中国确实在很多

方面已经超越了西方。大数据本身可以预测未来，机器学习也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人脸

识别、进行犯罪侦查、创新投资方式等。例如现在的量化投资，也是以算法为基础的

一种投资方式，使用了很多机器学习的方式，把人的行为学融汇在他们的融资方式中

从而获得丰厚的融资回报；但是反而言之，大数据确实也带来一些负面问题，例如失业、

侵犯隐私，而且这些很多都是道德问题。例如，我在网站上买书，看到的推销广告就

都是书籍。的确，网站推送了我需要的东西，但实际上它已经把我的隐私从某种程度

上探索出去，并且有一点点牵绊的感觉。那么每一个行业在自我创新的同时，会不会

给相关联的其他行业带来挑战或者甚至损害，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再去研究。

讲到创新，有一个需要尤其注意的方面就是中国在什么事情上不能创新，也不要创

新。西方社会由于资金充足，科技的进展就是西方世界逐渐金融全球化的过程，

但金融的全球化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因为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快，越来越大，数字越来

越可怕，结果一定把自己打垮。金融经济是中国绝对不能创新的。中国需要的创新是

把自己的门部分的关起来，不要像国外一样完全放开资本市场，这样对对自己不好，

对世界也不好。我们应该局部的开门，局部的不开门，这不仅给中国的经济体带来好处，

也会给世界的经济体带来好处。

再者，大家都在谈科技创新怎么好，却没有太多的人去研究科技所带来的不良的

影响。当然我绝对不是反对创新，反对科技，大家也知道科技创造了很多行业，但同

时确实也破坏了很多就业岗位，在世界上这已经是一个大问题了。而且中国作为人口

大国，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李亦非：CCG 副主席，英仕曼集团中国区主席

Li Yifei, Chairman of Man Group (China), CCG Vice President

陈启宗：CCG 联席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

Ronnie C. Chan (Chen Qizong), Chairman of Hang Lung Group, CCG Co-Chairman

共享单车是对自行车自古以来的个人所有制的一种突破，这个模式我们称之为共产

主义的方式，即共同使用，共同所有的方式。

这个行业发展之快超乎想象，也许自行车以后会是世界上第一个不再会被个人购

买的商品。自行车行业的商业模式也可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例如由我们购买传

统自行车品牌，统一运营和管理，消费者则直接按需付费来使用。从商业模式本身来讲，

这样对于消费者，企业，和政府都是有好处的，这意味着更少的碳排放，更方便的短

途出行。

诚然，它会给传统行业中的企业带来影响，长期的行业整合和变化也值得我们再

去探索，但是毫无疑问的是，现在大街小巷的各类单车展现了中国互联网企业中的创

新浪潮，甚至已经蔓延到国外——美国和欧洲有好几家公司也开始做共享单车了。很

难得的是这次是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第一次在引领着一个全球模式上的创新，而且我们

确信这种创新能够给社会、老百姓创造价值，解决问题，是有意义的。

戴威：ofo 创始人、CEO

Dai Wei, Founder and CEO of o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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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创新，如何做转折，我觉得有两点：第一个是个人能力的创新转向团队能

力的创新，或者说个体的创新走向企业体制的创新，一个创新体系的建立。第

二点就是如何创新。如果现在把各个领域的创新分成两块，那么一块是基础技术的创

新，另一块则是产品的创新。

大家知道，苹果公司现在是全球的创新公司。但是 iPod 所基于的 MP3 技术是意

大利人发明的，乔布斯不是第一个利用此技术赚钱的的人，却是赚得最多的，原因就

在于他把所有其他人技术的发明拿在手里做最后的整合，最终整合出来的东西赚了最

多的钱。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最核心的就是意识到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显在的、潜

在的需求，或者一种下意识的需求。理解了，深刻的洞察了消费者下意识的需求，就

能够开始引领消费需求。基于消费需求的创新才是真正最关键的，最能够做好我们企

业核心的问题。

我觉得 20 年后的创新或者说全球化，是科技的民主化和普遍化，因为科技改变了

我们现在所有的现象。如果要说当今创新跟科技的关系，那我认为全球创新的 2.0

版就是全球的科技再次被应用，而且这个速度会非常快。因此，我们在这方面要有打

提前量的眼光。商业模式固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关键的地方，有没有关键的

技术。有几个关键的方面是中国非常值得关注的，即先进制造业和污染处理的结合、

能源的可持续、“一带一路”上粗犷型加工的升级和转型、粮食的自给自足、支付手

段和金融科技的创新等等。最主要的一点是城市化和数字化，这个方面，中国已经引

领世界了我们消费居民的数字化领先国际十年。因此，如果能够在这几个方面我们继

续创新，我们国家便是可持续的；如果我们能够把创新、文化和环保可持续输出的话，

这便是我们最大的全球化的动作。

我们很喜欢讲“中国模式”，但我认为这个提法有点问题，因为“模式”难免会

有自以为是，希望别人来学习的嫌疑。应该多提的是“中国创造”、“中国设计”

这些概念。当今时代很多东西已经不适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了。在这种规则已经改变、

缺位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参与到它的制定当中；或者是引导国际组织，去定一些对中

国还是有利的一些规则。

下一步，我们应该想着怎么样把我们的创新，把我们的技术推出去，这包含两方

面。一方面我们在把产能转移的时候，不要单单去利用人家好的环境，或者低廉的工

资。因为其实很多国家他们不想再重复中国的模式，不想再重复那种高污染、低工资、

透支型的这种粗放型的发展，他们也在想怎么办。因此，当中国把我们的经验和技术

一起输出，才能够真正的增加自己的影响力。

高振东：CCG 资深副主席，宝时得集团总裁

Gao Zhendong, Chairman of Positec Technology (China) Co. Ltd., CCG Senior Vice President

关新：CCG 副主席，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Guan Xin,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Kuan Capital, CCG Vice President

洪为民：CCG 常务理事，前海国际联络服务有限公司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

Hong Weimin, Principal Liaison Officer for Hong Kong, Shenzhen Qianhai Authority, 
CCG Executive Board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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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创新不是一个模式的说法，的确，创新是一种文化。为什么中国人 2000 年

前发明了火药，有了烟火，但后来又有了枪？枪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改变，但当

时在封建制度下，枪对练了一辈子武功的大将军来说，是种挑战。所以一定程度上，

我们的文化约束了我们的创新。因此，要像文艺复兴一般解放思想，才能促进创新。

在今天而言，如果藐视数据，我们就没有创新。

CCG 作为一个海归的团体，更多的要把文化带回来，把人才带回来。今天我们

中国谈全球化的时候，全球化最大的限制是人才，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缺的是人才。

作为国家千人计划联合会的副会长，我希望全球化智库能够吸引海归人才，同时把香

港和深圳作为吸引一大批中国和非中国人的创新基地，因为没有人才全球化是做不了

的，创新也是做不了的。

现在的人脸识别技术，能够通过一颗人工智能的芯片，实现亿万人脸的秒级定位。

这个技术的确给我们带来了福祉，例如我们可以用短短十几个小时帮助公安找到

一个被拐卖的儿童。但同时，它也确实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例如清明节期间

一万辆共享单车涌入深圳湾，导致深圳湾第二天就被迫关闭，专门清理这些单车。因此，

有时往往这些颠覆式的技术和互联网模式突发性的创新，会造成很多意想不到的社会

问题。人工智能过去一直是专家设计，但是现在由于算法、深度学习和大数据的引入，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机器的设计算法的时代。那么，人工智能如何全球化、全球化政

策与机器智能之间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刘科：CCG 常务理事，南科大清洁能源研究院院长，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

Liu Ke,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Clean Energy,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CG Vice President, Member of CCG Executive Board

陈宁：CCG 常务理事，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Chen Ning, Founder & CEO of Shenzhen Intellifusion Technology Co. Ltd，CCG 
Executive Board Member

创新与全球化是非常关联的，而中国现在处在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一个复兴时期。

以往的国家崛起往往导致战争，但是当今真正的关注点，是科学和技术上的创新。

科学是一个无限的江山，因此整个科学的创新是促进中国和平崛起的方式。而中国也

可以现在利用全球化的创新机会，给对整个世界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创新方面最近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的领域。这个概念虽然 50 年之前已经

被提出，最近却得到日新月异的增长。这里有三个大的趋势，包括计算能力不断的推进、

大数据的产生。以及人工智能的算法。而且随着整个产业链的推进，利用好人工智能

这个大的趋势，能够推动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会带来一个美好的愿景，也会给中国

创新带来一个新的活力；科学这个无限江山也将为世界历史做出新的贡献。

张首晟：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著名物理学家，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丹华资本董事长

Zhang Shousheng, physicist, professor of physic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Danhua Capital, CCG Academic Ad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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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论坛四 | 新时期中国全球人才战略

主持人：

王辉耀    CCG 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研讨嘉宾（按照姓氏音序排列）：

何    梅：CCG 常务理事，外联出国顾问集团董事长

胡建华：CCG 高级研究员，中央组织部人才局原副巡视员

薛    澜：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院长

王    阳：CCG 副主席，赛伯乐投资集团总裁

王广发：CCG 资深副主席，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张首晟：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著名物理学家，

              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丹华资本董事长

Plenary Session IV: China’s International Talent Strategy in New Globalized Era

对话嘉宾（按照姓氏音序排列）：

董增军：CCG 常务理事，美国 CST 公司亚太区总裁

              兼中国公司总经理

王天鹏：CCG 常务理事，北京科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投资并购部总裁

薛永武：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制度的竞争。中国在科技创新取得不断进展，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发挥引领作用，

国际人才战略不可或缺，中国的国际人才管理制度成为新时期人才战略关键挑战。如何持续吸引掌握海外先进技术

和具备国际管理经验的全球人才汇集中国？如何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如何深入实施国家人才优先

发展战略？特朗普上任后对移民的打压能否给中国带来全球“人才抄底”的机遇？中国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有哪些

政策的改进？智库的建议有哪些？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countries has been focused on talents and talent policies in recent years. China is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establishing a practical, competitive, and mature mechanism for international talents. How to 
attract more skilled and managerial talent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Will President Trump’s new policies against 
immigration provide China with new opportunities for its “talent hunting”? What would Chinese think tanks 
recomm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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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人才竞争力方面，中国的企业和科研机构要把人才库放大到世界范围内发展。

现在中国很多的跨国公司都在海外，为吸引人才，我们可以考虑把人才放到海外，

建立研发中心。现如今包括华为、阿里巴巴等很多国的企业也开始对人才持有“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的观念，可见“人才的环流和循环”已经成为了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发展一

个新的趋势。

王辉耀：CCG 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CG, Counsellor of the State Council

全球化是真正的、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世界和人类的发展走的是国际化、全球化、

世界化的道路，中间会有一些挫折或阻碍，但总体趋势改变不了。从人才角度来讲

也是这个过程。过去大家封闭自己的人才，到最后互相交流，这方面中国也在逐步认识。一

开始我们怕自己的人才流失到国际上。改革开放后，我们对外开放，也有人才回来，已经形

成了很好的趋势或潮流。我们国家实际缺少的是有优势的人才体制机制，建立这样的机制将

对我们国家的人才培养或引进起到重要作用。中央去年 2 月下达了一个关于深化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文件，从多个方面对我国今后引进人才、深化人才制度等方面做了设计

和要求。如果我们努力地贯彻这一点，我们的人才培养和教育都会有大的进步和突破。

胡建华：CCG 高级研究员，中央组织部人才局原副巡视员

Hu Jianhua, Former Vice Inspector at Bureau of Personnel,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CCG Senior Fellow

现在是人才回流的极佳时机中国留学生独立作业能力非常强，但团队合作能力不尽

如人意，很多人无法达到更高的层级，我们培养人才时需要注意。

美国优先使用本地人才，是美国强大的原因之一。对中国留学生而言，如果能在美

国国际大企业中锻炼，对日后回国工作是很重要的经历，但目前抽签的中签率很低。所

以我认为现在是人才回流的极佳时机。

目前，人才流动的速度加快，范围扩大，同时，人才流动双向化的趋势很明显。对

于人才集聚的研究，一方面数据采样标本比较滞后，另一方面，人才集聚的现象比较复杂。

我认为智库可以一起参与对人才集聚的现状分析，预测人才流动的一些趋势。

人才回流的过程中还有一个语言问题，导致很多外国人或华裔到中国留不下来。中

东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众对学习汉语很有热情，在海外传播汉语可以促进国际

人才比较长久地留在中国。

所以，在人才流动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人才的回流，另一方面是吸引国际人才，

中国对此都有很大空间。

何  梅：CCG 常务理事，外联出国顾问集团董事长

He Mei,  CCG Executive Board Member, Chairman and President of Wailian 
Overseas Consult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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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研究人才储备很好，但我想中国科学家缺少一种品味，他不知道在十条路里

选哪条路能够成功，这是大科学家和一般科学家最大的差别。中国过去的一些科

技项目往往指导性太强，可攻方向非常特殊，这些研究产出的成果不太容易形成国际

影响。国内缺乏美国那种完全独立的科学研究机制，回国的青年“千人”或科学家往往

被编入大的科研团队，不能体现出他的学术品味和自主选择学术方向的能力。中国在欧

美缺少领导性的人才。中国人才可能起初在理工方面容易展现才能，到了领导层，人文

背景和情怀的欠缺使他们不能更上一层楼。我们需要把人才吸引到中国，但在国际舞台

上也需要很多中国人才，尤其是在美国、欧洲的政府、跨国公司里面能做到高层的人才。

张首晟：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著名物理学家，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丹华资本董事长

Zhang Shousheng, Academic Adviso of CCG, physicist, professor of physic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Danhua Capital

美国看人才，看的是全球人才，而不是美国人才。IBM 在全球有 50 多个研发中心，

每个国家和区域的人才都有它的特点。中国也应该放眼全球的人才。今天有点本

事、有点思路的家长总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这批孩子不论是留在当地继续工作，还

是回到中国，都会是中国强有力的全球化人才库。但中国大学在吸引海外留学生方面是

欠缺的，我们要算一下我们人才的顺差和逆差。中国应该大大开放自己的学校，跟国际

的学校接轨，吸引更多海外学生到中国来留学。

今天的公司是无边界的，并不是说这个人才在你的公司就是为你工作，而是要建立

一个生态系统、一个平台，让全球的人都为你工作。

王  阳：CCG 副主席，赛伯乐投资集团总裁

Matt Wang (Wang Yang), Vice President of CCG, President of Cybernaut Investment Group

我国的人才机制和体制比过去有了进步。过去一个民企的人才走进国家机关或地级市，

大家接受不了。现在政府已经有了好的信号，国家正在从人力资源的机制配置方面进

行改革。CCG 能不能优先提出人才 PPP ？人才不要分是谁的，只要他为我们国家建设和

科研服务，大家都可以用。这种体制和机制，国家不需要提供财政支出，但培养的人才未

来都成为国家所用，这样的体制和机制我们国家更应当大力推广和提倡。

我认为，竞争、引进、培养、机制，最终还是靠两个字——“教育”。教育是决定人才高端、

顶尖，未来成为我们国家统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的一个重要基础，没有教育是不行的。

王广发：CCG 资深副主席，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Wang Guangfa, Chairman of the Board and President of Beijing Fazheng Group, CCG 
Senior Vice President

第一，人才战略要从教育开始。大家看到特朗普想逆着全球化趋势往后退，实际上美国

全社会的共识是美国融入全球化程度很深，全社会以各种方式制约着政府，不让它向

后退。我觉得中国可能要从教育开始，让融入全球化形成社会的主流共识。第二，中国全球

化的人才战略可能面临一个转折点。原来人才 GDP 观念是把人吸引到国内来，现在我们要

吸引人到国外跟中国有关的机构或企业去工作。第三，全球化其实是去除国界和各种界限的

进程。原来我们用各种计划吸引一些人回来，相当于创造了小圈子。好的计划可以继续进行，

但更关键的是要创造更好的环境，打破界限，形成一个来去自由以及各方面都很便利的环境。

薛澜：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Xue Lan, Cheung Kong Chaired Professor and Dean of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at Tsinghua University, CCG Academic Ad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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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按照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愿望的要求改造世界的漫长历史过程，体现了人

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在全球化过程当中，世界各国人民主动、自觉地交流，互相

取长补短。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共生。

全球化背景下人才中国的战略如何实施？我想谈四个发展：一是人才战略的优先发

展。在中国体制内，各级主要领导高度重视人才战略，但副职和一般老百姓认为人才战

略与自己无关，可见人才战略远未落到实处。

二是人才战略优化发展。尊重人的全面发展，注重全面提升每个人的整体素质和多

种能力，优化人才生命质量，发挥人才最大效益。

三是不同种类、层次的人才之间需要统筹发展，包括文理工人才的统筹，人文环境

与自然环境的统筹。近几年来重理轻文的现象造成了严重问题，需引起高度注意。

四是人才战略的持续发展。人才战略不是短平快，而是马拉松，需要避免短期行为，

注重厚积薄发。希望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以人才为核心的人才理念，特别

重视建立核心人才队伍。

人才是鱼，水是生态环境，不管我们在中国、美国还是国际舞台上，如果能够为“鱼”

提供如鱼得水的舞台和生态环境，哪里的人才都不是问题。

我不太同意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已经遇到了瓶颈这个说法。现在中国的位置和中国

的贡献已经不一样了，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家希望听到中国的声音。

回到我们中国来。我们怎么去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吸引人才不是问题，只要有

条件，有待遇，但是留住人才是问题。我们经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可是恕我直言，

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文化是不太包容失败的。不管是创业也好，创新也好，人才失败

