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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至 2008，改革开放四十年，不仅全面改变了中国，

更让世界认识到，一个敢于承担国际责任、勇于直面问题与

挑战的大国正不断开放发展，并在推动新型全球化、加强全

球治理等议题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

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个重要的节点上，全球化智库

（CCG）主办了第四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汇集官产学研各

界精英，围绕“互塑和推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新未来”

这一主题，探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对世界发展以及全球

治理的意义，并对如何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推动全

球化升级提出真知灼见。“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是 CCG 发

起创办的首个聚焦“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全球化发展”的

智库品牌论坛，每年都深刻聚焦当下热点话题，紧紧把脉经

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前瞻性地设置全球化议题。在创办初年，

论坛就以“从亚洲价值观到亚洲共同体”为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当“逆全球化”思潮在西方兴起，CCG 敏锐洞察到以往的

全球化正面临解构，新型全球化亟待各国推动。2017 年 4 月，

本论坛前瞻性地将“十字路口的全球化与中国智慧”设置为

论坛议题，随后，十九大报告重点提及了“中国智慧”。本

届论坛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这一重要时间点，首次提出改革

开放与全球化之间互相塑造、互相推动的关系，更深层次探

寻改革开放和全球化发展的内核与动力

为国家建言献策、为世界贡献智慧是智库的职责所在。

全球化智库 (CCG) 作为国内新型智库的实践者、智库领域

的研究者，已连续多年搭建智库间的交流平台，又于今年 6

月成功举办了举办第三届全球智库创新年会与 2018 国际顶

尖智库高级研修班，聚集国际顶级智库，共同探讨了智库的

发展与创新之路，同时为正繁荣发展的中国智库培养管理者

与运营人才。此外，CCG 基于长期的智库研究，已出版了《全

球智库》《大国智库》和《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三本研究

专著，积极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模式与发展道路出谋

划策。

 今年 6 月，CCG 在全球人才流动与移民研究方面再结

硕果。 CCG 主办的 2018 全球人才流动、移民与移民法研

讨会奉上了一场丰盛的思想盛宴。各方精英就全球人才流动

与引才政策、全球移民治理与社会融入、移民法律等紧密相

卷
语
首

关议题展开思想碰撞，深入解析了国际移民和全球治理的未

来趋势并为其建言。会上，CCG 移民研究中心揭牌成立，

四本移民研究专著成功发布。今年，CCG 还翻译并与国际

移民组织 (IOM) 联合发布了《世界移民报告 2018》，这是

第一本中文版的世界移民报告。一直以来，CCG 在国家政

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参与并促进移民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出

台，力促中国移民治理与服务的进步。成立十年来，CCG

对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持续建言和呼吁，今年 4 月，我国国

家移民管理局正式成立，标志着具有现代化治理水平的中国

国际移民治理体系正式确立，我国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移

民治理体系的工作迈向新征程。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恰逢全球化智库（CCG）

成立十周年。CCG 在这十年间取得的丰硕成果，在国内与

国际间被广泛认可，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不久前，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 (ECOSOC) 正式批准授予 CCG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非政府组织“特别咨商地位”，成为首个

获此地位的中国智库。这标志着中国智库正积极走出去，充

分发挥民间组织的国际影响力，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展望未来，

CCG 将继续在国家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履行咨政启

民的智库使命，求索不息再起航！

苗绿  博士

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兼秘书长

写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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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ST NEWS AND HAPPENINGS
动态

2018 年 3 月 15 日，以“消除差异以创建包容性社会”

为主题的第六届巴库全球论坛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拉开了

帷幕。中国领先的社会智库 CCG 代表应邀出席论坛，与

阿尔巴尼亚前总统、匈牙利前首相、乌拉圭、尼泊尔前总

理以及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梁建全和清华大学施瓦茨

曼学院执行院长潘庆中同场演讲，并同与会政要和专家学

者深入交流，传播中国智库智慧。CCG 理事长王辉耀作

为唯一来自中国的社会智库代表，在“读懂中国对外政策”

的分论坛发表主旨演讲，向世界解读中国十九大以来的全

球化方案和外交政策。

2018 年 3 月 15 日，哥斯达黎加大使帕特里夏·罗

德里格斯女士到访 CCG，CCG 副秘书长唐蓓洁博士、

CCG 副秘书长刘宇和 CCG 国际传播总监聂立高参与交

流。唐蓓洁博士向大使介绍了 CCG 的发展历程和成绩，

罗德里格斯大使介绍了她担任大使以来在中国的工作。双

方表达了共同推动中哥友谊的愿望，并就未来合作方向进

行了交流。

 2018 年 3 月 22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

依据“301 调查”结果，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

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在当前全球经贸

面临保护主义，中美“贸易战”如箭在弦。当日，CCG

邀 请 美 国 前 贸 易 代 表 Michael Froman 大 使 和 Susan 

Schwab 大使到 CCG 北京总部开展交流，并与国家外经

贸部原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CCG 主席龙永

图先生及 CCG 资深中美经贸专家学者对话，就特朗普贸

易政策的驱动因素及其影响，特朗普从“多边谈判”到寻

求“单边主义”，贸易赤字的背后原因、中国的应对选项、

中美关系未来走向以及中国在全球化发展中的领导力等全

球经贸关系发展和全球治理所面临的紧迫、深层次的问题

展开深入讨论。CCG 主任王辉耀主持会议。

CCG 受邀参加第六届巴库全球论坛，探
讨“消除差异以创建包容性社会”

15日

3 月

哥斯达黎加大使到访 CCG 北京总部
15日

3 月

美前贸易代表 Michael Froman 大使和
Susan Schwab大使与CCG对话中美贸易 

22日

3 月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员 CCG 演讲：
化解贸易摩擦带来的危机，磋商才是最可
靠的方式21日

3 月

CCG 动态  

特朗普政府近期发起的对进口钢铁铝材征收关税、知

识产权保护、贸易调查、削减双边贸易赤字等一系列举措

又为中美贸易蒙上阴影。2018 年 3 月 21 日，全球化智库

（CCG）邀请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Bernard L. 

Schwartz 高级研究员爱德华·奥尔登（Edward Alden）

先生在 CCG 北京总部发表“美国贸易政策及其对中国影

响”主题演讲，与多位 CCG 研究员、企业代表、国内外

知名媒体及高校学生就美国贸易政策的历史，美国对贸易

自由化态度的转变，以及特朗普执政对中国的影响等相关

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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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ST NEWS AND HAPPENINGS
动态

2018 年 3 月 24-25 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8”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论坛以“新时代的中国”

为主题，围绕高质量发展、财税体制改革、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与金融政策、全面开放新格局、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

国制造、创新与未来等一系列重大议题进行探讨。全球化

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应邀出席论坛，并作为“全球

价值链重塑”专题论坛的研讨嘉宾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隆国强，商务部原部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

德铭，前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Pascal Lamy，2001 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Michael Spence，美国前贸易代表

Susan C. Schwab 和 Michael Froman，中国发展研究

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等

多位国际组织负责人、中外企业领袖、著名专家学者同场

讨论全球价值链和备受瞩目的中美贸易关系。

2018 年 3 月 25 日，全球化智库（CCG）协办的第

二届“中英峰会”在伦敦瑰丽酒店盛大开幕。英国首相特

蕾莎·梅对本届峰会高度关注并发贺信。本届峰会以“数

字高峰对话”为主题，分为未来领袖发展、电子商务、电

子教育、电子娱乐、电子金融和科技蓬勃发展之下的新型

国际关系六个分会场。多位英国现任议员、世界五百强企

业高管、中英两国政府代表、福布斯亚洲 30 岁以下最有

影响力的年轻人和来自牛津大学、伊顿公学等顶级学府的

高层管理人以及多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本届峰会。CCG

副秘书长唐蓓洁博士，CCG 副主席、宽资本创始人及董

事长关新博士，CCG 常务理事、侨外集团董事长丁颖女士，

CCG 理事、上海宝碳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及

董事长朱伟卿女士应邀出席峰会并参加了主题研讨。

2018 年 3 月 27 日上午，全球化智库（CCG）、日

内瓦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及对外经贸

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UIBE WTO Institute）

联合举办“2018 年全球贸易政策圆桌研讨会”。日内

瓦 国 际 贸 易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中 心 (ICTSD) 总 裁 Ricardo 

Meléndez-Ortiz， 前 美 国 国 会 议 员、WTO 首 任 上 诉

机 构 主 席 James Bacchus 和 中 国 欧 盟 商 会 主 席 Mats 

Harborn 作主题发言，二十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就中美贸

易战、区域一体化的作用、主要经济体国内动态对多边贸

易体系的影响以及全球贸易政策面临的新旧问题的挑战等

话题进行深入讨论。CCG 主任王辉耀主持研讨。

2018 年 3 月 27 日，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与

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央电视

台新闻中心副主任、CGTN 外语频道总监江和平，CCG

主席、国家外经贸部原副部长龙永图，CCG 理事长、国

务院参事王辉耀出席了签约仪式。出席该仪式的还有百余

位国内外专家学者、政商界精英和媒体代表。根据协议内

容，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推进更深层次的战略合作；发

挥智库专家优势，利用智库网络，联合组建专家委员会；

定期组织对国际热点新闻的评述和研判，并为内容产品提

供咨询；运用双方全球网络，组织国际交流活动，开展国

际合作等。

CCG 受邀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8：
从“全球价值链”解读贸易逆差真相

24日

3 月

CCG 协办中英峰会 探讨数字科技挖掘中
英双边经济潜能

25日

3 月

CCG 举办“2018 年全球贸易政策圆桌
研讨会” 探讨全球贸易政策改革

27日

3 月

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与 CCG 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

27日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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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ST NEWS AND HAPPENINGS
动态

2018 年 3 月 29 日，全球化智库（CCG）与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东方出版社版在京发布《人才成长路线图》

和《人才战争 2.0》。两本新书深刻剖析了当前国内的人

才形势，尤其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如何践行更加积极、

开放和有效的人才政策，由“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

在全球人才竞争中赢得主动权。CCG 主任、中国人才研

究会会长王辉耀博士对两本新书分别进行了发布。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重大项目出版中心副主任喻苗，东方出版社

经管编辑室主任陈丽娜，CCG 高级研究员、中组部人才

局原副巡视员胡建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黄山，海

淀区区委组织部人才组刘慧等人才研究、出版领域专家及

媒体出席发布会。

2018 年 3 月 30 日，全球化智库（CCG）上海分会

举办了主题为“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的理事交流会，二十

余位 CCG 上海地区理事代表及相关行业精英人士出席了

本次会议，共同探讨区块链与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趋势和

应用。本次交流会由 CCG 上海分会会长、宽资本董事长

关新及宽资本投资总监陈亮围绕“中国与全球联合创新”“中

国是人工智能最大的市场”“区块链的本质是全球联合创新、

技术叠加、跨界应用”“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以及“区块

链在全球发展新趋势”等方面进行了分享。随后，关新先

生和与会嘉宾讨论了区块链与人工智能在金融、精准医疗、

未来教育、移动出行、先进制造等众多行业的实际应用案例，

并探索了未来的机遇和挑战。

2018 年 4 月 8 日，以“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

的世界”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在博鳌举行。

全球化智库 (CCG) 主任王辉耀出席 CEO 圆桌论坛——

“' 一带一路 '：成功案例与经验分享”和“华商领袖与华

人智库圆桌”会议并发表演讲。圆桌会邀请到瓜达尔港、

中欧班列等“一带一路”重大工程项目的相关政府和企业

代表，包括中广核董事长贺禹，巴基斯坦计划、发展和

改革部长 Ahsan Iqbal，柬埔寨政府顾问、前入世代表

Sok Siphana，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中国远洋

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俞曾港，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

H.E.Mr. Almazbek Atambaev 和国家电网董事长舒印

彪。王辉耀主任在发言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新一

轮全球化的强心剂和全球经济的新增长点，是一个全世界

共同参与的事业，它为全球化带来新活力，也为克服全球

化过程当中的一些弊病或者副作用探索更多的经验。

2018 年 4 月 5 日， 阿 尔 巴 尼 亚 驻 华 大 使 Selim 

Belortaja 先生一行到访全球化智库 (CCG) 北京总部，与

CCG 理事长王辉耀、CCG 秘书长苗绿、CCG 副秘书长

刘宇和 CCG 国际传播部总监聂立高等共同探讨中欧、中

阿合作与交流前景。

CCG 研究著作《人才成长路线图》和《人
才战争 2.0》发布

29日

3 月

CCG 上海分会举办“区块链与人工智能”
理事交流会

30日

3 月

CCG 主任王辉耀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并发
表演讲 

8 日

4 月

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访问 CCG 北京总部
5 日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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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10 日，全球化智库（CCG） 在北京总

部举办“中国文化产业的全球化路径”研讨会。CCG 特

邀高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刘裘蒂深入解析“好

莱坞模式”的历史性和局限性，并围绕 21 世纪的文化霸权、

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挑战等话题发表见解。CCG 作为

长期致力于全球化研究的社会智库，在探讨中国企业走出

去的同时，积极探索中国文化和软实力的发展。中国电影

市场具备极大的潜力，未来可能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

大电影市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也需要一张软实

力的名片来诉说自己的故事。此次 CCG 研讨会旨在从不

同角度探讨，为中国电影产业和文化软实力立足国际建言

献策，具有重要意义。

2018 年 4 月 10 日下午，“凤凰卫视‘一带一路’国

际论坛走进山东暨‘好品山东’品牌全球化之路”活动在

山东会堂隆重举行。全球化智库（CCG）“一带一路”研

究院副院长孙晓军应邀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商务部原副

部长魏建国、浪潮集团执行总裁袁谊生、岚桥集团首席经

济顾问姚伟新等各届代表与会。论坛由凤凰卫视知名主持

人卢琛主持。孙晓军副院长在发言中阐述了 CCG 对“一

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新旧动能转换的解读，强调在全球经

济增长乏力、旧有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的大背景下，智

库应该凝聚政府、产业、社会的多方利益和共识，为政府

提供具有前瞻性和时效性的分析和建议。

2018 年 4 月 11 日，“第二届澳门教育国际化论坛：

流动与策略” 在澳门城市大学举行，CCG 理事长王辉耀、

CCG 秘书长苗绿受邀参加论坛，分别围绕国际人才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际学校发展在会上发言，与来自教育

部和国内外的一流专家交流 CCG 研究成果。

2018 年 4 月 13 日， 全 球 化 智 库 (CCG) 理 事 长 王

辉耀在上海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为第三期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建设研讨班授课，分享 CCG 智库研究的最新成果。这是

CCG 连续第三年为浦东干部学院智库班授课。

2018 年 4 月 14 日上午，由国家外国专家局和深圳市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六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在深

圳会展中心开幕。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教育

国际化与人才发展论坛上就“一带一路”相关地区国际学

校发展和基础教育如何“走出去”发表主题演讲。科学技

术部党组书记、部长王志刚，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国家外

国专家局局长张建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

主任黄丹华，广东省副省长黄宁生和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

等出席大会。

2018 年 4 月 12 日，CCG 深圳分会举办理事交流会。

茶香氤氲迎八方来客，CCG 副主席、常务理事、理事以

及知名企业家、创业创新翘楚、跨国公司高管等近 50 余

位官产学各界精英前来共襄盛会。王辉耀理事长表示，站

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新起点，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先行地、实验区，同时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城市，需要

更多软实力的建设和思想的百花齐放，要以更开放的姿态

迎接未来的机遇与挑战。

CCG 在京举办“中国文化产业的全球化
路径”研讨会

10日

4 月

CCG“一带一路”研究院副院长孙晓军出
席凤凰卫视“一带一路”国际论坛

10日

4 月

CCG 受邀出席 “第二届澳门教育国际化
论坛：流动与策略”

11 日

4 月

CCG 理事长王辉耀为浦东干部学院智库
授课

13日

4 月

CCG 主任王辉耀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演讲：中国国际学校“一带一路”发展路
径14日

4 月

CCG 深圳理事交流会： 砥砺四十载 聚力
再出发

12日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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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14 日，全球化智库 (CCG) 和 CCG 香

港委员会 (CCG Hong Kong Council) 与香港“一国两制”

研究中心于香港中国银行大厦一同举办“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战略与香港国际都市定位”座谈会。近十五位 CCG 香

港委员会成员和专家共同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香港特

区、广东省以及中央政府在国际金融、专业服务、创新科技

等领域中发挥政府引导力量，加强与产业界及社会公众的协

调，制定公共政策以促进大湾区建设与发展。此次活动旨在

加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在与香港贸易、航运、国际金融等

交流中的大中心地位，强化香港因应国家的战略规划、本

身的优势和区域的发展大势，在大湾区发展中担当独特的

角色。

2018 年 4 月 18

日，全球化智库（CCG）

与 美 中 关 系 全 国 委 员

会、 荣 鼎 咨 询 联 合 举

办“2018 年 中 美 直 接

投 资 趋 势” 圆 桌 研 讨

会。会上发布了《双行

道：2018 中 美 直 接 投

资趋势》报告，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史蒂芬·欧伦斯

（Stephen A. Orlins）致辞，报告作者荣鼎咨询创始合

伙人荣大聂（Daniel Rosen）和荣鼎咨询跨境投资部总

监韩其洛（Thilo Hanemann）基于跟踪研究和详实数据

对中美外商直接投资双向流动的最新情况作出分析，并对

2018 年趋势进行展望，CCG 主任王辉耀主持会议。本次

研讨会是中美两国智库深入交流对话的组成部分，今年已

是 CCG 第三次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举办，旨在为

中美投资长远前景及“双行道”发展提供更多的研究视角

和研究成果。

2018 年 4 月 26 日， 全 球 化 智 库（CCG） 与 加 拿

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联合举办了“世界贸易体

系新秩序”圆桌研讨会。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总裁

Rohinton P. Medhora 及 中 心 研 究 员 Anton Malkin 和

Alex He 等一行人同 CCG 专家代表深入研讨了全球贸

易领域热点话题，并追踪了中美贸易争端对全球贸易的影

响，其中包括国内政治和对外经济政策对国家间贸易摩擦

的影响，技术创新对现有贸易体系规则的挑战以及如何

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等。这是 CCG 继 2017 年与 CIGI 联

合举办“CCG 中加经贸专题圆桌会”，探讨加拿大面临

的 NAFTA 升级谈判压力及中加经贸合作机遇后，再次在

CCG 北京总部联合举办围绕全球贸易秩序最新态势的中

加智库圆桌研讨会。

2018 年 4 月 25 日，全球化智库（CCG）和中国人

才 50 人论坛联合举办了“人才争夺战”座谈会，探讨当

下各个城市新出台的吸引人才新政的同时，也为更好地利

用和培养人才建言。CCG 顾问、人社部原副部长王晓初，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外人才信息研

究中心原主任陈化北，CCG 常务理事、智联招聘 CEO

郭盛，CCG 高级研究员、中组部人才局原副巡视员胡建华，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马

抗美，CCG 主任、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王辉耀，CCG

常务理事、北京科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

副董事长兼集团投资并购总裁王天鹏，CCG 学术委员会

专家、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中国教育发展战

略学会副会长、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周满生，

北京市市委组织部人才处主任科员李辉，北京市人力资源

研究中心副调研员王选华，朝阳区组织部人才科副科长戚

璟等人才领域的专家、企业家和人才相关部门代表出席，

CCG 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博士主持研讨。

CCG 香港委员会举办座谈会 为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凝聚智慧

14日

4 月

CCG 举办“2018 年中美直接投资趋势”
圆桌研讨会

18日

4 月

CCG 举办“世界贸易体系新秩序”圆桌
研讨会

26日

4 月

CCG 举办“人才争夺战”座谈会：市场
和政策相结合 建立人才发展长效机制

25日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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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28 日，东盟峰会期间，由亚洲战略与领

导学院 ( 阿斯利 ) 与联合组织者 RSIS 国际研究学院、社

会创新公园和东盟商业咨询理事会 ( 亚太经合组织 ) 共同

举办的第 15 届“东盟领导力论坛”在新加坡召开。全球

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受邀出席论坛，并围绕

论坛主题 " 加强韧性 , 促进创新 , 推动数字空间 " 发表演讲。

王辉耀博士就东盟企业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受益、“一

带一路”对东盟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东盟在“一带一路”倡

议下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等问题提出建议。CCG 副主

任兼秘书长苗绿博士出席论坛。

2018 年 5 月 5 日，以“硅谷：连接中美之桥”为主

题的美国百人会 (Committee of 100)2018 年年会在美国

圣克拉拉举行，百人会成员及来自中美两国政治、经济、

学术、媒体等各界人士汇聚一堂，以专业视角和坦率态度，

共同探讨当前经济发展、先进技术以及中美关系等热点话

题。全球化智库 (CCG) 理事长王辉耀、副主任兼秘书长

苗绿受邀出席年会。CCG 理事长王辉耀受邀在年会“一

带一路倡议”环节发言，与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所

长樊纲、著名中国研究学者戴维·兰普顿等共同探讨中国“一

带一路”倡议现状和前景。

2018 年 5 月 8 日，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IOM）与

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发布《世界移民报告 2018》中

文版。通过呈现全球和区域层面的移民数据，该报告从不

同维度呈现了移民问题的复杂性，并为移民领域的从业者、

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等提供了针对移民问题严谨有效的

实证分析和政策建议。发布会由国际移民组织驻华联络处

主任李杰主持。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威廉·斯温发布报告，

国家移民管理局副处长李莉、国际移民组织亚太地区高级

顾问李文及国际移民组织驻华代表处资深国家项目官员丛

俊出席了发布会。

继《 世 界 移 民 报

告 2013： 移 民

福 利 和 发 展》 及 

《世界移民报告

2015：移民和城

市： 管 理 人 口 流

动 的 新 合 作》 之

后， 这 是 全 球 化

智库 (CCG) 第三

次和国际移民组

织（IOM） 合 作

发布在国际移民

领域最具影响力

的年度报告中文

版。

2018 年 5 月 3 日 至 5 月 4 日，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美国总统特使、财政部长努钦率

领的美方代表团就中美经贸问题进行了讨论。5 月 7 日， 

CCG 在中美经贸磋商结束后第一时间举办中美关系系列

智库圆桌会——“从中美磋商研判中美经贸形势”研讨会，

邀请 CCG 高级研究员、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原商务公使何

宁，CCG 高级研究员、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和旧金山原

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CCG 高级研究员、商务部美大司

原司长江山，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

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峰，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

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吕祥和 CCG 特邀高

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等资深中美经

贸专家、学者对此次磋商结果进行解读与评价，梳理存在

的分歧，研判中美经贸走向，并对中美双方提出了建设性

的政策建议。

CCG 主任王辉耀应邀出席东盟领导力论
坛并发表演讲

28日

4 月

CCG 赴美出席百人会年会 交流中美重要
议题

5 日

5 月

CCG 与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发布《世界移
民报告 2018》中文版

8 日

5 月

CCG 举办“从中美磋商研判中美经贸形
势”研讨会

3 日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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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间 2018 年 5 月 8 日，CCG 理事长王辉耀、

CCG 秘书长苗绿拜访了美国和亚太区最具影响力的亚

洲政策研究及教育文化机构——亚洲协会，与亚洲协会

副 总 裁 Wendy Cutler 围 绕 近 期 热 点 议 题 进 行 交 流；

CCG 当日也拜访了韩国经济研究院 (Korean Economic 

Institute), 与该院运营与政策执行总监 Phil Eskeland，

高级总监 Troy Stangarone 等深入探讨中韩关系及朝鲜

半岛局势；并与中国驻美使馆商务公使朱洪、公使衔商务

参赞田长德等在使馆会见，进行了深入交流。

2018 年 5 月 9 日，CCG 在北京总部举办“一带一路”

倡议下中小企业投资机遇和合作研讨会，就企业尤其是中

小企业所关注的“一带一路”海外贸易、工程建设和投资

并购中的热点问题和经验进行探讨。尼泊尔驻华大使馆公

使 Sushil K Lamsal，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中非共和国原特

命全权大使孙海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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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晶，中土集团安全质量部

国际部副部长曾广颜，CCG 常务理事、富爱达国际董事

长唐浩轩，中国神华集团研究院研究员毕竞悦，CSCEC 

中建城镇与文旅产业设计研究院院长陈颖，CCG 研究

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储殷，外交学院领事教研室主任任

远喆，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纪周，澳大利亚昆

士兰大学副教授 Shahar Hameir 出席圆桌论坛并发言。

CCG“一带一路”研究院副院长孙晓军主持论坛。

美 国 时 间 2018 年 5 月 9 日， 全 球 化 智 库 (CCG)

理 事 长 王 辉 耀、 秘 书 长 苗 绿、 研 究 员 李 叶 青 等 在 美 国

华 盛 顿 特 区 拜 访 美 国 著 名 智 库 传 统 基 金 会 (Heritage 

Foundation) 总部，与传统基金会国际经贸中心主任、前

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大使 Terry Miller，传统

基金会副幕僚长金凡中 (Anthony Kim) 等进行了卓有成效

的交流。这是 CCG 近期第二次拜访传统基金会总部，去

年 10 月 CCG 学者代表团访问传统基金会并两次会晤其创

始人总裁佛讷博士 (Dr. Edwin J. Feulner)。本次双方交

流中，双方从智库研究角度阐释了加强中美经贸合作的重

要性，并对近期中美经贸、中美建交 40 年的发展等问题

进行了讨论。

CCG 访问亚洲协会与韩国经济研究院
8 日

5 月

CCG 举办“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小企业
投资机遇和合作研讨会

9 日

5 月

CCG 再访特朗普重要智囊——传统基金会
9 日

5 月

美国时间 2018 年 5 月 9 日，美国知名智库对外关系

委员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在华盛顿

特区办公室召开“从中国视角看中美贸易摩擦”CCG 专

场主题午餐会。CFR 特别邀请全球化智库 (CCG) 理事长

王辉耀做专场报告和交流，数十名 CFR 资深会员、美国

智库界、工商界、学术界资深人士出席会议。这是近期继

去年 10 月对外关系委员会在纽约总部举办 CCG 专场早餐

会后，再次为 CCG 在华盛顿举办午餐专题研讨会。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举办 CCG 专场午餐会 
开展智库“二轨外交”

9 日

5 月



14

LATEST NEWS AND HAPPENINGS
动态

美国时间 5 月 10 日、11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

究 中 心 (CSI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先后在美国华盛顿总部组织召开“中美全球经济

秩序对话”和“中美关系四十年”两场研讨会，全球化智

库 (CCG) 理事长王辉耀、CCG 秘书长苗绿受邀参会，与

来自中美政府机构、智库、高校的数十名代表围绕中美经

贸、中美关系等热点议题进行探讨，共同展望全球经济秩

序及中美关系的未来。

2018 年 5 月 11 日，由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支持，

CCG 与神州商桥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全球化困境下的开

放型经济建设”学术研讨会在 CCG 北京总部举行。会议

围绕“全球化困境和开放型经济”、“新型全球化的挑战

和开放型经济建设的机遇”、“中国实践”三大议题展

开，并发布了成都中小企业全球化宣言和示范计划。会议

由 CCG 副秘书长唐蓓洁主持，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教

授张红武，中国进出口银行评审部负责人耿志忠先生，中

国电子商务协会陈震副理事长，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徐浩然

副会长等五十余位政府、学术和企业界人士参加。

2018 年 5 月 20 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

四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北京银泰中心柏悦酒店隆重启

幕。本届论坛聚焦改革开放四十年和全球化的历史使命，

以“互塑和推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新未来”为主题，

八十位 CCG 理事、学者专家以及政商学界精英代表深入

研讨，近两百位嘉宾与会交流，共同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积极推动全球化和参与全球治理建言献策，为未来

