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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为核心理念的新型治理模式来改

革全球治理体系，是全球化 4.0 的基本方向，积极的共同价

值观是全球化 4.0 的特征。未来，由于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依

存度越来越高，在全球治理稳步推进的良好态势下，合作与

共赢仍然是国际舞台的主旋律。

面对全球化 4.0 时代的新变化与新挑战，CCG 主办了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汇集官产学研各界高层精英，围

绕“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这一主题，共同探索“一

带一路”倡议下的全球多边合作新路径，关注《外商投资法》

细则与投资新前景等热点议题，探讨如何在进一步开放的基

础上积极推动新一轮的全球化，完善国际多边合作体制，为

共同应对全球化新阶段出现的挑战凝聚共识。

CCG 自创立起就持续跟踪和研究全球化进程，深入分

析全球治理的现状和中国的全球化战略。由 CCG 创办的中

国与全球化论坛，每年都聚焦当下国际热点，根据全球化的

新形势设置前瞻性议题，汇聚多方智慧，共同探讨多极化国

际格局下的竞争与合作。

CCG 长期关注中美关系发展，积极践行“二轨外交”，

多次深入美国进行实地调研，在中美关系特别是经贸领域积

累了很多研究成果。目前，中美关系在波折中前进，针对中

美关系的特殊时期，今年 5 月，CCG 智库专家团一行赴美

开展了为期 10 天、共计 20 余场的“二轨外交”与调研交流

系列活动，先后访问了美国三大保守智库、四家颇具影响力

的主流智库和三大商会，以及美国商务部，以实际行动增进

智库交流，为中美寻求更多共识，促进中美关系的修复和改善。

作为首个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ECOSOC）正式批准

授予“特别咨商地位”的中国智库，CCG 在纽约期间践行

了这一义务，CCG 专家团应邀拜访联合国总部机构，深度

参与全球治理，发挥了中国民间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并在美

国国会山举办“中美经贸圆桌研讨会”。同时，CCG 也成

为唯一连续三年在国会山举办该系列研讨会的中国社会智库。

中国在建设性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还需要努力在世界

舞台上展现“中国声音”，让“中国智慧”更好地为国际社

会所接受。近期，在世界上极具影响力的芒克辩论会以“中

卷
语
首

国威胁论”设置辩题，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质疑和误解，

CCG 理事长王辉耀毅然赴多伦多参加辩论。会上，CCG 理

事长王辉耀据理力争，以雄辩的方式公开地表达中国观点，

用中国“兼容并蓄”、“开放共赢”的发展事实力驳“中国

威胁论”，最终赢得了此次世界级辩论会的胜利。本次辩论

对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和理解、进一步谋求多边合作

等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CCG 已成为国际交往重镇。澳大利亚前总理、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 (ASPI) 主席陆克文，美国国务院助理

国务卿（Walter Douglas），美国驻华大使新闻文化处副参

赞（Jeffrey Loree），新加坡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

徐芳达，古巴外交部国际政治研究所主任 Adalberto Ronda

等陆续访问 CCG 北京总部，就中美关系走势、“一带一路”

合作机遇、多边贸易体系等重要议题与 CCG 的专家团队进

行了深入研讨。

为国家建言献策、以民间智慧搭建国际桥梁是智库的职

责所在。CCG 将继续致力于为推动新一轮全球治理和减缓

中美贸易摩擦搭建更高质量的交流平台，提供更有建设性的

专业建议和解决方案，为国际社会带去更多的“中国声音”，

以智库之力传播“中国智慧”，为进一步推进国际合作与共

赢力献良策。

苗绿  博士

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

立足
展现

“中国智慧”
“中国声音”

Deep Dives into Globalization Strategy, 
Contributing Chinese Wisdom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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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ST NEWS AND EVENTS
动态