之后，我们对于他们的包容缺乏理解和支持。我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实际上很多情

况下，成长为王，败者为贼。我们需要打造适合人才发展的生态环境。

所以我认为，人才是鱼，生态环境是水，我们要为人才提供更多的生态环境，来

共同努力留住人才，吸引人才。

薛永武：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Xue Yongwu, Professor at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董增军：CCG 常务理事，美国 CST 公司亚太区总裁兼中国公司总经理

Dong Zengjun, CCG Executive Board Member, General Manager of Asia Pacific, 
Country General Manager China of CST(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

我从事人才工作有 20 年时间。我接触这个行业时还没人重视人才的概念，但过去 20

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政府的顶层设计，包括“千人计划”。

大家都知道人才非常重要，企业的经营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其实国家之间的竞

争也是人才的竞争。美国为什么在世界上各个领域能执牛耳？最重要的原因是，二战后

美国最早把以色列人等一批优秀的科学家笼络到美国。所以美国今天在金融、健康、医药、

食品、金融服务等各个领域里面都很优秀。

中国人才问题怎么解决？引进外国人才是一种方法，但不是长期的。引进的人才非

常昂贵，而且独木不成林，放到现有的体制当中存活非常困难。怎么解决？中国有 13

亿人口，是劳动密集型的地方。这几年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在提高，地位也在提升，说明

我们在专业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的比例当中，相对 13 亿人口是低的。怎么样提高？

就得从教育着手。中国的教育很好，但是它的弊端也很多。只有提升教育整体质量，整

个中国人才水平才能上一个大台阶。

王天鹏：CCG 常务理事，北京科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投资并购部总裁

Wang Tianpeng, CCG Executive Board Member, Vice President of Career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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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论坛五 |“一带一路”与中国企业
Plenary Session V: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ese Enterprises Globalization

主持人：

黄日涵    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

研讨嘉宾（按照姓氏音序排列）：

金    鑫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联盟理事会秘书长

李学海    CCG 副主席，美国威特集团董事长，

              美国百人会大中华地区共同主席 

孙    杰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原会长

孙永福    CCG 高级研究员，前商务部欧洲司司长

王琳达    CCG 副主席，怡海集团董事局主席 

王义桅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教授

张醒生    CCG 副主席，道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永续自然资源保护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周华龙    CCG 副主席，东和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对话嘉宾（按照姓氏音序排列）：

焦    涌    CCG 常务理事，

               中外建城市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义和    CCG 常务理事，

               盈创建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

叶雪泥    CCG 常务理事，

               华也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CEO

易    珉    CCG 常务理事，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中国业务首席顾问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影响力日益扩大。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开展，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再创新高，为区域发展提供动力。如何更加有效地推进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如何以全球视野

设计并实施“一带一路”？如何将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和国际产能合作更有机地结合起来？

A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China is expanding its economic influence on a global sca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provided powerful support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along the 
Belt & Road routes. How to further boost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se countries? How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How to optimize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domestic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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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念打造方面，要适当的淡化“中”字，要突出“共”字。“一带一路”的倡议虽

然是中国提的，但是一定要变成各国的共同行动和共同方案。中国和沿线的国家不

仅要对接，此外还要推动沿线国家之间互相开放。同时我们还要把发达国家请进来、参与

进来。

在机制化建设方面，要响应国际社会的需求，再搭建功能性的平台。下一步通过高峰

论坛召开之后，是否要考虑常态化运作，秘书处是否要进入一些补充的功能性领域搭建平

台？是否要分行业、分领域来建立一些合作网络？

在合作方面把握两个关键词，就是精准对接。“一带一路”、应该有序的走出去，把

民间投资，国企、央企都带出去，NGO 也要发挥作用，才会发挥协同效应。

日本为什么在过去的二、三十年社会安定有序，确实是他们的 GNP 发挥了作用 --

海外资产的回报率很高，在海外相当于有 1.5 个日本。如果我们的海外资产、海外投资能

够占到我们 GDP 的 1.5 倍以上，我们国内的抗风险能力将是何等之强？

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从改革开放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进行，只是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业

态、不同的市场，以不同的模式在进行。三十几年前，中国企业出口创汇的方式是

代工做一些低端价值的产品，一直到现在转为生产电子、高科技产品。

近年来不少企业走出去，在欧美国家收购并购和取得专利技术、品牌等，形成了跨国

企业集团，这些跨国企业有央企、国企，也有民营企业。有多少优秀跨国企业是衡量一个

国家是否经济强大的重要标志，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是大势所趋。

“一带一路”是中国企业三十几年来全球化过程的一个延续，只是扩大了地域范围，

扩展了新市场，创造了更多的产品。这不仅在于基础建设，也不只是央企、国企、上市公

司的事，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都要根据的自身业态、资源和网络参与其中。

金  鑫：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联盟理事会秘书长

Jin Xin, Director-General of China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World Studies (CCCWS) 

李学海：CCG 副主席，美国威特集团董事长，美国百人会大中华地区共同主席

Li Xuehai, Founder, Chairman & CEO of Waitex Group, Co-Chair of Committee of 100 
(Greater China Resion), CCG Vice Chairman

“一带一路”现在非常火，它的收获可以用“五通六廊”来形容，即五通工程加

上六大经济走廊，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政策沟通、贸易沟通、资金融通、

基础设施相通及民心相通这五大方面及六大经济走廊上，我们的工作都是多方位体的。

而且，现在很多的合作是通过 B.O.T 的模式进行的。这样的合作模式对中国公司来说

是挣钱的，不会亏本。所以我觉得，“一带一路”的走出去最重要一点，就是它首先

是个市场行为，它是一个双向的互赢，基于“共商、共建、共享”这三个基础之上，

双方都会挣钱。

黄日涵：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

Huang Rihan, Executive Director of CCG One Belt One Road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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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要提高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水平，很多机构已经大举研究和投资于国

内那些走到“一带一路”行业里面的产品，但恐怕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出击。

“一带一路”不仅是简单提出来的一个“走出去”战略，而是一个吸取了诸多历

史经验教训、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一个重大举措。

金融机构应该为“一带一路”发挥供血功能。现在供血基本上有三大方阵：公募

基金，包括国际上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大型的国有银行

和国际机构；另外就是市场上的金融机构。然而第一方阵、第二方阵步入市场之后，

第三方阵中的一些公司没有跟上。

公共部门应该提供些制度。我们一些部门为了防止金融风险，管得比较严格，但

是“一带一路”不放开手脚，不承担一点风险是做不成事的。

最后，一带一路”中走出去的企业一定要发挥人才的作用，人才方面要给予最大

限度的支持和保障。

为什么中亚那么重要？虽然中亚在世界政治舞台和经济舞台上，知名度都相对较

低，但中亚对中国非常重要。我们的资源、能源重要的来源地在中亚地区。另外，

这些地方也需要出海口。中国要重视与中亚国家的合作，这个地区 12 个国家，各自

有不同的特点。

丝绸之路要通向欧洲，因为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非常重要的外资来

源地。欧盟新一届的领导有一个所谓“容克计划”，撬动 350 亿欧元的资金，其中有

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在基础设施方面，这个跟我们“一带一路”的想法不谋而合。

我们在“16+1”这样的机制下，要照顾到这 16 个国家本国的发展需求，还要注

意在大环境之下中国与欧盟的整体合作。

我想提醒一下，就是在国际产能合作方面要注意地域的选择和国别的选择。另外

一个是标准——在中亚合作，可能要参照俄罗斯的标准；在欧洲的合作，要注意欧洲

的标准。

我在塞尔维亚发现，因为缺少资金，他们的一个幼儿园六年都没建成，我就把剩

下所需的 33 万欧元捐给他们。我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举措得到了他们国家和

政府、人民对我们的认可。

我们这些海外华人华侨不仅具备语言优势，还懂得国际上的很多规则，以及与当

地社会的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充分发挥优势，华人华侨一定要跟当地商会组织交朋友，

跟他们一起共生存，跟海外企业一起共享。

民营企业家在“走出去”之前，首先要找像 CCG 这样的智库机构合作，因为我

们如果不懂得当地的文化、地理、历史、法律法规等等，就一定会吃亏。我们要做好

自身准备，抓住“一带一路”这个机遇，民营企业家要跟着国企、央企一同抱团出海。

孙  杰：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原会长

Sun Jie, Former President of Asset Management Association of China, CCG Senior Fellow

孙永福：CCG 高级研究员、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

Sun Yongfu, Former Director-General of European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Commerce, CCG Senior Fellow 

王琳达：CCG 副主席、怡海集团董事局主席

Linda Wong, Chairwoman of Yihai Property Holdings Limited, CCG Vice Chairw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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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已经到了“2.0 版”的时候了，除了中国的动力以外，还增添了多

国的动力，甚至有自发动力。 “一带一路”的“2.0 版”，已经由解决中国过

剩产能，中国企业“走出去”，变成了世界化、工业化，乃至于全球化的方案。

中美要共创“一带一路 2.0”，否则，一旦不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以及和已经

存在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体系的关系，那么“一带一路”的境界是不够的，也是走不远的。

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应该增强“自信”与“自觉”。符合当地老百姓的需要，

就是我们的自信；我们的企业还要自觉地进行本土化。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几年的经验

非常鲜活，无论是工业化、城镇化还是现代化，都比较符合这些国家的需求。

我们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一个桥梁和纽带，这是 “一带一路 2.0”

的一个重要思想。我们的思维方式不是要走出近代以来常说的“赶超和落后”，而是

要走向新型的全球化。“一带一路”是主动地、全方位地开放，它将会再造一个中国。

在“一带一路”和全球化的具体实施当中，着眼要虚一些，眼界要高一些；但是

落的要实一点，要低一点；要像下围棋，别像下跳棋。

中国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最好要有“联合舰队”的思维。而且不仅

要把我们的过剩产能带出去，还要把文化、教育、环境也带出去。

刚才王教授提到了“一带一路”2.0 版本，我现在觉得我可以提出一个“2.0 

Plus 版”。如果把中国的互联网优势像云彩一样照在“一带一路”的天空中，中国的

企业、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的势力就变成了这个社会离不开、甩不掉、没办法对抗的一

个软实力。

互联网领域投资，比投资一条铁路，一个矿山要小得多，但是其影响和其稳定性，

尤其是对中国国家战略的保障和中国企业的保障将大有裨益。物理的“一带一路”固

然重要，但是影响我们全人类未来几十年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第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对话，“一带一路”分区域的合理布局，统一管理，避免

中国企业内部竞争，互相残杀。第二 , 按照“一带一路”区域发展水平，分层次

梯度合作，优化节点。通过分析当地在 “微笑曲线”中所处的位置，在关键技术、制造、

销售、服务和品牌等不同领域分工合作。第三，加强对全球化的扶持力度，以政治影

响和财政政策引导资本，重于疏，轻于堵，避免“一拥而上”。第四，加强文化与宗

教的作用，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巩固“一带一路”多维度的交流，而不是单纯依赖经

济驱动。 “一带一路”合作在于百花齐放，而不是孤芳自赏。企业最关心的是国家在“一

带一路”里面给企业提供什么实实在在的平台支持和政策支持。

王义桅：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Wang Yiwei,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CG Senior Fellow

张醒生：CCG 副主席、道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永续自然资源保护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Zhang Xingsheng, Chairman of China United Capital, CCG Vice President

周华龙：CCG 副主席、东和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Zhou Hualong, Chairman of DHC Holding Group, CCG Vic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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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投资是“一带一路”目前阶段非常好的机遇，因为中国的基建可以做到全产

业链的输出。我们的发展高速增长了 30 年，不仅给中国基建类的企业创造了巨

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储备了非常强劲的实力。当然我们也面临一些挑战。“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包括四大文明和三个世界宗教的发源地。这些国家的宗教多元化，其国家政

治不稳定、法律体系和商业信用体系缺失是我们“走出去”面临的大问题。我特别认

同互联网先行的观点，因为互联网本身就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走出去”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要打破传统思维，构建互联网的思考方式和思考模式走出去。

第一个关键词，是基础设施。“一带一路”大概有一半能够靠铁路来实现。国内

很多城市以 PPP 的模式，在修高铁、城铁、地铁，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国家自

己本身在 PPP 方面没有立法，我们出去就变成了私人资本，跟当地的国家进行合作，

就变成了私营和政府之间的混合所有制，这是我们要考量的一方面。第二个关键词，

工业化。但是我们有一些工业化的质量和技术还是不够，这是我们在走出去过程当中

的问题。第三个关键词，包容文化。因为沿线国家有穆斯林，他们居民出行的模式，

很可能早期不像我们一样，基础设施要依据当地居民的模式。第四是创新，我们如何

能够在模式方面创新。我认为，最大的创新是模式创新。

值得欣慰的是，在我们服务的中国企业中，特别是大企业走出了产品翻译的模式，

走进了产品本地化深入的阶段。他们不光把产品翻译为当地的语言，更把当地

用户的文化习俗融合到这个产品的设计当中，我们把这叫做当地的视角。

在我们接触的 100 多个中国的品牌当中，有一些共同的误区点。第一点就是认为

只要有质量就有品牌，只要有技术就有质量，只要有质量就可以卖高的价钱，这是一

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在讲中国故事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怎么被对方感受到的才是现实。

讲故事的时候，若能够从当地的视角开始讲，在交流当中才是比较有效的。

我们做完第一次 3D 打印建筑发布会，就迎来了我们的第一个客户，就是今天“一

带一路”沿线的迪拜政府。后来沙特政府知道了我们盈创，我们就与当地的一

家企业进行了合作，沙特政府给了三千万平方的建筑，向我们租了 100 台的设备。

走向全球化，企业首先要有一个颠覆性的技术，有一个颠覆性的商业模式。盈创

现在就在全球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地区展开合作。我们占小股份，输出

技术、输出设备，然后和当地愿意拥抱这个的企业合作，最终实现我们的梦想。

焦  涌：CCG 常务理事、中外建城市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Jiao Yong, Chairman of China Urban Constructi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 Ltd., 
Member of CCG Executive Board

易  珉：CCG 常务理事、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中国业务首席顾问

Yi Min, Chief Advisor of MTR Hong Kong for China Business, Member of CCG Executive Board

叶雪泥：CCG 常务理事、华也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CEO

Ye Xueni, President and CEO of CSOFT International, Member of CCG Executive Board

马义和：CCG 常务理事、盈创建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

Ma Yihe, Chairman of Yingchuang Technology Co., Ltd., Member of CCG Executiv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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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论坛六 | 特朗普时代的中国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

主持人：

田   薇    中国国际电视台《薇观世界》主持人，

              前驻华盛顿记者

研讨嘉宾（按照姓氏音序排列）：

陈永龙    太平洋基金会秘书长，中国驻以色列原大使

何   宁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原经济商务公使

霍建国    CCG 高级研究员，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

江   山    CCG 高级研究员，

              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原司长

时殷弘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国务院参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Plenary Session VI : China’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rump’s Era

张蕴岭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郑永年    CCG 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

              研究所所长，

朱  锋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南京大学南海协同创新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对话嘉宾（按照姓氏音序排列）： 

花醒鸿    CCG 常务理事，博龙资本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

郑群怡    CCG 常务理事，康宝莱国际全球研发副总裁

周强武    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主任

二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在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中面临危机，在多变的国际局势中，

中国将如何定义和调整与当前国际秩序的关系？中国扛起全球化大旗的挑战和机遇在哪里？在不稳定的特朗普治下，

中国和美国、东亚、欧洲的关系有怎样的研判和外交战略？

The US-led world order post-World War II is facing a crisis due to the American isolationism and trade protectionism 
represented b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 the volatil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how will China define and adjust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rder?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hina to take 
over the banner of globalization? Considering the recent uncertainties, what are ways and the diplomatic strategies 
necessary 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East Asia and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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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无论从政治关系还是经贸关系来讲，都与中国非常密切。中国企业现在对欧

洲很感兴趣，但是必须要注意到欧洲虽然有一点缓慢复苏的迹象，但还是面临

着比较严峻的经济形势。大格局上中欧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关键

的节点。中欧贸易应该全面地看，欧方的贸易应该既包括货币贸易也包括服务贸易，

我们的服务贸易是有逆差的。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如何保持技术队伍稳定，扩大就业，

给社区带来正面的影响，这些都至关重要。欧洲的技术相对开放，中国企业如果资金

相对充足，还是有很多机会寻求在欧洲合作伙伴的。

这次习普会见，我个人的解读就是中国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现在又走向了一些比较

好的不确定性。我认为不确定性对于中国是有好处的，如果有确定性的话，只会坏

下去。特朗普当选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就是既可以更坏，也可以更好。我的评价

就是，这次访问给我们开启了更好的可能性，阻止了更坏的可能性，因为这次会见我们没

有看到往更坏的方向发展。

对于中国来说，我觉得中国的外交学家没有压力的话做不好事情。我一直说，中国

是主体，北朝鲜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结果大家把它看成美国的问题，包括美国对叙

利亚的行动，我觉得对中国是比较好的一个压力。另外，关于全球化，我们不能只看到美

国会搞贸易保护主义，还要看到美国对于全球化的积极引领，这会对中国创造一种压力，

就是怎么来竞争国际资本。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国际资本，民营资本都留不住，而且美国流