新型全球化凝聚社会共识。

2018 年 5 月 19 日，全球化智库（CCG）2018 年度

咨询委员会主席会议及主席与常务理事晚宴在北京银泰中

心柏悦酒店圆满举办。50 余位 CCG 主席、副主席与常务

理事共襄年度盛会。立足智库发展，联结改革开放与新一

轮的全球化历史篇章，主席们从提升人才领域的独特研究

优势、加强国际关系方面的系统性与个人关系的探讨、持

续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指南以及进一步品牌宣传、内

部管理及与其他机构的高层沟通等方面提出了宝贵建议，

寄望 CCG 发展为既有高远的全球视野，又有中国智慧的

中西合璧的智库。在随后举行的 2018 年度主席及常务理

事会上，CCG 向年度慈善公益理事致谢。与会 CCG 资深

副主席、副主席和常务理事们就 CCG 的发展与建设展开

交流，对 CCG 过去十年来“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

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所做的工作表示高度认可 , 并表示

将继续支持 CCG 的发展，为 CCG 贡献更多力量。

CCG 参与中美智库对话：中美关系 40
年及全球经济秩序

10日

5 月

CCG 举办“全球化困境下的开放型经济建
设”学术研讨会

11 日

5 月

CCG 主办“第四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 
互塑和推动 改革开放四十年与全球化新未
来20日

5 月

CCG 召开 2018 年度咨询委员会会议
19日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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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21 日，全球化智库（CCG）在总部举办《中

国的文明复兴》和《中国的知识重建》——郑永年新书发

布会。CCG 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

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对新书进行了发布，并分享了他对中美

贸易摩擦、扩大开放以及促进城乡双向流动等问题的看法。

东方出版社原总编辑、郑永年图书策划人许剑秋和 CCG

主任王辉耀博士出席发布会并致辞。

2018 年 5 月 21 日，全球化智库（CCG）“一带一路”

研究院在 CCG 北京总部举办了新一场圆桌研讨会，就企

业所关注的“一带一路”在中亚地区面临的投资机遇和合

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旨在不断深化国际合作空间，

凝聚企业共识。此次研讨会汇聚了中亚国家和国内官产学

各界重要嘉宾，哈萨克斯坦前副总理、国家（中央）银

行 行 长 Kairat Kelimbetov，CCG 主 任 王 辉 耀， 哈 萨

克斯坦驻华大使代表 Suleimanov Ruslan，阿斯塔纳

国际金融中心高级经理 Bauyrzhan Dossymbekov，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副总经理万建强，社科院西亚非

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亚非学会秘书长贺文萍，外

交学院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夏莉萍和国家发

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丝路国际产能合作促进中心国际部主

任王丽娜，卡特彼勒中国政府事务经理 Grant Rong，

橡树之星国际商务有限公司副总裁宋倩，华为公司公共

及政府事务总监张绚等。本次讨论由 CCG“一带一路”

研究院副院长孙晓军，CCG 常务理事、富爱达国际董

事长唐浩轩主持。

2018 年 5 月 28 日，由全球化智库（CCG）和亚洲

战略与领导力研究所（ASLI）共同举办 2018 世界华人经

济峰会圆桌会议，旨在探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

英国、欧洲与东南亚国家如何进一步加强彼此联系与未来

合作。英国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世界华人经济峰会主席、

亚洲战略和领导力研究所首席执行官 Michael Yeoh，全

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世界华人经济峰会创始人、马来

西亚绿野集团创始人和董事长 Lee Kim Yew，CCG 高级

研究员、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副代表、中国驻英

国使馆公使衔参赞周小明，亚洲投资基金会主席 Cheah 

Chyuan Yong 等。今年将举办世界华人经济峰会第十次

会议，此次会议也汇聚了包括 CCG 常务理事和理事在内

的数十位中国社会企业家、外国驻华商业和官方代表参加

讨论。

2018 年 5 月 25 日，由 CCG 撰写的《世界智能制造

发展报告》中英文版在 2018 年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发布，

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何伟文发布报告，德国前

总统、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全球主席武尔夫出席报告发布会

并对报告给予高度赞扬。与会专家认为，报告是对世界智

能制造产业发展很好的分析和总结，对未来 10 年至 20 年

世界智能制造发展的趋势做了预测。由于世界主要发达国

家在智能制造领域不断推出激励政策和发展规划，智能制

造的竞争日趋激烈，而且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智

能制造作为核心产业将影响全球化的发展和世界贸易的规

则，更会改变全球产业链的布局。专家表示，在此之前还

没有统一的分析报告，CCG 编撰的《世界智能制造发展

报告》覆盖面之广、技术体系之复杂前所未有。

CCG 举办郑永年新书发布会 探讨改革开
放 40 年中国的文明复兴和知识重建

21日

5 月

CCG 举办“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亚国家的
投资机遇与合作研讨会

21日

5 月

CCG 联合举办世界华人经济峰会圆桌会议 
英国安德鲁王子出席会议

28日

5 月

CCG 发布国内首份《世界智能制造发展报
告》

25日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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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29 日，受全球化智库（CCG）邀请，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主席彼得·毛雷尔（Peter 

Maurer）在 CCG 北京总部发表演讲，就“一带一路”建

设和企业发展分享了 ICRC 多年的工作经验。在演讲中，

彼得·毛雷尔先生也表示，全球化智库为“一带一路”的

研究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并强调智库作为联系各方的桥

梁，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CCG 理

事长王辉耀博士在主持中表示，ICRC 在维护地区安全

与稳定、加强人道外交、创新伙伴关系等方面的经验，

对 " 一带一路 " 的深入推动 , 特别是对政府和企业制定相

关政策和发展策略有特殊的助益。CCG 正是致力于全球

化及全球治理的研究，期待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与

ICRC 拓展合作。

2018 年 5 月 29 日，由人民日报社、中国侨联指导，

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与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联合主

办的“中国海归群体与改革开放 40 年——2018 第四届海

归中国梦年度盛典”在北京人民日报社成功召开。国务院

参事、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受邀出席，并在

主题研讨中就新时代改革再出发与海归群体创新创业发表

了深刻见解。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全国政协

副主席万钢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侨联主席万立骏，中国

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林毅夫，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中国科学院

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和百度公司总裁张亚勤等

300 余人参会。

美 国 时 间 2018 年 6 月 6 日 -8 日， 全 球 城 市 论 坛

(Chicago Forum on Global Cities) 在芝加哥举行，来

自全球各地的数百名市长和官产学媒体精英共襄盛会。全

球化智库 (CCG) 王辉耀理事长作为唯一中国代表受邀在

美国时间 6 月 7 日上午举行的“经济强国：城市如何成为

下一个引领全球的城市”分论坛上发言。他结合中国城市

现状，分析了移民、人才引进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并分享

了中国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经验。在讨论环节中，王辉耀

理事长与伦敦市长 Charles Bowman、华沙市长 Hanna 

Gronkiewicz-Waltz、 欧 盟 驻 美 国 数 字 经 济 政 策 公 使

衔参赞 Peter Fatelnig、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Will 

McWilliams 等嘉宾共同探讨城市治理中所面临的挑战及

解决方案，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也在会议上发言。

2018 年 5 月 30 日下午，由西南财经大学、全球化智

库（CCG）、成都日报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

的《四川人才发展报告（2018）》发布会暨新时代国家中

心城市人才发展论坛在西南财经大学柳林校区召开，会上

发布了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和全球化智库（CCG）共

同编写的《四川人才发展报告（2018）》。这是西南财经

大学发展研究院与全球化智库（CCG）继去年成功发布本

报告后再次合作编写并发布。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毛雷尔 CCG 演
讲 -——以国际人道机构经验助力“一带一
路”建设29日

5 月

CCG 理事长王辉耀出席“中国海归群体与
改革开放 40 年——2018 第四届海归中国
梦年度盛典”29日

5 月

CCG 作为唯一来自中国的代表应邀出席
芝加哥全球城市论坛并发言

6 日

6 月

CCG 发布《四川人才报告 2018》 首次聚
焦成都国家中心城市人才发展

30日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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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8 日，CCG 香 港 委 员 会 (CCG Hong 

Kong Council) 于香港铜锣湾富豪酒店举办“香港国际竞

争力与经济发展前瞻”座谈会。CCG 香港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及香港政界、产业界等近二十位专业人士就香港回

归二十年后，面对世界局势与国家发展的变迁，香港应如

何持续成长并增进其竞争力，产业界如何稳固利基并寻找

增长点，港资企业如何参与国家的各项政策，并为下一个

二十年创造机遇等议题共同探讨，为香港未来经济持续发

展以及增进国际竞争力出谋献策。

2018 年 6 月 8 日，在上合青岛峰会举办前夕，也在

“金特会”进入倒计时的重要时刻，全球化智库（CCG）

特邀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克贝

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

来 CCG 发表演讲，回顾美国过去四十年对中国实行的接

触（engagement）政策，探索中美两国的未来发展之路。

赵穗生教授认为中美均是接触政策的受益者。由于中美双

方 目 前 处 于 相

互依存的状态，

美 国 应 当 继 续

贯彻这一政策，

中 美 之 间 应 当

实 现 进 一 步 合

作。 此 次 演 讲

及讨论由 CCG

副 主 任 高 志 凯

主持。

2018 年 6 月 9 日，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2018

全球人才流动、移民与移民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国宾酒

店圆满落幕。2018 年 CCG 成功推动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

这是移民管理局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性的关于移民研究的高

规格学术研讨会。国家移民管理局、人社部、国侨办、国

际移民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国难民署、国际大

都市组织以及高校、研究机构等国内各部委、国际组织和

产学研各界专业人士近两百人共同参会。研讨会上，CCG

移民研究中心揭牌成立，四本 CCG 相关研究新著面世。

 2018 年 6 月 12 日下午，第六届中国 - 南亚东南亚

智库论坛“南亚东南亚人才合作”分论坛在昆明万达文华

酒店举办。论坛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研讨

人才发展的理论与实践，CCG 理事长王辉耀在会上发表

主旨演讲。本次论坛聚焦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人才

合作，围绕“一带一路”与国际人才合作、完善云南省与

南亚、东南亚国家人才合作机制、积极营造云南省与南亚、

东南亚国家人才合作良好环境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和交

流，分析了新形势下人才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

具有决策咨询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观点、建议和对策。

2018 年 6 月 8-10 日，2018IFSAM 第十四届世界管

理大会在上海举办，全球化智库（CCG）世界华商研究所

所长康荣平出席大会并发言。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

家瑞、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李岩松、IFSAM 中国委员会主

席苏东水、IFSAM 主席 Michael Morley 以及 IFSAM 当

选主席张阳等出席并为大会致辞。

CCG 香港委员会举办座谈会 为香港国际
竞争力出谋划策

8 日

6 月

著名国关学者赵穗生 CCG 演讲：美对华接
触政策 40 年

8 日

6 月

CCG 举办“2018 全球人才流动、移民
与移民法”学术研讨会 为国际人才研究打
造学术共同体9 日

6 月

CCG 受邀出席中国 - 南亚东南亚智库论
坛

12日

6 月

CCG 世界华商研究所所长康荣平出席第
十四届世界管理大会并发言

8 日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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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14 日，联合国驻华

协调员、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驻华代表

罗世礼（Nicholas 

Rosellini） 先 生

于 CCG 北 京 总 部

发表了演讲。围绕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南南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

罗世礼肯定了中国目前为实现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做出

的重要贡献，并强调了中国在实现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基于此，罗世礼先生为中国未来

与联合国的合作、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在可持续发

展领域的努力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建议。本次演讲由全球化

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博士主持，吸引了大量企业家、国际组

织和非政府组织及媒体代表的参与。

2018 年 6 月 15 日，由全球化智库 (CCG)、宾夕法

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宾大沃顿中国中心

主办，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和评价中心协办的顶尖智库

培训高级研修班在京举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

（TTCSP）主任 James G. McGann，全球化智库（CCG）

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际经贸中心

主任 、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 Terry Miller，国研智库总裁

张诗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Kent 

Calder，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李刚等

来自中外的顶级专家主讲人出席并授课。这是继 2017 年

CCG 成功举办首届研修班后第二次开展智库培训。现场

专家与近百名学员分享了国际顶尖智库运营经验，探索国

际和国内智库的发展与创新之路。

英国时间 2018 年

6 月 19 日，由英国政策

研 究 中 心 (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 举 办

的撒切尔夫人年度会议

(Margaret Thatcher 

C o n f e r e n c e  o n 

China and Britain) 在

英国伦敦市政厅举行。全球化智库 (CCG) 理事长王辉耀、

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代表 CCG 受邀参会。CCG 理事长

王辉耀作为唯一来自中国智库的发言代表，在“科技与创

新”分论坛上发言，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

员、知名学者尼尔·弗格森 (Niall Ferguson)，Canyon 

Bridge 合伙人雷·宾汉姆 (Ray Bingham) 等嘉宾共同探

讨中英两国在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合作前景。英国国际贸

易大臣福克斯，外交国务大臣菲尔德，外交国务大臣伯特，

英中贸易协会主席沙逊勋爵，政策研究中心主席萨奇勋爵，

保守党元老鲍威尔勋爵，议会保守党华人之友主席克利夫

顿·布朗爵士，英国前外交大臣马尔科姆·里夫金德爵士

和中国驻英国使馆临时代办陆勤等中英两国政、商、学、

媒等各界代表约 600 人出席。

2018 年 6 月 17 日，“2018 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

在京隆重举办。本届年会由“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作

为指导单位，全球化智库 (CCG)、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

库项目 (TTCSP) 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协办，是 CCG 举办的第三

届全球智库创新论坛。本届年会以“分化、加速的全球化

时代与智库创新”为主题，国家部委领导、国际顶尖智库

负责人、外国驻中国大使等近 50 位研讨嘉宾发言，来自

1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00 余家智库的 200 余位智库代

表出席，围绕当今智库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展开思想碰撞，

并积极探索寻求前瞻性、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联合国驻华代表罗世礼 CCG 演讲： 中国
是实现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力量

14日

6 月

2018 国际顶尖智库高级研修班在京成功
举办

15日

6 月

CCG 出席英国政坛重量级年度会议

19日

6 月

CCG 举办 2018 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 
百余家全球智库共论全球化挑战与智库创
新17日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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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17 日，在中美双方的贸易关系极度紧张

的特殊时期，全球化智库（CCG）在京召开“贸易战阴影

下的中美关系”研讨会，特邀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

主任 Michael Pillsbury（白邦瑞），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际

经贸研究中心主任、美国驻联合国原大使 Terry Miller，

就中美关系、中美经贸现状与未来，与中美双方各自领域

专家进行研讨交流。与会专家认为，在中美贸易紧张关系

中，中美双方的决策和建议层要保持理性，避免走向贸易

战两败俱伤的结局，中美双方仍需要利用剩余的时间和空

间通过谈判找到出路。

美 国 约 翰 霍 普 金 斯 大 学 东 亚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Kent 

Calder，中国美国商会主席 William Zarit（蔡瑞德）、美

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主任 James G. McGann，中

联部原副部长、CCG 顾问于洪君，外交部原发言人、中

国常驻联合国原大使、CCG 顾问沈国放，美国百人会会

长 Frank Wu（吴华扬），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

授崔凡，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CCG 特

邀高级研究员王勇，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西安交通大

学管理学院院长黄伟，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

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吕祥，美银美林有限

公司中国区主席及行政总裁任克英和 CCG 理事长王辉耀

等多位中美专家参与研讨。

2018 年 6 月 19 日，意大利知名智库 Centro Studi 

Internazionali（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到访 CCG 北京总部，

与 CCG 总部研究人员围绕智库研究、智库运营等话题进

行深入交流。CCG 副秘书长唐蓓洁、“一带一路”研究

院副院长孙晓军及 CCG 研究员参与研讨。

英国时间 2018 年 6 月 20 日，CCG 理事长王辉耀，

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应邀访问英国知名智库——发展研究

智库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围绕中英关

系、全球发展现状等议题与智库学者、研究人员和工作人

员进行深入交流。CCG 理事长王辉耀分享了中国发展现状、

全球化现状及中国智库发展经验，并与发展研究智库新兴

国 家 及 全 球 发 展 中 心 (Center for Rising Powers and 

Global Development) 总监 Gu Jing 博士等探讨如何进

一步加强国际合作。

CCG 召开“贸易战阴影下的中美关系”
研讨会 中美专家对话中美经贸关系

17日

6 月

意大利知名智库 Centro Studi 
Internazionali 代表访问 CCG 北京总部

19日

6 月

CCG 应邀访问英国发展研究智库

20日

6 月

2018 年 6 月 22 日至 23 日，“中国经济学会 ( 留英

/ 留欧 ) 年会暨中国留英经济学会创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

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举行，数十名来自剑桥大学、牛津大学、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资深学者参会。

中国留英经济学会创始人、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英国牛

津大学教授约翰·奈特 (John Knight)，美国加州大学戴

维斯分校教授胡永泰 (Wing Thye Woo)，中国社科院教

授张车伟等专家围绕创新、全球化和社会责任等议题展开

演讲或座谈。CCG 理事长王辉耀在会上作“中国全球化之

路和中国在新时期全球化中的角色”主旨发言，并与 CCG

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共同参加中文座谈会，与来自英国、

欧洲及国内的学者开展学术交流。

CCG 受邀出席中国留英经济学会年会

22日

6 月

2018 年 6 月 27 日， 美 国 百 人 会（Committee of 

100）主席吴华扬（Frank Wu） 在全球化智库（CCG）

北京总部发表演讲，就华裔群体在中美关系中所面临的挑

战和扮演的角色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与见解。吴华扬先生主

要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成立百人会的初衷和使命，以及中

美贸易紧张关系三个方面进行了分享。百人会成立近 30

年来，汇集其杰出会员的集体力量，始终致力于其两大使

命，即推动美籍华人在美国社会的充分参与，促进中美两

国建设性的人文关系。同为百人会会员的 CCG 联席主席、

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先生作为特邀嘉宾参与了此次讨论，

CCG 理事长王辉耀主持会议。

美国百人会会长吴华扬 CCG 演讲：中美
紧张时期华裔群体的建设性角色

27日

6 月



20

LATEST NEWS AND HAPPENINGS
动态

2008 年，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CCG 在

推动全球化的愿景中扬帆起航。2018 年，中国迎来改革

开放四十周年，CCG 也迎来了十周岁生日。2018 年 6

月 30 日，全球化智库（CCG）十周年招待会在京隆重举办。

一百多位来自国内官、产、学、研等各界代表和十余位驻

华大使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官员出席招待会，一同见证

和回顾 CCG 走过的十年不凡历程，展望未来的智库发展

创新之路。

2018 年 7 月 14 日，由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会同国内

相关研究机构发起的“美国研究智库联盟”成立仪式暨“中

美贸易战的影响及走势”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联盟由包括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学院、

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全球化智库（CCG）等 19 家国内知

名智库组成。

2018 年 7 月 11 日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

举办主题为“方太文化：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之道”

的演讲交流活动，特邀请 CCG 资深副主席、方太集团董

事长兼总裁茅忠群先生进行主题演讲和座谈，探讨如何使

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应用于企业价值核心。CCG 理

事长王辉耀主持本次会议。

在 中 美 经 贸 关

系 陷 入 僵 局 的 关 键

时 刻， 全 球 化 智 库

（CCG） 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 在 北 京 总

部重磅发布中美关系

系列报告《理解与破

局：中美贸易摩擦的

深 度 分 析 和 智 库 建

议》（以下简称“报

告 ”）。 本 报 告 基

于 CCG 对美长期研

究和赴美调研，比较

系统、深度并且客观

地审视了中美经贸关

系，旨在通过详实的数据和理性的分析，为笼罩在“贸易

战”阴影下的中美双方消除误解、弥合分歧，并提出化解

贸易争端的智库建议，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发

布会上，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对报告进行发布

和深入解读。

CCG 十周年招待会圆满举办，求索不息再
起航

30日

6 月 “美国研究智库联盟”成立，CCG 成为创
始理事单位

14日

7 月

方太集团董事长茅忠群 CCG 演讲：儒家
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之道

11 日

7 月

CCG 报告《理解与破局：中美贸易摩擦
的深度分析和智库建议》重磅发布

24日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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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s Viewpoint
CCG观点

CCG 观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确立了新的发展方向。对于发挥留学人才优势、服务新型智库建

设，CCG 提出八点建议：（一）建立归国留学人才信息库，及时掌握归国留学人才情况；（二）发挥留学人才

优势，整合现有智力资源，打造新型留学人员智库；（三）聚焦党和国家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提高建言献

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体现前瞻性和创新性；（四）拓宽建言渠道，建立协同机制，精准发力，形成合力，提

高建言献策效果；（五）健全工作机制，定期召开重点留学人员座谈会，围绕重大选题，发布研究课题；（六）

出版建言献策、智库研究成果，推动成果转化，扩大社会影响力；（七）引入激励机制，对于在建言献策和智

库建设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单位予以物质或精神奖励；（八）运用新媒体等现代科技手段，建设新型数据信息

管理系统。

关于发挥留学人才优势、服务新型智库建设的八点建议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企业、中国文化日益影响着全世界。作为文化符号的电影则是中国文化走

出去的一大载体。为促进以电影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走出去，CCG 建议：（一）明确以电影为代表的工业产品作

为中国文化走出去重要手段的国家战略定位；（二）注重政府监管与市场自主的平衡，实现电影产业的文化传

输价值和市场价值相互统一；（三）电影行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四）重视电影和其他视觉艺术、

时尚、美食、科技和当代生活流行元素的互动性，在对外输出时充分表现中国社会和文化多方面的魅力；（五）

自我培育创新与海外引进嫁接之路并举，利用好国际成熟的产业，同时注意发展我们自己的产业短板；（六）

中国文化（电影）走出去既要传播自身独特的价值观，也要借助国际化的话语体系以及手法方式。

提升中国软实力、促进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香港、澳门发展同内地发展紧密相连。粤港澳大湾区得到国家的大力

支持，大湾区的建设势在必行。为促进大湾区进一步贯通，CCG 建议：（一）人员流动放开；（二）促进大湾

区内部协调和协作工作；（三）扩展大湾区交通网，最终使“在港上班、内地居住”成为可能；（四）进行深

圳和香港贯通试点；（五）打造大湾区为国际财富管理中心；（六）利用香港的资本带动吸引外资，推动整个

大湾区的发展；（七）利用庞大的市场和资源，使大湾区成为良性循环的生产基地；（八）把大湾区打造成世

界科技中心。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贯通 促进人才、金融交流

中国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的新时期，越来越多的二线、三线城市加入到人才争夺中，并渐渐进入白热化

状态。为此，CCG 提出规范地方政府的“人才争夺战”和促进人才流动的建议：（一）人才争夺战需要中央政

府在顶层设计上进行平衡；（二）人才争夺战“宜疏不宜堵”；（三）户籍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四）人才

争夺战不能只关注大学生等“外来人才”，也应关注当地“移民”；（五）人才争夺战不仅要靠政府，更需要

市场发挥作用；（六）地方政府要不能只吸引人才，更要留住人才；（七）引导人才到基层流动，特别是艰苦

边远地区；（八）争夺国内人才的同时，要吸引更多海外人才。

“人才争夺战”不宜偏离规范之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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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届 中 国 与 全 球 化 论 坛
The Fourth Annual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Forum

2018 年 5 月 20 日，由全球化智库

（CCG）主办的“第四届中国与全球化

论坛”在北京银泰中心柏悦酒店隆重启

幕。本届论坛聚焦改革开放四十年和全球

化的历史使命，以“互塑和推动——改革

开放与全球化的新未来”为主题，八十余

位 CCG 理事、学者专家以及政商学界精

英代表深入研讨，近两百位嘉宾与会交流，

共同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

全球化和参与全球治理建言献策，为未来

新型全球化凝聚社会共识。

CCG 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博

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CCG 联席

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亚洲协会联

席主席陈启宗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CCG 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与商务部

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崔明谟主持

开幕式。论坛举办前夕，CCG 还召开了

CCG 主席年度主席会和常务理事会议，

对智库全年工作进行总结，并规划 CCG

作为国际化智库的未来发展方向与模式。

设置前瞻性议题、聚焦“中国智慧”
的国际化智库品牌论坛

四十年前，改革开放将中国带入了快

速发展的轨道。经过四十年持续对内深化

改革、对外扩大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Mutual Impact: the Journey of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Under Reform and Opening-Up

——互塑和推动 改革开放四十年与全球化新未来



23

COVER REPORT
封面文章

实现了世界经济史上空前的增长奇迹。与

此同时，改革开放对于世界也具有重要意

义，影响着经济全球化进程。随着中国不

断融入和推动全球化发展、积极参与国际

规则制定，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更多的发展

市场与机会、更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一

带一路”、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机

制使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好地

从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中获益，中国坚持

改革开放与互利共赢的理念为新型全球化

提供了新航向。

白驹过隙，2018 迎来改革开放四十

周年，又是十九大召开吹响改革再出发号

角的第一年。如今全球化进入了新的发展

历程，“逆全球化”思潮迭起，贸易摩擦

频发，全球政治经济处于更加不确定的状

态，全球化进程在受到反思的同时也可能

遭遇更多波折，而全面扩大开放的中国在

新时代迎来更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

严峻的挑战。

“第四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全面汇

集官、产、学各界高层精英，全球化研究

领域一流的专家学者以及拥有丰富全球化

经验的顶尖企业家，围绕“互塑和推动——

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新未来”论坛主题，

就“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的成就与

展望”、“中国企业重塑全球经贸关系”、

“数字全球化时代的机遇和挑战”、“人

本全球化的中国推动”、“全球化新秩序

与中国角色”以及“‘一带一路’如何促

进全面开放新格局”等重要议题进行深度

探讨，力求在当今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全球

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积极推动全球化和参与全球治理积

极建言献策。

CCG 主 席 龙 永 图 在 主 旨 演 讲 中 指

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

议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改革开放进入

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该进

行重大调整。在贸易政策上，由于中国长期外汇短缺，所以，过去中国的

对外贸易政策主要以促进出口为基点。但是，现在需要主动增加进口，出

口和进口并重。此外，中美贸易谈判取得了积极的、建设性的成果，而其

中一条就是中国要从美国增加进口，从而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这也是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时遗留下来的问题。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庞大的

贸易不平衡是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因此，积极地研究贸易不平衡产生的

历史原因，市场原因和结构性原因是当前亟需着手的问题。

CCG 联席主席陈启宗在开幕致辞中强调，当我们展望未来的时候，

首先要对历史做一个再评估。温斯顿·丘吉尔说过，不读历史，就一定会

重蹈覆辙。所以回看历史不难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

每个历史时期几乎都有一些大事件，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是 20 世纪两件

大事之一。中国的崛起对全球最重要的意义是将世界重新带进一个东西文

明共存共荣的时代。今天的世界格局存在三大竞争，即经贸、科技和货币，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经贸竞争是大国竞争间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那么，从

历史和当前来看，未来需要各尽所能，头脑清晰，着眼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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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

博士在开幕式上指出，今年正好是改

革开放 40 周年，这四十年来中国经

历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披荆

斩棘，重登世界舞台，创造了中国奇

迹。全球化成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抱负，同时中国也推动甚至提升了

全球化进程。因此一起回顾过去，展

望未来具有重要意义。在过去几年，

全球化经历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

冲击，在此背景下本次论坛将讨论未

来全球化的趋势，中国如何面对全球

化新局面，如何总结改革开放经验，

推进未来改革发展等议题。同时，论

坛还将围绕“中国企业全球化”“一

带一路”“数字全球化”“人本全球化”

特别是有关中美经贸关系一系列话题

展开深入研讨，从而全方面地展望中

国和世界的未来。

联合主办本次论坛的商务部中国

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崔明谟对大会

的召开表示祝贺。他表示，2018 年

是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

改革开放 40 周年。在这个新的历史

坐标，“第四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

坛”以“互塑和推动——改革开放与

全球化的新未来”为主题展开研讨，

将是推动中国开启新一轮全球化发展

更高层次开放性经济的又一次盛会。

2018 年全面开放新格局——聚
焦战略、路径与政策建言的思想
盛宴

  

立足现在、展望未来，在全球化

面临新挑战、改革开放全面深化的背

景下，本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共举办

分论坛、午餐会、建言献策座谈会等

六场论坛，设置了“中国改革开放与

经济全球化——成就、思考、展望”“开

放 40 年——中国企业重塑全球经贸

关系”“弯道超车——数字全球化时

代的机遇和挑战”“人本全球化的中

国推动”“全球化新秩序——中国可

以为世界做什么？”“以‘一带一路’

促全面开放新格局——政策与路径”

等六大重要议题，为社会各界带来了

汇集中国智慧和全球理念的思想盛宴。

论坛主办方 CCG 主任王辉耀在闭幕发言中表示，改革开放不仅创造了“中

国发展奇迹”，也深刻影响了世界的全球化进程。2018 年是贯彻十九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

关闭，只会越来越大。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下，未来 CCG 将会充分发挥智库

职能，为开拓国际经贸合作新格局，塑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是 CCG 发起创办的首个聚焦“命运共同体”与“中

国全球化发展”的智库品牌论坛，自 2015 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三届。

论坛每年都深刻聚焦当下热点话题，紧紧把脉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前瞻性地

设置全球化议题。在创办初年，论坛就以“从亚洲价值观到亚洲共同体”为议

题展开深入探讨。当“逆全球化”思潮在西方兴起，CCG 敏锐洞察到以往的

全球化正面临解构，新型全球化亟待各国推动，将 2017 年的论坛开幕议题设

为“十字路口的全球化与中国智慧”，随后，十九大报告重点提及了“中国智慧”。

作为国内少有的由智库举办的系列高端国际论坛，“中国与全球化论坛”

的宗旨在于设置和推动公共议题，研判全球化发展趋势，凝聚各方精英共识，

期待经专业智库的沉淀与转化，最终推动相关政策。本届论坛聚集全球化领域

的官产学各界高层精英，就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入研

讨，凝聚社会共识，进行建言献策，已成为齐聚中国智慧与全球理念的年度思

想盛会。



25

COVER REPORT
封面文章

中国改革开放与全球化——成就、思考、展望

论坛一
SeSSION 1

中国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将以何种路径实现？
What practice should China adopt to advance an open economy?