2019 年 4 月 13 日，亚洲公益事业研究中心（CAPS）

与 CCG 在北京中国大饭店联合举办《回馈未来：高等

教育奖学金》报告发布会暨圆桌研讨会。会上 CCG 与

CAPS 联合发布了首个关于大学奖学金影响力的研究成

果——《回馈未来：高等教育奖学金》，并举行了公益

慈善奖颁奖仪式。会议汇聚了众多中国慈善家和慈善组

织，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发布会由 CCG 理事长

王辉耀博士致开幕辞，并由 CCG 联席主席、亚洲慈善与

社会中心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先生发表主旨

演讲。演讲结束后，

CAPS 创始人兼首席

执行官 Ruth Shapiro

和 CAPS 研 究 总 监

Mehvesh Mumtaz 

Ahmed 对报告内容进

行了深入介绍。本次

成果填补了亚洲地区

对奖学金项目影响力

在研究和评估上的空

白，为增进各界对奖

学金项目的理解迈出

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对亚洲和全世界的慈

善家、基金会及大学

都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2019 年 4 月 4-5 日，CCG 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应邀

出席印度工业联合会（CII）2019 年会并就如何应对当今

充满变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世界（VUCA 

world）对印度甚至全球的挑战深入研讨。同台研讨嘉宾还

有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总裁Borge Brende等政商届代表。

本场大会结束之后，CCG 与 CII 签署了双方合作备忘录，

旨在进一步加强 CCG 与 CII 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合作备忘

录的签署也代表了中国领先的民间智库与印度颇具影响力

的行业领导机构展开合作。本届年会以“印度 5.0: 75 周年

的印度及其未来”为主题，云集了来自超过十个国家的 50

余名演讲嘉宾，其中包括各国部长和高级官员、商业和政

治领导人、经济学家、媒体人士和思想领袖等。

2019 年 4 月 24 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举办期间，古巴外交部国际政治研究所主任

Adalberto Ronda 及古巴驻华使馆人员一行访问 CCG 北

京总部，与 CCG 副秘书长刘宇等就“一带一路”倡议在

古巴及加勒比地区的发展前景等议题展开交流。作为古巴

参加本届高峰论坛的代表团成员之一，Ronda 先生到访

CCG 旨在更好了解中巴发展状况，共同开拓“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新机遇。参加本次访问的古巴使馆官员还包括古

巴驻华大使馆商务官 Osniel Griñán 及 Alberto Panton 

Leon 等。

CCG 与 CAPS 联合发布首个大学奖学金
影响力研究成果

13日

4 月

4 日

4 月 古巴外交部国际政治研究所主任 Adalberto 
Ronda 一行访问 CCG

24日

4 月CCG 受邀出席印度工业联合会 2019 年会，
双方签署合作备忘录

CCG 动态  

2019 年 4 月 25 日，CCG 邀请美国顶级高校杜克大

学（Duke University） 校 长 文 森 特· 普 莱 斯（Vincent 

Price）教授在 CCG 北京总部发表了题为“超越国界的高

等教育模式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学创新”的演讲。杜克大

学发展联席副校长柯文迪 (Wendy Kuran)，昆山杜克大

学常务副校长 Denis Simon，英国诺丁汉大学全球事务副

校长、宁波诺丁汉大学执行校长 Nick Miles OBE，CCG

常务理事、法政集团 CEO 兼副总裁潘军，百事大中华区

集团事务副总裁邰祥梅等企业家、学者、杜克大学校友及

家长代表出席会议。嘉宾围绕跨国高等教育模式的机会与

挑战，科技进步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学创新，创新对全球

个人和社会发展以及大学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的影响

等问题展开了交流讨论。CCG 副主任高志凯主持会议。

杜克大学校长 CCG 演讲：探讨跨国高等
教育模式与全球化下的大学创新

25日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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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ST NEWS AND EVENTS
动态