出去的资本现在要回流，还要吸引国际社会的优质资本，我们拿什么跟美国竞争？这种压

力对于我们是一件好事情，对于俄罗斯也是好事情。

考虑到特朗普从竞选开始的所有言行和前一段时间对中国的威胁，“习特会”气

氛之好以及能够取得较为具体的协议，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我把这个归结为“两有四无”。“两有”首先最重要的是中美双方同意在今后 100

天内进行谈判，看能不能有效、显著地缓解中美之间的经贸活动。第二是关于中美磋商机

制的建设，《环球时报》把这个讲成“新瓶装旧酒”，旧酒就是大意上要构建沟通渠道和

框架，涉及的内容跟过去中美战略性对话差不多。但是我认为，旧酒有，新瓶能不能做出

来，多长时间做出来，这对于中美两国来说还是一个挑战。

尽管特朗普百般威胁和施压，目前看来中国领导人没有按照特朗普的意愿，这里可

以归结为“四无”。中国政府没有同意中国要在已有多方对朝鲜非常严厉的制裁措施之外

再采取重大的行动；特朗普在高峰论坛中没有提及，更不要说认可习主席多年来提倡的一

个中美关系的核心概念 -- 新型大国关系；特朗普没有像很多人事先猜测预期的那样，且

表示美国将继续考虑加入亚投行和认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习主席没有像国内外广

泛认为的，甚至在“习特会”开幕前几天提议的那样，给美国无数大量钱财投资来帮助特

朗普建设美国基础设施。

田  薇：中国国际电视台《微观世界》主持人、前驻华盛顿记者

Tian Wei, Anchor of CCTV flagship programs "Dialogue" and "World Insight"

郑永年：CCG 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Zheng Yongnian,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Director of CCG Academic Advisor

时殷弘：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Shi Yinhong, Dean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ounselor of State Council, CCG Academic Ad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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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特朗普说首脑会晤，我们到底怎么去理解这个概念？作为一个 70 岁的精明商人，“相

信”这个词不是白用的。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大国而言，外交和战略的影响力以及

竞争力的本质都是国内力量。所以在朝鲜问题上，我们到底能做什么样的贡献，对中美关

系做什么样的新抉择，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国内对朝鲜问题是否做好了新的准备。我们整

个的思想观念，包括决策和思考的机制是否已经随着今天朝核问题新的现实而发生了变化？

在我看来，朝核问题对今天中国最大的挑战是——这样一个完全不讲规则、缺乏最

基本人性的国家对核武器和导弹疯狂的的追求，这对于整个地区、对于任何一个地区内

的国家，特别是对于紧挨着朝鲜的中国东北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危险，而且我们必须

要有决心面对。我们一定要去思考如何改变原来说得多、做得少的习惯。我们不是简单

地拖，而是要有决断。中美之间任何战略机遇的分析和评估，本质上都不取决于我们的

言论，而取决于我们的行动。

这次习特会晤的中美关系可用三句话概括：相见相知建立友谊之旅，虚实结合坦诚

对话之旅，未来发展定向问路之旅。

中美在国际政治、地缘政治、地缘战略方面不是 A 角 B 角的问题，也不是对手的

问题，而是不可或缺的国家关系问题。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

并不是简单的由政府领导人更换为主来界定，而且进入了一个相互塑造的阶段。在塑造

自己的时候，同时也塑造了对方，塑造着世界。双方需要克服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理

念问题。美国侧重于同盟或盟友关系，中国主张发展伙伴关系。如果在盟友和伙伴关系

的碰撞中进行对接，克服了盟友和伙伴关系的羁绊，那么将来中美也有可能结伴同行。

中美关系不能简单地估计，任务很重，问题很多，但我们也不能不抱信心。中美关

系归结为三句话，一是定力；二是引力；三是动力。对于定力，关系表现好时还要保持清醒，

不要单向发展，要双向；引力就是相互塑造、相互吸引；有了这个共识，就要发挥动力，

动力就是做，是达成协议。这次习特会达成的东西还没有消化，还没有看出具体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将对一段时期以后外界的猜测是一个很好的澄清，也是一个方向的探索。

刚刚结束的习特会给中美关系实际上定了一个基调，这里面关于经贸问题和政治关

系都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双方的分歧。我们提出的新兴大国关系当中也提

到了相互尊重这个理念。当然口号不都是现实已经存在的，它也是一种目标。想要在跟

美国打交道过程中得到尊重是很难的，而且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真正达到相互尊重的氛围。

而习特的会晤至少给我们今后的长期发展提供了一个指导方针，这是非常有建设性的，

也是对经贸工作的一个重要保障。但是这个保障能不能起到实在的作用？仅仅靠双方领

导人说了恐怕还不一定，我们还要做其他的努力。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从 2001 年开始

到现在基本稳定和健康发展，靠的不仅是领导人之间的相互文字上或口头上的承诺，更

多靠的是机制上的保障。例如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中美是世贸成员，按照多边贸易

体制所设立的规则去行事，保证了我们在对外贸易过程当中有一个比较公平的环境。中

国加入世贸谈了 15 年，履行世贸承诺 5 年，我们今后还要走这条路。

朱  锋：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南京大学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Zhu Feng, Dean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Academic Advisor of CCG 

陈永龙 ：太平洋国际交流基金会秘书长、原中国驻以色列大使

Chen Yonglong, Secretary-General of China-US Exchange Foundation,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Israel 

何  宁 :CCG 高级研究员、原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公使

He Ning, Senior Fellow of CCG, Former Director-General of Department of America Oce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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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习特会”公布的成果有人觉得不解渴，没解决什么问题，但实际上我觉得

它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可以判断，特朗普放弃了对抗的做法，走上寻求合作、

解决问题的轨道。实际上，会晤里面已经共同认可，就是大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把

控分歧，这一点真正实现了。另一个就是，“百日计划”对我们很宝贵，它提供了一

个缓冲的时间段。我觉得这两点是这次比较大的信号，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但是对于目前中美关系的判断，我觉得要避免两个误区。第一，这次邀请习主席

前往美国，并不代表特朗普示弱，因为他的理念和诉求并没有任何变化。可以理解为

先礼后兵，或者理解为章法还是有序的。当然双方各取所需，从结果上看还是比较理

想的。第二，大家要注意问题都没有解决，理念也没有变化，也就是矛盾还在，大家

的认识都是很顽固的。应该说各执各理，在贸易不平衡问题上，我们跟特朗普的观点

完全是相反的。

中美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包括经贸关系等都经过了风风雨雨。但是从整个历程来看，

双方的经贸合作越来越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局面正在形成。我们在跟美

国人进行一些实际的谈判过程中，美国人天天跟我们说要早期收获。其实特朗普说的这

100 天，也不过就是从前说的早期收获的一种反映。我想这种早期收获，无非就是他想从

中方得到一些东西。在这个当中，我们双方实际上要对对表，看一看哪些是双方可以共同

合作的地方。而不是一蹴而就，在 100 天内把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

翻开中美经贸关系双方的诉求历史来看，很多问题都是过去 10 年、20 年、甚至 30

年在谈的，这些问题现在仍然存在，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得到解决。随着中国的改革开

放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很多过去的问题都在不断地改善和解决。所以，双方是对等的，

我想我们不要把它说成 Yes or no，这是我对百日的一个看法。

特朗普上来之后，大家都感到很不舒服，也不习惯，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和他

的团队带着不同的理念执政，就是要做不同，大家觉得很难对付。在经贸领域

的不同，我想主要还是不相信多边，不相信区域。特朗普和他的团队认为，过去搞这

一套美国吃亏了，所以他要重新审视。审视了干什么呢？我总结就是奉行务实的互惠

主义，这是当时安倍提出来的，实际上是对的，不能光你好，这个恐怕大家都不适用。

再看，特朗普执政的首要目标在经贸领域，第一他要纠正贸易不平衡，第二就是

创造就业。可能很多东西都要围绕这两个目标来做，特别是有顺差的日本、中国和德

国这些国家都将是他的重点。

这次中美领导人的会晤维护了中美不对抗的大格局，这是最大的成效。因为按照

中国的方式，领导人不谈具体问题，所以确立的这四个谈判框架几乎把中美保持对话、

合作、商谈这个大框架维护下来。但最大的不同是，过去战略和经济对话主要是找合

作点，每年都列出来，但是我想这个框架今后就是找不同点，在不同点的情况下通过

讨价还价，看能否达成共识。如果达不到，可能就单边去做。

霍建国：CCG 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

Huo Jianguo, Senior Fellow of CCG,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江  山：CCG 高级研究员、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原司长

Jiang Shan, Senior Fellow of CCG, Former Director-General of Department of 
American and Oceanian Affairs of Ministry of Commerce

张蕴岭：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Zhang Yunling, Academic Advisor of CCG, Senior Fellow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C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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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习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面，他们本人及团队都非常乐观，而我们在座的很

多专家不是特别乐观。这个矛盾在哪里呢？也许大家可以在不同的层面看问题。

如果用习主席的话，把中美关系放在为今后的 45 年奠定基础来考虑，可能今天谈的

朝鲜问题、南海问题和中美贸易等就不是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大格局。同时，我认为

这是中国在新的时代下重新审视国家发展战略以及整个国际战略的重要机遇。也许通

过这个大的格局调整，在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这种策划之下，可以避免我们过

去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可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过去其实一直没有机会跟美国政府最高层在战略层面进行非常密切的对话，

就全球格局以及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扮演什么角色进行全球对话的时机也不

成熟，美国也还没有这样的准备。特朗普总统是一个商人，他有自己的战略。如果从

过去特朗普的竞选以及现在的团队和他想要实现的目标来看，现在中国有这样一个跟

美国的高层对话，是中美关系带给中国最大的机遇。

回到论坛的主题——特朗普时代中国的机会和挑战，从我自己非常浅显的认识，我

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第一是要认真、深入地学习和了解特朗普。他是一个从

平民直接升到总统的人，从来没有做过政治家，所以他说话算数。美国人认为很多政治

家说话不算数，竞选时说一套，最后做一套。我们现在要看看他说话的含义，他说的话

真去做，他说要在墨西哥修墙他就在修墙，他说要砍掉奥巴马的一些政策，他虽没有做

成，可是他正在做。但是，我们也要了解他主要的精神，他强调的是美国所有基础设施

和民用设施要提高质量，还有美国制造，但他从来没有说不许外国人来做这个事情。

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重视质量。他的每一个高尔夫球场都安排得非常精细，

这就给中国公司今后到美国做生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帮助，就是他会要求得很严格。

中国公司如果能够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今后的机会就越多。

我觉得我们今后的挑战就是，怎么能够在谈判过程中体现中国的竞争力，创新质

量和品牌。因为今天门已经开了，你不去是自己的损失，但是你能不能去得了是你自

己的本事，对美国了解得越深刻，机会就越大。

这次中美宣布搞一个全面积极对话，我们称之为 CED。从中美建交后成立的中美基金

联合会，到小布什时期的战略性对话，再到奥巴马时期，这些对话，为中美关系的

稳定和发展起到了极为特殊的作用。这不仅仅体现在双边，也体现在多边。

在双边层面，应该说相互推动了中美两国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开放和所谓经济的再平

衡。这个再平衡既针对中国，也针对美国。也就是说，中美两国要维系和发展两国关系，

现在宣布的这个 CED 平台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多边领域，特别是 G20 的升级，

没有中美两国的协同应对是不可能成为峰会的。再看世行，如果没有中美共识，不可能达

成改革，这对完善全球经济至关重要。总之，未来 4 年，如果说特朗普可以再连任的话，

我认为中美关系是高度乐观的，而且可能会成为近十几年以来最稳固的一段中美经济关系。

花醒鸿：CCG 常务理事、博龙资本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

Hua Xinghong, Member of CCG Executive Board, Managing Director of Cerberus 
Capital Management LP

郑群怡：CCG 常务理事、康宝莱国际全球研发副总裁

Zheng Qunyi, Member of CCG Executive Board, Vice Presidnet of Herbalife Nutrition 
Global Development

周强武 : 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主任

Zhou Qiangwu, Director Gener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Finance Instutute 
(IEF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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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专家夜话全球化

主持人：

苗    绿：CCG 副主任兼秘书长

刘    欣：中央国际电视台 The Point 栏目主播

研讨嘉宾（按照姓氏音序排列）：

陈启宗：CCG 联席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

崔洪建：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

陈永龙：太平洋国际交流基金会秘书长，

              原中国驻以色列大使

丁一凡：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方    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高志凯：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能源安全研究所所长

何　宁：CCG 高级研究员，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

　　　　原中国驻美使馆公使衔参赞

黄剑辉：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霍建国：CCG 高级研究员，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

贾文山：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千人计划专家，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

江　山：CCG 高级研究员，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

金灿荣：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吕    祥：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院中心特邀研究员

Evening Talk: CCG Experts on Globalization

庞中英：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教授

孙永福：CCG 高级研究员，前商务部欧洲司司长

苏    浩：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

时殷弘：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国务院参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汤    敏：CCG 副主任，国务院参事

滕建群：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屠新泉：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对外经贸大学 WTO 研究院院长

王辉耀：CCG 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王义桅：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教授

王    直：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院长

徐洪才：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

查道炯：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

              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燕生：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郑永年：CCG 学术委员会主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周晓晶：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原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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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来看，全球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浪潮。第一波浪潮是“货物贸易全球化”，中

国在这一波浪潮里面赶上了获益，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第二波浪潮是“资

本流动全球化”。有了远洋贸易就带来了资本流动与金融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发展，

其中发达国家仍占主导。第三波浪潮是“人才流动全球化”，发展势头迅猛，但其中

还存在很多问题与机遇。相对于货物流动的规则制定者是 WTO，资本流动的管理者有

IMF，人才流动的全球化现在还缺乏一个国际范围的规则制定和管理机构。

我们在积极推动全球化，但实际上还任重而道远。这三波全球化浪潮，中国只赢了

第一波，还有两波没有跟上。最近资本有所收紧，人民币自由化还差很远；人才全球化方面，

中国现在是吸引全世界人才比例最低的国家。中国未来全球化非常关键的是人才的全球

化，如果没有人才的全球化，我们未来要推动、参与和支撑全球化是非常难的。

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确实遇到了很多麻烦，主要表现在全球贸易增长低于 GDP 的

增长。但全球化不会停止，欧美的全球化到了需要整顿调整的时期，特朗普也

管不了资本的流向，甚至特朗普所搞的逆全球化也会对全球化产生正面的作用。如果

美国有更好的方法吸收外资，跟中国竞争，也是刺激全球化。英国脱欧大家也认为是

全球化倒退的现象，可如果英国跟欧盟竞争，全球化反而有更大的动力。欧盟有大国

化现象，出现了很多问题，内部体系需要重构，需要用外在的压力触动。技术的、互

联网的，包括新兴国家的全球化都在进行，而且会继续进行下去。中国当领头羊是个

伪命题，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全球化。中国能在全球化方

面扮演什么角色，最终取决于国内的发展。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全球化最大的

动力。

王辉耀：CCG 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CG, Consultant of the State Council, Vice President of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WRSA) 

郑永年：CCG 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Zheng Yongnian, Director of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Director of CCG Academic Committee

全球化已经进入全球经济治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国际经济

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也在面临重大调

整。”在 WTO 多哈回合谈判长期没有取得进展、世界各国亟需新的全球贸易规则的

背景下，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贸易大国以及地区都在加快进行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的

制定与谈判，以期建立新的国际贸易秩序。TPP、TTIP、RCEP、FTAAP 以及“一

带一路”、AIIB、G20 等新的国际多边合作纷纷出现，全球治理面临转型升级。中国

作为 WTO 的重要获益者，应该抓住机遇加入新一轮全球化竞争，积极参与国际规则

的补充和完善，内外联动推进中国的改革，维持已经取得的贸易优势，提升资本优势，

建立人才优势，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主动，推动全球化的进程。这需要更多具有全球视

野的国际化人才。

苗  绿：CCG 副主任兼秘书长

Miao Lu, Vice President & Secretary General of C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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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一定会继续下去的，但可能要根据各国的情况做一些调整，使它更有生命力，

而且在各方面得到更大的利益。

“一带一路”是我们参与全球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总体来看，中国企业在非

常积极地探索、开拓世界市场，特别是民营企业很有积极性，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

现在具体是我们怎么做。在基础设施投资之外，短平快并能使沿线国家和我们共同

受益的有几个方面：一、跨境电商；二、互联网金融；三、互联网教育。此外还有珠港

澳湾区的问题，可以把香港、澳门跟内地在一起作为发动机，共同打开“一带一路”的

市场，要充分发挥港澳专业人士的作用。

汤敏：CCG 副主任、国务院参事

Tang Min, Vice President of CCG, Counselor of State Council

全球治理方向越来越明显。中国人的世界观需要与时俱进，要适应全球政治和气候

变化，努力推进全球和区域的多边合作，另一方面需要考察全球逆动的趋向。

中国应该集中自身治理以求稳定、繁荣和进步。限于中国当前的整体经济和金融

形势，国内的稳增长、调结构和深化改革应该成为一个时期内的战略重心。中国应该确

定战略秩序，争取改善与美国现有的一些盟国、准盟国和战略伙伴的关系，优化中国在

东部和东南部周边的外交；要通过大力调结构和深化改革，显著减少中国对外部资源的

依赖程度；要建立自己的战略性军事能力，但是必须改变过分公开宣扬的做法。

特朗普说的不等于他能做到，他能做到的还是非常有限。特朗普并不是反全球化，

而是要求对美国更有利的全球化。他们在全球化中得益很多，只是内部分配出了

问题，为了平息中产阶级的愤怒，从中国等国家拿回利益。

美国没有放弃联盟领导权，还是要做世界老大，只是要其他国家来分担成本。如

果美国真的走向拒绝 WTO 裁决，确实会对全球化产生冲击。中国可以主动一点，和

德国甚至欧盟走近一点，推进下一步全球化。这方面可以进行研究，做好准备。

全球化受阻的根源在于全球化存在三个缺陷，一是公平的问题，二是对创新的遗忘，

第三是与全球化相匹配治理的遗忘。当全球化进入下半场，风险明显大于机遇，

中国应该把 90% 的精力放在国内，做好自己的事情。

国际秩序的重构，需要以公平、共享、包容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的新秩序，现在还缺