在实现的过程中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What kinds of challenges may China face in advancing the open economy?

这些对世界经济意味着什么，对经济全球化治理又将有怎样的喻示？
What impact will China’s opening up exert on world economy and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Globalizatio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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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要提出两个观点：第一，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实际发展水平，即

人均 GDP 方面，仍然是一个追赶者。在知识产权的问题上，我国要调整心态，不断学习，

打牢基础，这样才能创新。第二，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研究是中国开放的重点 , 也是高质

量发展和创新的基础。若中国没有出现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我国就很难成为创新大国。

补全这个短板首先需要自我探索，也需要环境、制度和学术共同体的规范。我建议在中国

创新活跃的地方搞一个高水平大学教育和研究特区，实施符合国情的特殊政策。

推动目前变革最重要的力量是产业革命，其将推动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产关系的

调整。一个国家内部的调整也会推动全球性分工的调整，继而推动世界范围内生产关系、

交换方式的调整。目前变革的主要表现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守成大国的焦虑不安，这两大

现象构成新时代矛盾的集中点。此外，应该从世界关系的调整中看中美贸易关系，这是世

界调整和生产关系调整的必然现象。在这个变革时代，中国最大的作为是“一带一路”，

这是我们的发展理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新理念和新机制。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世界的经验。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保持社会稳定，这无疑促进

了世界稳定。其次，中国改革规模之大、成就之大，在世界上非常少见。再者，改革开放

使中国处理好了与世界的关系。现在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下一步怎

么发展？我有几条建议。首先是“双适应”，中国要适应世界的发展趋势，世界也要适应

中国的发展趋势。同时，中国企业要练好内容，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整体提升。最后，我

们的国际和国内战略要相结合，“一带一路”应该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向西向东共同发展。

今年是中美建交 40 周年。1978 年底，中国和美国建交，其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

同时进行。邓小平 1979 年初访美，开启了中国开放的大门，中美之间的合作在过去 40 年

给中美两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未来 40 年如何推动发展，这是我们值得探讨的话题。

不久前，习总书记在博鳌论坛上提出，我们要进行更高层次的开放，要将开放的门开得更大，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共同讨论的话题。中美如何增进互信和了解，是我们中美学界、

智库界和企业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这两个很大很复杂的国家都需要增进对对方的认识。

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傅成玉
CCG 顾问、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

金   鑫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王辉耀
CCG 主任、国务院参事

目前，全球化面对的核心问题有四点：国家的主权要保护到什么程度；国家与市场之

间的关系，即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应有多少；劳动与高科技之间的关系，即随着制造智能化，

劳动终将何去何从；文化交流问题，即文化分层与文化多元哪个更好？此外，从中国改革

开放，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要用外在的压力推动中国国内改革。从这个角度

看，其他国家也需要对美国施加压力。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情复杂，美国应多点耐心，

同时中国也应对美国有耐心，美国也面临很多问题，解决起来需要时间。

甘思德
CSIS 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兼中国商务与政治经济项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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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文化进一步繁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主要得益于中

华文化兼容并包。当今的世界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梦的本质是世界梦，它推

动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整个世界和平发展。当今，人类仍面临贫

穷、战乱、文明冲突三大问题，解决的途径是世界各国一道共商、共建、共享。展望未来，

中国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产业链将完成世界范围的高中低布局、本世纪中叶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构建初步形成。

大陆商界在全球化过程中要借鉴香港经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为社会做出贡献。改

革开放 40 年，深圳已经是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香港在改革开放中的潜力远没有得到充

分开发。在未来的改革开放中，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今后，深圳、香

港和澳门联合起来，整个大湾区将在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美要避免从贸易战滑向冷战。如果仅局限在贸易战，中国是可以应付的，但冷战就

比较麻烦。这次贸易战引起美国及西方对中国的警觉，我称之为“技术冷战”，将来中美高

端技术交流会遇到更多障碍。但中国要乐观一点，看到利益的不一致性：美国行政当局和华

尔街的利益不一致；美国各集团之间利益不一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利益不一致。现在

我们要以更开放的政策反对西方和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这次贸易战是西方发起的，但中国

也有责任。我们这几年敲锣打鼓的人太多，实干的人太少，使西方认为我国民族主义情绪崛起。

茅忠群
CCG 资深副主席、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王   石
CCG 资深副主席、万科集团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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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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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 40 年——中国企业重塑全球经贸关系

论坛二
SeSSION 2

来自不同行业领域的企业家如何看待最近不断升温的中美贸易摩擦？
Given the momentum China has shown in its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current trade 
fr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中国企业全球化未来的挑战与如何应对？
What challenges will Chinese enterprises face in their going global?

企业家对中国对外开放再下一程有怎样的期待和寄语？
What kinds of expectation can we have towards the next round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from the standpoint of entrepreneurs?

Opening-up 40 Years - How Chinese Businesses Changed the Landscape of Global Trade and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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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天平一样有极端也有中间。西方人士比较喜欢跑极端，可能受到犹太教和基督教

的影响，神就是永远好的，地就是永远不好的，不是黑就是白。中国文明不一样，是灰的，

世界上 99% 的东西不是黑不是白，而是有点灰的。

所以，有多少自由才是对，有多少开放才是对？我们也不需要像美国那样极端地搞自

由开放，西方走自由开放的路太过头了，很多问题现在也慢慢地出现。中国人也应该有一

点智慧，观察别人的成败，从而自己吸取教训，让我们能够把握得好一点，不一定要跟着

别人鼻子走，当然，别人好的东西也一定要学习。

我认为中美贸易的情况总体来说比较乐观，目前最重要的挑战是不同的经济制度。目

前中国高级干部和美国重要人物在进行磋商，但他们却不谈经济制度的差异，比如，中国

主要是国营企业占主导地位，而美国的经济制度则较为开放，主要靠市场决定，现在我发

现双方制度越来越远，因此希望美国的领导能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变化。中美作

为世界两个经济体一定要合作。

从科技角度来看中美竞争的话，我认为首先我们不能过度关注媒体，媒体总在谈论和

吹捧一些负面新闻。当下想要进入富足的年代，就需要科技推动。假如将各种技术如数字

化、自动化、AI 人工智能、可再造能源等融合在一起，也许会有很大的突破。如今的中美

关系竞争，实质上就是利益和资源的竞争，但如果资源无限也就没有竞争。所以，从缓解

竞争的更高的层面来看，把握科技拐点是特别关键的。

技术的持续增长带来很多机会，原来中国的长项在于“人多好办事”，如今中国的优

势在于人力与网络的结合。香港作为全世界最开放的城市，利用“一国两制”制度的先进

性打造科技创新中心，这将带来无限机遇。

中美贸易摩擦是常态，是国际合作的深化。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不仅改变了中国，促进

中国经济快速成长，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开放国内市场，也改变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及国际社

会的关系。对中国企业而言，其必须引领全球，在全球化中要做强、做精自己，同时还要在

更广的范围合作。此外，企业在参与全球化中，要有创新精神、开放的心态，积极与国外企

业合作，利用中国经济成长动力，进入新兴市场，也要帮助中国消费领域升级。

陈启宗
CCG 联席主席、恒隆地产董事长

蔡瑞德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

洪明基
CCG 资深副主席、香港洪氏集团董事会副主席、合兴集团控股行政总裁

钱建农
复星全球合伙人、复星旅游文化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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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材集团是大型制造商，在中国贸易战的背景下，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

中美贸易不平衡，企业也需要调整。原来“中国是世界的工厂”，现在要调整为“世界是

中国的工厂”。第二，原来我们注重国产化，现在则以质量和效益为目标进行全球采购，

不断推进全球化。第三，在“一带一路”方面不是“我来你走”，应该是大家共同开发，

让各国企业合作。第四，要加大企业自主创新力度，加大创新和技术投入，形成技术特色。

我们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应该有自信。小平同志讲过，中美之间虽然存在这样那样

的问题，但终究会好起来。习主席前两年也说“中美合作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否

打贸易战、中美关系何去何从，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美方的态度也很重要。中国有句老话“自

古知兵非好战”，尽管有些美国人对华态度非常强硬，但我们还是要寻求中美两国、亚太

地区和世界各地区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对未来要有信心，要审慎乐观，也要脚踏实地。

中美出现贸易斗争是必然的，为了自己的生存，人的“动物本性”就是互相斗争，国

家与国家之间也是一样的。不过，人与人之间也是会合作的。所以我认为，未来科技的进

步有可能让两国的斗争升级与增加，但是两个大国之间必须探讨如何合作。此外，香港有

成功的开放模式，可以多研究如何促进人类未来的发展以及更好地合作。

宋志平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苏   格
CCG 顾问、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中国驻冰岛原大使

霍震宇
CCG 资深副主席、霍英东基金会有限公司永远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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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道超车——数字全球化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论坛三
SeSSION 3

科技进步、跨界商业模式创新、互联网进入下半场，中国的新兴科技企业如
何在日益数字化的世界定义自己的角色和市场？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and the booming of internet-based 
business, how should the newly rising high-tech companies in China define 
their roles and explore their market? 

数据应用的边界和治理在哪里？ 
Should any limit impo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statistics and how should it 
be regulated? 

中国创新的未来在哪里？中国创新如何与世界接轨？
Where lies the opportunity for China’s innovation and how will China’s 
innovation be mo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at of the world? 

怎样看待近年来投资界对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未来技术的热捧？
How do we evaluate the heavy investment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lock 
chain in recent years? Is it only to follow a fad and what implications can we 
draw from people’s current craze for new technology?

China’s Race for Tech Supremacy –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Age of Digital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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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在全球化制造商当中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同，但是在弯道超车的思

维当中，也体现了中国人急迫的心情，急着要赶上和超越世界先进水平。在数字全球化的

时代下，我们面对全球化的机遇，也面对挑战，这是最终需要我们征服和取胜的东西。

“弯道超车”要瞄准目标，要建立规则，要兼容，要有世界上最好的技术，要找最好

的团队、最好的领袖。所以，“弯道超车”不一定明智，我们应先把“直线超车”做好，

并保持速度。我甚至觉得不需要超车，只需要“跑老二”就好。微软这个企业几乎不创新，

但它的优势在于总是以第二的身份去追赶，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生态链。腾讯也不见得永

远在创新，但如果它做到最好、规模最大，也是成功。因此，超车不见得是最智慧的，保

持平均速度、和世界同步发展才是最好的。

现在很多知识和资源通过数字化实现远程分享。举个例子，去年我协助创立了中华青

少年交响乐团，帮助了 105 个 10-21 岁的青少年到卡内基演出，当时请了当地的老师指导。

我认为这很有意义，这是卡内基第一次培训中国的青少年交响乐团，朱莉娅院长以及李斯

特音乐学院的院长直接和中国各地青少年交流。若没有数字化技术，这是没法实现的。国

际视野给年轻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未来希望有更多的家长不是把孩子送出国，而是通过

引进优质资源，在中国培养孩子的国际视野。

对于“超车”，我认为主要在两方面：一是产业的赶超；二是在生活上赶超。我想说

一个字就是“美”，大家很少花时间去感受生活中的美。我认为弯道超车本身可能就是个伪

命题，当大家真正发现美、有了对生活的感知后，直线超车或弯道超车才能成为可能，因为

对生活的追求是所有创新的原动力。此外，中国在众多全球化制造商中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同。

消费升级带来的是制造业的改革，以前大家知道中国制造，现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中国

品牌。

徐小平
CCG 资深副主席、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

关   新
CCG 副主席、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   梅
CCG 副主席、外联出国顾问集团董事长

瞿   芳
小红书创始人

弯道超车是指大家目标一致，第二代人发明的方法比前一代人能更快地达到目标。但

我认为，下一代的教育应该是关注的焦点。中国传统教育并不适应下一代的全球化，今天

孩子在基础教育中学的不应该只是知识，而是思维方式和能力，这才是今天的教育应该具

备与重视的。我相信，在这种培养体系中，这个世界一定会不断出现新兴的目标和创新成果。

刘  畅
一起科技创始人兼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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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应该帮助企业和行业进化，每一个创业者或投资人都应该成为企业家，用企业家

精神做投资，用技术赋能企业。在赚钱和赋能过程中，企业也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比

如，我们在当地砍伐时会注重环保和生态，思考如何帮助那些被砍伐或给我们提供木材的国

家创造一些福利、如何解决他们的就业、解决他们的税收问题等。此外，在企业全球化、不

同企业的合作中，我们要充分尊重对方，相互适应。我们把商业和文化输出去之前要先了解

对方，尽可能避免冲突和矛盾。

张   川
CCG 常务理事、上海富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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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全球化的中国推动

论坛四
SeSSION 4

人本全球化在新阶段的全球化进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What impact will global flow of individuals exert on glob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人本全球化的愿景是什么？如何服务于我国的发展？
What results can we expect from encouraging global flow of individuals? 
How will flow of individuals contribute to China’s development? 

世界将迎来一场人才战吗？中国如何制胜？
Is a global war on talent incoming? How can China stay ahead of the global 
competition in attracting talent?  

China and the Promotion of Human-centered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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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贸易可以是一种交流方式，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人与人的交流，贸易在未来可能没

有人才交流重要。中国在此方面有很大的政策提升空间。中国签证政策应该摒弃对等思维，

主动开放，因为签证有助于促进旅游、服务、出口。此外，为了提高国际人才吸引力，我

们要坚持进一步开放，与人力资本相关的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城市的公共设施也要进

一步开放。我们管理城市的观念要转变，要秉持更开放的心态。另外在教育、户籍等方面

也应该进行相应的开放与调整，以适应不同群体的需要。

中国国企的改制和民企的发展，加之最近互联网企业、新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人才其

实达到了跟国际市场同步的程度。把这些人才留在自己的企业里或留在这个市场上是一个

挑战。我们把人才培养起来以后，他们的眼界不一样了，更加活跃起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从不同角度建立比较有效的机制，不管是从户籍、子女教育，还是从打算长期留在

中国发展的愿望，体会到他们的需求，给他们提供有效的措施。

作为一个猎头公司，我一开始就关注人才的流动。实际上，人才竞争就是国家之间的

竞争。我们公司每年发布很多有价值的报告书，专门探究人才价值的取向、影响人才的内

部因素等等。我认为未来人才发展有三个趋势：一是人才流动全球化；二是信息及交通成

本下降加速人才流通；三是人才竞争的全球化。为了突破企业当前的人才困境，我认为要

从工作制度开始改变，过去的终生制已经逐渐减少，在大企业当中更多的是弹性的工作模

式。此外，不同的宗教、语言与文化，都是企业走出去需要面对的问题。

中国留学生出国留学、企业家出国找“中国缺少的东西”，留学生学习知识技术，企

业家要找市场。当前，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归国，他们有国际经验，但是回国后如何才能在国

内立足，这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此外，中国要广泛吸引人才，但一些外国人才不愿意长期

留在中国，“千人计划”则是很好的吸引国外人才的方式，让更多此前短期停留的外国人才

把科技带到中国，促进中国发展。未来中国要吸引更多人才，需要更加公平和公正的方式对

待人才的需求，要做到不拘一格用人才，不能只考虑意识形态，要保护知识产权。

梁建章
CCG 资深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

满   静
CCG 理事、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王天鹏
CCG 常务理事、北京科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 / 副董事长兼集团投资并购总裁

崔大伟
CCG 国际顾问委员会顾问、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中心主任

在人才吸引力和竞争力方面，我觉得中国有四个问题：第一，在环境流动性方面，我

们没有一个流动的文化，就业政策弹性不强，环境包容性也不够，政府管得太多，高度集

中不利于流动环境。第二，城市的品牌对吸引人才来说很重要，打造城市品牌很重要。第三，

政商关系，杭州的浙商文化在国际上对人才的吸引力就很强。第四，管理者的专业化水准

方面，我们政府在人才管理方面的思维和专业化水平有待提升，不懂人力资源和人才的需

要。

吴   江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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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CCG 年会以“互塑与推动”作为主题，是相当匠心独运的。中国作为跨境资本

流动的大国，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需要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今天我们探讨人本全球化的

话题，以人作为主体的思想，具体呈现在几个方面：人口的出入境、学生留学、跨国企业

就业创业等等。会谈中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分别从各自的专业进行阐述发表，从中国国内

抢人才的话题，延伸到全球人才的战争，猎头公司的定位以及携程该如何从旅游的角度来

实践人本全球化的价值，进一步去探究当前各个领域所面临的困境。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移民政策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如今互联网、物联网、电

动汽车、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中国需要很多高科技尖端人才。但很多人才进入中国非常麻

烦。反观北美欧洲的国家，都有着非常成熟的吸引人才的移民体系，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和

调整移民政策来调解人口的结构。吸引人才最重要的是比较开放自由的环境，给予进入中

国发展的企业或个人更多支持，减少限制。因此，国家应该更加开放，也应该研究应吸引

何种人才，还应该针对不同层次的人才制定不同的、清晰的政策。

苗   绿
CCG 副主任兼秘书长

丁   颖
CCG 常务理事、侨外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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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新秩序——中国可以为世界做什么？

论坛五
SeSSION 5

从全球自由贸易到环境治理，现有全球化秩序是否有革新和修复能力，继续
支撑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国为动荡中的全球化提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

Will the current global system salvage the world order and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highly interdependent world? What solutions has China 
proposed to address the difficult issues of globalization?

中美贸易争端下的两国如何能继续有序相处？
Are there any chances for China and America to reconcile given the current 
trade friction of the two countries? 

在大国摩擦上升时期，中国方案需要更审慎吗？中国方案如何被世界接受并
成功转化为全球治理？

Should China act more cautiously in the phase of the rising competition of 
great powers? How can Chinese solutions be embraced by the world and 
become new models of global governance? 

A New Future of Globalization - What Can China Do for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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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为全球化做什么？可用三个词概括：一、“稳定锚”。中国是和平的“稳定之锚”，

还是世界秩序和规则的“稳定之锚”。二、“永动机”。面向 21 世纪创造新的商业模式、

新的制造业的业态、新的服务业态、新的贸易形态，并且提出了中国的方案、中国的理论、

中国的主张，也创造了中国的经验。三、“思想者”。现在中国跨越了从一国利益思考问题，

中国作为思想的提供者，走在世界前面，这也是为世界做出的重大贡献。

关于耶路撒冷使馆的问题，特朗普唯恐天下不乱，但其响应者寥寥无几，这也反映出

美国的力量没有下降，但是其影响力下降了。特朗普想让美国再次伟大、让美国继续伟大，

而我们习主席是让中国再开放，这两句话有着内在联系。中美两国跟全球化的关系是非常

内在的，中国发展到今天，世界发展到今天，中美关系和世界秩序是紧密相关联的。所以“美

国再伟大”，“中国再开放”是连着北京和华盛顿的，中美关系对两国而言、对全球而言

都是不可或缺的关系，不能说谁最重要。

在美国“退群”的时代，中国要继续推行“中国版全球化”。想要更多维护多边体系、

多边规则、多边制度，就要克服中国的民粹主义，看到其利益所在。同时，利用好中国作

为世界第一大市场的吸引力，这是推行全球化的重要方向，并培养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能力，

培养中国的游说团体。此外，中国为全球化提供了投资能力、发展能力和发展模式，“一

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着中国版全球化。发展“一带一路”，需要示

范工程，以点带面，逐渐推广，有条不紊地推进，从而获得更多支持。

中国过去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西方国家则认为中国人通过各种不光彩的手段才成为

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要推行全球化，但并非要做国际社会的“活雷锋”。国际普遍期待中

国成为全球化的守护者、为全球化做出回报，这值得探讨。一些舆论认为一些国家有一点自

私的诉求就是反全球化，这未必正确。全球化更是竞争的全球化，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美国利

益优先，是一种竞争全球化的表现。全球化互通有无、互相借鉴，中国国力增强，全球利益

增多，应该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但同时要兼顾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陈文玲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陈永龙
太平洋国际交流基金会前秘书长、中国前驻以色利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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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申权
《环球时报》编委

我认为讲清楚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就是中国对全球最大的贡献。仅仅 40 年的时间，

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 81.9 倍，人均增长了 55 倍，全世界人民都希望知道中国如何在 40

年内取得如此成就。新供给经济学对此进行了独立的分析，其中构建了一个新的基于生产

力、竞争力的宏观框架，同时考虑外需和内需。内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外需就是世界梦。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从 19 个方面进行了解释，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黄剑辉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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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共同体之前有两个利益共同体存在，一是海洋系，从美国出发到欧洲，二是大

陆系，从中国出发到欧洲。两个共同体的存在是因为有三个关系：竞争、合作、竞合。欧

洲跟美国经济上有很多重叠，相互依存不可分离属于竞合关系。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本来可

以是竞合关系，但美国现在选择了竞争，所以这有可能是不可逆转的关系。欧洲跟中国的

关系撇开政治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合作关系。但从资本市场的关联性来看，实际上这两个经

济利益共同体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

近来国内对贸易战的激烈讨论反映出当下中国有民意分裂的危险，这是需要我们警惕

的。把东西方文化融合起来，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并且释放出巨大能量是中国对人类做

出的重大贡献。我们中国把自己的事做好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不必过分悲观，叙利亚、

利比亚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在中国的。中美两国经济现在高度互相依赖，双方命运已经紧

密地连在一起。

冷战之后国际社会呈现出不正常的状态，即两极对抗与意识形态尖锐的对比。西方世

界的控制导致世界失衡，现在可能要进入下一个再平衡的世界。过去我们常常强调地缘政治，

而我曾提出“地缘文明”，大国基于特定文化与文明而建构，一定程度上回归文明本质，出

现新的常态世界。我也提出“新大陆世代的来临”，人类文明起于大陆，因此新的世界又要

走向大陆。目前美国也有想走向常态的趋势，但是自身大陆的空虚导致美国全球化实力扩张

时，国内实力反而弱化，也就是为何特朗普要提出 America First 来建构美国权力的基础。

林小华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加拿大怀亚逊大学教授

刘亚伟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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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这次中美贸易冲突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贸易战，而是技术冷战，即使贸易战以后不打

了，美国的目的也已完全达到。如今不仅是美国，整个西方都对中国高度警戒。以后高科

技方面的发展，中国的情况会更艰难。但我觉得中国也不用怕，毕竟美国本身也面临三个

问题：美国行政当局和华尔街的不一致；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不一致；美国和西方的

不一致。中美博弈才刚刚开始，如果仅仅限于贸易战没有问题，中国也可以打。但假如处

理不当滑向真正的冷战，走上冷战的美国军人的逻辑，才将是糟糕的结果。

中国对全球化是很有贡献的，全球化的社会基础与选民基础也值得注意，即关注西方

选民如何看待全球化。在贸易顺差、市场准入和国家控制等方面，中国长期忽视了西方的

不满，多年来一直没有进步，使得当下缓解贸易矛盾，恢复自由全球化需要极大成本。特

朗普的战略越来越清楚，基本上就是先采取空前高压，然后做出少量让步争取谈判筹码，

最后在谈判中保证利益最大化。我们在应对过程中要明确哪里能让，哪里不能让。在贸易

顺差和市场准入上，中国都可以让步，但在国家控制方面一定不会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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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殷弘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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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美国制度下的全球安全被特朗普的优先主义挑战，习主席提到中国应该从全球化

的参与者变成引领者。关于全球化解读的争论，不是去全球化、逆全球化，而是重新格式化，

这涉及到中美之间的道路之争、规则之争、话语权之争和秩序之争。从 1648 年威斯特伐

利亚条约后，经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到 2008 年金融海啸之后，新自

由主义的衰弱，进入一个后西方、后美国的时代。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引领世界财富与影

响力由西向东转移，而中国的软实力是否能够被世界接受，将取决于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

从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来看，这不仅是贸易之间的对抗，也是美国视中国与俄罗斯为

未来主要竞争对手的表现，所以如果美国邀请中国参与到比赛当中，中国也不妨将它视为一

种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契机。中美贸易摩擦肯定会持续下去，中国有三大优势：第一中国的领

导力强；第二我们各个职能协调一致；最后中国人民一呼百应，人民支持政府的政策。尽管

这场战役不是史诗级般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遏制美国漫天要价，坐地还钱的做法。

杨   锐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CGTN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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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军控与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二战后的新秩序是美国来执行的，但是并没有很成功，所以现在这个责任就落到了中

国身上。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新的标准，这个标准建立之后，关键词是世界，就是要

全球性的标准。中国开放的地方，也可以要求别的国家开放，中国不开放的地方，不可能

要求别的国家开放，但是越是开放的国家筹码越多。另外，中国要有勇气去承担发达国家

的身份与地位。

我谈几个中国和 WTO 关系的观点。第一，中国没有明显违反 WTO 规则，而是美国因

为 WTO 无法约束中国而试图打破和超出 WTO 规则来敲打和制约中国。第二，基于现有的

发展水平，原先中国的入世承诺是不够开放的，缺乏全局性、制度性的变革。第三，中国应该

坚定支持 WTO，因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对中国是最有利的。第四，中国应该跟其

他国家合作维护WTO的基础作用。第五，中国需要做好更大程度让利的心理和制度准备。第六，

市场开放不能只针对美国，不能仅仅因为美国的压迫让步，对其他成员也要让步。

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者世界大同是一个政治愿景，它是有经济基础的。任何一个国家都

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全在自己国家生产。这个时代是一个世界制造的时代，全球价值链是

最主要的生产方式，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在全球制造经济实体之上的，是上层建筑。

中国要做成世界工厂，就要开放中间产品和制造业设备的进口，应该零关税。中国能够和

平发展很重要一点就是能与外商共享利益。所以，我们要跟发达国家及世界其他国家结成

利益共同体，才能够做到对中国发展的外部保证。

滕绍骏
CCG 常务理事、美中公共事务协会执行会长

屠新泉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教授

王   直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教授、海外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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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我国应采取何种姿态？首先，尊重现行的国际秩序与规则，这

套制度在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但是中国也是受益方；第二，当前的制度需要改进与完善，

多边机制效力出现问题是政治化的结果；第三，善用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例如中国全程

参与亚投行的建立，敦促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第四，在多边机制中权责一

致的重要性，中国需要实实在在的贡献，包括财政贡献。最后，中美在贸易问题上的谈判

看似并不乐观，但是每次都能拿出 200 个清单，中美谈判还是可以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