2019 年 5 月 10 日，由 CCG 与上海华商会联合主办

的 " 雄才大略 商聚浦江 " 第二届华商论坛在静安洲际大酒

店举办。本次华商论坛重点聚焦如何在国家新外交大局

及与之相关的国家战略指引下，携手并进，推动海内外

华商与相关国家在文化、旅游、交通、商贸、教育等多

领域建立人文交流关系，创造更为便利的商贸条件，共

创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侨

联党组书记王珏、上海市华商联合会会长陈坤和 CCG

上海分会秘书长刘征宇、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事馆经

济商务参赞何伟文等出席会议。

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节点，CCG 智库专家团于 4

月 30 日 -5 月 9 日 赴 美 在 华 盛 顿 和 纽 约 等 地 开 展 为 期

10 天，共计 20 余场以增进智库交流、寻求更多共识的

“民间二轨外交”与调研交流系列活动。此次交流活动，

CCG 就中美关系、“一带一路”、多边贸易机制、全

球治理等话题与美国商务部、商会等展开充分交流与合

作探讨，就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强多边合作，

推动全球治理与合作，促进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等国际热

点问题与联合国总部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此次 CCG“二

轨外交”旨在通过加强智库与相关机构的学术交流，为

政策研究提供有力支持，也旨在促进两国间的人文交流，

增强互信，为双方开展新时期的合作拓展机遇。本次高

端研讨对话系列活动通过加强双方人文和学术交流，为

中美经贸合作创造了新机遇，充分发挥了智库的影响力

和民间外交作用。

北京时间 2019 年 5 月 10 日早 7 时，颇具国际影响

的世界知名辩论会 Munk Debates 在加拿大多伦多 Roy 

Thomson Hall 展开，来自加拿大和国际上 3000 多政商

学界和媒体精英等人士现场观看了辩论会。CCG 创始人

兼理事长王辉耀博士作为历史上首个中方代表发言人受邀

参加，就“中国是否会对自由世界秩序造成威胁？”这一

议题，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H. R. 

McMaster）， 美国哈德逊研究中心中国战略研究主任白

邦瑞（Michael Pillsbury），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

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同台辩论。

此次，CCG 受邀在国际舞台上参与辩论，不仅表明了中国

与自由国际秩序的紧密联系，更加向世界展现了来自中国

智库的声音，加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信任。

CCG 华盛顿行：与美国主流智库、商会
系列二轨外交活动

30日

4 月

10 日

5 月

新时代华商云集的盛会——CCG 举办“第
二届华商论坛”

10日

5 月

芒克辩论会上 CCG 理事长的国际激辩：中
国始终支持并推动自由国际秩序的完善与
发展

2019 年 4 月 29 日，CCG 主任王辉耀博士应邀在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以“国际人才在中国的发展与领导

力机遇”为主题进行了英文讲座，百余位来自世界各地

的苏世民学者前往听讲并与王辉耀博士做了交流。CCG

主任王辉耀博士在讲座中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出发，前

瞻性地讲述了“人才赤字”对国际人才的巨大需求，通

过结合案例分析，王博士对全球人才和五代中国留学回

国人员的贡献作了历史回顾，不仅通过调查数据多维度

讲述了中国对国际人才发展提供的经济、政策、文化和

社会等内外部利好环境，还着重阐述了更加开放的中国

为世界精英提升和发挥领导力提供的机遇 , 并对苏世民

学者们提出了建议。本次会议由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

务副院长潘庆中主持。

CCG 理事长王辉耀应邀在清华大学苏世
民书院演讲，讲述国际人才在中国的机遇

29日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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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ST NEWS AND EVENTS
动态

2019 年 5 月 21 日 -22 日（美国当地时间），全球

化智库（CCG）专家学者团赴美国华盛顿开展智库交流活

动，拜访了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

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等智库和组织，并在美国国会大厦举

办了“第三届 CCG 中美经贸圆桌研讨会”，与美国前贸

易谈判副代表、美国 TPP 前首席谈判代表、美国亚洲协

会政策研究所副总裁 Wendy Cutler 等经贸关系领域的官

产学研各界精英就中美贸易关系及两国未来合作发展等相

关话题展开交流与讨论。这是 CCG 第三次在美国国会上

举办“中美经贸论坛”。本次出访美国的 CCG 专家学者

包括 CCG 理事长王辉耀博士，CCG 副主任兼秘书长苗

绿博士及 CCG 副秘书长唐蓓洁博士。

值美方不断加征关税，中美经贸局势紧张的重要时期。

CCG 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在北京总部举办以“中美贸易

协定与中美关系未来走向”为主题的圆桌研讨会。亚洲协

会政策研究所（ASPI）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前外交部

长陆克文（Hon. Kevin Rudd）与到场研讨嘉宾就中美关

系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中美关系走势、中美贸易协定、中

欧合作、中澳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就如何缓解

中美贸易争端发表了建设性意见。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

节点，CCG 举办的聚焦中美贸易协定及中美关系走向的

圆桌研讨会为如何克服中美关系发展障碍、应对新的机遇

与挑战贡献了智库的智慧。本次研讨会由 CCG 主任王辉

耀主持，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原副代表周小明，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