少共识。

“一带一路”作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一个重要行动，会推动新的全球化的到来，但

是这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时殷弘：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Shi Yinhong, Academic Advisor of CCG, Dean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ounselor of State Council

金灿荣：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Jin Canrong, Academic Advisor of CCG, Associate Dean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张燕生：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Zhang Yansheng, Academic Advisor of CCG, Secretary-general of Academic 
Committe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ofrm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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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是中国积极参与融入全球化难得的历史机遇。虽然发达国家都在向后撤退，但我

们也有相当的基础，可以趁机主动出手。我们对自身的实力应该有实事求是的估计。

总体来看，我们经验不足、人才准备不足、体制机制落后，还难以适应引领全球化的角色。

面临新的形势，我们应该调整思路，以我为主、灵活机动、务实合作。打铁还得自身硬，

我们要提升内需，深化内部改革。“一带一路”方面要采取务实合作。人民币的国际化

应作为国家战略应作为坚定不移的国家战略，原来是借用美国的体系，现在人民币应该

建立自己在海外的结算体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比军事重要性还要高的战略选择。

徐洪才：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

Xu Hongcai, Senior Fellow of CCG, Vice Chief Economist of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CCIEE)

从人类历史循环角度看，全球化经过农耕时代的全球化、工业文明时代的全球化后，

已进入信息时代的全球化，其核心是以人类作为整体推动全球化。

从近代以来全球化实体角度来看，全球化进程从单向地基于权力，到以制度为核心，

再到现在以治理为核心。全球治理是一种全球化新的转型，这种转型我认为它是一种

再全球化的过程，它从面的全球化变成立体的全球化、空间角度的全球化。全球化的

结果应该形成一个全球网络化人类社会的建构。

就欧洲而言，一体化可以推广、提升全球化的方向，欧洲内部的四大流动、四大自

由是理想的全球化愿景，但从外部来看一体化本身也有对全球化阻碍的一面。英

国脱欧对于脱欧派精英而言，是顺应全球化的潮流，成为全球化往前推进的一部分。

现在欧洲的问题在于能否合作，欧洲内部处于非常激烈交锋的状态，矛盾从精英内部

开始已经上升到政治和政策层面。我们要尽量团结和争取欧洲内部仍然支持全球化和

自由主义的精英分子。我们还要关注到，这种全球化的逆也好顺也好，某种程度上是

和西方国家左右内部之争的钟摆效应相符合，所以我们要去把握这个规律。

苏  浩：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

Su Hao, Senior Fellow of CCG, Director of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Peace,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崔洪建：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

Cui Hongjian, Senior Fellow of CCG,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for European 
Studies,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CIIS)

全球化是运动的过程，不是一个完成了的现象。随着土地和劳动力价格上涨，中国

已不是全球大企业转移生产的目的地，相反我们的企业也逐渐正在往外走。由于

发展阶段不同了，我们不能简单重复过去参与全球化时的因素。未来产业和技术的升级，

中国需要更大、更多的市场，下一轮全球化会和原来不一样。中国应对新一轮全球化不

是西方人习惯的领导权，中国讲的伙伴关系是大家都受益。要加快开放人才市场，让

更多的海外人才来到中国。海外创新精英不欢迎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势头，我们有市场、

资本和政策，现在是难得的吸引海外创新人才来中国的机会。

丁一凡：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Ding Yifan, Senior Fellow of CCG, Senior Fellow at National Strategy Institute, 
Tsinghu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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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建设新一轮全球化，我有几点思考：一、要注入中国智慧，天下观与形成和而

不同的理念。二、要解决美国引领的上一轮全球化中的弊端和问题。三、现在是

工业化时代和互联网时代，要聚焦基础设施的发展、工业化的进程和互联网的运用。四、

要构建新的主体，如亚投行、丝路基金，包括在国家层面现在是“多头治水”地推进全

球化；要考虑“一带一路”怎么在顶层方面进行优化。五、发展新版金融，通过运用互

联网技术构建一个“触手可及、无处不在”的金融服务网络。六、建议把美国纳入“一

带一路”，不要限制国家，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发展不是分割的。七、调动民企、民众的

积极性。

黄剑辉：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Huang Jianhui, Senior Fellow of CCG,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China Minsheng Bank

2017 年全球经济复苏还将缓慢，整个全球经济已经陷入了十年的箫条期，更危险

的是全球化受到了冲击。这次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好像让我们稍微松了一口气，

但是接下来 100 天谈判期的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我希望特朗普执政团队能够把握住未

来贸易战争的规模范围，不要使之严重失控。美联储 2017 年有可能要加息四次的呼

声开始出现，这样的加息频率高出国际社会的预期，一旦成型将对全球经济的格局和

全球资本的流动都带来巨大的冲击，对“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也

会带来严重冲击，更会对全球化原本复苏力度比较有限的经济形势带来大的冲击。

对我们来说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中国目前在 WTO 起诉美国关于中国市场经济

地位的问题，乐观预期的话两年左右会有结果。我们认为中国应该能够赢得这

个诉讼，但担心裁决出来后美国不会执行，最后还得通过双边谈判解决。美国很难承

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还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或许特朗普在任反而是个机会。

因为他是个商人，他喜欢谈判，而且不太重视意识形态，可能这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这也取决于中国愿意做出怎样的让步。特朗普应该不会做出退出 WTO 这么极端的事

情，因为那对美国来说是很麻烦的事情，它要与很多的贸易伙伴重新谈判。

从来没有完整的或者全部的全球化，所有全球化都是部分的。全球化出现问题也

是重组调整的时期，可以说是全球化有点疲倦了，正在调整，全球化利益的分

配和国际上权利的分配遇到一些阻力。

关于中国对全球化的作用，“一带一路”1.0 版本中，中国在引领部分全球化，

13 个国家都不是 WTO 成员国，我们发展产业链，就是部分引领。一旦 2.0 版本美国

进入，就是部分在引领全球化。此外，我们除了关注美国，还需要加强对欧洲的关注。

周晓晶：CCG 高级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原所长

Zhou Xiaojing, Senior Fellow of CCG, Former Director of Asia-Africa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P.R.C.

屠新泉：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学 WTO 研究院院长

Tu Xinquan, Senior Fellow of CCG, Professor and Dean of China Institute for WTO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王义桅：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Wang Yiwei, Senior Fellow of CCG,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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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在航海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之后实现的全球的互动，现在可能处在一个过渡

的时期，一个正在展开的后 WTO 时代。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说，世界正处在一

个巨大的过渡期的后半段，前半段是战后美苏争霸然后冷战结束，正在向中美 G2 的

方向发展，用我们传统的观念来描述，G2 肯定是连横的概念。这次中美会谈非常伟

大的一点是双方都谈到这是着眼于未来 50 年的关系，不是磕磕碰碰，这是和我说的

G2 一致的观点。

之前我曾说面对特朗普挑战中国应有足够的自信，中美之间不可能发生贸易战。

习主席说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合作，未来美方唯一正确的选择是扩大它的供给能力和供

给面。扩大就是要放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寻找新的出口领域，包括能源。这对美国

来说是后面几十年要走的路，这也是中美之间巨大的合作机会。

跨国生产活动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很大机会。过去发

展中国家出口的是初级产品，没有制成品，因为出产制成品需要一套生产体系。

由于跨国生产的分解，发展中国家只承担其中的一个环节，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实现大规

模工业化。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带来了生产力的提高，也确实带来了分配上的问题。

从统计数据来看，目前非跨国的生产活动从 90 年代起一直下降；2001 年到

2009 年之间增长最快的是跨境两次以上的复杂的价值链活动；只有 2009 年一年是

负增长；2010 年到 2015 年，跨境生产活动只是减缓了，并没有出现负增长。

技术的进步和电商的出现，实际上改变了价值链中分配权利的不对称现象。未来

新技术出现，可能为我们建造一个更包容的全球价值链，或者为跨国生产分工活动带

来新机遇。

我谈三件事情。一是自己做出的承诺、倡议不能说完就忘了，要考虑怎么做下去，

特别是全球性的、大家都关心的事情。例如杭州 G20 的两个重要倡议，一个是

在全球反腐方面加强合作，另外一个是开始协调跨境投资的税收。

二是人员流动的问题。人员往来终究是人的事，不只是钱的事。目前在外方遣返

中国人回国、引渡中国公民接受司法审批方面存在争议，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反腐、

引渡贪官回国也很难。

三是“一带一路”也好、全球化也好，中方必须在投资争端解决的机制上有所突破，

一个是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一个是北京仲裁委员会，一个是中国国际经贸仲裁委员会。

如果还是像以往那样，外国企业来中国投资，却宁可去香港、去新加坡、去欧洲打官

司来解决争端，而不在中国的法院打官司，我们就做不了任何领袖，也不可能在全球

化中掌握主动。

吕  祥：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

Lv Xiang, Senior Fellow of CCG, Fellow at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王  直：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教授、博导、海外院长

Wang Zhi,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Research Center of Global Value Chains at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查道炯：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Zha Daojiong, Professor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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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现反多边体制动向的大环境下，中国支持多边体制的立场是一种引领，受到广

泛赞赏和支持。而建立国家影响力和全球化引领作用并没有一个时间节点，我们

需要积小胜为大胜，处理好每一个国际事务，得到大家的认可，这种认可就是影响力。

我们现在还不具备引领全球化的基本驾驭水平和能力。我们真正缺的就是人力资

本，缺少一大批能够适应和驾驭国际事务的人才。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要认定自己的路，

继续扩大和深化改革开放。

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是全球化中一个新的观点，能否为大家接受，要看我们在“一

带一路”推进过程中沿线国家的利益是否能够实现最大化。在“一带一路”推进

过程当中 , 我们要把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并认真考虑如何使国民接受，

如何实现收益与成本的平衡。我们还应该借这次机会进一步推行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

我们与全球化引领者还有较大差距。只有当人民币成为最重要的储蓄货币，中文成为主

要语言的时候，或者中国对全球留学生吸引力最大的时候，别人会觉得中国是一个全球

化的引领者。我们继续深入改革开放，做好自己内部的事情，是为今后真正全面参与全

球化打下良好的基础。我们在一些领域如跨境电商方面做得很不错，在这些领域的规则

制定方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引领作用。

所谓国际规则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原来发达国家国内规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与其国内没有什么大的冲突，只是在某些判例中，做得太过分的时候有利益冲突。

　　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在经济活动方面的影响力有巨大差别，美国业界完全是通过

自己的利益考虑，不是听到总统说什么就做什么，而且美国不能把自己搭建的结构打

乱。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在很多情况下是与其体制相关的，决策在 99%

的情况下都是体现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不同的利益。我们要看准了美国总统和政府说

的话是不是变成了实际行动，再做出适当的反应。

霍建国：CCG 高级研究员，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

Huo Jianguo, CCG Senior Fellow,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孙永福：CCG 高级研究员，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

Sun Yongfu, CCG Senior Fellow, Former Director-General  of European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Commerce

何  宁：CCG 高级研究员、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原公使、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

He Ning, CCG Senior Fellow, Former Director-General of Department of America Oce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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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跨学科角度看全球化，我认为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初期的中式全球化阶段。我定

义的中式全球化是：中国全球关联性，中国全球利益的存在，建立中国全球影响

力和中国全球领导力的过程。

在领导力层面上，我们已经提供了理念，政治上有联合国，它是领导之一；经济

上我们有亚投行、“一带一路”。习近平主席从 G20 到 APEC，以及有可能在“一

带一路”高峰论坛上都会系统阐述新型全球化。现在没有提出中式全球化这个概念，

据说博鳌论坛的秘书长已经用了中式全球化这个概念。

一，分配不均和民粹主义导致了逆全球化，会有冲击，但这只是历史的插曲。二，美

国的逆全球化，认为其他国家拿了美国该拿的，这是一种不讲理的表现。三，全球

化是把双刃剑，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解读。四，全球化是发展趋势，本身不是问题，谁也挡

不住，关键是如何适应、如何与时俱进。五，不能说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不行了就是中

国的机遇。六，中国要发挥建设性作用，要做出贡献。七，“一带一路”是新形势下中国发

扬光大全球化的必由之路。八，创新发展、凝聚人才是根本，全球化是全球国家的全球化。

九，中美关系本身就有抗压能力。十，不折腾就不是美国，迎接美国这个挑战我们就会进步。

经济民族主义与反全球化或者去全球化有关，现在中国对这方面的研究不足。在过

去 70 年或者过去 40 年，似乎经济民族主义已经根除了。但我们还需要好好研

究经济民族主义的问题，要协调振兴中华与经济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

全球化将从替代型回归到互补型。发达国家在这一轮中被替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

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发达国家本身获益是巨大的，只是存在内部分配不均的问题。

他们强调双边贸易谈判，是因为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全球化的互补效应，在贸易伙伴的选

择上、在贸易谈判内容的选择上，都可以发挥。一方面脱离多边，一方面加强双边，这

不是真正的反全球化，而是有选择性的，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全球化。

中国一要认清变化，二要坚定信心，三要顺势而为。“一带一路”提出后获得这么多国

家强烈的欢迎和支持，就是因为“一带一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全球化的互补效应，补了发

展的短板，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的短板，而且机制上不是强制性的，是开放的、灵活的、务实的。

贾文山：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千人计划专家

Jia Wenshan: Academic Advisor of CC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Expert

陈永龙：太平洋国际交流基金会秘书长、原中国驻以色列大使

Chen Yonglong: Secretary-General of China-United States Exchange Foundation;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Israel 

庞中英：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Pang Zhongying: Senior Fellow of CCG, Professor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方  晋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Fang Jin: Senior Fellow of CCG,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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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永图
CCG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

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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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一、二十年，中国对“全球化”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人们对此可能

有一点半信半疑，现在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确实要参与“全球化”，有些人甚至提出来中

国以后要引领“全球化”。不管怎么样，“全球化”在中国是相当正面的，这是好事，

说明中国对外开放的意识大大提升了，这是很重要的象征点。

经济全球化的三大要素出现新特点

我们今天讲的“全球化”首先定义为“经济全球化”。我们没有讲一般意义的全球化，

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我们不涉及，我们主要谈经济全球化。什么是经济全球化？经

济全球化基本上有三个要素：

首先，经济全球化怎么产生的？动力是什么？经济全球化有很多的动力，但是我

认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是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动力。从 IT 技术一直到最近以“互

联网”以至于“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科技的力量是一个客观的力量，是不以人们

的意志为转移的，科技无国界，科技的力量是第一生产力，因此全球化的动力主要是科

技。有些人说是市场的力量，人性的力量，人对于幸福的追求。比如，成千上万的移民

不顾危险从国际涌到欧洲去，这些因素的确存在，也都可以研究。但是归结到经济全球

化推动的力量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是科学技术。

那么经济全球化怎么实现的？载体是什么？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

贸易实现，所以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就是跨国公司。特别是大规模的跨国公司，它们通过

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来实现和推进经济全球化。

最后经济全球化到底在干什么？基本内涵是什么？我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涵

主要是全球产业的转移和全球产业的调整。比如，过去几十年，制造业大量的从发达国

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人力资源技术转移形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源的重

新配置，大规模的全球配置。

动力新特点：从信息技术向互联网技术转变

从全球化的动力出现了哪些新特点？科学技术现在是什么样的？将来又会以何种

科技继续推动全球化？毫无疑问，现在是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的技术为潮流，那么将来人

工智能会不会进一步推动全球化？因此科学技术的新特点很值得大家研究，我个人认为，

现阶段全球化动力新的特点就是从过去信息技术向现在的互联网技术转变。

载体新特点：中小企业也成为全球化的载体形式之一

经济全球化的载体过去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但是由于互联网的产生，成千上万的

中小企业因为通过互联网能够获得信息的、技术的，贸易和投资的方面也和大的跨国公

司一样参与全球贸易和投资，形成了经济全球化新的载体形式 -- 不仅仅是跨国公司，

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也成为全球化的载体形式之一。所以我们要聚焦中小企业，关注中

小企业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

内涵新特点：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链网络体系的建立

从经济全球化的内容、实质上来看，过去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全球整体产业的转移 --

制造业、钢铁，从美国、欧洲主要转移到了新兴发达国家，主要为是一些大的产业的转

移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现在我认为新的内涵特点主要是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链网络体系

部分嘉宾精彩发言 / Featured Spee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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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立——制造业的转移，发达国家把制造业转移到新兴国家，科研技术留在自己国家。因此，

现在产业链细分，调整产业特点，研究产业链、工业链是研究经济全球化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全球化的问题在于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有些人认为全球化正在逆转，有些人认为全球化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客