参与全球化就是要参与竞争，并非是殖民主义或其他原因导致了全球不平衡。如果中

国以“别国反全球化，中国拥护全球化”的思维与国际对话，敌意会变大。中国不能只自认

是全球化的维护者，美国是全球化的绊脚石。中美关系紧张时，尽管国际社会了解贸易顺差

的原因，却没有国家在舆论上为中国辩解、同情中国，这为一些国家政治运作提供了空间，

也给中国带来“如何与世界打交道”的困惑。中国未来要更加开放，不是因为外部压力，而

是要让全世界都能在中国找到发展机会，这才是中国的真正力量。

周强武
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主任

查道炯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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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带一路”促全面开放新格局——政
策与路径

建言献策座谈会
SeSSION FOR POlICy SUGGeS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a’s Next Chapter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i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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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工程咨询、法律服务等等商业服务都是“一带一路”获得成功的关键。跨国公

司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跟这些跨国公司结合起来，对于中国在标准规范等各方面开展“一

带一路”合作是很好的方式。同时，中国跟欧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也还有很大的合作

空间。我们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都还处在初级阶段，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更多地学习发达

国家的经验。

王辉耀
CCG 主任、国务院参事

下一步怎么推进“一带一路”，我想从宏观上讲五个方面：第一要不断优化“一带一

路”的对外解读。第二要不断优化“一带一路”的政策沟通。第三要不断优化“一带一路”

的国际合作质量。第四要不断优化“一带一路”的规划、协调与管理、政治指导。第五要

不断优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经验总结和推广。

“一带一路”借用了两个历史符号。根据新时期提出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方针，它是

解决当前世界经济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宣誓。它宣传的是一种理念和愿

景，不是一个行动计划和方案。现在一般来讲，“一带一路”就是基础设施建设，这是片面的。

习主席讲得很清楚，叫点线面。点是重要的经济节点，经济节点发生联系，所以会连成线，

然后再带出面，不可能设想在没有点的基础上有线。所以我们必须全面去理解习主席关于

“一带一路”的精神，然后再去执行和实践。

于洪君
CCG 顾问、中联部原副部长、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陈   健
CCG 顾问、商务部原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

去年乌镇会议上，10 多个国家签署了数字丝绸之路的合作协议。这个概念的推广、宣

传与合作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我觉得非常具有潜力。第一个潜力来自于“一带一路”的

很多国家，当他们进入数字经济的时候可以从中国过去的尝试中获得参考；第二个潜力是

从投资价值的视角看，在新兴市场的布局对于中国数字经济寻找下一个 10 亿用户具有巨大

意义；第三个潜力在于填补全球的数字鸿沟，到 2017 年底全球互联网普及率只有 55%，

数字丝绸之路在弥补数字鸿沟、让全球化普惠“一带一路”沿线的价值也非常大。

马文彦
CCG 高级研究员、中投丝路资本 CSIC 总裁兼首席投资官

“一带一路”对世界有重要贡献。第一，世界形势越来越复杂，中西方之间贸易摩擦

越来越频繁，在逆全球化势力越来越强大的情况下，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

策略。第二，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积攒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发展

要素禀赋差异很大，中国以往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价值。第三，欧洲国家认为“一带一路”

可能有中国自己的目的，我们应该讲清楚，“一带一路”并不是中国单方面获益和提升，

而是连接世界各国，形成全新的价值网络，重新对技术、市场、资金和劳动力进行全球配置。

刘   冰
北京恒昌利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席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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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对外开放、“一带一路”、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成为中国的三大名片。中

国企业“走出去”不仅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而且越来越多，这对于会计师、税务师、律师和咨

询师的需求越来越大。商务服务业为了适应这种需求，也通过加强合作、优势互补为推动“一

带一路”走出去的企业提供专业服务，也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道路上发出了中国商务服务

业强有力的声音。商务服务业简单来讲是现代服务业的组成部分，包括企业管理服务、法律服务、

咨询与调查、广告业和社会中介服务，现在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我讲两个建议，一个是积极作为，另外一个是放开手脚。最重要的就是能够结合“一

带一路”国家的宗教文化、政治体系、经济内涵或科技创新能力，积极和这些国家沟通，对

他们有深入了解。积极作为，让“一带一路”倡议 5 年来能够见到效果可能是最重要的。此外，

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往往被“一带一路”国家或西方国家政

治化，而随着民营经济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建议让民营企业更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让民营经济把中国一些优势的东西带出去，比如中医中药，这是中国文化里面最值钱的。

黄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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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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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企业走出去时，怎样规避这些风险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我想宣导一个通过商

业保险来转移这种风险的理念，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商业保险的手段把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

出了问题由保险公司买单。不论在海外做建筑工程项目还是直接投资，都有政治、法律、

自然环境等各方面的风险，各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靠企业自身来管理这些风险几乎是

不可能的。我希望中资和外资的保险公司可以联手合作，真正做到我们是“一带一路”的

助推器和稳定器，让中国保险界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出一把力。

郑   艺
上海美商会主席、美亚保险中国区总裁

从政府层面看，建立一个非常权威的、有统筹协调作用的、公开透明的信息平台是必

要的。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明确的工作机制，这对整个社会以及全球对于“一带一路”到底怎

么做有指导作用。此外，“一带一路”实际上是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来做事，但在实践过程中

出台一些政策也是必要的，因为在“五通”里面，尤其是民心相通这一块，需要政策支持。

同时，融资方面存在信息不对称，我呼吁引进基金的概念，通过民间资本的基金来发挥作用。

李   彪
商务部援外司处长

民营企业走出去特别需要专家的指引。民营企业走出去起点比较低，基本上是靠老乡、

靠朋友，缺少全局的视野。日本在组织企业走出去方面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比如日

本到各国走出去招标都是财团打头，一个财团把底下的企业都联合起来招标，统一把这些

项目拿出来后，再统一进行分配。在这个方面，假如智库能够对民营企业走出去多做一些

事前的培训，有组织地参观学习，有很多地方可以跟日本合作。此外，在司法和会计等专

家服务方面也需有专业性的组织，通过提供专业服务使民营企业更多更好地走出去。

刘红路
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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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在新能源汽车方面正致力于引领世界制定规范，范围不仅仅包括电动车，也

包括将来的智能网联。在我看来，如果中国想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一带一路”，我们在

制定标准方面应当有胸怀，允许其他国家参与。按照汽车行业的发展速度，中国的新能源

车也将面临走出去的一天。所以在制定新能源汽车标准规范方面，我们可以邀请国外的企

业一起参与，形成能够赢得大家认可的标准，成为真正的标准规范的引领者。

冷   炎
CCG 常务理事、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中国的投资和“双创”都可以输出。

我觉得 CCG 全球化智库可以考虑成立“一带一路”的母基金，甚至是“一带一路”直投

的基金。一方面通过这个母基金跟直投基金，能够吸引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金

到中国来。另一方面，把这些资金投入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质科

技项目上去。

如果说“一带一路”是一个大舞台的话，园区就是至关重要的台柱子。在海外工业园

区的建设上，我们应该学习日本的经验，它的政策是“官民一体”，由政府出面去谈条件。

另外政府在园区招商中主动邀请优秀企业加入，有着很大的话语权。 “一带一路”凭借中

国这种共赢的胸怀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中国进行舆论宣传时也要讲向世界说明“一带一路”

是一个互利共赢的过程，我方付出，你方配合，可以通过讨价还价来寻求共识。

唐劲草
水木资本创始管理合伙人

唐浩轩
CCG 常务理事、富爱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香港可以扮演三个角色：第一，香港可以成为融资和功能中心。“一带一路”不能仅

靠内地或内地政府的资本，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经常吸引很多不同地区的人投资。第二，

香港可以成为一个专业服务中心。香港在财会、法律、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设计和品牌

等专业服务方面，面对国际客户和国际消费者有丰富的经验。第三，香港可以成为“一带

一路”的资讯中心，可以打造国际数据安全港，并由香港扮演智库的角色。此外，“一带

一路”应该吸引更多基层的企业家参与，我们也应该避免谈“一带一路”是中国模式。

洪为民
CCG 常务理事、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

中国在“一带一路”中最缺少的就是中国品牌。其实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我们

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先把内容做好，发展自己的品牌。现在很多人投身互联网事业，但却鲜

有做产品打造特色品牌的，而这些是我们可以通过“一带一路”输出的。同时，我们不仅

可以输出产品，也可以输出工艺、生产流程和工厂。我希望之后有更多年轻人致力于制造

产品，发展实业，做一些长线的投资。在以后的“一带一路”建设、未来中国全球化的过

程中，我们希望在打造信息制造、材料等行业的品牌中能够有更多资本的关注和投入。

王胜地
CCG 常务理事、北京爸爸的选择科技有限公司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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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全球，“一带一路”倡议都非常重要。哈斯克斯坦正在建设阿斯塔

纳国际金融中心，这一中心将会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一个发展先锋，并将重点发展高

新科技，实现数字领域国家的互联互通。

海拉特·克里姆别托夫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总裁、哈萨克斯坦前副总理

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双方应寻求扩大合作挖掘更多的共同利益，我

们应该借“一带一路”扩大中美之间的合作，此合作不应该局限于双边，扩展到“一带一路”

沿线也是很好的选择。美国的企业国际化程度相对更高，在对外投资方面经验也更为丰

富，但随着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取得的成果，我认为两国企业可以连手一起做

一些事情，进行一些以企业为主体、有实际效益和结果的项目。借“一带一路”夯实中

美合作，并加强同第三方国家的合作，对改进国家间关系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带一路”建设要将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结合起来。“一带一路”并不是一个援外项目，

从企业的角度看是一个商业行为。我们的产能合作主要是跟发展中国家，但 “一带一路”

最终通往欧洲，而我们可以向欧洲发达国家学习很多东西，如技术、管理方面的经验、品

牌和标准。现在很多国家从立法层面限制中国的投资，加强对外资的审查，针对这些问题，

中国理应更加开放。此外，目前我们的宣传还不是很到位，存在很多阻碍合作落于实处的

误解。因此，接下来，消除误解、扩大开放，平衡贸易和投资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江   山
CCG 高级研究员、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原司长

孙永福
CCG 高级研究员、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

“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需要法制建设的完善。没有法制的保障，“一带一路”很难

达到它希望达成的结果。目前我们的政策制定首先是研究学者、领导的观点，再发展为红头

文件，最后形成政策并制定相关法律。将这五者更好地结合是对“一带一路”发展形成实质

性的保障。就金融行业为例，金融支持对企业发展、企业走出去至关重要。此外，智库在其

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从更深层、不同方面思考问题来为政策制定提出更好的建议。

王博之
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学院院长

在“一带一路”中，我国国有资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很小，外资资本扮演了主要角色。

针对这个问题，我想提两个建议：第一，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是否能给民营企业

更多的支持，国家资本可以占有股份，但是由民营企业主导？第二，我希望民营企业和科

技企业能够更多地与国内政府对接。民营企业效率高，但是缺乏资金又需要政策支持，如

果企业有更多的平台与决策机构对接，企业可以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张   川
CCG 常务理事、上海富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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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一带一路”研究所从 2015 年建立至今，已经举办了十多场“一带一路”圆桌会议，

可以说在“走企业路线”——把社会各个阶层和有意向走出去的企业汇集到我们的平台上。

目前，海外对“一带一路”形成了一些观点，全球化智库的研究员也与之进行思想和理论

的沟通，CCG 下一步也将会建设组织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在官产学研各个方面进行“一

带一路”的深入研究。

孙晓军
CCG“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

“一带一路”项目走出去，金融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不乏资金，但问题出在监管。

我们应当把资产管理留给市场，我们可以在人才方面努力，可以采取一些实际举措吸引激

励人才，吸引相关人才投身建设“一带一路”。还有很多曾在“一带一路”沿线工作的外

交官，他们了解当地的法律和投资环境都可以为“一带一路”助力。此外，我们还可以出

资支持规划、指导和引导方面的工作。直接补贴产业的成本非常高，但我们可以在产业引

导上花更多的力气。

孙   杰
CCG 高级研究员、中国证监会基金部原主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原会长

“一带一路”现在的关键是要把握好机遇，积极稳妥推进，不要着急，也不要夸大。

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我们要量力而行，贸易投资应当加快，让企业在“一带一路”中扮演更

重要的角色，并促进沿线贸易繁荣。现在的亚投行、丝路基金以及其他的资金渠道要尽快寻

求突破，着力解决资金的问题，避免因资金拖欠使很多工程无法完成。因此对于亚投行多国

的一些融资贷款问题，比如基金的活跃程度、公募、私募、产业基金的投入、PPP 等应当

加快讨论。同时 “五通”要协同并进，基建、贸易之外，文化、金融等方面也要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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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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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Froman 大使 2013-2017 年在奥巴马总统的内阁中担任美国

贸易代表，在 TPP 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曾担任总统助理和负责国际经

济事务的国家安全副顾问。Michael Froman 认为，当前中美贸易关系喜忧参半，

好消息是，民调显示，超过 70% 的美国大众都支持贸易；坏消息是，自由贸

易的支持者们的态度不如反对者们强硬，更别说积极付诸行动。他指出，现在

美国国内对中国有一种消极情绪，认为中国在美国建立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获得

了巨大利益，却没有做出应有的贡献，采取了不公平的竞争手段，就像 1980

年代日本的做法。同时，过去一段时期受到中国对美出口冲击的群体越来越支

持民族主义，他们也成为特朗普的支持者，这给美国国内自由贸易支持者们造

成很大压力。然而，Froman 也指出，全球化不会消失，最重要的是中美要进

行对话，促进全球对话机制。双方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实现彼此的目标，

理清双边关系的未来方向。关于中美“贸易战”，Froman 个人希望中美不会

走到这一步，因为没有一方能在贸易战中获益。他对中美贸易关系及全球经济

的未来持相对乐观态度，就算美国已经退出引领世界的舞台，但世界上的其他

地区还在发展，世界经济没有停滞。

Michael 
Froman

当地时间 3 月 22 日，美国总

统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依据

“301 调查”结果，将对从中国进

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

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当前全球

经贸面临保护主义，中美“贸易战”

如箭在弦。

特 朗 普 签 署 备 忘 录 当 日，

CCG 邀 请 美 国 前 贸 易 代 表

Michael Froman 大 使 和 Susan 

Schwab 大 使 到 CCG 北 京 总 部

开展交流，并与国家外经贸部原副

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

CCG 主席龙永图先生及 CCG 资

深中美经贸专家学者对话，就特朗

普贸易政策的驱动因素及其影响，

特朗普从多边谈判到寻求“单边主

义”，贸易赤字的背后原因、中国

的应对选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以

及中国在全球化发展中的领导力等

全球经贸关系发展和全球治理所面

临的紧迫、深层次的问题展开深入

讨论。CCG 主任王辉耀主持会议。

中美贸易战已开启？
美前贸易代表 Michael Froman
大使和 Susan Schwab 大使
第 一 时 间 与 C C G 展 开 对 话
Sino-US trade war has already started? CCG  hosts panel discussion with former 
US trade representatives Amb. Michael Froman and Amb. Susan Schw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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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前关于中美“贸易战”的讨论，CCG 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指出，现在很多人喜欢用“贸易战”这个词，但

它过于戏剧化，不仅容易让媒体变得过激，而且可能会导致中美民众的相互仇视，

因此他并不赞成用这么容易引起误解的词汇。针对中美贸易关系的紧张，他提出，

在贸易谈判过程中不管遇到何种难题，都始终要坚持两个重要原则：一是需要有

清晰的贸易目标，配合非常实际的处理方式，才能实事求是地消除分歧；二是贸

易谈判一定要秉持专业，把握问题的本质和细节。他表示，有些人坚持贸易赤字是

一件坏事，事实上贸易对进口国更有利，进口方可以决定要买什么，以什么价格来买，

这对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及增长动力来说都是一个好现象。因此从细节处专业地去了

解贸易顺差和逆差背后的真实意义才有助于解决问题。当前中美关系进入关键时点，

他还指出，要解决贸易问题，必须要深刻思考中美之间贸易争端发生的根源和叠加

因素，考虑消费者群体和各行业利益。最后，他强调双方一定要用务实的、专业的

方式来谈判，并且对贸易问题“去政治化”，否则对中美关系发展只会带来消极影响。

龙永图

Susan Schwab 大使在 2006-2009 年期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曾发起

最初的 TPP 谈判，并参与了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Susan Schwab 认为，美

国制造业产出一直在增长，美国的就业下降主要是由自动化和技术导致的，并不

是由于贸易，但很遗憾很多人认为是因为受到中国的冲击。特朗普认为本国利益

是任何国家都会首要考虑的。中美贸易战的严重后果可能会毁坏 WTO 的一些基

本架构，因此 WTO 必须要不断壮大，尤其在解决进入 21 世纪后的贸易问题上，

多边主义谈判并未真正结束。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很感兴趣，但后来兴趣逐渐减

弱，因为觉得中国对他们的欢迎程度降低，导致了他们面临的限制和壁垒变多了。

其次是贸易补贴问题，省、市等各级政府均有津贴，这就对其他国家的合作产生

负面影响，使他国的制造业受到影响，也令关于中美贸易的消极声音增多。

Susan
Schwab

CCG 主任王辉耀指出，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此次圆桌交流为两位

美国前贸易代表与中方专家学者和前政府官员提供了充分交流思想的平台，借此

可以更好地思考未来推动中美贸易关系发展的一些新方向与新途径。对于中美贸

易赤字，他强调如果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来看，中美贸易间的赤字并非表面上所显

示的数字差额，中美贸易的计算方式需要改变。此外，中美在贸易结构上有很大

不同，需要把留学生、旅游等服务贸易也计算在中美贸易内。长远来看，中美在

基础设施、第三方合作、跨界电商和能源等领域也有很多共赢的合作空间。

王辉耀

CCG 高级研究员、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江山表示，中国自加入 WTO 之后，

一直在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开放，中国在当今国际经济体系里受益良多。为了维护

这种稳定的秩序，中国想要继续维持这一国际经济体系，而美国也是建立当今国

际经济体系的国家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的一贯做法则呈现不支持自由贸易的态度，

这与前几届政府的做法不同。多年之前中美两国之间贸易冲突多次险些发生，但

都通过双方谈判成功避免了贸易战。江山认为，从特朗普此次做出的重大决定来

看，中美两国政府的应对都有了很大转变：两方态度都比以前更强硬。

江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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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原驻美公使何宁表示，在 90 年代，美国就中

国是否应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对美国贸易和商业有何影响等问题曾展开激烈辩

论，以此确保更多人对贸易问题的理解，同时也会讨论贸易的好处。在此之后，

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讨论贸易的坏处，这种对贸易的消极言论也影响了经济的

其他方面，比如一些希望在中国投资的美国投资商在做决定时便会面临压力。

现在特朗普总统宣布对中国进口产品征税，这或许是一个让公众对贸易展开辩

论的新机会，也能让公众充分讨论贸易对中美双方是否有利。另外，何宁表示，

特朗普强调美国贸易赤字是相对片面的。按贸易绝对值计算，美国似乎处于贸

易赤字的状态，但从附加值看，绝大多数利益仍流向美国，美国在贸易方面实

际是获益的。因此，当考虑贸易附加值时，中美贸易是比较平衡的。

何   宁

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和亚太地区副主席李晶（Jing Ulrich）表示，虽然

美国决定向 500 亿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但经计算，加税后

的关税额仅相当于很小的额外关税，只占了中国 GDP 和中国向全球出口总额

的极小一部分。因此，尽管看起来特朗普对中国的制裁非常严厉，但实际影响

可能并没有那么剧烈。通过这种手段，美国试图让中国去解决目前贸易中的一

些“不公平”作为，如知识产权保护缺乏和政府对贸易的干预等等。目前中国

的反应是相对温和的，中国并不想激化与美国的冲突。持续恶化的贸易摩擦无

疑会对中美两国企业（尤其是进出口到中国的企业）及美国消费者产生消极影

响。另外，李晶指出，考虑到中国正准备进一步实现开放，特朗普政府目前的

举措是否会减缓中国进一步开放的脚步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李   晶

瑞 士 日 内 瓦 国 际 贸 易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中 心 (ICTSD) 总 裁 Ricardo 

Meléndez-Ortiz 认为，中国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有必要采取一些

改革措施。对于中美贸易关系，也很有必要厘清贸易赤字发生的根源。应该从

这些原因入手调整中美关系。现在，应该抓住一切机会重新建立一个责任机制，

并重新构建 21 世纪的世界经济体系，这对于竞争、贸易、服务、金融等多方

面都至关重要。

Ricardo 
Meléndez-Ortiz

参加此次圆桌交流会的中美经贸学者专家还有 CCG 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

CCG 高级研究员、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孙永福，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CCG 特邀

高级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CCG 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CCG 执行秘书长李卫锋，CCG

研究员肖慧琳和 CCG 副秘书长刘宇和智库研究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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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美国系列活动落下帷幕
拓展智库“二轨外交”新局面

在紧锣密鼓的行程里，CCG 团队与

美国各大有影响力的智库共同探讨中美经

贸关系，研究当今智库的发展情况和前景，

就中美智库联合研究、举办活动等合作进

行交流。其中包括美国外交第一智库——

对 外 关 系 委 员 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举办 CCG 专场午餐会；

第三度探访特朗普政府重要智囊团——美

国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与美国和亚太区最具影响力的亚洲政策

研究及教育文化机构——亚洲协会 (Asia 

Society) 政策研究所深入交流；参加美

国规模最大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战

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举办的中

美对话活动，探讨中美关系 40 年及全球

经济秩序；拜访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韩国经济研究院 (KEI)，美中

贸 易 全 国 委 员 会 (US China Business 

Council)；CCG 代表还出席了美国百人

会 (Committee of 100) 年会， CCG 理事长王辉耀在会上就“一带一路

倡议”发表演讲；同时还拜会了中国驻美使馆商务公使朱洪、商务公使参

赞田长德等，并与商务处各位领导分享了 CCG 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交流。

这是 CCG 继去年 10 月赴美开展系列活动后再次开展智库二轨公共外交。

美国时间 2018 年 5 月 5 日，以“硅谷：连接中美之桥”为主题的美国

百人会 (Committee of 100)( 年会 ) 在美国圣克拉拉举行，百人会成员及

来自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学术、媒体等各界人士汇聚一堂，以专业视角和

坦率态度，共同探讨当前经济发展、先进技术以及中美关系等方面热点话题。

CCG 理事长王辉耀受邀在年会“一带一路”倡议环节发言，与经济学家、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著名中国研究学者戴维·兰普顿等共同探讨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现状和前景。CCG 秘书长苗绿出席年会。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在华盛顿特区办公室为 CCG 举办“从中国视角看

中美贸易摩擦”专场主题午餐会

CCG 理事长王辉耀在以“硅谷：连接中美之桥”

为主题的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

年会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近日与美国总统特使、财政部长姆努钦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就中
美经贸问题进行了讨论。刘鹤副总理即将应邀赴美二度磋商，此次磋商能否为已临压力峰值的中美经贸关系
带来转机备受关注。

在此背景下，为践行中美交流，发挥国际化智库作用，推动“二轨外交”，全球化智库 (CCG) 理事长王辉耀、
秘书长苗绿于美国时间 5 月 5 日 -11 日赴美开展一系列高端研讨对话活动，与美国政界、智库界、商界就中
美经贸关系等多个议题展开公共外交。

CCG concludes series of exchange activities in the US to enhance “Track II diplomacy” ef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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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地时间 5 月 8 日，美国知名智库对外关系委

员会（CFR）在华盛顿特区办公室召开“从中国视角看

中美贸易摩擦”CCG 专场主题午餐会。CFR 特别邀请

CCG 理事长王辉耀做专场报告和交流，数十名 CFR 资

深会员、美国智库界、工商界、学术界资深人士出席会

议。CCG 秘书长苗绿出席午餐会。这是近期继去年 10 月

对外关系委员会在纽约总部举办 CCG 专场早餐会后，再

次为 CCG 在华盛顿举办午餐专题研讨会。午餐会上，王

辉耀理事长作为唯一主讲嘉宾首先介绍了 CCG 最新对中

美经贸和中美关系的研究报告，之后参会代表纷纷围绕中

美经贸的诸多热点问题与王辉耀理事长展开热烈问答和讨

论，对当今世界局势和中美关系展开分析，并为如何促进

中美经贸关系、经贸竞争与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前

景等提出观点及建议。美国驻伊拉克前总统特使 L. Paul 

Bremer III，美国商务部前副部长 Bruce H. Andrews，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 (Evan 

Medeiros)，美国国务院财政部长办公室高级专家 Daniel 

P. Ahn，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中国研究专家

白邦瑞 (Michael Pillsbury)，美国进步中心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高级研究员、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

高级研究员 Edward Alden，美国驻华前贸易代表 Glen 

Fukushima，美国前贸易副代表 John K. Veroneau，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 Shannon K. O’Neil，

亚洲协会 (Asia Society) 高级研究员 Susan Jakes，乔

治敦大学麦克多诺商学院助理院长 Charles J. Skuba, 康

奈尔大学产业与劳动关系学院全球供应链可持续项目执

行总监 Anna Burger, 美国参议院职员、新美国基金会

(New America Foundation) 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 Anish 

Goel，世界银行代表 Scott Moore，谷歌公司总监 Rory 

A.MacFarquhar，IBM 高 级 管 理 顾 问 Lihong Han， 百

事公司高级政府关系经理 Bernardette Hobson 等三十余

位华府资深人士参加午餐会。

当日，CCG 理事长王辉耀、秘书长苗绿还拜访了美

国和亚太区最具影响力的亚洲政策研究及教育文化机构 --

亚洲协会，与亚洲协会副总裁 Wendy Cutler 围绕近期热

点议题进行交流。

CCG 代表当日也拜访了韩国经济研究院 (Korean 

Economic Institute), 与该院运营和政策执行总监 Phil 

Eskeland，高级总监 Troy Stangarone 等深入探讨中韩

关系及朝鲜半岛局势；并与中国驻美使馆商务公使朱洪、

公使衔商务参赞田长德等在使馆会见，进行了深入交流。

美国时间 5 月 9 日，CCG 理事长王辉耀、秘书长苗绿、

研究员李叶青等在美国华盛顿特区拜访美国著名智库传统

CCG 拜访韩国经济研究院 (KEI), 探讨中韩关系及朝鲜半岛局势

CCG 再次拜访传统基金会总部，与传统基金会国际经贸中心主任、

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美国前副国务卿米勒大使（右二）等交流

CCG 理事长王辉耀在 CSIS“中美全球经济秩序对话”圆桌研讨

会发言讨论中美基础设施合作

在 CSIS“中美关系四十年”研讨会上，CCG 理事长王辉耀与美国
前贸易谈判代表 Charlene Barshefsky（右一）等嘉宾共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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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总部，与传统基金会国际经贸中心主任、前

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大使 Terry Miller，传统基金会副幕僚长金凡中

(Anthony Kim) 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这是继去年 10 月 CCG 学者代表

团访问传统基金会并两次会晤其创始人总裁佛讷博士 (Dr. Edwin J. Feulner)

后，近期第二次拜访传统基金会总部。本次交流中，双方从智库研究角度阐释

了加强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性，并对近期中美经贸、中美建交 40 年的发展等

问题进行了讨论，传统基金会代表强调了 CCG 此次拜访所发挥的“二轨外交”

作用，肯定了双边智库交流对中美两国政府决策的重要意义，并与 CCG 代表

围绕中美智库合作、建立“二轨对话”机制、展开联合研究等领域展开深入交流。

美国时间 5 月 10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在华盛顿召

开“中美全球经济秩序对话”主题研讨会。前世界银行行长、美国前常务副

国务卿佐利克 (Robert Zoellick) 在晚宴上致辞，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

心 (CSIS) 总裁、首席执行官何幕礼 (John Hamre)，美国全球发展中心总裁

南锡·伯德桑尔 (Nancy Birdsall)，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 - 科贝尔国际关系

学院教授赵穗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德博拉·布蒂格

姆 (Deborah Brautigam)，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等出席研讨会。

州参议员丹·沙利文 (Dan Sullivan)，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查伦·巴尔舍夫斯

基 (Charlene Barshefsky)，荣鼎集团合伙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高级顾问、