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迪肯大学协理副校长沈伟 , 以及 CCG

各部门研究员等出席。

2019 年 5 月 17 日，正值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京举办

期间，全球化智库（CCG）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及喜马拉雅共识研究所（Himalayan Consensus）于北

京联合国大楼共同举办第二届“丝绸与香料之路对话”。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 Nicholas Rosellini（罗世礼）和 CCG

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发表主旨演讲。多位国际组织代表、智

库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共同参会，深入探讨“一带一路”

大趋势，围绕“丝绸与香料之路对话”及中印合作分享宝

贵建议。本次对话旨在通过为智库机构的代表们提供可以

交流观点、寻求解决方案的平台，推动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合作，以减少喜马拉雅地区的冲突和灾害，最大限度地利

用国家之间的协同作用，促进区域合作并推动中印关系发

展，在“一带一路”契机下为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贡献智

慧。会议由喜马拉雅共识研究所创始人、主任 Laurence 

Brahm（龙安志）主持。

2019 年 5 月 15 日，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期间，

日本最大综合商社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一行到访 CCG 北京

总部。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八井琢磨先生、三

井物产北京事务所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岸田英明先生和

研究员王月女士与 CCG 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等就“一带

一路”倡议与中日合作的发展前景等议题展开交流。三井

物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综合商社，此次到访 CCG 旨在更

好了解“一带一路”发展状况，加强第三方市场共建和智

库交流，共同开拓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领域

的新机遇。

中美关键期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访问
CCG 探讨中美争端缓解之策

17日

5 月

17 日

5 月

日 本 三 井 物 产 战 略 研 究 所 一 行 访 问
CCG，就“一带一路”共建与中日合作进
行探讨15日

5 月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际 CCG 再次在美国
国会山举办经贸研讨会

21日

5 月

CCG 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喜马拉雅共识
举办第二届“丝绸与香料之路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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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31 日，第 25 届“亚洲的未来”国际交

流会议在日本东京成功举办，CCG 名誉主席、中国代表团

团长、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出席论坛并发表了题为“携手共

创亚洲更加美好的未来”的演讲，分别从“全球化经济与亚

洲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

日携手合作共推亚洲繁荣”三个方面作了阐述。参加论坛的

还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柬埔寨首相

洪森、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等来自各国的官产学界精英共

同探讨了亚洲一体化未来。CCG 理事长王辉耀随中国代表

团参加了本次国际交流会议。

2019 年 5 月 29 日， 由 全 球 化 智 库（CCG）、 美

国 宾 夕 法 尼 亚 大 学 智 库 项 目（TTCSP） 主 办， 团 结 香

港基金、宾大沃顿中国中心、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

协办的 2019 国际顶尖智库高级研修班在京成功举办。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 (TTCSP) 主任詹姆

士·麦甘（James G. McGann），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高级研究员 Laura Silver，传统基

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经济自由度指数编辑兼研

究主管 Anthony Kim，日本国际战略和信息分析研究所

（IISIA）总裁 Takeo Harada 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

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等来自中外顶级智库的资深专

家主讲人为到场的近百名学员授课，就智库调研、政策影

响力、智库影响力、智库成果转化和智库管理等方面进行

培训讲座，从研究、传播、管理等全方面提升中国智库发

展水平。

2019 年 5 月 26-27 日，二十国集团智库峰会（T20）

在日本东京隆重开幕。T20 旨在通过发展创新，寻求一个

更可持续、包容和弹性的国际社会，本次会议的举办还旨

在聚集来自世界各国智库的顶尖政策专家为即将在大阪召

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G20）提供创新思路和建议。各国

嘉宾围绕议题在研讨会上进行了充分的思想交流和辩论，

为全球治理和相关议题的政策选择提供了宝贵意见与建议。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 (Haruhiko Kuroda)，肯尼亚内阁