观、全面、准确的判断当前经济全球化出现的一些新的趋势和现状？习近平主席在 G20 峰会上

讲说全球化受到了一些挫折，这是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评价，但挫折还谈不上是经济全球化逆转。

对此，我们也要分析一下为什么出现一些挫折，为什么在欧洲和美国出现了反全球化的趋势？

挫折与波折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经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政府怎么应对全球化中产生的各种

社会阶层变化。不同社会阶层在经济全球化当中得到利益的不公平。因此，如何处理社会不公

平的问题，是解决全球化继续发展的关键。

十八大以后，中央非常注意社会的公平公正，把精准扶贫当成重中之重，解决地区不公平、

发展不公平、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最近出台的雄安新区战略也旨在通过区域化的战略解决发展

的不平衡问题，因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的背后就是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表现之一。中国现阶

段没有出现反全球化的潮流，而且全球化越来越正面。这种现象的背后，就是因为我们正确、

及时的处理了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东西 -- 特别是分配不公的问题。虽然在中国的经济全

球化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总体上而言，大家对中国改革开放还是非常正面、拥护的。这是

共识，因此如果我们没有正确处理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没有处理好由于发展所带来的经

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成果公平分享的问题，中国也必定会出现像西方一样反全球化、反改革开

放的声音。

因此我觉得“处理好公平分配的问题”是中国的重要经验，西方国家在处理反全球化时应

该要借鉴中国的经验，这同时也是中国对推动经济全球化很正面的贡献，我们应该关注、研究

中国这些年来是如何处理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问题的？怎么处理更多老百姓、基层人民能够

分享的改革开放成果和分享全球化的成果的？出现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问题挫折原因为何？

中国又做了哪些努力？

中国在引领全球化方面起引领的作用还没到时间

有些人认为中国要取代美国引领全球化，但我觉得还没有到这个时间点。现在中国既没有

力量也没有意愿引领经济全球化，当然在一些领域、一些方面中国也可以起一些引领作用，但

是从整体上来讲，中国若要真正开始引领经济的全球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全球化的动力方面，即科技方面，虽然中国现在少数领域已经处在世界领先地位，但我

们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在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方面，我们五百强企业越来越多，但是很多企业是大而不强，核心竞

争能力还不够，所以我们中国的企业作为全球化的载体起引领作用还不够。

从经济全球化的内涵来看，从中国经济产业链的分工来分析，大多数还处在产业链的中低端。

中国作为全球化最重要的代表，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布中全面进入一些重要的产业链的高端领域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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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题目是“十字路口的全球化与中国智慧”，无可否认 , 今天中国站在一个

十字路口上，那么如何能够让我们清醒的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唯一比较可行的方

法就是看历史，回想历史，或许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或者会给我们得出一些启示。

首先，从全球化的起因来看，全球化在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2000 年

前丝绸之路以中国为东端起点早就是全球化的先锋，所以中国不是全球化的落后者，

而是绝对的先行者。全球化跟贸易是分不开的。丝绸之路为了贸易而建，贸易又带来

了全球化，带来了人的相互接触和文化交流。那时起，中国在全球化中就扮演着非常

重要的角色了。

 “全球化”是一个循环，不会一成不变

全球化永远是一个循环，人性所及一定是有循有环的。从 2000 年前的丝绸之路

开始，中国就是全球化的领先者。但是到了 1410 年左右有了逆转，在那之后中国在

很多方面就滞后了。西方基本上在丝绸之路开始没多久就战乱连连，虽然可以说是开

放的，但全球化进展也比较缓慢。

世界是会往全球化的方向走的，但这并不表示在人类历史长河里会永远如此。今

天很多人都说美国是全球化最大的推动者，但是美国立国之本不是全球化，而是“闭

关主义”。从第一天开始就不让欧洲管它，它也不管欧洲。因此不要以为美国在全球

化里永远是领先的一位。一战期间美国迫于压力站上了世界舞台，1819 年以后立刻

又回到自己的“壳”里去了；而 1929 年，经济大衰退再次把美国推到世界的前面。

继而二战之后，美国又好像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了。但是从历史来看，美国在全球化

中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也不必因为“逆全球化”的表现大惊小怪。

再看欧洲，二战之后欧洲好像是往“全球化”的方向走，但走着走着就又变了，

英国的脱欧可能就是个开始。我认为，欧盟在未来十年之内很可能有重组的可能性，

重组也许是所谓“逆全球化”的表现。因此，我们不要以为“全球化”的趋势是完全

不会改变的。近年来，中国是全球化的得益者、受益者，也是贡献者，我相信在这方

面中国还要继续的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美国不可能完全“逆全球化”

在“全球化”这个问题上，现在有两个分化：美国在某个程度上往孤立、往“逆

全球化”方向走；而其他国家，甚至欧盟，因为每个国家太小了，不可能完全“逆全

球化”。因此，美国可能在某个方面慢慢孤立自己，而其他国家会继续全球化进程。

美国也不可能完全“逆全球化”，也许政治方面会自己“关起门”，但其金融商业不

会放弃全球化市场。而所谓的“逆全球化”，也只是对内美国国内经济要“照我的规

则”，以美国利益为优先。这些都很早开始，不是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的事。

世界就是如此，循环往前，有进有退。中国要思考在这个大环境之下该如何自处，

如何预备自己，用长远的眼光思考如何在大局面里致胜。经过改革开放，中国在世界

举足轻重，全球化也好、逆全球化也好，什么风风雨雨来都好，只有中国综合国力加

强了才能立足于世界，站立得稳。

陈启宗
CCG 联席主席，香港恒隆地产
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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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全球化，在中国内地谈跟在美国谈是两个世界。在中国内地谈，大家谈的基

本上是实业，制造业，好像那就是世界全球化的大去向。但其实几十年前，美国的

大公司就已经把他们的制造业转移到全球去了。在美国谈全球化，多数谈的是金融

的全球化。而在中国，我却很少听到朋友讲到金融方面的全球化，这样的差异很值

得我们思考。

金融全球化中，中国仍需走自己的路

如果讲到创新，一个不得不提的方面就是中国在什么事情上不能创新，也不要

创新，那就是金融全球化。因为我们与西方世界不同，西方社会有很多的资金，科

技的进展就是西方世界逐渐金融全球化的过程。1986 年金融大爆炸后，从伦敦开始，

这个领域的基本趋势上就是去监管化，这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灾难。1997 年，亚洲

也未能幸免，当时的金融危机使整个亚洲市场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那时候西方觉

得我们监管不好，但经过了 10 年的金融全球化之后，他们还是把自己打败了。

2008 年金融的全球化把西方的经济体几乎打垮，因此中国在这方面一定要小心

谨慎。金融的全球化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不能跟着国外走。因为科技的发展越来越

快，越来越大，数字越来越可怕，结果一定把自己打垮。我们谈的是实体经济，他

们谈的是金融经济，这方面我觉得中国是绝对不能创新的。中国要创新的就是把自

己的门部分的关起来，不要完全关起来。金融的领域不能跟国外走，要是跟他们走，

完全打开我们的金融市场，促进资本的开放一定会带来极大的损害，对自己和世界

均无益处。中国在地方上的创新，要局部的开门，局部的不开门。这不仅会给中国

的经济体带来好处，也会给世界的经济体带来好处。

全球化的负面效应需要更多关注与研究

在全球化的诸多方面中，有一方面绝对值得我们考虑却很少有人做，那便是研

究科技所带来的不良的影响。大家都在谈科技创新怎么好，却鲜有人研究它所带来

的负面影响。当然，研究这个并不是反对创新，反对科技，而是要对全球化有更加

全面和清晰的认识。

从工作岗位的角度来看，大家都知道科技创造了很多行业，但是确实也破坏了

很多就业岗位，这在世界上这已经是一个大问题了。比方说，现在的机器人已经可

以代替人类做很多工作了，而且还不会出现罢工问题。那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

当一切，或很大一部分的就业岗位都被科技取代以后该怎么办？ 13 亿人口如何生存？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继续研究下去。

还有更严重的不良影响，例如病毒。现在很多治病毒的方法就是利用其他的病毒，

或者最新研究出来的病毒来以毒攻毒，但这很有可能有一天把人类全部毁灭掉。因此，

我们不是说不用科技，而是要发展科技、应用好科技，中国人还是要好好地思考这

个问题。

陈启宗
CCG 联席主席，香港恒隆地产
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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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参加这个讨论。对于人才方面，CCG 多年都在研究，在座

的很多专家也都非常了解 CCG 在人才方面做出的贡献。每年我们都讨论这个话题，

今天我想跳出原来的思路，从全球人才战略这个角度考虑，讲三个观点：

第一，人才战略首先要从教育开始。

我们今天上午一直在讨论全球化，我想人的观念非常重要。中国发展到今天，

我们的全球观是什么？正好前两天我参加 OECD 的一个会议，当时一个官员就说，

在日内瓦听习主席讲话之后，美国一位非常有名的评论家跟 OECD 的官员讲，如果

你闭上眼睛听，你会以为这是奥巴马或者是其他领导人在讲话，跟原来大家对中国

的印象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现在把习主席讲话的内容跟我们目前在国内的教育，

或者我们所宣传的东西对比，这中间其实还有很大的差距。

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是，怎么把现在开始形成的全球观变成全社会的共

识，或者变成一定主流的共识。我觉得我们还未形成这样的共识。大家看特朗普想

逆全球化趋势而动，实际上美国全社会已经达成的共识是深知美国融入全球化进程

很深，全社会用各种方式在制约着它，让它不能向后退。其实中国全球化现在面临

的挑战是，国家领导人和各方已经有了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决心，但是我们社会

在全球化方面未能达成共识。所以我觉得可能要通过教育，让社会形成一个主流的

共识，这方面我们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

第二，中国全球化的人才战略是不是也到了一个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跟中国经济一样。大家现在讲中国经济要从 GDP 转向 GNP。大家

也讲日本经济前些年的转变，当时青木昌彦先生给我们做过一个分析，虽然日本经济

增长速度放缓了很多，但实际上日本前些年在海外打造了相当于一个日本的 GDP。

中国现在面临着经济发展，企业走出去的局面，我们可能也要改变我们的观念。我

们原先的人才 GDP 观念是想把人拼命吸引到国内来；现在我们可能还要吸引我们的

人到国外去，到中国的企业，各类国际组织，或者所有可能跟中国发展相关的一些

机构或企业去工作。这种转变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第三，全球化其实是去除国界和各种界限的过程。

我觉得我们在促进人才发展方面到了一个新阶段。原来我们人才稀缺，所以我

们用各种各样的计划吸引一些人回来，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相当于创造了小的圈

子或者是界限。但是现在也许到了一个转折点。我认为当今好的计划还可以继续进行，

但更关键的是要创造更好的环境，打破界限，真正让它形成一个比较无形、来去自由、

各方面都很便利的环境，这样，人才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这一点也是我们下一步

需要努力的方向。

薛澜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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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对比“习特会”之前全世界包括中国人的普遍猜测甚至是预期，来探

讨中美关系。

“习特会”是一个好开端

“习特会”气氛之好，明显地超出先前国内外广泛的猜想和估计。考虑到特朗

普从竞选开始的所有言行和前一段时间对中国的威胁，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同样

对比会谈之前全世界和中国人普遍的猜测和预料，应该说能够取得较为具体的或者

略为具体的协议，至少也是超出预料的。

我把这个归结为“两有四无”。“两有”首先最重要的是中美双方同意在今后

100 天内进行谈判，以此来看能不能有效、显著地缓解中美之间的经贸活动。第二

是关于中美磋商机制的建设，今天《环球时报》把这个讲成“新瓶装旧酒”，旧酒

大意上泛指要构建的沟通渠道和框架，涉及的内容跟以往的中美战略性对话差不多。

但是我认为，旧酒有，新瓶还需要做出来，新瓶能不能做出来，多长时间做出来，

这对于中美两国来说还是一个挑战。

尽管特朗普百般威胁和施压，但目前中国领导人并未遵照特朗普的意愿，这可

以归结为“四无”。即中国政府没有同意中国要在已有多方对朝鲜非常严厉的制裁

措施之外再采取重大的行动；特朗普在高峰论坛中没有提及，更不要说认可习主席

多年来提倡的一个中美关系的核心概念——新型大国关系；特朗普没有像很多人事

先预期的那样，表示美国将继续考虑加入亚投行和认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习主席也未像国内外广泛认为的，甚至在“习特会”开幕前几天提议的那样，给美

国无数大量钱财投资来帮助特朗普建设美国基础设施。

高峰会谈很重要，特别是考虑到特朗普参加竞选以来对中美关系的威胁，这是

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是我们仍旧任重道远，不可高估中美两国国内的政治基础。要

真正阻止中美关系进一步走低，还是要做大量的工作，我们要争取。同时我们也要

认识到，凡是我们争取的，并不是最终都能得到的。

目前决定世界形势最重要因素之一：特朗普国内政治地位脆弱

特朗普总统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同时处在美国党争、社会分裂最

严重的时候，理解特朗普目前以及短期内行为最重要的点即是他的国内政治基础非

常薄弱。同时，有些东西还在发酵，特别是美国媒体上最近反弹很厉害的裙带关系。《华

盛顿邮报》甚至很尖刻地说，为什么他要任命他的女儿，这个权利影响大得不得了。

另外，他的第一个最大的立法行动，即要推翻奥巴马医改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的彻底失败。如果现在他的减税计划同样遭到驳回，这对于他的政治地位，甚至

他本人的恶劣影响将难以想像。他的弱点很多，政治上是脆弱的，所以我们要观察特朗普。

冷静观察，任重道远

现在全世界所有的政府，如果今天跟他做了一个小交易，就赶快放在口袋里，

千万不要预料说明天或下一周的情况还会如此。当然，特朗普最近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试图来加强其国内政治地位，也许必要，但是也许做得太急。我想在这个时候，

中国要观察形势，这是目前决定世界形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现在全世界的形势非常不稳定，想认识清楚非常艰难。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

中国人的中国经验还比较多，所以一定要把注意力和努力压倒性地放在中国国内，

稳增长、调结构、深化改革，这是根本。我想只要我们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无

论什么人来，我们都能很好地应对。

时殷弘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国务院
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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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习特会晤可用三句话概括：相见相知建立友谊之旅，虚实结合坦诚对话之旅，

未来发展定向问路之旅。

中美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等方面，不是 A 角 B 角的问题，也不是对手的问题，

而是不可或缺的国家关系问题。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一个相互塑造的

阶段。在塑造自己的同时也塑造了对方，进而两国一起塑造着世界。

中国当年改革开放，不仅是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开放，也是向市场经济开放。中

国的改革开放不是简单地模仿西方，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现在改革开放已经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品牌得到了肯定与欢迎。如今我们也可

以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第一大国和第二大国到了在塑造自己的同时也相互塑造对方

的阶段。

双方需要克服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理念问题。美国侧重于同盟或盟友关系，

而中国主张发展伙伴关系。倘若能在盟友和伙伴关系的碰撞中进行对接，克服盟友

和伙伴关系的羁绊，那么将来中美也有可能结伴同行。

我感觉中美关系可以归结三句话，一是定力；二是引力；三是动力。对于定力，

关系表现好的时候，还是要保持清醒，不好的时候也要沉住气，不要单向发展，要双向；

引力就是相互塑造，相互吸引；有了这个共识就可以发挥动力，动力就是要去做，

要有行动。

有人认为特朗普是一个思想解放、性格狂野、有多重性格的人，他是一个可以

坐下来喝两杯咖啡，不管你的价值观如何，就可以和你一起做事的人。

陈永龙
太平洋国际交流基金会秘书长、
原中国驻以色列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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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加入，才有机会发挥影响力

我们谈国际化的时候其实是讲美国推动的这一轮国际化。我们说逆全球化是受

到了阻力，全球化本身没错，但是全球化带来的利益不仅在国家之间分配不均衡，

在一些国家内部的分配更不均衡，所以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

现在我们要推动的全球化与原来不同了。美国推动上一轮全球化的时候有其特

定的环境。那时候主要是发达国家需要走出去，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让贸易自

由化、投资便利化，而不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走出去。但是我们在这个过

程中主动地融入进去了，当时也没有说人家阴谋主义、制度对我们不合理，加入以

后也得益了。

很多方面我们要改变一个观念，不要先说去领导、去制定规则。我们要先加入，

加入以后才有机会说话，才有机会去影响机制的改变。包括讨论 TPP 的时候，我记

得我们当时就说过中国应该先加入。就像加入 WTO 的时候，大家都认为狼来了，

可是我们发现，加入以后自己没有吃那么大的亏。不加入，你永远没有话语权。

中国企业要从自身体系入手打造国际竞争力

这一轮全球化的加入伴生着发展动力、治理滞后和发展模式等问题，中国目前

首先要解决自身竞争力的问题。全球化最后解决的是国家和国家的竞争力、企业和

企业的竞争力，不是为全球化而全球化。没有一家企业是为全球化而运营的，企业

都是为了增强自己的竞争力。

目前，中国企业在大而不强的情况下，其实竞争力并不强，但是相比 20 年前、

30 年前，竞争力已提高了很多。中国企业在有些领域，特别是制造领域、建设领域、

基础设施领域还是比较强的，但是这种强还不能够使我们在世界上打造高端竞争力。

中国企业应该围绕打造竞争力来不断做强自身。

现在我们说继续推动全球化，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因为我们的利益不同了。

习近平主席讲我们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但现在国际上的治理机制并不是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机制，治理的规则也不是。我们目前还拿不出这样一套治理体系，所以