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顾问丹尼尔·罗森 (Daniel H. Rosen)，美国丹佛大学约

瑟夫 - 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CSIS 总裁、首席执行官何幕礼 (John 

Hamre)，CSIS 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等参会。

CCG 理事长王辉耀应邀在第一场题为“四十年中美关系回顾”的对话中发言，

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和研究，回顾了中美关系四十载历史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改变

和意义，也对中美关系未来在留学、旅游、基础设施、能源合作等方面进行了

展望。崔天凯大使和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 (Williams Cohen)，就“中美关系

40 年”进行对谈。谈到深入处，两人展开了既各执己见，又不失风度的辩论，

撞击的思想火花，启发人们对于中美关系未来 40 年何去何从的思考。

作为长期致力于全球化战略研究的智库，CCG 持续关注中美经贸关系的

发展，除了举办以中美关系和全球治理为专题的数十场系列圆桌研讨会，发布

关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及“中美经贸关系现状与预判”、“中美基础设施

合作报告”等主题的系列报告和研究著作外，还积极发挥智库 “二轨外交”作

CCG 理事长王辉耀、秘书长苗绿在华盛

顿拜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 John 

Frisbie（右二）

CCG 理事长王辉耀在第一场“基础

设施发展与全球机构”上做了发言，

结合当今中美经贸局势和 CCG 既往

关于中美基础设施合作报告等研究成

果，分析了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

现状和趋势，并与美方专家进行了深

入交流。

同日，CCG 理事长王辉耀、秘书

长苗绿在华盛顿拜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

会会长 John Frisbie，深入交流近期中

美贸易摩擦中蕴含的危险和机遇。

美国时间 5 月 11 日，战略与国

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在华盛顿总

部召开“中美关系四十年”研讨会。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美国阿拉斯加

用。作为新型国际化智库，CCG 不

仅以研究报告、研讨会、出版蓝皮书

等多种形式积极发挥政策和舆论影响

力，更积极在国内社会性智库中率先

“走出去”，在海外主办高规格论坛、

研讨会等交流活动，持续积极推动“二

轨外交”，拓展交流渠道。 2017 年

9 月 29 日 -10 月 4 日，中美首脑会

晤前夕，CCG 专家团赴美开展一系

列高端研讨对话活动，与美国各大有

影响力的智库共同探讨中美经贸关系，

并在华盛顿国会山参议院举办“中美

双边投资：机遇与挑战”圆桌论坛。

2017 年 10 月，CCG 专 家 团 队

在美国华盛顿、纽约等地开展系列“二

CCG 与中国驻美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赞田长德

（左二）等在使馆交流

CCG 与中国驻美使馆商务公使朱洪（左二）

等在使馆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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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外交”活动。

此次在全球局势剧烈变迁、中美经贸产生摩擦的关键

时期，CCG 不断加强与美国百人会、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

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等国际顶尖智库和机构的沟

通与合作，专程赴美与美国官产学各界人士展开“二轨对

话”，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下，秉承“以全球视野为中

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的宗旨，为化解关乎全

球治理的国际经贸问题发出中国智库的声音，为促进中美

各方间的相互理解献策。

CCG 在华盛顿国会山对外关系委员会办公室举办“中美双边投资

机遇与挑战”圆桌论坛

CCG 与近 20 位美国各大主流智库代表和政府前决策者举办 CCG

专场早餐交流会

CCG 在华盛顿国会山举办“中美经贸投资研讨会”，是国内唯一连续在

美国权力和政策制定中心举办中美经贸研讨会的智库

CCG 拜访传统基金会总部，与创始人兼总裁佛讷博士（右一）等

围绕多个议题讨论

CCG 拜访美国民主党众议员、众议院“中国工作委员会”主席

Rick Larsen（左三）及众议员代表 Terra Sabag（左二）

CCG 拜会美国共和党参议员 John Cornyn 的

办公室并与参议员代表 Nathan Wolf 展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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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
出席 CCG 座谈会

2018 年 5 月 28 日，由全球化智

库（CCG）和亚洲战略与领导力研究

所（ASLI）共同举办的“2018 世界

华人经济峰会”圆桌会议在北京王府

半岛酒店举行。围绕“一带一路”倡

议下中国、东亚以及英国的未来合作

与发展，此次讨论汇聚了来自中国、

英国和东南亚多国重要的企业家、学

者和官员，其中包括英国约克公爵安

德鲁王子，世界华人经济峰会主席、

亚洲战略和领导力研究所首席执行

官 Michael Yeoh， 全 球 化 智 库 理

事长王辉耀，世界华人经济峰会创始

人、马来西亚绿野集团创始人和董事

长 Lee Kim Yew，CCG 高级研究

员、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副

代表、中国驻英国使馆公使衔参赞周

小明，亚洲投资基金会主席 Cheah 

Chyuan Yong 等。

本次峰会旨在探讨在“一带一路”

倡议下，中国、英国、欧洲与东南亚

国家如何进一步加强彼此的联系。目

前，中国、东南亚、英国与欧洲其他

国家已经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往来。作

为一个发展项目，如何把握“一带一路”

倡议、挖掘新的合作项目并拓展地区

间的合作、培育新一代企业家等问题

都成为此次圆桌会议重点探讨的话题。

世界华人经济峰会主席、亚洲战略和领

导力研究所首席执行官 Michael Yeoh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

英国约克公爵

安德鲁王子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

世界华人经济峰会创始人、马来西亚绿

野集团创始人和董事长 Lee Kim Yew

Prince Andrew, the Duke of York, attends CCG Roundtable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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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讨论肯定了“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影响。自发

起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已为中国与世界多国进行新的

合作创造了大量机遇，并成为拉动世界多国经济发展的新

动力。长期致力于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促进

国家间交流、贸易以及改进公众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也已成为中国与英国合作发展的新契机。作为英国重要的

贸易伙伴，“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进一步拓宽英国与中国、

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而科技的发展、全球供应链的完

善打破了从前产品生产地和销售地的限制，使各国生产的

产品能够更自由地流通并服务各国消费者。

通过圆桌讨论，来自马来西亚、英国等多国的代表均

表示了加强东西方文化、经济、贸易、技术等方面交流的

重要性。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不同国家间的合作不仅

仅表现在更紧密的商业往来上，而且各国可以一同致力于

推动全球化、改善商业环境并从教育和文化上为未来的社

会培育新一代企业家和企业精神。与此同时，伴随目前世

界经济、全球化发生的巨大改变，面对科技创新对生产方

式的革新，政府、企业家、学者等也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

帮助人们应对这些改变和随时出现的新的挑战。此外，世

界华人经济峰会创始人、马来西亚绿野集团创始人和董事

长李金友先生也对中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表

示了高度的赞许，对未来国家更紧密的联系与共同发展给

予了很大的期待。

作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

辉耀博士也肯定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英国和英联

邦国家未来发展与合作的巨大潜力。此次 2018 世界华人

经济峰会圆桌讨论会对中国、东南亚、英国等国家而言都

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回顾目前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发展，不

同国家的各界人士聚在一起展望未来。英国及东南亚等国

家都拥有众多中国可以学习的宝贵经验。英国的全球化进

程历时长并创造了大量商业传统，无论是在专业知识、技

能和公司培养上都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的方面。英国、东

南亚等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都可以丰富这个倡议的

价值。

今年是世界华人经济峰会第十次会议，此次会议也

吸引了中国社会大量企业家、外国驻华商业、官方代表

参与讨论。除上述嘉宾外，参与此次圆桌会的代表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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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 创 时 代（ 北 京） 科 技 孵

化器有限公司总裁、CCG 理事安永钢，若比邻机器人

创始人、CEO、CCG 理事邱宇峰，中英峰会主席李宗

洋，毕高教育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朱国伦，英国商会主

席 Clare Pearson, 英国商会前副主席 Peter Hogg, 拉

脱维亚驻华大使馆参赞 Helmuts Kols, 北京丹麦银行高级

代表 Mathias Severin Boyer, 英国东亚委员会秘书长、

CCG 国际顾问 Alistair Michie，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副教

授 Pierre van der Eng, 国龙文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CCG 常务理事陆兴东和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前

三星集团大中华区总裁、CCG 常务理事丁丰等。

作为英国重要的贸

易 伙 伴，“ 一 带 一 路”

倡议可以进一步拓宽英

国与中国、东南亚国家

的贸易往来，而科技的

发展、全球供应链的完

善打破了从前产品生产

地和销售地的限制，使

各国生产的产品能够更

自由地流通并服务各国

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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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9日，全球化智库（CCG）

举办的“2018 全球人才流动、移民与移

民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国宾酒店圆满落

幕。2018 年 CCG 成功推动国家移民管

理局成立，这是移民管理局成立后第一次

全国性的关于移民研究的高规格学术研讨

会。国家移民管理局、人社部、国侨办、

国际移民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

国难民署、国际大都市组织以及高校、研

究机构等国内各部委、国际组织和产学研

各界专业人士近两百人共同参会。本次研

讨会由 CCG 与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联合举

办，与会专家在两个全体大会及十场平行讨

论组就全球人才流动与引才政策、全球移民

治理与社会融入、移民法律等紧密相关问题

展开深入探讨，奉献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思想

盛宴。研讨会上，CCG 移民研究中心揭牌成立，四本 CCG 相关研究新著面世。

2018 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融入国际

社会具有历程碑意义的一年。2018 年也是十九大召开后，中国推动形成全

面开放新格局、进入广纳天下英才，提升移民管理与服务发展阶段的一年。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吸引力进一步提高，全球人才流动与移民议题是全球治

理重要议题，也是中国吸引国际人才创新，提升科技竞争力的又一关键领域，

关乎中国制造 2025 和未来国家可持续发展。“2018 全球人才流动、移民

与移民法”的举办，意在建立与打造一个全球人才流动、移民、移民法律与

政策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在该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议题中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

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

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人才流动与移民管理是重要议题  

研讨会开幕式由国家部委领导、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国际机构代表致辞。

全球化智库 (CCG) 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博士主持。

2018 全球人才流动、移民与移民法研讨会

为国际人才研究打造学术共同体
CCG holds the 2018 Conference on Global Talent Mobility, 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 Law, aiming 
to create an academic community for international talent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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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才研究会会长、中国原人社部副部长何宪首先从全球人才流动的角度，指出我

国引进人才的四个要求：引进急需的短缺人才、防止人才流失、确保国家的安全稳定、为

人才提供必要的服务。他强调了以制度的开放性，迎接天下英才来华。

何   宪
中国人才研究会会长、中国原人社部副部长

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学校副校长赵健指出，华人华侨是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能从中

国移民的三次浪潮中分析出我国移民的历史悠久。华人华侨对移居国当地经济起到推动作

用，促进了中外交流、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推动了中国的公益事业，对中国的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赵   健
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学校副校长

CCG 理事长王辉耀博士指出，人才是全球竞争的第一资源和核心要素，自加入 WTO

后，中国现在货物流动第一，资本也走向世界，人才的流动刚刚起步，但现在时机已成熟。

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进入了新阶段，下一个 40 年里人才开放是更进一步的工作。随着国

家移民管理局成立，未来可以与各个国家的移民局开展更好的合作。智库也可以为未来的

人才引进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他期待将来会议的规模和范围能够继续扩大，为国家移民

管理局的发展提供更充足的智力支持，CCG 移民研究中心未来也将为我国的全球人才流动、

国际移民的研究与决策贡献更多建言。

王辉耀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

国家移民局管理局政策法规处处长沈一波从加强移民管理统筹协调、形成管理合力、

优化出境人员管理三方面解读了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的目的，并指出移民管理不再只是学

术界讨论的课题，也是国家和政府治理的重要议题。

沈一波
国家移民局管理局政策法规处处长

北京市委组织部人才办主任、北京市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刘敏华基于北京分析了吸

引人才的方式，指出北京要加快建设世界高端人才聚集之都，在国际交往中心建设过程中

打造全球人才发展枢纽，以打造“联系北京”“北京服务”“汇聚北京”“北京辐射”四

个品牌，着力打通“寻、引、留、用”各个人才流动环节，让北京成为有志之士“来得了、

留得下、用得好、融得入”的一块沃土、一方宝地。

刘敏华
北京市委组织部人才办主任、北京市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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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宋慰祖指出，世界进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的时代，全

球更加开放、知识跨国交流、人才全球流动日益广泛，需要建立完善的国际人才流动的法

规和机制，以法治思维来保障人才的有序流动，打造全球人才流动立法、司法的法制体系

建设，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国际间人才依法有序流动。

宋慰祖
民盟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

Metropolis 组织大都会总干事、《国际移民》期刊主编 Howard Duncan 博士指出，

从国际移民的历史角度看，移民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贡献，刺激了国际交流，促进了移

出国和移居国两国的发展，引进了人才和技术。国际移民问题仍然是国际社会的难题，需

要国际移民机构和人才机构，与各国合作共同解决。

Howard Duncan
Metropolis 组织大都会总干事、《国际移民》期刊主编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东亚地区代表处法律主管周雯博士指出，ICRC 从人道主

义的角度，不遗余力为受冲突和暴力局势影响的移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尽可能消除迁徙沿

线国家与地区的脆弱因素，以缓解移民过程中的人道挑战、预防危机发生。当前的移民和

难民困局需要各方协调一致的努力与合作，ICRC 也积极参与到相关进程的国际磋商中。

周   雯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东亚地区代表处法律主管

国 际 移 民 组 织（IOM） 驻 华 代 表 处（ 代 理） 代 表 Etienne Micallef 指 出， 中 国 自

2016 年成为 IOM 的成员国，国际移民是很多国家的重点和难题，其中移民法律很重要。

中国现在有了更多的移民，也日益重视移民的流动，这也是 IOM 的重要责任。IOM 和国

际移民问题需要中国的参与，随着中国日益开放，中国人到海外也传递着中国的声音。

Etienne Micallef
国际移民组织（IOM）驻华代表处（代理）代表

联合国难民署（UNHCR）驻华代表处副保护官 Ambrose Chiu 指出，现代社会各国

民众很容易出国学习、旅游，人才和移民的流动速度加快。移民有各种不同的理由，世界

的移民也越来越多，而被迫移民或迁徙的人也在增多，移民法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中

国为世界的和平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

Ambrose Chiu
联合国难民署（UNHCR）驻华代表处副保护官

北京国际法学会会长、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李寿平教授代表本次研讨会的联合主

办方指出，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当今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科技强国战略”

是未来我国发展需要坚持的两个方面，其中人才是核心。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成立表明中国

对移民、人才的关注，为中国未来的人才发展，为全球人才流动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李寿平
北京国际法学会会长、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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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移民研究中心揭牌，为国
家移民政策建言    

开幕式期间，全球化智库（CCG）

移民研究中心举行了揭牌仪式，开幕

式中各位嘉宾共同为移民研究中心的

成立揭牌。为响应国家移民管理局的

成立，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在改革开放

40 年之际贯彻中央与十九大关于人

才开放的相应政策，研究中心会成立

后将汇聚中国移民领域的研究人士以

及移民方向的社会各界精英，共同来

为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建设提供智力支

持，为国家移民政策建言献策。

全体大会一上，研讨嘉宾从我国

人才政策历史、跨国民族主义情感、

国际移民权利以及社会融入等宏观与

微观角度为本次学术研讨会开启了思

想碰撞。全球化智库（CCG）理事

长王辉耀首先通过梳理中国人才政策

的演变过程阐述了人才工作的突破，

分析了人才发展现状、未来趋势与面

临的挑战，并就新时代如何促进我国

的国际人才发展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尹晓煌

从跨国民族主义进行了与时俱进的解

读，特别是对美国华人跨国民族主义

情感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分析。德

国科隆大学东亚研究所伯阳（Björn 
Ahl）教授则通过案例对比研究，对

在华外国人的劳动权保护进行了深刻

分析，勾勒了中国的相关法律框架，

并指出存在的问题与困惑。中国国际

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办公室主任李

林松则深入分析了外国人在华融入的

需要和存在的问题，探究了在华居留环境和相关融入机制的建立。中国政法大

学国际法学院教授梁淑英主持本次研讨。

全体大会二进一步从针对华侨华人研究、反移民的民粹主义、欧盟经济增

长与认同危机、移民法案与人才培养等不同视角展开精彩讨论，中国武警学院

教授、边防系主任张保平主持。2015 年以来移民在欧洲成为严重问题，移民

难民问题在欧洲、美国出现了非常重要的政治现象，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

学院教授宋全成从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在欧美兴起的几大支柱展开了

深入分析，并警示了未来发展趋势。上海商学院教授陈志强从移民学视角探讨

了欧盟的经济增长与认同危机，并从超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民族

认同、集体认同以及社会认同等分析得出认同危机是欧盟一体化最大的障碍。

外联出国顾问集团董事长何梅概述了各国移民法案，尤其从实践角度分享了国

际移民的背景和形势，并从人才培养的理念出发分享了如何为留学生、华侨和

外国友人赋能的成功案例。



61

SPECIAL EVENTS
专题

全球人才流动与国际移民研究的思想盛宴

 随后，五个平行会场的十组讨论继续展开思想激荡的盛宴。讨论组一首先

围绕“全球人才流动与引才政策”深入讨论。在全球人才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

各国的引才政策对人才流动的影响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注意。与会专家就中

国国际移民现状、影响国际移民的因素、各国移民政策的异同等议题展开讨论，

从多方面比较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引才政策以及对人才的吸引力和环境，并对

以加拿大为代表的移民国家吸引人才的政策和措施进行了深入剖析。专家建议，

一方面要根据长期和短期目标制定清楚和灵活的移民路径，另一方面移民政策

应该具有高度连贯性和互补性，且移民项目应该根据各种因素为移民提供必要

的职业和个人帮助。

讨论组二的议题为“留学、迁徙与高技能移民”。其中，针对来华外籍人

士的研究是本场讨论的重点。研讨专家指出，总的来看，流入我国的外籍人士

主要来自发达国家与邻国；相比境内流动而言，跨境流入人口年龄偏大、带眷

系数、受教育程度均较高。外籍人士对于住房环境和行政管理服务满意度较低，

宗教活动是其主要精神寄托和支持力量，但仍需要政府部门或社会组织搭建更

多桥梁。不过，来华留学生作为一类重要的外籍人士，其在华的职业发展已受

到多方重视。此外，该组还探讨了美国科技人才的流动态势以及中国出入境旅

游产业对于相关人才紧迫需求。

讨论组三则聚焦“‘一带一路’与华侨华人研究”展开探讨。学者表示，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海外华人华侨的作用更为显著。而中国文化的海外

传播以及中国投资的海外落地都将更加倚重华人华侨的作用。此外，还要充分

利用华人华侨在海外经营多年的当地媒体、商业协会、文化社团等资源，给予

华人华侨充分的信任。通过颁发“绿卡”以及其他一些精神奖励的基础上，鼓

励各个地方从自身实际出发开展一系列活动以增强与海外华人华侨的纽带和联

系。从而更好地发挥他们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积极作用。

讨论组四从“全球移民治理、移民政策与社会融入”的角度进行了深入探

讨及案例分析。目前全球范围包括国

内移民和国际移民在内的移民数量不

断增多。尤其是前几年的中东动乱而

导致的难民潮，近期有更多的人为了

更好的经济发展环境而选择移民。但

有学者同时指出，移民接收国国内民

众反弹严重，更多的政府开始收紧移

民政策。由此也带来了前期已经进入

的移民的融入矛盾。相对国际移民，

中国面临着国内移民带来的融入问题，

其本身的城乡差异也存在很大的提升

和改进空间。能否处理好这部分国内

移民的融入问题将关系到中国城镇化

以及消除贫困两个大的任务完成的质

量。

讨论组五以“技术移民法律和政

策”为主题，围绕技术移民及相关国

家在技术移民领域的法律法规和实践

展开讨论。研讨专家们介绍了目前美

国、韩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为吸引

人才采取的相关政策，并与中国的政

策和现状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对不

同国家的政策进行比较，中国在技术

移民领域，不仅需要创新人才吸引政

策，也要同时创新留住现有人才以及

人才培养的政策。更重要的是，中国

要改进移民文化，并着力培养专业领

域的人才。专家表示，吸引人才并不

仅仅依靠高薪，而是要给予人才及其

家庭充分的福利及发展空间。因此作

为吸引人才的基础，政策法规应当全

面完善，不仅仅考虑人才自身，也需

要考虑他们的家人。

讨论组六聚焦“经济移民法和劳

工移民法”。论坛就双重国籍、国际

移民测量、国际移民政策发展及境外

劳动权益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人

才吸引方面，会上提出，日本的移民

政策变化瞄准中国高科技人才，而美

加澳国家的移民体系逐步向人力资源

驱动型（积分制）为主，雇主驱动型

为辅转变，改善移民类型分布，使移

民体系变革更贴近人才资源自身发展

规律。在人才流失方面，不同的统计

口径对于移民潮的判断具有影响。目

前我国移民美国比率下降，入籍率也

低于印度甚至新加坡，中国是否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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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驼峰有待进一步考量。目前我国

对于双重国籍还采取绝对单一模式，

下一步应考虑向相对单一模式转变，

对有社会贡献的外籍人才应有侧重开

放。

讨论组七着重探讨了“移民管理

体制、机制和制度”。在全球一体化、

国际移民加速流动和中国成立国家移

民管理局的背景下，探讨移民管理体

制、机制和制度显得十分重要。讨论

组从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不仅探讨

了公安及边检机构在移民管理工作实

践中的经验和问题，还对联合国、韩

国和香港的移民立法及移民机构设置

进行了对比借鉴，并从学科发展的角

度阐述了国际移民管理学科的构建与

发展。讨论指出，国家移民局成立之

后，如何借鉴国际移民管理经验，协

调公安、人社、民政、外交等相关机

构的设置，完善出入境、签证、停留、

居留等各项职能将成为国家移民管理

局落地的关键。

讨论组八从“侨务法”的角度指

出了依法保护侨民合法权益对于国际

人才引进和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性。从移民管理的角度，侨民是

移民管理的特殊群体，借鉴印度完善

侨民法律、发行印度裔卡的经验，中

国通过侨务立法保护华侨在国内的居

留、投资和社会保障等权益十分必要，

而发放“华裔卡”也成为加强海外华

侨的民族和文化认同、吸引更多华侨

来华创新创业的重要措施。此外，讨

论发言人提出，移民与国际人才流动

密切相关，以自贸区为例，如何借鉴

贸易服务总协定（GATS）保护国际

人才的国民待遇是国际人才引进政策

需要着重探讨和完善的方面。

讨论组九将“难民法和非常规移

民”作为讨论重点，这也是当今全球

关注的热点议题，对两者进行立法也

成为各国目前重点关注的问题。非常

规移民和难民立法包括非常规移民和

难民身份的定义、难民资格的申请和

审批程序。这两者也与各国的边界检

查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多国家针对难

民的法律都借鉴了国际难民公约的框

架，但具体内容各国仍存在一些鲜明

的差异。而边检作为保障移民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需要不断的技术和模式

创新，使边检既能便利出入境群体，也能满足国家规范治理移民的需求。

讨论组十在“移民法治、移民融合和移民代理”领域展开讨论。与会专家学

者表示，中国目前应调整自身针对外国人的司法救济。目前司法救济是有区别的，

即对中国人和在华外国人的司法救济待遇不一。但这种区别并没有充分的基础。

为了高效而采取的区别性的司法救济会造成不公正的待遇，这种不公正违背司法

公平。从私人企业的角度，针对越来越多来华进行商业活动的外国人、私人企

业和政府应当进行更紧密的合作，既便利私人企业了解这些外国客户的背景，

也能够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和宣传来帮助来华外国商人了解中国的法律法规。此

外，移民法治也与人才法制相关联，这也就要求法治要和人才吸引政策和战略相

结合。

CCG 发布四本新著 解析国际移民和全球治理

本次研讨会上还举办了关于中国国际移民和人才创新的四本研究著作的新

书发布会。会上发布了由 CCG 主任王辉耀博士、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博士主

编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和《国家移民局——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移民管理与服务体系》，分别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同时，针对我国的人才创新，CCG 主任王辉耀博士还主编了由中国人

事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专家论坛人才创新 -- 中国人才 50 人论坛文集》。由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华人华侨研究院院长张振江和

吉伟伟主编的《“一带一路”相关地区与国家侨情观察》为当代华侨华人研究

与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借鉴。这四本新书的出版对于推动我国建设更有国际竞争

力的人才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闭幕式上，十位讨论组的主持人对会议的丰富成果进行了评述，全球化智

库（CCG）移民研究组副总监杨靖旼博士主持本场讨论汇报。中组部人才局原

副巡视员胡建华，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国福以及全球化智库（CCG）理

事长王辉耀分别为闭幕致辞。本次研讨会在思想盛宴和精美晚宴中圆满结束。

本届学术研讨会从 2008 年首次举办移民法论坛以来已举办了六届。除了

联合举办本届研讨会，全球化智库 CCG 在此前的研讨会中支持了移民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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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出版。CCG 理事长王辉耀向参与和支持移民相关研究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

期待将来会议的规模和范围能够进一步扩大，为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发展提供更

充足的智力支持，CCG 移民研究中心未来也将做出更多建言献策工作。

本次学术研讨会的筹备得到了人社部中国人才研究会、国家移民管理局、

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学校、北京市委组织部人才办公室、Metropolis China、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华侨华人研究院、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华人华侨研

究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移民研究中心、西华大学管理学院、西北工业大

学外国语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等国家相关部委、高校以及研究机构

的指导与大力支持。

本届学术研讨会群贤毕至，主持研讨的各全体会议和平行讨论的学者、专

家分别为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梁淑英，中国武警学院教授、边防系主

任张保平，Metropolis 组织大都会总干事、《国际迁徙》期刊主编 Howard 

Duncan，CCG 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博士，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美

国西方学院校长顾问 / 终身教授尹晓煌，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

究院院长张振江，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教授夏莉萍，上海商学院教授

陈志强，中国武警学院边防系教授王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邢爱芬，暨

南大学社科部教授贾海涛，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邵春芬，国务院侨办

侨务干部学校副校长赵健，中国人民公民大学情报学系教授刘为民，北京师范

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奉林，《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副编审陈夏红，中国人事科

学研究院人力资源法制与规划研究室研究员 / 主任袁娟以及中国武警学院边防

系边检教研室主任 / 副教授梁秀波。

各研讨会议的参会发言人还包括德国科隆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兼主席伯

阳，莱顿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主席 Frank N. Pieke，建国大学研究员 Hounjoung 

Kim，建国大学研究员 Hyomin Park，哈萨克斯坦阿里 - 法拉比国立大学讲

师 Leila Delovarova，卡尔顿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Martin Geiger，马耳

他大学讲师 Pisani Maria，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助理教授 Sadananda 

Sahoo，中国武警学院边防系讲师白永峰，暨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荃，重庆社

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丁新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府政策系博士研究生、

CCG 地方项目研究组总监董庆前，西华大学管理学院特聘院长、多伦多大学副

教授方涛，北京警察学院副处长、治安系副教授方卫军，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 律师高煜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所副研究员郝鲁怡，北京边检一级

警司何令举，外联出国顾问集团董事长何梅，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

副教授黄日涵，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所华商研究中心博士后贾俊英，广东

韶关大学讲师姜程淞博士，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姜玉，中国政法大

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金哲，广东警官学院治安系教授荆长岭，广东警官学院治安

系教授荆长岭，公安部铁道警察学院科研处副教授 / 副处长兰立宏，中正大学劳

工关系学系教授蓝科正，河北骏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李春国，中国社会

科学院世界经济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李东燕，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

办公室主任李林松，CCG 研究部总监李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李唯，中国

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李文沛，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梁在，中国政法

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林灿铃，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香港地区）林杉杉，

中国武警学院边防系讲师刘红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副教授刘巍，华侨

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音，Liu&Associates、PLLC 律师刘宗坤，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国际移民研究中心副教授柳玉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所华商研究中

心教授龙登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员隆德新，中

正大学劳工关系学系硕士生罗桢烁，中国武警学院边防系副教授马勇，北京大学

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庞丽华，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助理彭芩萱，北京因私出

入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CCG 博士后曲梅，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副教授石竞琳，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

究院助理研究员石磊博士，南太平洋

大学法学院讲师宋丽丽，山东大学哲

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 副院长宋全

成，世界税收联合会研究员孙耀钢，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唐慧云博士，中央编译局博士后

田浩，中华国土安全研究协会理事长

汪毓玮，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

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震，建造师杂志原

编辑王佐，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翁里，

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吴喜梅，中共中

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副主

任许正中，江苏师范大学华侨华人研

究中心副教授颜廷，广州扬帆寰球移

民咨询有限公司移民顾问 / 律师杨波，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杨胜慧，广

东警官学院治安系教授叶氢，东北师

范大学俞晓威，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

金会 / 中国人才科学研究院秘书长岳文

厚，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副教授张癸，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际警务执法学院

教授张杰，CCG 研究员张梅，中国社

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中国侨联侨

研所特聘研究员、教授张展新，浙江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章雅荻，丽

水学院华侨学院副教授周小明，上海

商学院讲师朱蓓倩博士和中国社科院

国际法所教授朱晓青等百余位来自国

内外研究人才流动、移民、移民法等

领域的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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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顶尖智库高级研修班

由全球化智库 (CCG)、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

（TTCSP）、宾大沃顿中国中心主办，南京大学中国智

库研究和评价中心协办的顶尖智库培训高级研修班 6 月 15

日在京举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TTCSP）主

任 James G. McGann，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

理事长王辉耀，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际经贸中心主任 、美国

驻联合国前大使 Terry Miller，国研智库总裁张诗雨，美

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Kent Calder，南

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李刚等来自中外的

顶级专家主讲人出席并授课。这是继 2017 年 CCG 成功

举办首届研修班后第二次开展智库培训。现场专家与近百

名学员分享了国际顶尖智库运营经验，交流智库建设与运

营面临的重要问题和现实矛盾，探讨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

库理论，探索国际和国内智库的发展与创新之路。

美 国 宾 夕 法 尼 亚 大 学 智 库 项 目 主 任 James G. 