是需要通过融入、影响，经过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逐渐接近这个目标。这是我们的

长远目标，像共产主义一样，很遥远但是不要放弃，要往前走。

美国也在研究自己的国家竞争力、企业竞争力问题，我们将来在那里投资、贸

易可能会受到更大的阻力。我非常赞成这一观点，美国不是不搞全球化，它的企业

还要走出去，它们还要开放市场，但是进入那里将变得更难，因为国家和国家的竞

争力会出现很大的差别，将来中国必定会成为西方国家竞争力赶超的目标。

中国在国际上的整体实力上去了，但企业实力并不强，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我

们还是要以打造自身竞争力为主。不要认为走出去就是国际化，也不要认为我们在

几个国家投资就叫国际化了。中国人还没有完全接受现在国际化的理念，中国企业

还没完全建立国际化的理念、国际化的管理、国际化的运行机制。我们要花点时间，

把自己内在的国际化体系建立起来，这就是国际化竞争力。在这个领域，中国企业

要打造国际化竞争力，要从自己的体系入手。

傅成玉
CCG 顾问、原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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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首次引领全球模式创新

最开始做共享单车是非常偶然的。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我丢了很多辆自

行车，非常痛苦。自行车一直以来是一种私有财产，属于原来家里的三大件，是很

重要的资产，也习惯于被个人所拥有。但我们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可能突破这种所

有制的形式，让自行车变成公有的，不再属于某个人，而是由大家共同使用，把它

放在路边供人使用，到目的地停在那里即可。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因

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有这样的模式，美国没有，欧洲也没有。

2015 年 9 月 7 日，我们在北京大学上线了这个项目，我觉得是往前迈了一大步。

现在大街小巷上有黄色、红色、蓝色的各种共享单车，我们在美国、新加坡、英国

也落地了共享单车的项目，美国和欧洲有好几家公司也开始做共享单车了。这是中

国互联网企业第一次引领着一个全球模式的创新浪潮。

所以我对于创新最简单、浅显的理解，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个困难和问题时，非

常大胆地想以全新的方式来解决它。

商业模式转变带来社会价值与产业链整合

我们没有想到共享单车行业能发展得这么快，这超出了预期。但是未来的样子

我们大概想到了，再有三年左右的时间，到 2020 年，全世界没有人再买自行车了。

自行车以后也许会是世界上第一个不再会被个人购买的商品。

这样自行车行业的商业模式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传统的自行车品牌，从

卖给个人，变成卖给共享单车运营商，我们来统一运营和管理，消费者直接按需付

费来使用。从商业模式本身来讲，这样对于消费者、对于企业、对于政府都是有好

处的。更少开车意味着更少的碳排放，更方便的短途出行。

这个模式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方式，即共同使用、共同所有的方式。诚然，

它会给传统行业中的企业带来影响。短期来看，我们会增加很多合作的工厂，涉及

营业额和利润的分配；长期来讲，这个行业会有怎样的整合与变化，我们也仍需继

续探索。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会给社会、老百姓创造价值，解决问题，是有意义的。

做共享单车之前，我用百度和谷歌搜索“共享单车”，当时根本没有这个词。

但通过我们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现在共享单车已经成为了一个行业，这可以算是

一种模式的创新和突破。如果五年、十年之后，更多人骑共享单车，更少的人开车，

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那共享单车就是我人生中非常骄傲和自豪的“伟大的小创新”。

戴威
ofo 创始人、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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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论坛的议题非常有意义，“一带一路”就是针对“弱全球化”盛行，贸易

保护主义盛行，区域经贸碎片化所开的“中国药方”，三年多来取得了很多的成果。

现在低垂的果实、“容易摘的桃子”已经摘完了，下一步“一带一路”进入了“精

耕细作”的阶段，需要跳起来摘桃子，在体制机制各方面有一些新的举措。我个人

认为，“一带一路”要打造升级版，要出大成果需要在几个方面着力：

“一带一路”要淡化“中”字，突出“共”字

在理念打造方面，要适当地淡化“中”字，突出“共”字。“一带一路”虽然

是中国提出来的，但一定要变成各国的共同行动和共同方案。中国不仅要和沿线国

家对接，还要推动沿线国家之间的互相开放。同时还要把发达国家请进来，把“一

带一路”相关的理念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一些区域性的

联盟组织对接起来，让“一带一路”的理念变成这些国际组织的相关议程。同时要

改变一些发展中国家“等、靠、要”的心态，形成一种共赢的发展态势。

在机制化建设方面，要响应国际社会的需求，再搭建功能性的平台。我们下一

步应考虑常态化运作，进入一些补充的功能性领域搭建平台；分行业、分领域来建

立一些合作网络。以此来降低信息成本，提高合作效率。

按国别设计合作，精准对接“一带一路”

在合作方面要把握两个关键词，第一就是精准对接。我们要按照国别来设计合作，

考虑所在国家的资源禀赋、人口资源状况、区域的辐射力进行合作。尤其是邻国之间，

要做到精准对接，防止重复建设和一哄而上的情况。另外就是慎重，下一步应该鼓

励国企与民企以上下游产业链抱团出海，集群式发展的形式，有序走出去。NGO 也

要发挥作用，做一些公益事业和轻资产的项目 , 产生协同效应。

最近我比较关心日本的发展模式，因为中国的对外非金融投资已经大于我们的

影子银行规模，但我们对外投资占 GDP 的比重和欧美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日本在过

去的二、三十年社会安定有序，确实是他们的 GNP 发挥了作用——海外资产的回报

率很高，在海外相当于有 1.5 个日本。后全球化时代是我们企业走出去的最佳时刻，

应该迎难而上。如果我们的海外资产、海外投资将来能够占到我们 GDP 的 1.5 倍以

上，我们国内的抗风险能力是何等之强？

“一带一路”中，我国制定了国际产能合作的 12 个领域。这 12 个领域都是优

势领域，而且我国富余的正好是和周边国家互补的。在“走出去”过程中，政府层

面首先要发挥引导作用，因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判断这个国家的产能是否饱和很难。

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应发挥作用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可在这个层面共同研究大概需要多少产能。这些研究不仅仅

是部门之间的，而是包括社会专家、企业在内的。这样可以防止企业盲目冲进去，

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对于企业自身来讲，行业协会的作用要发挥出来。行业协会在国外发挥作用应

该是有很大的空间的，只是在国内发挥的作用还不是很充分，所以，下一步国家要

发挥行业协会在海外的作用来统筹协调，避免恶性竞争。

金鑫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联
盟理事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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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应该体现全球化，通过参与规则体系来治理

全球治理是什么含义，按照我们的理解，治理这个词有四个基本要素，认同、

掌控、落实和实施主体。今天谈到全球治理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谈一下，全球治理应

该体现在全球化，体现在国际的规则上，通过规则来治理。

国际上的全球治理的规则有哪些体系呢？按照我的理解一共有四个。一是联合

国体系，这是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原则是一致性，这个体系包容性很大，而且原

则也很好，但是到目前为止联合国这个体系运行效率非常低，约束性不强，而且通

过这么多年，联合国体系变成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运作能力已经开始在下降；二

是 WTO 体系，WTO 体系是一些国家先加入制定规则，后面一些国家必须要抬高

门槛，这就是 WTO 体系，现在很多商贸还是按照这个体系运行的；三是区域性体

系，APEC、上合组织、欧盟，它们在区域范围内是一种规则；四是行业性组织，

现在很多行业组织也相当活跃。这四类体系是全球治理制度的制定者和管理者。我

们不要忘记，我们参与全球治理必须要与这四类组织有紧密的联系，脱离其外就会

被边缘化了。还有一些如 G7、G20 等，这些体系都是我们要积极加入进去的，能

够参与进去，才能真正谈到参与全球治理。

从发展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国际之间的法律约束

力还是有限的，极端的时候会出现人权大于主权，比如像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情况，

最近特朗普提出来美国利益第一，国家利益优先于国际原则，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

个挑战。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大国和小国之间利益博弈，各怀心思，中国有一

位伟人说过，外交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有矛盾僵持不破，

这就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艺术。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经济大国，更是在国际关

系中负责任的大国。过去的中国曾经遭受过凌辱，经历过磨难，自从中国人民站起

来之后我们重整破旧的沧桑，重振经济，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今后中国将

会在国际中有更多的担当，而且是承担一些与我们能力相适应的责任。

气候变化是全球热点问题，美国在新能源竞争中不会完全放弃

我现在主要在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工作，有些情况我比较了解。气候变化

是全球问题的热点，气候变暖关系到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的命运。科学研究的全球

共识是，由于工业化过程中人类过多使用化石燃料，排放了自然净化能力之外的二

氧化碳，致使全球气温上升，造成了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等一系列不

良后果。现在气候变化已经远远超过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气候变化谈判已经持续

二十多年。全球在 2015 年达成了《巴黎协议》，目标是把升温控制在 2 度以内，

并使各个国家采取行动，形成自愿减排模式。从 2018 年开始一直到 2023 年全面

实施，实行自愿减排的模式，解决技术和资金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巴黎协议》

已经被绝大部分国家批准了，这在国际制度安排中是生效的。

我们欢庆《巴黎协议》成果的时候，美国特朗普挥刀提出挑战，表示《巴黎协

议》是坏交易，对美国不公平，要推翻奥巴马的清洁能源计划。美国会不会退出《巴

黎协议》目前不清楚，美国退出国际协议的先例是有的，比如美国退出了《京都议

定书》。尽管退出了《京都议定书》，美国在国际谈判中没有放弃对气候变化问题

谈判的导向作用。特朗普是一个商人，他把美国当作大公司来经营，他的逻辑就是

成本为零、市场全揽和利益最大化，气候变化产生的历史责任没有在他的考虑当中。

美国在科技和新能源竞争中并没有完全放弃，根据很多报道，美国 600 个军事基

地已经开始全面部署分布式能源，要从基地开始实现能源自给，不依靠电网。与此

同时，美国的微电网、局域网、储能设备发展非常之快，从军方之后准备向民间转

移，这是它的基本趋势。美国很多州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还是相当坚决的，新能源

刘燕华
科技部原副部长，国务院参事，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
CCG 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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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进程并没有停止，特朗普也是在不断变化的，相信特朗普不会轻易放弃新一轮的国

际竞争和市场，也不会放弃美国一些技术优势和市场潜力，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中国应坚决走绿色发展道路，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体现大国担当

中国该如何做？在犹豫徘徊的时候中国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从各种信息中已经

了解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坚决走绿色发展的道路，这是我们内在的

需求，不会受外界影响。二是中国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要发挥积极作用，中国正处于深

度的结构调整期，雾霾治理关系到民生，转变粗放的经营方式、提高质量关系到我们的产

业结构。中国的既定方针和长远大计不会变，不管国际上出现什么问题中国都会始终坚持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在 2008 年和 2015 年分别对世界进行了承诺：承诺我们的二

氧化碳排放强度要大幅度降低，到 2030 年要达到排放的峰值，这些承诺就是中国准备达到

的目标。2016 年中国减少煤炭使用 2.9 亿吨，2017 年中国还要减少 1.5 亿吨，这就是一

个很好的信号，中国要坚决做下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 1 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

讲的时候说到，“《巴黎协议》得来不易，中国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百分之百

承担本国义务。”因此，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国际气候变化治理以身作则是最有说服力的，

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的事情，同时也要体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在全球治理中要

充分体现公平、公正，为全球气候制度做出安排。国际社会对中国也有所期待，中国也会

量力而行，起到我们的作用，这是我对中国气候变化政策的理解。

国际治理的内容和形式发生巨大变化，应使“和”文化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作用

 在科技革命飞速发展的当代，国际治理的内容和形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

有两个，一个是国际治理已经开始从有形资源向无形资源深度渗透，无形资源指的是 IP 地

址、基因注册、通讯频道、空间轨道、消费信息、市场流通等等，这些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但是在国际问题上还没有进行过划分和重组，因此，无形资源的分配是今后国际制度安排

重的焦点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就可能会对有形资源、对经济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第二个

表现在，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影响社会和国际中各种各样的关系，物联网、人工智能、量子

通讯、新材料正在改变所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对管理制度也提出了更新的要求。

现在往往是管理水平跟不上科技发展的速度，所以国际治理一定要朝这个方向转化。今后，

国际治理中的制度是一种未来的、新型的、与传统的管理制度不一样的制度，这种制度正

在形成和建立之中，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否则今后可能会被远远地抛在后面，这就是新型

的国际治理。

中国今后参与国际治理的机会和内容肯定越来越广泛，作用也会增强，过去 200 年来 ,

国际规则的制定基本靠西方国家主导，是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突出不同 , 瞄准矛盾，结

果往往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今后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将会起到更多的作用，中国的文化

是“和”，但“和而不同”。我们要寻找共同点、扩大共同点，实现互惠、共盈、互利。

中国推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已经开了一个好头，这种思想和原则将在国际话语体系

中发挥作用，将会更广泛地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起到作用。



88

The 3rd China & Globalization Roundtable Forum
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

中华文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和途径

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但当前人类仍然面临

着三大问题：贫穷、战乱和文明冲突。1972 年，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阿诺德·约

瑟夫·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中说道：“人类必

将因过度的自私与贪婪而迷失方向，科技手段将毁掉一切，加上道德衰败和宗教信

仰衰落，世界必将出现空前的危机。”他还认为：“解决人类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

惟有中国的孔孟之道和大乘佛法。”当代最富盛名的科学家霍金预言：“科学技术

已成为人类的巨大包袱，如果人类不检点自身，将有可能活不过这个千年。”他最

新的预言是：人类将在 200 年内灭亡。由此可见，上述问题的根源就是人类过度

的自私与贪婪。解决当今人类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中国在

这个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中华优秀文化是解决以上问题的唯一可行

的智慧和途径。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 5000 年的文明进程中，以“仁爱、平等、和谐、中庸”

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使命追求，以“世界

大同、天下一家”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并以博大包容的胸怀吸纳世界各地的先进

文化，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把中华各族人民团结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大家庭，积累

了大量的团结各族人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宝贵实践经验。这对于今天人类所

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唯一可以借鉴和实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四年前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到雅加达，到去年的 APEC、G20，再到联合

国纽约总部、日内瓦总部，习主席上百次提到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在万国宫全

面系统地阐述了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其核心是以平等为基础，以开

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而中国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唯一可行的

道路：那就是世界各国一道，共商共建共享，摒弃丛林法则，超越零和博弈，最终实

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也是改变世界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担当。

今年中国两会结束后，世界各国媒体也对中国给予了高度评价，基本形成以下共

识：中国是世界变革创新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稳定的助推器，世界经济发展的推进器。

中国担当离不开中国企业家的担当

另外，作为一名企业家，我认为中国担当离不开中国企业家的担当。中国企业

家可以在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为世界做出重要贡献，体现中国担当，为实现中国梦贡

献力量。习总书记指出，中国应该对人类社会有更大的贡献，更大的担当；我们要

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所以，中国企业家可以从三

个方面体现中国担当：

首先，进一步增强自己的使命感。中国企业家要进一步把“修身齐家治国利天

下”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做企业也是一种治国的实践，既要满足并创造顾客需求，

同时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导人向善。其次，加快壮大自己企业的实力。企业的实

力包含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是指企业的核心能力和经营成果；软实力是指吸收

和代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企业文化。第三，优先到“一带一路”国家去投资。

中国企业去海外发展，要优先到“一带一路”国家去投资，吸收当地就业，发展当

地经济，依法贡献税收，弘扬中华文化，善待当地员工，让员工获得物质与精神两

方面的幸福。

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中华文化将逐

渐被全世界所认同，成为主流文化，并与其它文化互相融合，和而不同。

茅忠群
CCG 资深副主席，方太集团董
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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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是产品和技术的最佳 “性价比”

中国企业要明晰自己的定位，思考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企业的技术和装备

水平如何，应该担当怎样的角色。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企业在国际上投

资或参与建设项目的技术和装备大多数已达到全球中高端水平。当然最高端的技术

和装备仍被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大企业掌握。

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是产品和技术的最佳“性价比”。相比而言，中国企

业的装备质量和技术水平都非常好，深得客户信赖，价格还便宜。全世界 60％的水

泥装备都是由中国建材提供的。回想 30 年前，中国几乎连一条生产线都不会建，装

备还得从德国、日本等地购买，而现在不同，很多跨国公司都向中国企业采购。

中国企业下一步全球化的主战场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现在中央提出“一

带一路”的战略对中国企业的发展尤为重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是发展

中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我国多年积累的城镇化、工业化经验很适合它们，同时这

些国家也需要中国企业，能被需要足以说明我们的重要性。中国企业可以带着这些

宝贵的经验、先进的技术和精良的装备走出去，快速获得当地市场的竞争优势。我

们常讲优势竞争，中国企业要深入挖掘自身优势，充分发挥强项，而不是什么都去做。

着眼未来，这些国家会是发展较快的地区，中国企业要顺应时代潮流，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中美企业要加强合作

中国企业可以加大引进美国企业的高端技术、高端装备，进一步提升自身工业

水平，毕竟现在全球很多高新技术都还是集中在美国。

中国企业的中高端装备也要开发美国市场，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

国企业能到中国投资，中国企业同样也能去美国投资，因为那里有我们的客户和市场，

还能免去长期远距离的运输成本。如果在美国有长期的市场，基于客户和市场等因

素的考虑，中国企业也应赴美进行投资，这还有助于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中国建材旗下的中国巨石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建设了大型的玻纤生产基地，得到了