McGann、宾大沃顿中国中心董事总经理华桦博士和全球

化智库 (CCG) 创始人、理事长王辉耀先后代表主办方致

欢迎辞。

2018
成功举办，共论智库发展与创新之路

“国际顶尖智库高级研修班”是国内少有的为智库界

业内人士和智库研究人士量身打造的智库精修班，旨在通

过借鉴国际顶尖智库管理经验和战略规划，促进我国智库

界、学术界专家与智库顶级专家的深度交流，持续提升我

国智库建设的专业化水平和管理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

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本届高级研修班吸引了百余位来自国内有关部门、省

市社科院、各有关地市级党校（行政学院）、高等院校、

企事业单位、社会智库和企业智库的学员报名参加。精修

班上，学员们踊跃发问，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授课专家们

一一解答了学员们的问题，并在精修班课程结束后，共同

为学员们颁发了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中国中心授予的进

修结业证书。广大学员在培训结束后纷纷表示本次培训使

自己对建设新型智库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收获颇丰。

CCG 作为国内顶尖的社会智库的代表，既是新型智

库的实践者，也是智库领域的研究者。CCG 长期致力于

全球智库的研究，出版了《全球智库》《大国智库》和《大

国背后的第四力量》三本智库研究专著，连续多年举办中

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等大型智库创新研究论坛、各类学术

研讨会以及智库研修班等，积极实践和探索中国特色新型

智库建设的模式与发展道路。

CCG holds 2018 Advanced Seminar for Top International Think Tanks, to explore new ways for think 
tank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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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理事长王辉耀博士首先结合 CCG 的发展经验

和国外顶级智库的发展模式介绍了全球化智库作为中国特

色新型智库的案例，同时也阐述了全球智库的发展基本面

貌和中国智库发展的趋势，他认为在变化如此之快的时代

里，智库必须要走在创新的前沿。

国研智库总裁张诗雨就国研智库在智库创新建设进程

中的实践阐述了对智库建设的思考，他认为中国缺少具备

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的高端智库，高质量研究成果相对较

少，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有待完善。此外，智库行业缺乏

整体规划，需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未来智库研究更加

趋于专业化和职业化。

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估中心副主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

学院教授李刚分享了他对中国高校智库建设的看法。他认

为，对于中国的一流大学来说，智库本身是大学服务于社

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因此，作为高校智库要形成技

术能力，同时也需要有一定的产品意识，重点打造智库有

影响力、有知名度的 IP 品牌。

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际经贸中心主任 、美国驻联合国

前大使 Terry Miller 回顾了传统基金会这一老牌智库的发

展历程和经营理念，并阐释了该智库近年来的创新之路。

Terry Miller 认为，要想成为全球性的领先智库必须具备

三个支柱，即人、产品和沟通。

美 国 约 翰 霍 普 金 斯 大 学 东 亚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Kent 

Calder 对于智库的多样性、创造性具有非常深刻的理解，

他从不同的方面阐述了智库的多样性、创造性的重要意义。

他认为，中国在这些方面提升了很多，现在美国智库的数

量最多，而中国排名第二，中国的智库数量在快速增加。

CCG 秘书长苗绿博士在总结发言中表示，五位主讲

人既有国外专家，也来自中国本土的智库建设者，同时集

合了体制内智库、高校智库和社会智库的经验，也有国际

上知名的、一流的智库实践者和相关的研究者，是非常全

面的培训报告会，相信参加培训的各位学员都有所收获。

王辉耀
CCG 理事长

张诗雨
国研智库总裁

李   刚
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估中心副
主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
院教授

Terry Miller
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际经贸中
心主任 、美国驻联合国前大
使

Kent Calder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
研究中心主任

苗   绿
CCG 秘书长



66

SPECIAL EVENTS
专题

2018 第三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
——分化、加速的全球化时代与智库创新

2018 年 6 月 17 日，“2018 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在京隆重举办。本

届年会由“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作为指导单位，全球化智库 (CCG)、美国

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 (TTCSP) 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南

京大学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协办，是 CCG 举办的第三届全球智库创新论坛。

本届年会以“分化、加速的全球化时

代与智库创新”为主题，国家部委领

导、国际顶尖智库负责人、外国驻中

国大使等近 50 位研讨嘉宾发言，来

自 1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00 余

家智库的 200 余位智库代表出席，围

绕当今智库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展开思

想碰撞，并积极探索寻求前瞻性、创

新性的解决方案。

聚焦智库使命与担当的
全球智库创新论坛
开幕式由全球化智库（CCG）

理事长王辉耀担任主持，美国宾夕

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主任 James G. 

McGann 致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副部长郭业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隆国强，国务院参事室办公室

副主任唐华东作主旨演讲。

Third Annual China Global Think Tank Innovation Forum was held to look into the issue of think 
tank innov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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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郭业洲指出，全球化正在向纵深发展，各国之间

的联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经济发展潜力从未像今天这样巨大，各国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但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正在

显现，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多边

贸易体制受到巨大冲击。习近平总书记为此做出准确的历史判断——我们正面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郭业洲表示，智库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时代，要做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引领者、世界和平的维护者、新工业革命的推

动者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者，在变局中登高望远，在乱象中披荆斩棘，为人类

走向更美好的未来贡献智慧。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郭业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表示，全球智库创新年会为全球智库界同

仁搭建了一个非常高端、有效的沟通平台。美国一系列贸易政策的调整对全球化

进程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本次年会以“分化、加速的全球化”作为主题非常

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就影响全球化未来走势的因素方面，他强调了

智库至少有三个维度需要关注，第一是技术进步，第二是全球治理制度，第三是

全球经济格局加速变动下的大国博弈。端午节之际，他表示，屈原“路漫漫其修

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恰恰是智库人最需要的本色，智库

要用忧国忧民的情怀和精神为全人类出谋划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隆国强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表示，当国际关系处在新机遇与新挑战的

时代，同时中国也处在智库不断创新发展的新阶段，来自世界各地的智库界人士

汇聚一堂、展开深度交流非常有意义。他非常感谢来自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领

袖和专家的多元观点，能让今年全球智库创新年会“分化、加速的全球化时代与

智库创新”的主题有机会得到更充分、更深化的讨论。希望通过探讨全球智库创

新经验，让彼此在学习中取长补短，共同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更好发挥智库

建言献策的作用和社会影响力。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

王辉耀

国务院参事室办公室副主任唐华东就智库创新建设发展分享了宝贵建议。首先，

智库的建设发展要有责任感、使命感，还要有人文的情怀担当。其次，慢慢推进

智库的研究理念和方式方法创新，处理好战略与热点、深度与宏观、资金多元与

研究客观、原创与集成、传统领域与跨学科综合研究等诸多方面的矛盾。再次，

发挥智库的评价作用，通过更多注重综合性和实际效果来促进整个智库创新发展。

最后，继续智库的平台再造。他表示，本次智库创新年会即是推进智库创新的平台，

相信通过向社会宣介和传播智库研究，智库在未来会进一步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共

识，推动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

国务院参事室办公室副主任

唐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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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主任 James G. McGann 在致辞中表示，今

年的论坛召开得恰逢其时，对中美关系而言也是关键时期。更为重要的是，这次

年会标志着中美之间一次非常重要的合作，尤其是标志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

库研究项目（TTCSP）与全球化智库之间的重要合作。麦甘博士表示，这次会

议对于不同智库及世界各国的参与者来说都是重要的交流机会，当今对技术的颠

覆性创新以及科技本质的思考十分必要，信息流动和政策变动是智库正面临着的

挑战。现在需要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采取行动，共同应对新的全球性的挑战。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主任

James G. McGann

共探分化、加速的
全球化时代与智库创新
开幕式后，与会研讨嘉宾展开进一步思想激荡。论坛一

“全球化新时代的智库创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

目主任 James G. McGann 主持下正式开始。研讨嘉宾波兰

华沙考明斯基大学全球化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波兰前副总理

Grzegorz W. Kolodko，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际经贸研究中心

主任、美国驻联合国原大使 Terry Miller，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中国战略中心主任 Michael Pillsburry（白邦瑞），美国百人

会会长 Frank Wu，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赖肖尔东亚研究中

心主任 Kent Calder，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项目高级

研究员 Tim Summers ( 夏添恩）就全球“政策海啸”冲击下

智库如何进行前瞻性的预判和专业的解读，当贸易保护主义升

级、政策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风险居高不下，智库如何提出创

新性的解决方案来应对日益复杂的研究议题等展开讨论，并就

全球化对智库机构自身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的新时代中，智库如

何改变传统思考、运营和传播方式，更好发挥智库在本国和全

球治理以及“二轨外交”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建议。

“全球化时代中国与国际智库的合作与创新”是论坛二聚

焦的主题，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主持了本场论坛。

在动荡的全球化时代，保持信息畅通与国际视野尤为重要，全

球化同时为思想产品提供了传播需求和技术支持。在此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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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主席苏

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一带一路”研

究中心主任刘宏，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子恒，北京大

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关贵海，经济学人大中华区总裁刘倩，

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智库项目主管 Andrew Hurst 围绕

中国如何拥抱新技术，加强与国外顶尖智库的国际合作与创新，

智库间的合作在哪些方面还有待加强，中国智库近些年不断“走

出去”时如何进一步加强议题设置能力，更好向世界介绍最新

研究成果，并在世界范围内传递和解读中国声音，全球智库网

络能否由概念变现实，为国际合作与创新发展赋能等问题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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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到案例进行了思想碰撞。

国际顶尖智库都在进行高瞻远瞩的智力投资，不断扩大各自的人才“蓄水

池”。论坛三着重探讨了“新时代的智库人才发展”，全球化智库（CCG）副

主任兼秘书长苗绿为本场主持。研讨嘉宾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副院长潘庆

中，国研智库总裁张诗雨，《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副主任、智库版

主编王斯敏 ,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李刚，中国

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院教授

Frank Pieke 针对智库如何抓住人才

流动机遇打造国际化的人才队伍，智

库如何培养领军人才以保证智库研究

水准和激励员工积极性和创造力等充

分交流，并对国际智库施行的推动政

府与智库双向人才流动的“旋转门”

机制进行分析，就中国如何打造智库

人才的“旋转门”，以最大效用地发

挥人才优势和政策影响力表达了真知

灼见。

信息和科技革命对全球经济社会

发展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论坛四直

击“未来已来 -- 应对颠覆性科技的

智库策略”主题展开探讨，全球化智

库（CCG）执行秘书长李卫锋主持会

议。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

长欧阳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

总经济师徐洪才，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中国副院长 Jeongmin Seong，中国

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国家发

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贾文山，上海

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凌，

团结香港基金会政策高级经理 Angela 

Mo 等研讨嘉宾探讨了颠覆性技术的核

心、实质及其影响，大数据时代里有

哪些技术或平台可为智库所用，智库

又该把握哪些机遇因时制宜地创新发

展模式和策略，并分享了智库如何学

会与快节奏的数字时代同频共振，成

为科技的驾驭者而非淘汰者。

随后，论坛五以“中国和亚洲智

库的崛起”为主题举办大圆桌研讨，

美 国 宾 夕 法 尼 亚 大 学 智 库 项 目 主 任

James G. McGann 和 全 球 化 智 库

（CCG） 理 事 长 王 辉 耀 共 同 主 持。

近十余年来，美国及欧洲的新兴智库

增长率正逐步下降，而亚洲的智库正

极其快速地增长，关注到这一全球智

库 现 象， 美 国 传 统 基 金 会 国 际 经 贸

研究中心主任、美国驻联合国原大使

Terry Miller， 美 国 哈 德 逊 研 究 所 中

国战略中心主任 Michael Pillsburry

（白邦瑞），英国东亚委员会秘书长，

CCG 国 际 专 家 委 员 会 主 任 Alistair 

Michie，美国百人会会长 Frank Wu

（吴华扬），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

院教授 Frank Pieke, 海南中金鹰和

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三亚市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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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市长李柏青，美国中国协会会长李叶青，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王勇，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高书国，对外经贸大学 WTO 研究院院长屠新

泉，原中央编译局科研处处长，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刘敏茹 , 中国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欧亚部主任沈昕，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管理专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

现代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易昌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服务贸易研

究所所长李俊，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机构与智库评价研究室负责人胡薇，

中国改革试点探索与评估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黄伟，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张晓东等研讨嘉宾紧紧围绕亚洲智库何以崛起，智库在国际化发展中如何

注重本土化且为政府提供专业的政策建议，亚洲智库能为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扮

演什么角色等议题进行讨论，并针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如何加强关于开放性的研

究，中国智库如何突破发展格局，国家高端智库的特点、形态与作用有何借鉴，

以及民间智库如何更好发挥作用等提出针对性、建设性的建议。

加 强“ 软” 基 础 设 施，
打造全球智库网络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主

任 James G. McGann 和 全 球 化 智

库（CCG）理事长王辉耀作闭幕总结

发言。McGann 博士呼吁智库间需要

建设更有意义的、可持续的智库国际

交流和合作伙伴关系。王辉耀博士重

申了智库建设之于中国“软”基础设

施建设的重要意义，表示在全球化时

代期待智库通过创新能够加强对全球

的治理，为建立一个持久、稳定、繁荣、

和平的世界发挥更大作用。 

“ 中 国 全 球 智 库 创 新 年 会” 是

CCG 发起的旨在关注全球智库行业发

展创新新趋势，促进全球智库与中国特

色新型智库间交流合作，更好承担当代

智库历史使命的全球智库论坛，至 2018

年已连续成功举办三届。去年有来自全

球 20 多个国家的 70 余家智库逾 200 名

海内外战略、经济、商业领域的研究机构

和团体代表参与。本届年会进一步凝聚了

全球智库共识，已形成国际会议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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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教授是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担

任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

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

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

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

主编。郑永年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国际和东亚地区安全、

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社会运动

与民主化、中国政治与中央地方关系等。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CCG 演讲 :

2018 年 5 月 21 日，全球化智库（CCG）总部举

办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CCG演讲，

探讨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的文明复兴和知识重建。CCG

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

年教授在会上分享了他对中美贸易摩擦、扩大开放以及

促进城乡双向流动等问题的看法，并对新书进行了发

布。东方出版社原总编辑、郑永年图书策划人许剑秋，

CCG 主任王辉耀博士出席发布会并致辞。

CCG 主任王辉耀在致辞中表示，改革开放四十年，

中国正在不断发展并且深入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四十

年来的发展值得思考和反思，这四十年来中国在基础设

施等硬实力发展上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中国的软

实力、人才和知识体系需要更多的探讨，尤其是现在处

于充满挑战和摩擦的二十一世纪，作为崛起中的大国，

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非常有必要。

东方出版社原总编辑、郑永年图书策划人许剑秋对

新书的发布表示祝贺，他表示，最近大家都在强调文化

自信，那么什么是文化自信？正如郑永年新书中所讲的，

中国首先需要知识重建。那么，文化应该建立在什么样

的基础上，什么是真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问题

书中都有所阐释。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的文明复兴和知识重建

关于主讲人

 CCG 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

长郑永年对《中国的文明复兴》和《中国的知识重建》两本书进

行了发布。他表示，如今，中国正在迎来大外交的新时代，这个

时代需要建设国家意识形态。《中国的文明复兴》对十九大提出

的中国文明复兴之路系统思考，对什么是新时代的中国道路全面

阐述，涵盖社会广泛关注的道德问题、意识形态建设、文化体系

Zheng Yongnian, director of East Asian Institute i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peaks at CCG about 
China's civilization revival and knowledge reconstruction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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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以及国际话语权和大国外交等热点问题。本书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新时代

的治国方略，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任何一个文明

的核心就是拥有能够解释和说明自己的知识体系，而中国文明复兴的关键就

是重建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

《中国的知识重建》一书是郑永年教授在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基础上，

将自己对知识体系建设的思考收录而成。书中阐述了中国如何建立自己的哲

学社会科学体系和国际话语权，并对中西方相互误解的原因，教育哲学的专

业主义、知识分子和权力关系进行了全面分析。

郑永年表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近代以

来中国一直是西方思想的殖民地，而一直以来 , 西方社会是用西方的思想体

系和文化来理解中国，比如说，" 左右派 "、" 民主 " 这类的词汇都源自于西方，

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描述。自古以来中西方有沟通，但是西方对中国依旧存在

很大程度上的误解，这也同中国的知识体系有关。因此中国一直在强调文化

自信，现在也确实不够自信，因为中国几千年来都在强调要像西方学习、改善。

但是，郑永年强调，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目的不是简单地照搬西方一样的模式，

因为那样只会越来越糟糕。所以，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上，中国都应该实现

中国模式，就像是政协和人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智库也是

同样的道理。

在与郑永年教授的交流环节，CCG 主任王辉耀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世界经济史上空前的增长奇迹。此前我们先后经历

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及加入 WTO 三次大的改革红利

机遇期。最近十年，红利减少，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模式是促进我国经济社

会改革的重大决策。这次改革势必带来深远影响，一个新的难得的改革红利

机遇期将随之到来。对此，郑永年表示，推动城乡双向流动，既要农民到城

市成为城市居民，也要允许城市中上层居民到农村当农民。同时，保证农用

地、耕地，放开宅基地政策，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改革。

在随后的媒体互动环节，国内外知名媒体记者还就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

体系和思想体系等话题进行了提问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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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 字 国 际 委 员 会 主 席 彼 得· 毛 雷 尔

（Peter Maurer）， 生 于 瑞 士 图 恩，

1987 年进入瑞士外交部工作，曾在伯尔尼和比

勒陀利亚担任数职，后于 1996 年调至纽约，

出 任 瑞 士 常 驻 联 合 国 观 察 员 代 表 团 副 团 长。

2000 年，他被任命为大使，担任瑞士伯尔尼

外交部总部人道安全处处长。2004 年赴纽约

出任瑞士常驻联合国代表。2009 年 6 月，联

合国大会选举毛雷尔先生为第五委员会主席，

负责行政与预算事务。此外，他还当选为联合

国建设和平委员会布隆迪组合主席。2010 年 1

月至 2012 年 4 月，毛雷尔先生担任瑞士外交

部国务秘书。2012 年 7 月 1 日，彼得·毛雷尔

接替雅各布·克伦贝格尔担任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主席。在他的领导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

80 多个国家开展人道工作。毛雷尔先生的首要

工作包括加强人道外交，敦促各国和其他各方

遵守国际人道法，并通过创新和建立新的伙伴

关系改善人道应对工作。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毛雷尔 CCG 演讲 :

2018 年 5 月 29 日，受全球化智库（CCG）邀请，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主席彼得·毛雷尔（Peter 

Maurer）在 CCG 北京总部发表演讲，就“一带一路”建

设和企业发展分享了 ICRC 多年的工作经验。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多来，已吸引了很多国家

和企业的参与。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文化、法律、政治、

宗教信仰、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在不同程度上给

“一带一路”建设造成了阻碍。基于这些问题，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并

协助政府部门和企业制定相关政策和发展策略，为其提供了

特殊支持和帮助。此次 ICRC 主席彼得·毛雷尔到访 CCG

并发表演讲，从人道机构的视角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并

同中国企业进行了经验分享与合作。本次会议由 CCG 理事

长王辉耀博士主持。

在演讲中，彼得·毛雷尔先生首先肯定了全球化智库

为“一带一路”的研究和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并强调了智

库作为联系各方的桥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作

用。在毛雷尔先生看来，如何将公共事业与商业结合，让公

共政策与经济政策协调发展是 ICRC 的一个发展目标，这

也将会对企业的投资产生重要影响。经济发展动态与社会动

态一直处于一个紧密的相互影响的状态，这也使得企业商业

活动的影响很难局限于经济层面，而是会带来广泛的社会和

环境影响。这一点在动乱地区尤为明显：这些地区由于治理

不当、冲突频繁、腐败严重、贫困问题尖锐等，不当的投资

行为很可能造成意料之外的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消极影响，并

以国际人道机构经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关于主讲人

彼得·毛雷尔（Peter Maurer）

ICRC Chairman Peter Maurer Speaks at CCG about experience-sharing among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gencies to assist the establishment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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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影响企业的发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一带一路”沿线 40 多个国家或地区开展人道行动，这

些国家或地区大都处于战乱状态，而很多企业目前只是关注商业层面的利益，没有对社会、政治问题

给予高度重视。但为了保障投资的成功，企业应当改变自己的思维，不只是从商业层面评估投资的风

险与收益，而是应该同时将投资地的社会、人文环境纳入考虑的范围，并意识到商业行为也会产生广

泛的社会、政治、环境层面的影响，而这些反过来也会对投资能否成功有重要影响。因此，在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商业投资时，企业应该采取不同的投资方式与策略，减少投资带来的消极影响。

基于这些考虑，毛雷尔先生指出企业投资时应达到的三个平衡：一，投资需要为利益攸关方创造利润，

这是商业投资的重要目标；二，企业应当思考商业投资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尽可能地减少负面影响；三，

企业投资应当获得政府和当地民众的支持。

除地区冲突对投资的影响外，毛雷尔主席也指出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也会对投资存在潜在影响。随

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扩大，城市人口增长，这些地区为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是社会骚乱最为

严重的地区。这些问题的存在要求企业在计划投资时对地区状况和投资的潜在影响要有一个更为清晰

的认识。为了更好地投资，获得长久收益，企业需要更关注自身的社会责任，尊重人权和投资目的地

人们的生活。同时，面临复杂的环境，企业之间应该团结，避免互相伤害。

演讲最后，毛雷尔先生也提到，投资与一国政府和民间社会都存在巨大关联，而如何沟通好各方

是企业投资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ICRC 已进行了很多项目，并在不断地拓展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合作，

帮助企业更好地在当地协商与投资。毛雷尔先生也一再强调，企业在谋求发展的同时，应当更多地思

考自己的活动和行为如何能够更好地造福当地，改善一个地区的问题，这将为企业投资获得更多的保

障和支持。

面对世界各地的复杂形势以及商业活动对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广泛影响，毛雷尔先生特别强调了发

展“人道主义‘一带一路’”的重要性，并指出 ICRC 愿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给国家提供沟通对话

的渠道。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会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毛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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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赵穗生 CCG 演讲：
美对华接触政策 40 年

2018 年 6 月 8 日，在上合青岛峰会举办前夕，也在“金特会”

进入倒计时的重要时刻，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美国丹佛大

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美中合作中心主

任、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赵穗生来 CCG 发表演讲，回顾美国

过去四十年对中国的接触（engagement）政策，探索中美两国

的未来发展之路。赵穗生教授认为，中美均是接触政策的受益者，

由于双方处于相互依存的状态，美国应当继续贯彻这一政策，中

美应当实现进一步合作。此次演讲及讨论由 CCG 副主任高志凯

主持。

2019 年是中美建交 40 周年。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一直基

于接触政策来试图改变中国，从而实现其战略和其他利益。然而

近些年，针对美国 40 年来的对华接触政策，美国国内出现很多

批评的声音。这些评价认为，美国对华的接触政策并没有为美国

带来一个新的战略伙伴，反而为美国塑造了一个战略竞争对手。

对于这一争议，赵穗生教授从美国对华接触政策背景、当年的目

标和历史发展等角度梳理了中美如何从战略伙伴变成了战略竞争

对手，并从中美两方面分析了这种“理想主义的、错位的共识开

始破裂”的原因，还分享了对未来中美两国关系如何发展的见解。

从战略伙伴到竞争对手，中美对接触政策的“错位共识”

中美的关系现状与中美两国在过去几十年的政策、发展都有

直接的关系。美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对华开始实行接触政策。

当时很多人认为美国实行这一政策的原因主要是美国在越南战争

后希望重新布置世界战略格局，并通过中国对抗苏联。但美国采

取这一政策还有另外一个目标，即改变中国，把中国从威胁变为

一个利益相关方，将中国建设成为同美国一样的民主自由的现代

化社会，按照西方当时的“现代化理论”，这样中美两国之间就

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就不会发生冲突。同时，将中国纳入以美国

为主导的世界体系。鉴于美国希望维持其在二战后建立的自由主

义的国际秩序，中国在这个秩序中崛起会让中美双方成为利益共

同体，而非挑战美国建立的秩序。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也希望改变。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实

际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的。当时的中国刚刚走出文革阴影，

社会百废待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而美国

作为市场化的榜样，在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很重

要的作用。同时，中国在国内政治上也相对趋向自由化的发展。

此后包括中国加入 WTO 也是美国试图改变中国的一个表现。中

国加入 WTO 的过程中也有来自美国的反对声音，认为中国尚未

Prestigiou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 Zhao Suisheng speaks at CCG about the 40 years of US Engagement 
Policy 

赵穗生，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现任美国

丹佛大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美

国委员会董事会董事，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

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务院专家

咨询委员会委员。他创办并担任主编的《当代中

国》英文双月刊发展成为引领当代中国问题研究

最有影响力的期刊之一 ( 收录 SSCI，影响因子

2016 为 1.350)。赵穗生教授拥有美国加州大学

政治学博士、硕士，密苏里大学社会学硕士，北

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和硕士。1985 年到美国前 , 

他曾任职于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财政部外事财

务司和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等单位。赵教授出版

了十余部英文著作，包括《权力的设计》《东亚

权争》《邓小平时代的决策过程》《穿越台湾海峡》

《中国外交政策》《中国能源安全：国内因素与

国际影响》和《中国的崛起与中美关系的转型》等，

100 多篇英文学术与政策论文发表于《华盛顿季

刊》《威尔逊季刊》《政治学季刊》《中国季刊》等。

关于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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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市场经济而不符合世贸的要求。但在美国政府看来，

这不仅仅是让中国购买美国产品，而是让中国购买自由市

场的最重要的原则，是帮助中国向自由贸易转型。

9·11 是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转折点

但近些年，中美关系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针对对华

接触政策的批评声音因此也越来越多。实际上，9·11 是

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美国在冷战之后，开始

实行单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挑起了众多战争，并破坏了

很多地区的和平稳定，错用了胜利者的地位，失去了道义

上的制高点。而美国内部的民主机制也出现了重大问题，

共和党和民主党冲突严重，越来越难以妥协，民主制度处

于失灵的状态。此外，2008 年的金融危机对美国也是一

次重大打击，让美国逐渐失去改变中国的信心，这也是美

国国内现在对接触政策争议有的重要原因。

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则是愈发自信，2008、2009 金融

危机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中国是韬光养晦，不搞对抗。

在这之后，中国发现美国人也在犯错误，谈论金融危机时

甚至在讨论是否出手相救美国。赵教授感觉到中国当时的

巨大变化就是自信。尽管过去对美国的价值观不完全接受，

现在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基于跟西方不一样的文化、历史和

传统，这种学者以及后来政治家也在谈的“中国模式”在

美国人看来是挑战美国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化模式。

而在美国眼里，近些年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也在间接削弱

美国在亚太区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政治过去

五到六年对美国也形成冲击，外交政策的变化在美国人看

来甚至更大。在亚洲安全上，中国觉得美国最好不参与一

些安全组织，这在美国人看来就是要把美国赶出亚洲。在

一些区域关系中，如各种争端，美国人觉得中国的变化也

很大。这带给美国的想法即是：中国在挑战美国，美国的

接触政策从这个角度失败了。

美国对接触政策的反思之于对华政策有多大影响？

基于这些转变，很多美国人开始质疑接触政策的有效

性：一些美国人认为借接触政策实现美国改变中国的目标

本身就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这套隐蔽的孙

子兵法”；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过去是想改变的，但现在

不想按照美国的方式来发展。这些想法的存在使美国对华

的态度变得强硬，并要求在经济、贸易方面对中国采取实

际应对举措。另一方面，从安全问题上，认为世界开始了“新

的冷战”，一个新的两极化世界出现，中国在政治、经济、

外交方面是美国的全面对手。

但这种对接触政策的重新思考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是很有限的。从特朗普总统目前的表现来看，虽然他不断

地在转变态度，并提出一些对中国有潜在威胁的想法，但

真正执行得仍很有限。包括近期对中国的贸易制裁，美国

也尚未执行实质性的举措，到目前还未找到解决问题的方

法，还在谈判过程中。因此，赵穗生教授认为美国国内针

对对华接触政策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美国应当继续实行

接触。

在赵穗生教授看来，中美之间虽然存在摩擦，但合作

不可避免。首先，中美双方都是接触政策的受益者，中美

两国的发展都需要彼此合作。而且，中美之间已发展成非

常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为美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同时美国商品虽然对中国存在赤字，但服务贸易对中国有

很大顺差。其次，鉴于美国在亚太的影响力在逐渐减弱，

而中国在日益增长，如果美国想在这个地区继续存在，与

中国接触是不二之选。最后，虽然近年中国外交政策有变化，

中国依然是现有秩序的受益者，仍支持现在的秩序，并没

有挑战美国。认为中国造成挑战是美国的一种误解。如果

美国放弃接触政策，那么就会创造一个敌人。中美之间虽

然会有很多摩擦，竞争也日益强烈，但是美国除了解决自

身问题，继续跟中国接触之外，没有第二个选择。

作为“CCG 名家演讲”的又一次思想激荡，这是赵

穗生教授继 2017 年在 CCG 发表以“世界秩序的重塑：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博弈”为主题的演讲后，第二次来

CCG 进行演讲和交流。他表示，很高兴有机会再次回到

CCG 跟大家一起交流关于中美关系的看法，作为中美关

系 40 多年发展的见证人，他们这批人的使命就是建立一

座中美相互理解的桥梁，尽量争取两国之间减少误判，

相对真实地了解对方。而 CCG 作为中国领先的国际化智

库，在种种不确定事件冲击全球化的关键节点以及中国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进行时中，着力打造了“CCG 名家演

讲”，常年邀请国内外政要、学者、智库专家和企业领袖

在 CCG 发表演讲，并与 CCG 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深入

研讨，旨在充分发挥智库以国际视野践行“二轨外交”，

深化国际交流，凝聚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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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世 礼 先 生 ( Nicholas Rosellini) 毕 业 于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系，现为联合

国驻华协调员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

自 1986 年起，罗世礼先生先后在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担任多项职务：1986 年至 1989 年担任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加纳项目官员，1992 年至

1996 年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埃塞俄比亚项目

顾问，1996 年至 2000 年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驻越南副代表，2000 年至 2005 年担任助理

署长办公室主任，2005 年至 2008 年担任联

合国驻不丹协调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不丹

代表。自 2009 年 1 月起，罗世礼先生担任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副助理署长兼亚太局副局长，

后又兼任曼谷区域中心主任。2016 年 10 月起，

罗世礼先生担任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及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驻华代表。

联合国驻华代表罗世礼 CCG 演讲： 

2018 年 6 月 14 日，联合国驻华协调员、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驻华代表罗世礼先生 ( Nicholas Rosellini) 于全球化

智库（CCG）北京总部发表了演讲。演讲围绕“2030 可

持续发展目标”（SDG）“南南合作”和“一带一路”建

设等话题展开，罗世礼肯定了中国目前为实现世界和平与可

持续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并强调了中国在实现 2030 可持

续发展目标中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中国未来与联合国的

合作、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

经验和建议。

 罗世礼先生首先强调了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全球

未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国家的经济建设、合作和

发展都将围绕这一目标展开。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均参与了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签订，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也与所有

国家息息相关。罗世礼先生认为发展不仅仅在于发展的目标

和方式，也意味着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和实现全面协调发展。

在他看来，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不能为

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而忽视其他方面，比如在考虑脱贫的同

时应当考虑环境方面的影响。而在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

同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影响也不容忽视。

罗世礼先生在演讲中还回顾了中国在“南南合作”中

做出的重要贡献。在过去的四年里，中国已为“南南合作”

捐赠了 600 亿美元，并且在以每年 10% 的速度增长。仅

2016 年一年，中国对外净援助就达 5.8 亿元。如果同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相比，中国对外援助的总额可排在第 7

位。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更是为全球发展做出了巨大

贡献。通过加强社会经济、金融等方面的联系，“一带一路”

倡议极大地促进了地区融合和发展，并为全球发展提供了一

个新机制。无论是“南南合作”还是“一带一路”都为全球

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新机遇，但如何把握这些机遇从而产生最

好的效果就成为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罗世礼先生从以下几方面为中国的“一

带一路”建设和“南南合作”提出了建议。首先，中国在“一

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可以汇总各种方法经验再将其与不同

地区相匹配，以确保每个地区的发展模式能够适应当地的状

况，这也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以和中国合作的一个方面。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以帮助中国了解各地区的需求和状况，

并从中总结出适合不同地区的发展方式。与此同时，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作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桥梁，也在帮助中国

中国是实现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力量

关于主讲人

罗世礼 ( Nicholas Rosellini)

UN Resident Coordinator in China Nicholas Rosellini delivers speech at CCG about China ‘s important role in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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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机会，建立伙伴关系并帮助项目的落

实。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了解不同地区重要的利益相关

方，通过与他们进行交涉可以更高效地融入当地，并恰当地

拉动当地的发展。

第二，罗世礼先生强调了传播的重要性。如何传播、

传播什么都是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目前，很多国家对中国、

“一带一路”都存在很多误解，这种误解是由不当的传播造

成的，但也可以通过有效的传播而改善。在这一点，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也做出了大量努力来更好地宣传不同的发展项目

使其能被当地接纳，并帮助发展项目的落实。

最后，罗世礼先生强调了融资的重要性。资金不足是

很多企业投资的瓶颈，因而创新融资渠道亦是“一带一路”

建设的关键。中国开发的绿色债券市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问题复杂但商业目的鲜明的领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推荐

混合的融资模式，但同时也要谨防融资方式的误用，确保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融资方式的健康发展。

本次演讲由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博士主持，并吸引

了大量企业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及媒体代表的参与。

罗世礼先生还对参会嘉宾和媒体就援助项目的影响力如何测

评、如何保证项目落地和可持续发展、非政府组织怎样参与

到国际合作以促成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多角度、具有实操与战

略性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回答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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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 无问东西
——张诗伟的法律人生

“一万小时定律并不能简单、片面理解为一万个小时的机械累积，机械的量的积累不必然带来

质的飞跃，还必须对所从事行业有真正的热爱，更成为你的信仰、融入你的血液，才能产生真正的

化学反应，也才能真正的笃定、持久。你若不热爱正义，又谈何真正热爱法律，做好法律？”

初见张诗伟律师，话题甫从大家近年耳熟能详的一万小时定律开始，他不落俗套地提出自己的

见解，“其实如果我们看过丹尼尔·科伊尔原著《一万小时天才理论》，这种热爱就像原著里说的那样：

‘在未来的某些时候，也许已经发生了——你会坠入爱河。不是和某个人，而是和某个你自己的想

法——关于你想成为谁，关于你生来会成为谁。这种爱，这种激情，就是发展才能的原始燃料。’”

嗯，看来这是一位有思考而又有趣的律师。

其志笃，其言中，其事恒

如果说 1994 年那位懵懂少年选择法律是种机缘巧合，那么二十余年后已然成为大叔的他每天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佳作不断，“不断让人惊讶”（著名法学家江平语），除了热爱，似乎找不到

其他更合理的解释。

大学毕业后的张诗伟在 1999 年开始了律师职业生涯，最早办过刑事和民事案件，研究生毕业

后确立了以资本市场及相关投资并购业务作为专业方向。迄今为止，张诗伟做律师已近二十年，经

办的项目难以计数，包括第一批市场化债转股和混改、第一批跨境换股境外收购、第一批中概股私

有化并拆 VIE 借壳上市和第一起中国上市公司全面要约收购境外上市公司等经典、开创性的项目。

仅在 2017 年，张诗伟主办及主要参与完成的代表性项目就有“中信和凯雷收购麦当劳中国大陆和

香港业务控股权”、“中国人寿参与中国铝业市场化债转股”以及“中国外运换股收购招商局物流

集团”等。

与此同时，张诗伟也一直笔耕不辍：从《论 < 论法的精神 > 中的法律精神》到《未来已来，初

心不改：互联网 + 时代职业律师的变与不变》；从《败诉论》《商法与法律环境》《离岸公司法》和《美

国风险投资示范合同》，再到《中国并购报告》《中国与全球化报告》和《全球 IPO 报告》等中英

文权威报告，其中相当作品或属开山之作，或更上一层，在行业内外有着深远影响力。

除了专业成就获得客户认可，司法部、国际金融法评论、亚洲法律杂志（ALB）等国内外权威

机构、杂志也授予张诗伟金剑文化工程奖、年度中国律师、年度交易律师、最佳并购项目和最佳私

募项目等诸多殊荣。2018 年 3 月，张诗伟获评《亚洲法律杂志》年度“ALB 中国十五佳并购律师”。

而客户也这样评价他：“兼具（中国）境内外上市及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丰富经验和深厚认知，立足

总体格局又不失对细节的关注把握，是资本市场并购业务的优先之选”以及“具有国际视野和经验

而又地地道道的中国法律专家。”

Uniting knowledge and action, owing to his principles of 
introsepction ---- Zhang Shiwei’s life with law

张诗伟
CCG 常务理事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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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张律师还在全国律协金融证券委员会、全球化

智库（CCG）、中证中小投资者保护中心等权威行业性组

织或公益机构兼任职务，为律师行业、资本市场、公益与

法治事业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毫无疑问，张诗伟更忙碌了。这“有限的世俗意义上

的成功”背后也不无遗憾，张诗伟诚恳说道，“惭愧的是，

这些年忙于俗务，已疏于提炼和抽象性创作，希望将来能

补上。”

执事忠 事思敏 修己以诚

谈到专业，张诗伟正色说道：“律师当然首先是一个

职业，所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是一种极其强调专业精

神的法律服务行业”。大前研一对何谓专业精神有着深刻

概括，即“控制自己的情感、理性行动，具备专业知识、

技能和较强的理念，以客户为第一位，具有无穷的好奇心

和永无止境的进取心，严格遵守纪律”。这种专业精神无

疑就是“工匠精神”。  

张诗伟认为，律师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工程师”，

是一个时刻要与人沟通打交道的职业。就非诉律师业务而

言，尽调、交易架构设计、交易谈判、监管报批各方面都

非常强调与人的有效沟通。因此，除了专业法律技术，律

师职业尤其强调建立在正确价值观和专业基础之上的良好

的理性说服和人际沟通能力。其核心在“致良知”，在“诚”。

唯如此，才能真正赢得客户的信任和尊敬。

“诚”，最质朴也最可贵，其力量最强大也最恒定。

这近乎毛泽东的心力说和王阳明的心学，正是张诗伟律师

所秉信的。他认为，诚既是律师立身执业做事的态度，也

是律师处世、待人接物的方式，更是律师兼容并包开放进

取的心态。在法律法规规定不明确时，律师不仅要全面、

审慎、精准把握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其背后的立法本

意和法律精神，还须结合案件实际深入钻研相关行业、惯

例、和先例，并具备金融、财务和管理等知识，甚至哲学、

历史等人文素养。这样才能在限定的时间和精力等约束条

件下，迅速建立有解释力和实操性的分析框架，进而提供

建设性、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必要时，更积极引导各方以

最终促成交易达成或案件解决。

在时代剧变和信息爆炸的时代中，张诗伟深知，除了

经验积累和勤奋，深度思考能力和快速学习能力已成为律

师的立身之本跟核心竞争力。二者结合可让人直抵认知对

象的核心和本质，把握其框架、实质及发展趋势，从而迅

速建立起有效的认知。张诗伟认为，培养这两种能力的核

心在于通过长期认知实践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方法论指导下

的知识体系，或所谓底层操作系统或“芯片”。“而要打

造一个性能先进的‘芯片’，至少需要经历八到十年，经

受几十甚至上百个完整项目的历练，并且与时俱进地不断

迭代、升级”，张诗伟这样比喻。

进学致知 行方思远

《原则》一书中的核心观点是一个人需要通过学习交

流来反思、筛选和构建自己的投资原则与认知体系。张诗

伟看来，这不仅适合投资，也非常适合法律。一个优秀的

律师应在执业实践中不断学习、构建并升级、丰富自己的

原则和认知体系。法律作为实践理性，其生命力在于实践，

所以尤其强调法律认知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因

而法律其实也是贯彻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绝佳行业”。

张诗伟说到，知行合一本身意味着知行二者之间良性

反馈与互动。知而不行，难得真知；行而不知，是为盲行。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一

个优秀的律师应当通过长期的法律认知和实践，并在二者

之间不断进行“目光的往返流转”（著名法哲学家拉伦兹语）

才可能实现真正的知行合一，从而不断丰富认知和生命的

内涵，更拓展其边界。

“这需要时间，更需要好身体，一个好的身体尤其是

干好律师工作的前提。”张诗伟分享到，“这么多年，我

就两件小事每天坚持得比较好，一件是读书学习，每天阅

读量基本保持在 10 万 +，并坚持做笔记；一件是平板支撑，

现在每天单组基本保持在 10 分钟 +。”

张诗伟云淡风轻的笑谈背后，是人所不知的几年甚至

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与践行。看得出来，他是真正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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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融入国际社会，

具有里程碑的一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国务

院机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全球化智库（CCG）长久以来倡导与推动的组建国

家移民管理局。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建立，标志着具有现代化治理水平的中国国际

移民治理体系正式确立。由此，中国治理人口迁徙进入新时代。目前，全球化发

展也进入新的阶段，国际移民议题在全球难民危机与混合迁徙治理的难题下，逐

渐成为国际社会关于对全球化发展意见分歧的政策试验场与舆论斗争阵地。

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国际移民与治理，服务于中国自身与世界的可持续性发展，

推进人口更安全、更有序、更正常的迁徙，在全球发展背景下更准确地把握中国

国际移民形势，全球化智库（CCG）组织编写了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

报告（2018）》。蓝皮书由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博士、副主任兼秘

书长苗绿博士主编，全球化智库（CCG）和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共同编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全书分为总报告、中国篇、专题篇和区域篇四部分，从世界与中国两个主要

切入点把握国际移民及其在中国的现状与特点，以多元视角对世界主要西方国家

的移民现状与政策取向、中国的移民新政与治理方式等内容全面梳理与深入研究，

并进一步解析了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等紧密相关的议题。本文总结了蓝皮书的部

分要点。

CCG 国际人才蓝皮书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

国际移民流动性下降 经济发展刺激短期迁徙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显示，欧盟作为对移

民最有吸引力的地区之一，也呈现出欧盟国家内部的人口

流动增长要快于非欧盟国家迁入欧盟的速度。此外，接收

移民数量最大的国家为美国（4700 万），接收近世界移

民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19%）；德国和俄罗斯为世界移

民的第二大接收国（1200 万）；第三位为沙特阿拉伯，有

1000 万迁入移民。

  
0% 10% 20% 30% 40% 50% 60% 70%

亚洲人在亚洲 

非洲人在非洲 

欧洲人在欧洲 

外国出生者仍居住于出生地所在大陆的占比（%）

数据来源：European Political Strategy Centre, “10 Trends 

Shaping Migration,” P.3.

当然，国际移民流动性下降的现象在 OECD 国家表

现得比较明显。从 1995 到 2014 年这 20 年时间里，迁入

OECD 国家的永久性移民一直处于较为显著的增长态势，

尤其是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增长较快。金融危机后，

虽然永久性迁入移民的数量有两年的短暂回落，但很快又

恢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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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 OECD, Permanent Immigrant Inflows 数据整理。

CCG published the Blue Book of Global Talent: Annual Report on Chines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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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因素既会成为驱动人们去往海外寻求更好机

会的动因，同时贫穷、不平等、缺乏基础设施和失业这些情

况，也会成为限制迁徙的因素。因此，收入与迁徙之间会形

成一种驼峰曲线关系，即，极度穷困的人缺乏经济基础迁徙，

但随着经济发展，年均收入大概进入 7000-10000 万美元

的区间时，人们迁出原住地的能力与倾向开始增加。

民粹主义阻碍人才吸引 英美定制企业家移民政策

报告显示，在民粹主义影响下，美国在不断收紧移民

政策，同时提高投资移民门槛；而受脱欧进程影响，英国

对人才的吸引力减弱，但仍然试图通过有选择性的移民政

策，将国家所需的紧缺型人才从移民潮中甄选出。相比通

过投资移民增加房地产行业的收入，美国同英国等国家更

重视创新。创新会带来企业的转型，这种转变会影响到世

界的劳动。企业在参与国际贸易时影响了工作安排方式、

竞争力、创造就业岗位和工作品质等重要经济结果。创新

与新技术内植于企业，既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也是

可持续增长与发展的动力来源。全球就业大部分是通过私

营企业实现的。相应的，每个对于国家可持续发展有极大

抱负的国家政府，都开始在国内通过各类政策手段营造创

业环境、发展中小微企业。经验研究已经证实，国际移民

在创业与创新方面活力要高于非移民人群。企业家移民比

投资移民更能通过创造本地就业、贡献税收等方面，直接

使移民所在社会受益。美国与英国虽然通过出台新规，加

高之前广受欢迎的投资移民门槛，使投资移民批准数量陡

降，但却全力吸引企业家移民来本国创业、拉动本国的就

业与创新，成为美国与英国等呈现“反移民”政策倾向的

发达国家有悖于政策宣传表象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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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英国内政部。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还指出，尽管一直以

来舆论认为的美国政府将停止发放 H-1B 签证的消息并不

属实，目前 H-1B 工作签确实在名额、申请标准和申请过

程上有了调整。多年以来，数十万的外国熟练技术工作者，

甚至科技行业领军人物，都是通过 H-1B 签证留下，从而

解决了美国技术工作者短缺的问题。尤其是印度人和中国

人位居获得此类签证的前两位。H-1B 签证获得者中的大

部分都成为了美国的永久居民或者公民，他们同其他的移

民一起，为美国社会创造了源源不断的巨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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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美国公民身份与移民统计数据（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Data）整理。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350,000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H
-1

B
申

请
量

 

印度 

中国 

加拿大 

菲律宾 

韩国 

英国 

墨西哥 

台湾 

日本 

巴基斯坦 

2007-2017 年前三季度美国 H-1B 申请量（受益人排行前十

出生国家 / 地区）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公民身份与移民服务数据（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Data）整理。

新加坡为增加人口规模放宽移民政策 加拿大结合
国际教育战略以吸引高质量移民

虽然反移民浪潮席卷欧美，但并非所有的发达国家地

区都认同“反移民”思路的政策。新加坡、加拿大和日本

等国家仍是根据国家自身人口结构与国内经济发展情况来

理性地调整移民政策。《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显示，

2017 年，新加坡移民政策有了新变化，政府将放宽移民政

策，规划未来新加坡的人口将从目前的 531 万增加到 600

万左右，到 2030 年人口规模将会达到 69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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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政府则通过国际移民与国际教育战略的相互促

进的政策让更多符合加拿大可持续发展的移民前往该国的

过程更加便利。报告指出，为吸引与培养符合加拿大经济

发展的国际移民，加拿大各省教育部实行有利国际教育战

略，吸引大量留学生，通过留学生毕业后一系列促进就业

措施，将国际人才留在加拿大国内，从而增进国际移民。

同时，加拿大公民与移民部（CIC）为解决国际学生流动

问 题， 在 2013 年“ 经 济 计 划 行 动（Economic Action 

Plan）”中两年之内投资了 4200 万美元，以增加临时居

民签证项目的容量，满足国际学生日益增长的短期培训以

及长期攻读学位的需要。加拿大的移民政策与教育战略的

关系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移民政策与教育战略彼此助力；

培养适应加拿大本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应用型人才；

移民在教育中表现突出，形成人才竞争良性循环。

表 1  2016、2017 年加拿大移民计划

 2017年目标  2016年目标  调整比例  

经济移民总数  172500（57.5%） 160600 +7.41% 

家庭移民总数  84000（28%） 80000 +5% 

难民与人道主义  

支援移民
 

43500 59400 -26.77% 

波动区间  28-32 万 28-30.5 万 +4.92% 

目标人数  300000 300000 -- 

资料来源：根据加拿大签证中心数据整理。

此外，澳大利亚政府批准的学生签证和临时居留签证

正逐年缓步增长，2016 年分别达到 31.08 万和 13.08 万

份。2015 年增设的海员与过境签证 2016 年也有增长。但

与工作相关的临时签证 -- 工作假期计划和临时工作（技术）

则逐年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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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全球治理新机制：构建“全球移民契约”

2016 年，联合国通过《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

并启动政府间谈判进程，以期在 2018 年制定通过一个全

球契约，寻求安全、有序和正常的迁徙。全球契约将会

着眼于四个核心因素：（1）保护移民的权利；（2）为

安全、有序和正常的迁徙提供便利；（3）降低被迫迁徙

和非常规移民；（4）应对人口流动带来的自然和人为的

疾病 。除此之外，国际社会还要寻求将移民的发展潜力转

化为现实的机会，寻求移民对家乡和东道国社会发展的积

极贡献，全球契约还被寄予期望能给国家设立一个指导原

则，有效地、彰显人道主义精神地治理人口迁徙。加强国

际移民多维度的协调，成为理解应对移民、人口流动和所

有类型的国际迁徙的国际合作模式。报告认为，全球移民

契约的建构与发展是全球移民治理的分水岭，体现了国际

社会对该议题做出关键性的努力。

中国移民迁出量增速放缓 移民美加英德中国人数
连续下降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显示，中国人获得主

要移民目的国的永久居留以及公民身份数量连续下降。美

国的 EB-5 投资移民签证在内的一些系列西方国家签证，

中国人申请量占比也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虽然这些

特定签证的申请量与公民身份的申请与获得并不能完全反

映中国迁出移民的存量，但仍充分反映出中国移民迁出数

量增速的放缓、收缩的大致趋势。其中，2017 财年，一

共有 74194 名中国人获得美国合法永久居留资格，同比下

降 9.2%，呈总体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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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报告中指出，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 2017 年 7 月的最

新数据，主要依赖于中国人申请的 EB-5 签证，中国人申

请占比也从 2014 年的峰值 85.37% 一直下滑至 2016 财

年的 7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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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报告还指出移民英国、加拿大和德国的中国人

的数量也成下降趋势，申请入籍英国的中国人连续四年下

跌，2017 年仅 2271 人申请，达到 2007 年以来新低。而

中国人作为申请加拿大公民身份的主要来源群体获得加拿

大公民身份的人数也出现持续减少且降幅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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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的中国人人数从 2009 年到 2016 年都在缓步

增长，但中国人在德国的外籍人士中占比也从 2014 年的

峰值 1.35% 下降到 2016 年的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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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成为中国规范移民的重要流
向地区 中国成为世界第五大侨汇汇出国

报告重点分析了中国国际移民的现状与特点。其中指

出，中国作为世界第四大国际移民来源国，大陆地区国际

移民占总人口比重仍是世界最低。即使包括了出生于香港

和澳门地区但在大陆生活的人的数量，在中国大陆地区也

只有约 100 万境外迁入移民，迁入大陆的境外出生人口（包

括港澳居民在内）仅占中国总人口的 0.07%。“一带一路”

沿线地区也成为中国规范移民的重要流向地区，中国大陆

移民的前 20 大目的国中有 7 个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新加坡（44.86 万）孟加拉国（17.78 万人）、泰国（10.03

万人）、印尼（7.03 万人）、俄罗斯（5.62 万人）、菲

律宾（3.6 万人）、缅甸（3.37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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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不断从国际移民来源国成长为治理方式与机制

不断进步的国际移民目的国，外国人“来华逐梦”也呈现

上升趋势。报告中提到，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目前处

于汇丰全球职业发展排行的世界第二，外国人移居到中国

可以获得各类职业与收入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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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是最受外籍人士欢迎的地区，居住于此区域的外

籍人士年薪超过 25 万美元的比例几乎是在欧洲该比例的

三倍。而中国是亚洲地区最受外籍人士青睐的国家，在中

国的外籍人士年薪超过 25 万美元的概率是全球平均值的

四倍以上。

随着来华就业的外籍人士的增加，根据世界银行 2017

年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 2016 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侨

汇汇出国，虽然相比 2015 年的第四名下降一名，但与排

行前一位的德国差距很小，而且连续两年处于前五名，已

经能说明中国不再只是国际移民的来源国，以及侨汇的汇

入国，而是不断成为国际移民的目的国。侨汇的汇出金额

也能反映出外籍人士在中国的工作与发展情况。

千人计划吸引高层次人才  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回
流占比明显提升

报告显示，从 2008 年到 2017 年，我国 13 批次的“千

人计划”，目前共引进人才 7 千余人。在“千人计划”的

引领下，中国各地引进高层次人才、留学人才 5.39 万。

尤其在中国的一线城市，聚集了大量的各领域专业型人才，

上海合同聘用专家人数更多，达 51805 人，持就业签证者

也达 58911 人。海外专家的进入，能为中国科技创新、教

育文化、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全世界各国都在提升对国际人

才的吸引力，在全球移民大趋势下，中国亟待提高竞争力

强的人才制度。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高学历、

高层次人才回流占比明显提升，中国正在经历新中国成立

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人才回归潮。如今，大洋彼岸美国移

民政策或将大量国际人才拒之门外，而这些人才无论是作

为中国应对老龄化的“人口红利”，还是作为中国创新发

展源动力和“一带一路”重要支撑的“人才红利”，都是

宝贵的财富。

国际旅游赤字明显

国际移民组织的最新定义指出，“移民”（migrant）

指不论人的法律身份、出于自愿或不自愿、迁移的原因为

何、停留的时间长短，只要是进行或正在进行跨国际边界

移动，或是在一国范围内离开其惯常居住地的人，都是移

民。因此《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还具体分析了中

国出入境旅游和留学的情况。根据全球化智库（CCG）

2017 年的旅游报告显示，我国入境游客数量由 2005 年的

1.2 亿人次增长到 2015 年的 1.34 亿人次，11 年间增幅为

11.2%。与 2005-2015 年中国大陆居民出境人数 312.9%

的增幅相比，差距颇大。2017 年，剔除国内居民出境人

数减去前往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大陆游客访问量，我国国

际游客赤字为 3163.52 万人次。 除了形成国际旅客赤字

外，我国入境游客数量虽有增加，但增速低于发达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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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5 年增长 38.9%）和新兴经济体入境游客的