当地舆论界的好评。

中美企业要联合开发第三方市场。中国大企业和美国跨国公司应密切合作，联

合开发“一带一路”市场。中美企业不能互相排斥，不是“我来你走”，而是要建

立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开拓新市场，真正实现互利共赢。

宋志平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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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要提高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水平。我们看到很多机构已经大举研究

和投资于国内那些走到“一带一路”行业里面的产品，比如上市公司这一类的产品。

但是这个恐怕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出击，并提高认识水平。

“一带一路”不仅是简单提出来的一个“走出去”战略，而是一个吸取了诸多

历史经验教训，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一个重大举措。如果站在这个高度考虑，我们

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一带一路”金融领域的“三大方阵”

金融机构应该为“一带一路”发挥供血功能。现在供血基本上是三大方阵：第

一是公募基金，包括国际上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第二

包括大型的国有银行和国际机构；第三就是市场上的金融机构。第一方阵、第二方

阵步入市场之后，第三方阵中的一些机构没有跟上。但是我们可喜地看到，去年有

一些机构已经深入举办研讨会和调研 , 调查一些项目。

公共部门应该提供一些制度。我们一些部门为了防止金融风险，管得比较严格，

但是“一带一路”不放开手脚，不承担一点风险是做不成的。当时哥伦布出海，他

是意大利人，本来在意大利应该拿到资金，意大利没有给他资金，结果西班牙给他

资金，造成了世界上的一个大发现。我在西班牙看到他们证券交易所的一个穹顶，

上面居然有 17 个分块，全部是亚非拉一些国家的名称，说明金融资本市场一开始就

具有强烈的国际化色彩。我希望我们不要失去金融界国际化这个最初的属性。

“一带一路”中走出去的企业一定要发挥人才的作用，人才方面要给予最大限

度的支持和保障。

孙杰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原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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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聚焦中亚和欧洲，谈谈这两个地区如何开展“一带一路”。

中亚地区在“一带一路”中具有重要位置

2013 年，习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的时候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概念，

后期又发展“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整体的国家战略之后才形成。为

什么中亚那么重要？大家知道，古代的丝绸之路正是通过中亚跟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

起。中亚是一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在过去却常常被忽略的地区，在世界政治和经济

舞台上，都是知名度相对较低的地区，但中亚对中国来说却非常重要。

为什么这样讲？一是我们重要的资源、能源都来源于中亚地区，而这些国家，

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要

么中国是它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要么俄罗斯是它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就是说，这

些国家过去曾经是俄罗斯的后院，受前苏联的影响比较深。所以与这些国家合作，

进而连接欧洲，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这些地方也需要出海口。“一

带一路”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道路要相通。我们有这种连接欧洲的需求，

而这些中亚国家也需要中国，比如说哈萨克斯坦，通过我们连云港的出海口，实际

上就把它的农业跟日本、韩国连接在一起。

所以我想讲，中国要重视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在这当中是有它的特点存在的。因

为这里边除了五个斯坦国家以外，还有俄罗斯、外高加索三国、白俄罗斯、摩尔多瓦

和乌克兰。这个地区的 12 个国家各自有不同的特点。无论俄罗斯还是中亚五国，他们

都是资源和能源的重要来源地。就我们的天然气进口而言，中亚已经占到了 50% 的比

例，所以这个地区跟中国的合作有千丝万缕的各种机制，包括中俄元首、总理会晤和

上合组织元首、总理会晤机制等。

“一带一路”的中东欧合作可以和“容克计划”相融合

另外，丝绸之路要通向欧洲，这是我们要最终到达的发达地区。我们与欧洲的联系，

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和长期的关系，因为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也是非常重要的外资来源地。目前我们从“一带一路”的角度，特别有一个中国“16+1”

这样一个机制，也就是说，与中东欧 16 个国家开展合作。跟 16 个国家开展合作是一

个重要的平台。欧盟新一届的领导人有一个所谓“容克计划”，撬动 350 亿欧元的资金，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在基础设施方面，这个跟“一带一路”的想法不谋而合。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可以跟欧洲有机地结合起来。

实际上资金的融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在“16+1”这样一个机制下面，

要照顾到这 16 个国家本国的发展需求，我们还要注意，在大环境之下为中国与欧盟的

整体合作赋予一个新的内涵，发展我们“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一些产能的

合作。我觉得如果我们的企业更关注产能合作的话，中亚地区可能是更有前途的一个地

区。基础设施方面，我们现在比较重要的项目就是塞尔维亚和匈牙利铁路，我们已经签

署协议，正在积极推进当中，将来还有可能延伸到马其顿，再同南欧的一些国家连接起

来。所以“一带一路”通过中亚连接欧洲，重点要考虑“16+1”这个概念。

产能合作应根据国别状况并注意选择标准

我想提醒一下，在国际产能合作方面要注意地域和国别的选择。因为中国在产

能合作上可能跟沿线一些国家有 10 年、20 年的差距，这是分国别的。有些沿线国

家比我们的技术可能还要领先，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需要注意

的是标准，在中亚合作可能用的是俄罗斯的标准，而在欧洲的合作可能要注意欧洲

的标准。

孙永福
CCG 高级研究员，前商务部欧
洲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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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改革开放，尤其是 1992 年之后，中国已经是全球化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这

可以理解为，我们在中国做的事情就是全球最重要的部分，只要中国还继续改革开放，

全球化就是不可能逆转的。

中国企业在全球治理中积极担当

从 1983 年到深圳至今，我的体会是过去的 34 年是一个不断融入全球化的过程，

我们在国内的各种体会也是全球的一部分。在这里，我想谈谈两次参加气候大会的感受

和我个人的一次经历。

我第一次参加全球化会议是哥本哈根会议，那次是《京都议定书》之后大家重新博弈，

进行新的碳减排协商。我们对那次会议寄予厚望，但实际上结果比较令人失望。美国没

有做出承诺，而且还认为中国承诺的不够，所以我觉得那次会议是失败的。

当时温家宝总理在会上代表中国表态，我们两位企业家和一位秘书长组成中国代表团

参会。由于第一次参与这样的国际会议，我们不知道去哪里宣传《北京宣言》，也不知道怎

么租办公室。后来我们是找了志愿者做听众，在廊道里代表 100 位企业家宣传了这份宣言。

机缘巧合，当时我与哥本哈根会议中国代表团谈判团团长解振华先生住同一家宾馆。

他问我，中国代表这样的表态国际社会还不满意，中国企业家怎么看？我说我举双手赞

成碳减排，因为这代表未来，绿色经济就是未来。他觉得很感慨，说谈判之所以艰难，

就是因为怕中国的企业没有竞争力。我的表态给了他信心，他愿意尽量保证给我们企业

有缓冲空间。当然，中国的立场不会因为我一个企业家的表态而怎样，国家的谈判压力

在于我们企业的竞争力。我们的企业竞争力的确和国际上有差距，但是我们支持碳减排

的态度是坚定的。

后来，我作为两位企业家之一，代表 100 位企业家出席了摩洛哥气候大会。特朗普

上任后（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态度非常强硬。至于中国是什么态度，中国会不会当旗手

这些问题，我是企业家，不能代表中国政府表态。但是形势比人强，中国有一句老话是“听

其言而观其行”。就我们自己的表现而言，去年我们 100 位企业家代表了 25 万企业家，

预计今年会代表 40 万到 45 万的企业家，但关键还是在于质量，而非数量。

在当今全球化中，中国的环保、绿色建筑的话题，不仅要在国内讲，出去也要讲。

无论是我们说的重点发展“第三极”经济，都应该走绿色建筑，这在中国做得非常好。

国际化也要考虑如何传播

在这里分享一个国际化的例子。克林顿基金会设立了一个全球清洁炉灶项目，目标

是将妇女从炉灶解放出来，妇女解放出来儿童就解放出来了，这么一来清洁炉灶问题就

变成妇女问题、儿童问题。我有幸被邀请加入这个项目，成为中国的两位理事之一，另

一位理事是解振华先生。我接触项目后发现，由于和联合国合作，他们的资金非常充足，

推广也做得非常好。但是实际上，清洁炉灶就是一个小炉子，没有特别的过人之处。其

中最有说服力和创新性的是小炉子的热和发电可以给手机充电，其他方面则如中国三、

四十年前的产品。中国农村清洁炉灶的沼气、太阳能、风能已远远走在他们前面了，我

们在这方面是有竞争力的。

了解到这些后，我非常肯定中国的作用要开始发挥出来了。回国后我们组织了一个

团队在中国开展这个项目，比他们做的好得多。而且我们不仅在中国做，将向其它地方

推广。总的来说，很多东西是埋在深山中，非我们所知的。

如何国际化，不仅要考虑怎么做，还要考虑怎么传播，怎么找“点”，这些都是非

常重要的。

王石
CCG 资深副主席，万科创始人
兼董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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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会促进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现在处在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复兴时期。如果我们观察过去所有的历史，

就会发现每个国家的崛起，必然导致战争。但是今天中国的崛起，要在整个人类历

史中创造一个先例，那就是和平崛起。因为现在大家真正的关注点在科技，真正争

的资源是科学和技术上的创新。科学是一个无限的江山，不是在领土上的争夺。所

以整个科学的创新是会促使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方式。总的来说，中国在软实力方

面需要大大的提高。在科学领域，中国 2000 年历史的贡献是远远不够的。在当下，

利用好全球化的机会进行科技创新，也是中国对整个世界文明的一种贡献。

谈起创新，最近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的领域。人工智能这个概念虽然在 50

年之前已经被提出来，但最近得到了日新月异的增长。这里有三个大的趋势，包括计

算能力不断的推进，大数据的产生，以及人工智能的算法。在摩尔定律上面和算法上面，

中国的贡献是远远不够的。但是中国有一个特点，就是人多，网民多，所以大数据一

定是在中国产生，这是中国的资源。在人工智能领域，随着整个产业链推进，用人工

智能这个大趋势，中国能够发展数学、化学等基础科学。这会带来美好的愿景，也会

给中国创新带来新的活力，科学这个无限江山也将为世界历史做出新的贡献。

人工智能，机遇远大于挑战

从 Machine Learning 到 Machine Teaching，机器根据我们的大数据，的确

取代了很多人的工作。但是回顾人类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在一些原本不需要机器

作业的方面，我们依旧发明了机器，例如种田，我们用机器种田替代了人工种田。

但唯一不同的就是现在摩尔定律越来越快，人工智能替代越来越快。

但反过来讲人工智能，也给教育带来了机会。教育最缺憾的问题是没有针对每

个人的个性化教育，因为每个老师教的办法不一定与学生自己学习的办法匹配。但是

有了大数据、人工智能就不一样了：例如我在网上看了很多电影之后，机器就能够

知道我喜欢看哪一类的电影；同时经过学习，它就知道我用哪一种方式更方便。所

以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来做 Machine Learning 观察一个人怎么学习，又可以将数

据结果用于 Machine Teaching。比如现在大家讨论的，把制造带回美国，谈何容易？

很多美国人都没有受过微积分的教育，比起德国这些国家差很多。但是现在有了 AR

眼镜，技术不高的技工也能够做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因此，Machine Learning 走

向 Machine Teaching，必然会导致很多工作的产生。

至于机器时代的道德问题，我认为其实道德观念对于人和机器人都是一样的，

都可以从博弈论里面产生。可以利他，还可以利己。因此，在机器人时代，道德观

念是不会被改变的。

依靠大数据是制定全球化政策的必然趋势

由于算法、深度学习和大数据的引入，当今已经是一个由机器设计算法的时代。

而最终，全球化的政策依靠机器的智能来设计也会成为必然趋势。比如清明节共享

单车过度涌入深圳湾这个情况，其实还是大数据不够。如果 OIT 有足够的图像分析，

而非只是一两个人脸识别的话，这个问题早就可以解决，所以今后的世界就是一个

大数据的时代。

关于金融的未来，我觉得金融对于整个科学和文明必然会带来很大的发展。我

们可以问几个问题，为什么文艺复兴发生在佛罗伦萨？又为什么这里变为金融中心

了？金融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我对于金融的未来也有一句话，我相信数学，因为数

学是上帝的语言。

张首晟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著名物
理学家，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
丹华资本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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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上台之后，大家都感到不舒服，不习惯。因为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带着不同的

理念执政要做不同，这种不一样很难对付。在经贸领域的不同，我想主要还是不相信多边，

不相信区域，多边和区域正是美国二战以后打造的重要的平台，TPP 也是区域性协议。

特朗普将奉行互惠主义

特朗普要干什么呢？他和他的团队认为过去搞这一套使美国吃亏了，要重新审

视过去的理念。我总结就是要奉行务实的互惠主义。特朗普执政的首要目标是在经

贸领域。第一，纠正贸易不平衡，这是特朗普竞选时期要做的。第二、创造就业。

可能很多东西都要围绕这两个目标来做，特别是对美有贸易顺差的日本、中国和德

国等国家都是他的重点。特朗普要施加压力，创造就业，让制造业回归。

找不同点，通过讨论来达成共识

我认为中美这次的领导人会晤维护了中美不对抗的大格局，这是最大的成效。因

为按照中国的方式，领导人不谈具体问题，所以最大的成效就是确立了四个谈判框架。

实际上我们原来就担心，奥巴马之前搞的中美的机制怎么办？前面 CCG 组织会议的

时候我也提出来，中美之间已有 100 多个对话机制，高层的有几十个，这些能不能持

续？这是考验中美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看来，通过这四个框架，几乎把中

美保持对话、合作和商谈这个大框架维护了下来。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在于，过去

我们看战略和经济对话，主要是找合作点，每年都列出来，而这个框架，今后就是找

不同点，在不同点的情况下，通过讨论达成共识。如果不行，就单边去做。

百日议程——特朗普式时间表

这次之所以有百日议程，我觉得就是特朗普方式，搞时间表，如果这个时间表

里面谈不出什么东西来，可能下一步就会来单边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期间，我们

要做好一些准备，因为不管怎么算，我们还是有贸易顺差的。到现在为止，我们的

贸易他们不认，就认这个不平衡。怎么办？按照美日当年的处理，自己设定出口限

制。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考虑主动做一些，谈判的事要采取主动。第二个我觉

得可以做的就是跟我们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加快这种调整的步伐。因为总的来说，

在压力下，不逼到真正的时候，中国要做也不容易。产业调整涉及到国内就业和整

个过程。但是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期间主动去做。总的来说，我

们要准备跟一个带着自己执政理念的超级大国的，不行我就要做的这么一个国家来

打交道，这个百日我们不要等到谈判时再商讨，而是要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

经济增长动力的调整相一致。

南海大局已有改观，维护航行自由中国有主动权

南海问题的危机没过，但是大局已有改观。另外就是不与美国谈南海问题，我

们坚持的南海主权不能放，应继续加强存在，但是我们今后要公开地大张旗鼓地打

航行自由这个旗帜。过去我们不敢谈，被动地说，从来没干预过。我觉得中国最需

要航行自由，因为如果各家划的专属经济区都没有航行自由区了，有争端的就不光

是我们。如何在有争议的情况下维护南海航行自由，我们是有主动权的，而且是有

话可说，符合我们利益的。所以我建议应该主动召集国际会议，探讨如何维护南海

的航行自由。我觉得要进一步打中国与东盟集体合作这个牌，因为南海问题一放到

东盟就不是主要的问题，就有分歧。发展和稳定问题过去一直是在中国东盟的框架

下谈，没有日本，也没有美国。所以，大局已经有改观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争取

主动？比如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建新的海洋秩序。新的

海洋秩序不仅是航行自由，同时还有合作安全。类似这些问题，我们可做的还有很多。

只要特朗普继续执政下去，不被弹劾，我想中美之间在很多方面还是有很多大

的碰撞，我们要有思想准备。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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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习特会”，我个人的解读就是中国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现在又走

向了一些比较好的不确定性。

我搞不清楚为什么大家不喜欢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对于中国是有好处的；如果

有确定性的话，只会坏下去。特朗普当选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就是既可以

更坏，也可以更好。我想我的评价就是，这次访问给我们开启了更好的可能性，阻

止了更坏的可能性，这次会见我们没有看到往更坏的方向发展。

那么，出现了哪些往更好的可能性发展的不确定性？对于中国来说，我觉得中

国的外交学家没有压力的话做不好一件事情。我们太骄傲，我一直说，中国是主体，

北朝鲜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结果看成美国的问题，包括美国对叙利亚的行动，

我觉得对中国是比较好的一个压力。

同时，关于全球化，我们不应只看到美国会搞贸易保护主义，还要看到其对于

全球化的积极引领。这会对中国创造一种压力，就是怎么来竞争国际资本。我们现

在不仅仅是国际资本，民营资本都留不住。而且美国流出去的资本现在要回流，还

将吸引到国际社会的优质资本，我们拿什么跟美国竞争？这种压力对于我们是一件

好事情，对于俄罗斯也是好事情。

不过大家已经猜想，是不是要再来一次基辛格那样的大三角的重新调整？我想

很多美国人有这种想法。但是这次不会了，这个做不到，会向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

当然，很多方面都可以向对于中国有利的条件发展，就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接招。所以，