增速（2005-2015 年增长 57.2%），同时低于亚太地区

发展的整体水平（同期增长 81.3%）。

出国留学增速放缓 来华留学增长迅速

教育部 2018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到，中国已经

与 188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教育合作交流关系，与 46 个重

要国际组织开展教育交流，与 47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学历

学位互认协议。习近平总书记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历

史性访问，并成功加入《亚太地区承认高等教育资历公约》。

在教育影响力深入及政策的推进下，外国来华留学生规模

逐渐扩大，留学生就学层次日趋多元化。报告还指出，

2016 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54.45 万人）的增速较 2015

年有所放缓（增速下降 8.17%），但中国依然是美、加、澳、

日、韩、英等国家的主要外国学生生源地。同时，随着中

国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中国教育部 2010 年出台的“留

学中国计划”，以及预备将中国于 2020 年打造成为亚洲

最大的留学目的国，来华留学外籍学生数量也不断增加。

2016 年，来华留学生数量就达到 44.3 万，较 2015 年增

长 11.3%，较 2004 年的数量（11.1 万），增加了近 3 倍。

全国各地掀起“人才争夺战” 将争夺国际人才作
为重要着眼点

由 CCG 研究编写、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

际移民报告》还就全国各地掀起的“人才争夺战”现象进

行了分析。报告指出，国内的 “移民”人才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第一资源。现在我国从人口红利开始转向人才红利，

各地城市都逐渐地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人才争夺战打破

了大城市对资源的垄断，促进了人才流动，松动了户籍对

人才的限制，从这个角度看，“人才争夺战”有其突出的

积极意义。

报告认为，地区发展要注重多层次的人才引进，政府

要深化户籍改革，完善对“国内移民”的服务。人才既要

有包括大学生以及创业者等在内的高端人才，也要有职业

白领、技术蓝领以及城市运行服务人员等。比如说，深圳

人口有两千多万，其中有一千多万人没有本地户籍，但这

些人中有大量优秀人才，政府在吸引人才时要注重这部分

人群，加快户籍改革，完善配套服务，将这部分技能型、

服务型人才留住用好。在人力资源越来越“值钱”的当下，

不应将人口多当作一种负担，唯有努力提升城市管理和服

务水平，才能真正打造出城市的人力资源优势，并把这种

优势打造成城市的一种核心竞争力。

成立国家移民管理局 地方外籍人员管理与国际社
区治理迈上新台阶

全球化智库（CCG）长久以来倡导并推动组建国家移

民管理局。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建立，标志着具有现代化治

理水平的中国国际移民治理体系正式确立。由此，中国治

理人口迁徙进入了全新时代。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建立，整

合了中国长久以来负责人口跨境迁徙管理工作的公安部出

入境、边防检查等职责，更有利于治理体系的系统化与科

学化。正在组建的国家移民管理局被赋予的职责也几乎涵

盖了全球先进国家的各类治理项目，包括出入境管理、口

岸证件查验和边民往来等惯常类项目，还负责外国人在中

国的停居留、永久居留这些具有追踪性治理性质的责任，

尤其加入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难民与国

籍管理。

为提升中国国际人才竞争力，推动中国国际移民政策

健康稳定发展，CCG 课题组提出以下建议：

正确引导国内舆论、加深国际移民与人才认识，提升

中国国际人才竞争力。

完善国际移民数据统计、移民融入服务。真实有效的

数据信息，是治理国际移民的根基。

加强非常规移民的治理能力，提升国际形象。

借力“一带一路”的发展布局，构建区域国际移民治

理的合作机制。

更多相关信息请参阅由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

写、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

（2018）》

CCG 研究部国际移民研究组，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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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条建议
应对中美贸易紧张局势

维护双边稳定大局

北京时间 3 月 23 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备

忘录，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 600 亿美元的商品大规模

加征关税。随后，中国商务部迅速回应并表示拟对自美进口

的约 30 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全球股市随之大跌，中美间

的贸易紧张关系引起了全球关注。

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这一压舱石现在

也开始出现“动摇”。作为长期致力于中美经贸关系研究的

全球化智库（CCG），我们希望中美双方能够保持克制态度，

避免因贸易战而导致的双输结局。

此前，CCG 邀请来华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两位

美国前贸易代表 Michael Froman 和 Susan Schwab 来

CCG 总部与中方专家对中美经贸关系问题进行研讨。在此

基础上，我们提出积极应对中美经贸关系紧张局势、谋求中

美经贸关系大局稳定的 10 条建议。

第一、加强对美包括从精英到普通民众的宣传，阐明中

美贸易赤字在全球化分工下的本质。

第二、美国要放宽包括高科技公司在内的对华出口，实

现双方的共赢。

第三、扩大对美国商品进口，降低汽车、手机、奢侈品

CCG provides 10 suggestions to maintain a stable Sino-U.S.Trade Relations

等非关乎国计民生产品的关税，增加对美的能源产品、农产

品等进口。让利国内消费者，同时可以消减中美贸易差额。

第四、改善营商环境，扩大开放，营造有利于外资发

展的氛围，从而让这些外企积极促使其所在国放弃贸易保护

主义立场。

第五、积极促成中美跨境电商协议的达成，利用电商来

为中美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提供就业以及优惠产品的红利。

第六，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切实包括外资在内的

广大企业的知识产权权益。

第七、探讨成立中美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推动中美在

基建领域合作。

第八、谋求在“一带一路”倡议上与美国企业合作尤

其是海外的第三国市场。

第九、从长远角度，把握机会寻求加入 TPP，推动

WTO、RECP 等多边贸易体系的进展，寻求更多的力量来

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发展。

第十、利用 WTO 贸易规则，对美国违反 WTO 规则

的做法进行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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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ST PUBLICATION
新书推荐

《世界移民报告 2018》中文版由联合国国际移民组

织（IOM）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发布。通过呈现全

球和区域层面的移民数据，该报告从不同维度呈现了移民

问题的复杂性，并为移民领域的从业者、政策制定者和

研究人员等提供了针对移民问题严谨有效的实证分析和政

策建议。

《世界移民报告 2018》作为国际移民组织世界移民报

告系列的第九本报告，着重突出了移民领域决策者面临的

复杂和突发的问题，并旨在促进人们对当下和长期的移民

发展动态的理解。继《世界移民报告 2013：移民福利和发

展》及 《世界移民报告 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

动的新合作》 之后，这是全球化智库 (CCG) 第三次和国

际移民组织（IOM）合作发布在国际移民领域最具影响力

的年度报告中文版。

《世界移民报告 2018》呈现了全球和区域层面移民的

最新数据，数据来源包括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经济合作和

发展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难民署、境内流离失所

监测中心等多个组织。报告综合回顾了全球移民的数量和

流动趋势，深入分析了日益复杂突出的移民问题，讨论了

侨汇和诸如难民、境内流离失所和寻求庇护者等特殊移民

群体。这些数据和分析旨在帮助决策者和大众更好地理解

与移民迁徙相关的问题。透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移民问

题实际是一个跨领域涉及多方面的综合现象，思考移民与

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也成为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一个重

要方面。

全球移民最新趋势

国际移民数量大幅上升，大多数移民生活在高收入国

家；外来务工人员构成国际移民的主体；侨汇对发展中国

家而言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不同区域移民的显著特征差异

明显；境内移民是中国移民的重要特征之一等等。

报告重点关注的移民问题：

报告还探讨了数个政策制定者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其

中包括：国际移民的全球治理框架，不同跨国联结的方式

和类型与移民之间的关系，移民领域的媒体报道，移民与

城市的关系等。同时，该报告也从移民个体层面呈现了移

民问题，为政策制定者更深刻地了解移民的感受和经历提

供了帮助。

《世界移民报告 2018》中文版的发布对中国社会了

解国际移民问题意义重大。当下在国际迁徙和移民领域，

中国社会和大众对相关议题的了解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

与中国国内对国际移民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权威研究

的数量较少、社会影响力较弱等有关系。《世界移民报告

2018》中文版的发布正是希望丰富移民领域的专业资料，

提升中国社会对移民和国际迁徙问题的了解。

与以往报告系列相比，从数据与趋势上看，《世界移

民报告 2018》记录的迁徙数据更权威、多元，而且从区域

与次区域层面深入和全面地为大众展示了国际移民现象的

全貌。从国际移民理论的构建与进展上看，此报告介绍了

国际移民领域的权威研究期刊与成果，并从全球治理理论

架构上多层次地介绍了全球移民治理规范与制度。这不仅

从理论上为中国研究国际移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土壤，

还为决策者、政策实践者提供了更广阔的治理思路。同时，

《世界移民报告 2018》还对与国际移民相关的议题与现实

舆论导向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信息供给，对于人本全球化

理念在中国的推动很有意义。

联合研究 : 国际移民组织（IOM）

                 全球化智库（CCG）

发布时间：2018 年 5 月

《世界移民报告 2018》中文版
CCG is de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8” 



89

LATEST 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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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各个城市展开了激烈的“人才争夺战”，杭州、

武汉、郑州、合肥、南京、西安等 20 多个城市都出台了

各种吸引人才的政策。这既体现了新时代我国各级政府对

人才工作的重视，更是说明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理念已经

成为社会的共识，这些新趋势也为我国未来的人才工作提

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由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王辉耀博士主编的《著名专家论人才创新——中国人才 50

人论坛文集》在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旨在推动中国人才

事业的发展和发挥智库建言献策的功能。

《著名专家论人才创新——中国人才 50 人论坛文集》

由上篇“百家争鸣，心系人才——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

坛专家观点荟萃”和下篇“人才专家共话人才创新”两部

分组成。上篇根据各位人才专家在全球化智库（CCG）

2016 年举办的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

上的专题发言整理而成，从不同层面对国家最新的人才政

策以及社会热点进行探讨，为人才体制机制创新以及人才

强国等战略提供智力支持。下篇主要根据人才工作面临的

新形势、新热点，向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约稿而成，内容

涉及人才理论创新、人才政策分析、人才培养开发、人才

创新创业、人才国际化以及人才思想建设、人才安全等，

观点新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主编：王辉耀 

出版社：中国人事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 年 3 月

《著名专家论人才创新
——中国人才 50 人论坛文集》

自十八届五中全会后，建设人才强国及实施人才优先战略都已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但这些目标需

要突破政策层面，在实践层面得到落实。希望以本书的出版为契机，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共同致力于人才理论的研究，

加强跨界交流，为提升我国人才理论研究水平，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建设人才强国服务。

——中国人才研究会会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　何　宪

在深化改革的大好时代，我国人才事业的发展面临新机遇。中国的人才事业的提升离不开杰出人才专家的贡献。

本书的出版正是专家们集体智慧的结晶。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　王辉耀

人才研究领域特别需要关注四个方面的问题：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市场机制在改善就业结构上的作用，

人才法制建设以及建立中国特色的人才理论体系。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　王晓初

 亮点推荐：

CCG' new book about talent innovation,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from China Talents 50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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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CCG 部分活动一览
CCG  Events in 2018

时    间 地    点 主    题    

1 月 10 日 北    京 第四届中国人才 50 人论坛暨“国外人才发展丛书”发布研讨会

3 月 25 日 北    京 CCG 协办第二届“中英峰会”｜数字高峰对话

3 月 29 日 北    京 《人才成长路线图》和《人才战争 2.0》新书发布会

1 月 12 日 北    京 CCG 名家演讲｜苏世民学者项目全球招募总监罗伯特·加里斯博士：全
球领域的教育和未来

3 月 27 日 北    京 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与全球化智库（CCG）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3 月 30 日 上   海 CCG 上海分会理事交流会｜区块链与人工智能

1 月 10 日 香    港 CCG 香港委员会交流会｜证券公司如何走出国门及在海外发展机遇

2 月 5 日 北    京 2018 CCG 专家媒体新春联谊答谢会

1 月 22 日 北    京 CCG 智库研讨会｜美国的双边主义和亚太经济整合

3 月 27 日 北    京 CCG 智库圆桌会｜ 2018 年全球贸易政策

4 月 14 日 香   港 CCG 香港委员会座谈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与香港国际都市定位

1 月 25 日 北    京 CCG 新春精英联谊会

1 月 31 日 北    京 CCG 智库圆桌会｜从特朗普国情咨文看中美政治经济走向

2 月 2 日 北    京 全球变局与中国智慧：改革开放 40 年之际的回顾、展望和建言》报告发布

4 月 18 日 上   海 CCG 智库研讨会｜ 2018 年中美直接投资趋势

4 月 25 日 上   海 CCG 智库研讨会｜人才争夺战

2 月 3 日 广    州 CCG“一带一路”研究院与中国 MBA 联盟建立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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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6 日 北   京 CCG 智库研讨会｜世界贸易体系新秩序

4 月 28 日 新加坡 CCG 主任应邀出席东盟领导力论坛并发表演讲

5 月 21 日 北    京 CCG 智库研讨会｜挖掘“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亚国家的投资机遇与合作

5 月 29 日 北    京 CCG 名家演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以国际人道机构
经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5 月 21 日 北    京
CCG“一带一路”系列研讨会：挖掘“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亚国家的
投资机遇与合作

5 月 20 日 北    京 第四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

5 月 30 日 成    都 《四川人才发展报告（2018）》发布

6 月 8 日 香    港 CCG 香港委员会座谈会｜香港国际竞争力与经济发展前瞻

6 月 8 日 北    京 CCG 名家演讲｜美国丹佛大学教授赵穗生：美国对华接触政策 40 年

6 月 9 日 北    京 CCG 学术研讨会 | 2018 全球人才流动、移民与移民法

6 月 9 日 北    京 CCG《国家移民局：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移民管理与服务体系》图书发布

6 月 14 日 北    京 CCG 名家演讲 | 联合国驻华代表罗世礼 : 中国是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重要力量

6 月 15 日 北    京 2018 国际顶尖智库高级研修班

6 月 17 日 北    京 第三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

6 月 27 日 北    京 CCG 名家演讲｜百人会会长吴华扬：中美关系紧张时期，华裔群体的
建设性角色

5 月 20 日 北    京 CCG 第四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互塑和推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新未来

5 月 25 日 合    肥 《世界智能制造发展报告》中英文版发布

5 月 28 日 北    京 2018 世界华人经济峰会圆桌会议

5 月 8 日 北    京 《世界移民报告 2018》中文版发布

5 月 5 日 -11 日 美   国 CCG 赴美系列研讨对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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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2 日 上    海 联合国贸发会 CCG 上海论坛

7 月 11 日 北    京 CCG 名家讲坛 | 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茅忠群：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
理之道

8 月 23 日 北    京 CCG 智库圆桌会 |WTO 的现代化改革与未来发展

7 月 30 日 北    京 中美贸易摩擦课题研究项目启动研讨会

7 月 24 日 北    京 CCG 报告《理解与破局：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度分析和智库建议》发布

11 月 16-17 日 三    亚 第五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

12 月 广   州 “2018 年度中国留学人员 50 人榜单”发布

7 月 5 日 北    京 CCG 名家讲坛 |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胡永泰：化解美中
贸易战

8 月 19 日 北    京 第十三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

8 月 19 日 北    京 《2018 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发布

7 月 3 日 渥太华 CCG 国际研讨会 |“加拿大、亚洲与欧洲的全球人才竞争”

6 月 30 日 北    京 CCG 十周年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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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健　　商务部原副部长

程津培　　致公党中央原副主席，科技部原副部长

傅成玉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

傅志寰　　原铁道部部长，第十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高西庆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证监会原副主席，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何　宪　　中国人才研究会会长，人社部原副部长

李吉平　　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

　　　　　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执行副会长

李荣融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任

刘利民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

刘世锦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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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振元　　上海市原副市长

龙永图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

CCG 国际专家委员会

CCG 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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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仇保兴　　建设部原副部长

沙祖康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中国裁军事务前大使

孙振宇　　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中国驻 WTO 前大使

王晓初　　人社部原副部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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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伯阳　　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

许　琳　　国家汉办原主任

张景安　　科技部原党组成员，科技日报社原社长

章新胜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原会长

赵启正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

朱永新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朱光耀　　财政部原副部长

Alistair Michie               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副主席

Paul Beamish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商学院亚洲中心主任 

Howard Duncan               国际大都会人才组织总干事 

Hans d'Orvill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驻中国总代表、前副总干事

Peter Felix                                  国际高级人才咨询协会原主席 

Grzegorz Kolodko               波兰原副总理

Robert Z. Lawrence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经贸教授

Jeffrey Lehman               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首席执行官

Par Liljert                国际移民组织驻中国联络处主任 

James McGann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负责人 

Ricardo Meléndez-Ortiz        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总裁

Terry Miller                    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传统基金会国际经贸研究中心主任

Roza Otunbayeva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

William Overholt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

Demetri Papademetriou          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MPI）所长

Denis Simon               美国杜克昆山大学副校长

Daniel Wright               绿点战略咨询创始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William Zarit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

David Zweig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



95

APPENDIX
附录

CCG 咨询委员会名单

◎ CCG 主席        
龙永图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

◎ CCG 联席主席
陈启宗      恒隆地产董事长
何亚非      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

王辉耀 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 CCG 理事长

水木投资集团合伙人
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外联出国顾问集团董事长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
美国威特集团董事长，美国百人会大中华地区共同主席
美银美林有限公司中国区主席及行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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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方
关 新
何     梅 
蒋 锡 培
李 学 海
任 克 英     
唐 修 国
田 溯 宁
汪 潮 涌

◎ CCG 副主席
王 俊 峰
王 琳 达
于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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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华坚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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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时得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香港洪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合兴集团控股行政总裁
霍英东基金有限公司永远董事
百度公司创始人
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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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 德 旺
高 振 东
洪 明 基      
霍 震 宇
李 彦 宏
梁 建 章     
梁 锦 松
刘 永 好
马 蔚 华

◎ CCG 资深副主席
茅 忠 群          
沈 南 鹏
王 石
王 广 发
徐 小 平
俞 敏 洪     
张  磊
张 懿 宸

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红杉中国的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万科集团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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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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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G 理事

◎ CCG 常务理事
陈　宁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陈　爽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
陈耿彬　　长荣控股集团（香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剖建　　中国红瑞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CEO
迟　海　　黑石集团董事总经理
戴　威　　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 CEO
戴一帆　　华栋集团 CEO
戴志康　　证大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丁　丰　　慧谷家族美国分会会长，原三星电子大中华区副总裁
丁　颖　　侨外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
董增军　　美国 CST 公司亚太区总裁兼中国公司总经理
段苏函　　深圳市分享成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
高燕定　　燕定美中教育创始人
郭　盛　　智联招聘 CEO
洪航庆　　爱佩仪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洪为民　　前海国际联络服务有限公司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
花醒鸿　　博龙资本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区总裁
黄　辉　　宽氪资本（IVISTA Captical) 执行合伙人
黄锦辉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兼主任会计师
焦　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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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　炎　　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李　平　　北京澳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总裁
李　文　　北京智蹼共创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李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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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一　　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梁志祥　　百度公司副总裁
林　耀　　商银信支付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刘　颀　　子歌教育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创始人、
　　　　　董事长兼总裁
刘　星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陆侨治　　浙江海牛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陆兴东　　国龙文产集团董事长
马义和　　盈创建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
毛大庆　　UR WORK 创始人、董事长
闵　浩　　南京东屋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闵志东　　中德制造与资本中心执行主任，东方汇金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　军　　法政集团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
秦洪涛　　北京恒昌利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孙立哲　　万国集团董事长兼华章出版公司董事长
唐浩轩　　富爱达国际董事长
陶景洲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滕绍骏　　美中公共事务协会执行会长
王　强　　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
王柏年　　柏年基金会主席
王伯庆　　麦可思公司创始人、总裁
王翠霞　　深圳康利集团董事长
王红欣　　深圳道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少剑　　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CEO
王胜地　　北京爸爸的选择科技有限公司 CEO
王天鹏　　北京科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创始人 / 副董事长、兼集团投资并购总裁
王伟东　　达仁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伟峰　　光大金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
王跃驹       北京睿诚海汇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魏　雪　　TCL 文化传媒公司董事长，
　　　　　TCL 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
谢暄晖　　北京财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严望佳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姚力军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小雯       龙腾资本创始人和管理合伙人
叶雪泥　　华也国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EO
张　川　　上海富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毅　　金杜律师事务所中国管委会主席
张宏江　　源码资本投资合伙人
张剑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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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黎刚　　爱康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张诗伟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张亚勤　　百度公司总裁
张益凡　　深圳市多和美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柏松　　霍普金斯医药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郑群怡　　康宝莱（中国）董事长
钟小平　　深圳前海润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成刚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宗馥莉　　杭州宏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邹亨瑞　　亨瑞集团董事局主席
朱伟卿       上海宝碳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董事长

安永钢　　京创时代（北京）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总裁
陈　昱　　悠悠空间自助式仓储 / 都市生活物联服务创始人、CEO
程　刚　　高捷资本投资合伙人
程溧军　　中国之窗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
方发和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集团执行副总裁
傅禄永　　苏宁集团 LAOX 执行董事
郝   杰        Magma 基金合伙人，80 亿顺畅交流创始人
黄博文　　子歌教育机器人 ( 深圳 ) 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董事兼副总裁
黎镜波　　日美国际顾问公司董事长
李震旦　　能量方舟集团董事长，创始人兼 CEO
陆文奇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栾　艳        职库中国联合创始人
满　静　　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执行副总裁
冒高峰　　上海彩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创始人
彭　峻　　湖南安普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CEO
邱宇峰　　杭州若比邻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CEO
史　阳　　河北汤鸿汇泰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涂志云　　我爱卡 / 信用宝 创始人兼 CEO
王　洋　　深圳前海中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王博之       外联出国集团荣誉顾问
王云峰　　博世热力技术亚太区商务总监
韦　波　　成都中通信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邬国华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徐耀良　　安学国际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
徐依梦　　中美青少年教育发展基金会主席
许江涛　　宁远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鹏　　中子星优财创始人兼 CEO
张　钰　　CISLUMI 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萌雨       上海麦忒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先云　　三亚中泰瑞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所长
张亚哲　　真格基金董事、合伙人
张云飞　　珠海云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CEO
张哲伟　　爱尔兰投资发展局中国区总监
赵　斌　　美国高通公司法律及政府事务全球高级副总裁
赵　维　　象仪投资（上海）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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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学术专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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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宏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

陈全生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研究室工业交通贸易研究司原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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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武　　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

                  冯国经冯国纶基金教授、前耶鲁大学教授

程一兵　　澳大利亚工程院院士、澳大利亚 Monash 大学教授

丁学良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董克用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教授

段培君　　中共中央党校战略学研究室主任

高   柏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亚太研究中心教授

高   唯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授

葛剑雄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辜学武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化中心主任

黄仁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上海社会科学院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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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千人计划专家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金   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 英国牛津大学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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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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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宏宇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美国问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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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药学院教授、神经科学家

逯高清　　英国萨里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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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参事 ,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丘成桐　    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

饶   毅　　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石静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

施一公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

石   勇　　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中科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时殷弘　　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宋立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孙贤和　　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系教授

孙   哲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

                  中国项目联席主任

汤   敏　　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王春光　　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

王绍光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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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

王通讯　　中国人才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王小凡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杜克大学终身教授

王效平　　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中华商务研究中心主任

吴   江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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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伦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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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颜海平　　清华大学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院长、外国语言文学系主任

杨大利　　山东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院长，原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姚树洁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原院长

尹晓煌　　美国西方学院校长顾问和终身教授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首晟　　美国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

                  著名物理学家，丹华资本创始人、董事长

张旭东　　美国纽约大学中国中心主任

张燕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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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第十、十一、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赵穗生　　美国丹佛大学终身教授

曾湘泉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原院长

周   敏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教授

周玮生　　日本立命馆大学可持续发展学研究中心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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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朱云汉　　台湾中央研究院 ( 院士 ) 政治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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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高级研究员、特邀高级研究员
贝一明　　韩国庆熙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地球治理研究院院长
蔡志强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陈爱民　　西安外事学院校长
陈　平　　国际民间艺术组织 IOV 全球副主席，中国区主席
陈玉明       商务部经贸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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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Carlos Parra Merino      智利驻华农业参赞
丁    斗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丁一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
方　涛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
高书国　　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
　　　　　中心战略室主任、研究员
高志凯　　中国能源安全研究所所长、中欧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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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玉贵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特聘教授
何茂春　　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何　宁　　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原公使
何伟文　　前中国驻纽约和旧金山总领馆商务参赞
HichemKaroui    自由作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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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助理
黄剑辉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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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华商研究中心主任
柯银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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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志勇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李建勇　　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
李叶青　　美国中国协会会长
李晓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教授、博导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李兆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梁国勇　　联合国贸发组织投资和企业司法经济事务官员
林家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
林倩丽       新经济思维研究院资深顾问
                  武汉学院校董、教育战略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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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裘蒂　　原瑞士信贷收购兼并部投资银行家
刘　昕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龙安志 (Laurence Brham) 　　喜马拉雅共识组织创始人
陆　钢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中亚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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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与战略管理系主任、教授
吕　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马　骏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前首席经济学家
　　　　　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Martin Jacques ( 马丁·雅克 )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
　　　　　研究系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访问教授
牛志明　　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环境专家
Patricia Rodriguez Holkemeyer   哥斯达黎加驻华大使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
彭士杰（Jeffrey Bernstein）  “职库国际”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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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建光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施　杰　　高级律师、四川省律师协会监事长，民进会员
寿慧生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苏　浩　　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Selim  Belortaja     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 
孙　杰　　中国证监会基金部原主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原会长
孙永福　　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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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国际商务研究中心主任
　　　　　APEC 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学东　　中山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王    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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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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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嘉       美国国际开发署贸易与监管改革办公室高级顾问
夏露萍 (Ruth A. Shapiro）     Center for Asian Philanthropy 
　　　　　and Society 首席执行官
谢　韬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教授
徐德清　　美国耶鲁大学工程计算中心助理主任
徐洪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
徐秀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
许传玺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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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GTN“对话杨锐”主持人
杨　静　　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会长
袁志彬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查建中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张伯赓　　哈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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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政协委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财政部会标准委员会委员
张秀明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秘书长
张燕玲　　中国银行原副行长，中建集团外部董事 
张勇安　　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上海大学－肯塔基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翟　崑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赵　刚　　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赵   宏        中国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专家组成员
周克明　　英国奥科斯（August）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四川大学客座教授
周　棉　　江苏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周　萍　　商务部外事司原司长
周晓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原所长
周小明　　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原副代表
朱旭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朱英璜      中国日报原总编辑
韩东屏      美国华伦威尔逊政治大学政治系教授
刘俊海      民商法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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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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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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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称 CCG，是中国领先的国际化社会智库。CCG 成

立于 2008 年，总部位于北京，在国内外有十余个分支

机构和海外代表处，目前有全职智库研究和专业人员百

余人。秉承“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

为全球献策”宗旨，CCG 致力于全球化、全球治理、

国际关系、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

CCG 是中联部“一带一路”智库联盟理事单位，财政

部“美国研究智库联盟”创始理事单位，中央人才工作

协调小组全国人才理论研究基地，人社部中国国际人才

专业委员会所在地，被国家授予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质。

CCG 成立十年来，已发展为中国推动全球化的重

要智库。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

球智库报告 2017》中，CCG 位列全球顶级智库百强

榜 92 位，成为首个进入世界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

并在全球最佳社会智库榜单中被评为中国社会智库第

一。同时，CCG 在国内多个权威智库排行榜也获高度

认可，在南京大学与光明日报发布的《中国智库索引

CTTI2017 发展报告》中蝉联社会智库 Top10 榜首，

并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智库综合评价 AMI 研究

报告 (2017)》“核心智库榜单”。此外，CCG 还被权

威的中国管理科学学会评选为“2016-2017 年度十大

中国管理价值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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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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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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加入
member@ccg.org.cn

捐赠及合作
cooper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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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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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G 香港委员会秘书处 
香港中环花园道一号中银大厦 61 楼 B 室

电话：852-25233580

北京︱广州︱东莞︱青岛︱上海︱香港︱华盛顿︱纽约︱柏林︱巴黎︱悉尼︱里约热内卢

广州、香港

上海

悉尼

纽约

华盛顿

青岛
北京

巴黎

伦敦
柏林

里约热内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