我觉得这次是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再到好的不确定性。

南海问题我们前几年不得不做，因为如果不做的话，南海可能就跟我们没有关

系了。越南、菲律宾都在做，这些国家很难信任中国，十年、二十年里这个信任度

都建立不起来。唯一的一个做法就是中国大度一点，因为中国也不会停止军事建设，

中国可以说南海造好了以后，美国的航母可以在那边，我们共同维护海上航行安全，

这个可以做。如果不把美国拉进来，我想东南亚国家很难恢复对中国的信心。把美

国拉进来，情况是不同的，应当像允许美国的航空母舰访问香港那样大度一点。

郑永年
CCG 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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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地    点 主    题    

1 月 19 日

4 月 9 日

4 月 19 日

北    京

北    京

北    京

《特朗普时代的挑战、机遇与中国应对》报告发布会

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

《世界华商发展报告（2017）》发布会

2 月 9 日

4 月 14 日

4 月 20 日

北    京

顺   德

北    京

中美关系与未来发展研讨会

2017 企业全球化和人才战略论坛

《全球化 VS 逆全球化：政府与企业的挑战与机遇》图书发布会

1 月 11 日

4 月 8 日

上    海

北    京

2017CCG 理事上海新春交流会

CCG 主席、常务理事年度会议

2017 年 CCG 部分活动一览
CCG  Events in 2017

2 月 12 日

4 月 15 日

5 月 10 日

北    京

深   圳

北    京

2017 京城国际商务精英新春联谊会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共赢方案及实现路径》报告发布会

2 月 22 日

5 月 20 日

北    京

上   海

《建议中国实施更为开放的人才政策》报告发布会

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

3 月 8 日

3 月 9 日

5 月 18 日

3 月 13 日

北    京

北    京

北    京

北    京

“两会”沙龙——“两会”代表、委员进智库

中加经贸专题圆桌会

中美智库中美经贸发展研讨会

美前 TPP 谈判代表谈亚太经贸研讨会

EVENTS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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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8 日 大   连 2017 中国海创周海归领袖峰会

7 月 6 日 北    京 《大转向：谁将推动新一波全球化》新书发布会

EVENTS
活动

时    间 地    点 主    题    

10 月 北    京 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论坛

8 月 12 日 北    京 第十二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

7 月 13 日 北    京 中国企业“走出去”50 人论坛 2017 年会

10 月 北    京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 2017 》发布会

11 月 香   港 世界华人经济峰会

7 月 5 日 北    京 《从出入境旅游看中国全球化发展》系列报告一发布

11 月 待   定 《从出入境旅游看中国全球化发展》系列报告二发布

9 月 缅   甸 世界华商大会

11 月 北   京 《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7）》发布会

9 月 北    京 全球化企业发展中国论坛

11 月 三   亚 第四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

9 月 北    京 朝阳区国际高端商务人才峰会

11 月 北    京 “领先一步”系列研讨会

12 月 待   定 《中国国际学校报告蓝皮书（2017）》发布会

12 月 广   州 第十九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

6 月 17 日 北    京 那三届研讨会——纪念高考恢复四十周年暨 77、78 级毕业三十五周年

6 月 24 日 青    岛 2017 中国全球智库创新（青岛）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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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津培      科技部原副部长、致公党中央副主席
傅成玉      原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傅志寰      原铁道部部长、原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何    宪      中国人才研究会会长、人社部原副部长
李柏青      三亚市原副市长
刘利民      原教育部副部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
刘燕华      原科技部副部长、国务院参事，现任创新方法研究会理事长、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
刘振元      上海市原副市长
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龙永图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亚洲博鳌论坛前秘书长
陆宇澄      北京市原常务副市长、欧美同学会原副会长
马俊如      国家外国专家局原局长
马颂德      科技部原副部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马文普      中联部原副部长、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原副主任
孙振宇      前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前中国驻 WTO 大使
王晓初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人社部原副部长
王永乐      中国侨联原副主席、香港中联办协调部原部长
魏建国      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香港新华社原副社长
谢伯阳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
张    祥      商务部原副部长
章新胜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
赵启正      原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朱英璜      中国日报原总编辑
朱永新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张景安      原国家科技部秘书长，科技日报社社长

乌兰木伦

CCG 国际专家委员会

CCG 顾问

Claude Smadja 
Demetri Papademetriou    
Denis Simon                       
Daniel Wright                      
David Zweig
Grzegorz Kolodko                        
Howard Duncan 
James McGann                
Paul Beamish                     
Peter Felix
Par Liljert  
Ruth A. Shapiro（夏露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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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er or Asian Philanhpy and Society（CAPS）首席执行官
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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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
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英仕曼集团中国区主席
美国威特集团董事长，美国百人会大中华地区共同主席
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
三一集团总裁
中国宽带资本基金董事长
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
中国国际人才专委会副会长，原 IBM 全球副总裁

方  方
关 新
李 亦 非
李 学 海
梁 建 章
唐 修 国
田 溯 宁
汪 潮 涌
王  阳     

CCG 咨询委员会名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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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亚非      原外交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

◎ CCG 副主席

王 辉 耀 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 CCG 理事长

王 俊 峰
王 琳 达
游 忠 惠         
张 华 荣
张 红 力
张 醒 生
赵   勇
周 华 龙
宗 庆 后    

金杜律师事务所全球主席
怡海集团董事局主席
深圳市海云天投资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华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
道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永续自然资源保护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香港富华国际集团总裁
东和昌集团董事长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福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宝时得集团总裁
霍英东基金有限公司永远董事
百度公司创始人
前香港财政司司长、香港南丰集团董事长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招商银行原行长
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曹 德 旺
高 振 东
霍 震 宇
李 彦 宏
梁 锦 松
刘 永 好
马 蔚 华
茅 忠 群          

◎ CCG 资深副主席
沈 南 鹏
王 石
王 广 发
徐 小 平
俞 敏 洪     
张  磊
张 懿 宸
朱  敏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万科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
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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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赛伯乐投资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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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G 常务理事

◎ CCG 理事
京创时代（北京）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总裁
品牌几何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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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捷资本投资合伙人
杭州佰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集团执行副总裁
苏宁集团 LAOX 执行董事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卓能集团副总裁
印度科技媒体 ONIONFANS 董事长
磊石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和合伙人
日美国际商务咨询公司董事长
上海鼎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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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富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执行官
金航长征（上海）车联网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湖南安普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CEO
北京职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杭州若比邻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CEO

安 永 钢
曹  成     
陈  琛     
陈  治
程  刚
戴 非 凡
方 发 和               
傅 禄 永
高   见   
葛 艾 继
胡 涂
黄 伟 东
黎 镜 波
李 国 祥 
李 海 峰          
李 震 旦     
刘 洪 川    
刘 开 颜     
刘 征 宇     
彭  峻
彭 士 杰

白  宁

陈  宁     
陈  爽       
陈 耿 彬
陈 剖 建
陈 新 华    
戴 志 康
董 增 军
段 苏 函
高 凤    
高  毅     
高 燕 定        
关 鸿 亮    
郭  盛
郝 作 成
何  梅    
洪 航 庆
洪 明 基
洪 为 民      
花 醒 鸿    
黄  辉
黄 锦 辉      
焦  涌

雷  燚     
李 平       
李  文
李 曦
李  一
梁 志 祥     
刘 星
陆 侨 治   
陆 兴 东
马 义 和
毛 大 庆
潘  军  
秦 洪 涛   
盛 司 潼

中军金控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北京科智时代国际技术合作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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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荣控股集团（香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红瑞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CEO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中国区总裁
证大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美国 CST 公司亚太区总裁兼中国公司总经理
深圳市分享成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
美国中经合集团投资合伙人
远毅投资合伙人
燕定美中教育创始人
北京天下图数据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智联招聘 CEO
点融网首席政策顾问
外联出国顾问集团董事长
爱佩仪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合兴集团行政总裁
前海国际联络服务有限公司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
博龙资本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区总裁
TPG（德太投资集团）执行合伙人
利安达会计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兼主任会计师
中外建城市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成华合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首逛（中国）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澳际教育集团总裁
北京智蹼动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美国史迪威基金会执行总裁、美国史迪威国际战略咨询集团总裁
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百度公司副总裁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浙江海牛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国龙文产投资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盈创建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
UR WORK 创始人、董事长，亿润投资高级合伙人
法政集团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
北京恒昌利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CEO
深圳华因康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苏 德 中  
孙 立 哲
唐 浩 轩
陶 景 洲
腾 绍 骏
王 君
王  强   
王 柏 年  
王 伯 庆
王 红 欣
王 少 剑
王 天 鹏
王 伟 东 
王 卫 东
王 伟 峰
魏  雪
谢 暄 晖
徐 文 庆    
严 望 佳
杨 保 成     
姚 力 军    
叶 雪 泥
易  珉     
张  毅     
张 宏 江   
张 剑 炜   
张 黎 刚
张 诗 伟
张 亚 勤  
张 益 凡
赵  斌     
赵 柏 松  
赵 生 捷     
郑 群 怡    
钟 小 平
周 成 刚    
宗 馥 莉
邹 亨 瑞     

幸福创客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CEO
万国集团董事长兼华章出版公司董事长
富爱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美中公共事务协会执行长
浙江惠众在线互联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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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道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CEO
北京科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投资并购部总裁
达仁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光大金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
TCL 文化传媒公司董事长，TCL 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
北京财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芙塞氏国际贸易董事长、创始人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黄河科技学院副院长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华也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CEO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首席顾问 - 中国业务
金杜律师事务所中国管委会主席
今日头条顾问，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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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百度公司总裁
深圳市多和美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美国高通公司法律及政府事务全球高级副总裁
霍普金斯医药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同济大学教授
康宝莱中国区总裁
深圳前海润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杭州宏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亨瑞集团董事局主席

邱 宇 峰
邵 诗 洋     
盛 晓 洁     
史 阳        
涂 志 云
王  洋      
王  翌     
王 家 明          
王 薇 茜     
王 云 峰
韦 波     
邬 国 华
徐  亭     
徐 耀 良
徐 依 梦
阎 伟
易  聪
张  鹏       
张 利 宾
张 先 云
张 亚 哲

杭州若比邻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CEO
上海随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河北汤鸿汇泰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我爱卡 / 信用宝 创始人兼 CEO
深圳前海中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上海流利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CEO
加中友谊发展促进会会长
新炎黄动漫发展基金会总裁
锐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副总裁
成都中通信信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上海袭人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数字官
安学国际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
中美青少年教育发展基金会主席
四川朗照律师事务所主任
凯聪（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CEO
中子星优财创始人兼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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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中泰瑞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所长
真格基金董事、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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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学术专家委员会
郑永年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陈    宏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
陈全生      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
陈十一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丁学良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董克用      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段培君      中央党校战略学研究室主任
高    唯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授
葛剑雄      复旦大学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
辜学武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化中心主任
黄    靖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黄仁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
黄    伟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黄亚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
黄严忠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
贾文山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千人计划专家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金    李      牛津大学终身教职正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李百炼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副校长
李    成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李捷理      美国俄亥俄大学终身教授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李晓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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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    能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林小华      加拿大怀雅逊大学教授
刘    宏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
刘亚伟      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
鲁    白      神经科学家，《知识分子》主编
逯高清      萨里大学校长
陆亚东      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
吕晓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彭维刚      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教授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丘成桐      哈佛大学终生教授
饶    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施一公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石    勇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教授、国务院参事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国务院参事
宋立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
孙贤和      美国伊立诺伊理工学院教授
孙    哲      清华大学中美研究中心主任
汤    敏      国务院参事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公共行政学院教授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王小凡      美国杜克大学终身教授
吴    江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前院长
吴晓波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项    兵      长江商学院院长
徐滇庆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
徐    昕      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与亚太研究中心主任
薛    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颜海平      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
杨大利      原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山东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院长
姚树洁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前院长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旭东      美国纽约大学中国中心主任
张燕生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张    忠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
张蕴岭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赵穗生      美国丹佛大学终身教授
周    敏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周玮生      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
朱    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中国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特聘教授
朱    民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
David Zweig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张 云 飞
张 哲 伟
赵  晖

珠海云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CEO
爱尔兰投资发展局中国区总监
北京众行互动数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首席战略指挥官

赵 维
朱 伟 卿

象仪投资（上海）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总经理
上海宝碳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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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高级研究员、特邀高级研究员
蔡志强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
程乃立     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中国区主任
崔    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崔洪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欧洲所所长
丁    斗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丁一凡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欧洲项目主任、
                经济项目副主任
方    涛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
高书国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室主任
高志凯     香港电讯盈科中国地区执行董事
郭生祥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信用研究所名誉主任兼研究员
何茂春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何    宁     原商务部美大司司长
何伟文     原中国驻纽约和旧金山总领馆商务参赞
Hichem Karoui     卡塔尔外交学院政治和媒体顾问
侯文轩     英国爱丁堡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胡本钢     国家开发银行信息总监，国务院参事
胡建华     中央组织部人才局原副巡视员
黄海峰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助理院长
黄剑辉     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教授
霍建国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
江    山     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原司长
康荣平     前中国社科院华商研究中心主任
柯银斌     前中国社科院华商研究中心副主任
孔盛龙     巴塞尔全球基础设施基金会国际发展研究顾问
李建勇     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
李兆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刘    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刘国福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    昕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刘亚伟     美国卡特中心 (The Carter Center) 中国项目主任
陆    钢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卢进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路江涌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战略管理系教授，博士
吕    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马    骏     人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庞中英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教授
荣丽亚     北京大学和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邱震海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沈    伟     法国昂热高等商学院副校长
苏    浩     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
孙永福     前商务部欧洲司司长
滕建群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兼军控与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屠新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教授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教授
王元丰     九三学社中央参政议政部副部长，
                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王志乐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魏红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武    斌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暨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谢    韬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副院长 
徐德清     耶鲁大学工程计算中心助理主任
徐洪才     中国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
许传玺     北京社科院副院长
许睢宁     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秘书长
杨    锐     CCTV 英语频道主持人
杨    静     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会长
查建中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张伯赓     清华大学肯尼迪学院艾什中心前执行主任
张力奋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张连起     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资深会员，澳大利亚公共
                会计师协会（IPAAU）终身荣誉资深公共会计师（FIPA）
翟    崑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赵    刚     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国际合作计划办公室副主任
周克明     国奥科斯（August）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四川大学客座教授 
周    棉     江苏师大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周晓晶     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所长
朱旭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邹德浩     前人民日报驻联合国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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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才 50 人论坛

中国人才研究会会长 , 人社部原副部长
教育部副部长 , 欧美同学会党组副书记、副会长
科技部原副部长 , 国务院参事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 人社部原副部长

西华大学党委书记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国家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 
武汉工程大学人才资源开发研究所所长 
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行政学院副院长 
中国高级公务员培训中心原主任、
中国继续教育协会常务理事长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问题研究所党委书记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北京大学教授 
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名誉所长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副总经理 
智联招聘首席执行官 
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常务副总经理
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 
麦可思公司创始人 , 总裁 

何 宪
刘 利 民
刘 燕 华
王 晓 初

边 慧 敏 
薄 贵 利
蔡 昉 
董 克 用 
高 小 平 
桂 昭 明 
郭 庆 松 
贾 忠 杰

赖 德 胜 
李 晓 西

刘 伟 
马 抗 美
潘 晨 光
钱 颖 一
饶 毅 
沈 荣 华
施 一 公

程 功 
郭 盛 
郝 杰

乔 健 
王 伯 庆 

◎论坛顾问委员会

◎论坛专家委员会

◎论坛企业委员会

唐 志 敏

王 元 
王 振 
王 辉 耀

王 通 讯

吴 江
肖 鸣 政 
薛 澜 
薛 永 武 
杨 河 清 
余 兴 安 
俞 可 平 
曾 湘 泉 
张 宝 忠 
赵 永 乐

王 广 发 
王 旭 东 
徐 小 平 
俞 敏 洪 
周 成 刚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
科技部中国科技宏观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国务院参事 , 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
全球化智库 (CCG) 主任 
原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
中国人才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 
人事科学院院长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原院长 
中国组织人事报社社长 
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 ,
河海大学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北京王府学校校长 , 法政集团董事长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原总经理 
真格基金创始人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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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智库（CCG）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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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

——CCG 打造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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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中， CCG 位列全球智库综合排

名第 111 位，并在多个单项榜单中位列中国智库第

一。在光明日报与南京大学联合发布的《中国智库

发展评价报告》、中国科学院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联合发布的《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2016）》中，

CCG 均位列中国社会智库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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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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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3rd China & Globalization Roundtable Forum
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

广州、香港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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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CCG) 总部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7号汉威大厦西区15层 （100004）

电话：86-10-65611038

传真：86-10-65611040

CCG 理事申请邮箱
service@ccg.org.cn

网  站 
中文：http://www.ccg.org.cn

英文：http://en.ccg.org.cn

关注我们

CCG 国内分支机构

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
广州越秀区环市东路 334 号市政中环大厦 15 楼

电话：86-20-31056144

传真：86-20-31056144

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
青岛市崂山区同安路 189 号青岛人才中心 206 （266061）

电话：86-10-65611038

传真：86-10-65611040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上海办事处
上海市湖滨路 222 号企业天地商业中心 1 号楼 1918 室

电话：86-21-60370622

传真：86-21-60370637

东莞人才发展研究院
东莞市松山湖管委会办公区 B3 栋 203、205

电话：86-769-22899326

传真：86-769-22899165

北京︱广州︱东莞︱青岛︱上海︱香港︱华盛顿︱纽约︱柏林︱巴黎︱悉尼

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