大臣 Amina Mohamed，诺贝尔奖得主 Robert Engle 等

人参会。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博士作为唯一

受邀中国社会智库嘉宾应邀参会研讨，围绕“全球贸易体

系面临的挑战 - 亚太视角”议题与来自日本、印度等国专

家共同研讨如何加快推进亚洲贸易一体化。

2019 年国际顶尖智库高级研修班成功举
办

29日

5 月

第 25 届“亚洲的未来”国际交流会议在东
京成功举办

31日

5 月

26日

5 月 CCG 受邀在日本出席二十国集团智库峰会
（T20）

5 月 28 日，第四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在京举办。

本届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

究项目（TTCSP）主办。本届论坛持续捕捉全球局势变

化的最新特点和全球智库发展的迫切问题，聚焦大国竞争

背景下智库面临的挑战和可发挥的作用，并以此为背景深

入探讨实现智库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创新模式。论坛汇聚

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主任 James G. McGann

博士等中外顶级智库专家和学者参与研讨。本届年会则持

续捕捉全球局势变化的最新特点和全球智库发展的迫切问

题，并以此为背景探讨实现智库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创新

模式对新形势下的智库创新、智库国际化、智库管理与人

才培养、智库合作等智库领域关键话题进行深入研讨。

大国竞争背景下的智库创新发展探索——
第四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举办

28日

5 月



11

LATEST NEWS AND EVENTS
动态

2019 年 6 月 6 日至 7 日，全球化智库（CCG）理事

长王辉耀博士应邀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第七届增长网

络峰会（Growth Net Summit）。CCG 理事长王辉耀博

士在主题为“国际贸易新模式对新兴国家的意义——经济

与商业如何抉择”分论坛上，就“在中美贸易战波及领域

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全球经济是否面临着更多分裂风险”

这一问题发表论述。此外，王辉耀博士还在分论坛“中国

经济新形势对于同中国交往的意义”上发表讲话。此次

CCG 在第七届增长网络峰会上的发声，旨在为广大发展

中的经济体带去中国民间的声音，为促进多边理解，加强

合作，互利共赢提供重要信息。

2019 年 6 月 11 日，全球战略家、美国国家情报委员

会顾问、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先

生在 CCG 北京总部发表了主题为“世界即将亚洲化：未

来世界的贸易、冲突与文化研讨”的演讲，并和与会学者、

企业和相关部门决策者就亚洲发展趋势和全球化等话题进

行了充分交流。在演讲中，康纳先生以亚洲为中心的新视

角切入，对国际政治格局及未来发展趋势给出了自己独到

且有建设性的看法和意见，并作出预测。演讲期间，康纳

先生还分享了其新书《亚洲世纪》。

2019 年 6

月 10 日，国务

院 参 事 室《 国

是 咨 询》 编 辑

部 与 CCG 联

合 举 办 以“ 国

内 之 强 与 国 际

之 强” 为 主 题

的圆桌研讨会。研讨会集中在新中国成立 70 年和改革开

放 40 年以来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并就中国全球化发

展、中国竞争优势、如何平衡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未来

中美关系将如何演变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就更高层次的改

革开放建言献策。研讨会由《国是咨询》总编辑郗杰英主持。

国务院参事、CCG 理事长王辉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

院特聘教授、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贾文山，中国对外经

贸大学教授、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卢进勇，中国政策科

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徐洪才等有关专家学者与会发言。

世界即将亚洲化 ? 全球战略专家拉格·康
纳在 CCG 发表演讲

11 日

6 月

国务院参事室《国是咨询》与 CCG 联合
举办“国内之强”与“国际之强”圆桌研
讨会10日

6 月

CCG 应邀出席印度第七届增长网络峰会 
向新兴经济体讲述中国经济新形势和国际
合作6 日

6 月

2019 年 6 月 2 日至 4 日，CCG 主任王辉耀受邀参

加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一

带一路”陆海联动发展论坛。CCG 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受

邀出席论坛，并在 6 月 3 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以“促进一

带一路多边合作，以基础设施新动能带动全球治理新发展”

为题目发言，并建议为了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进一步

发展，应推动“一带一路”的多边合作，以“共商共建共享”

为指导，抓住基础设施建设新动能，充分发挥“一带一路”

在促进全球治理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

长宋涛，柬埔寨副首相贺南洪，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

维尔潘等共计 150 位中外嘉宾共同参与讨论。重庆市政府

市长唐良智担任开幕式主持。

CCG 理事长在“一带一路”陆海联动发
展论坛发言

2 日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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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17 日，CCG 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应邀出

席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JMSC）举办的“2019

亚洲记者国际贸易培训”研讨会，并在会上以“CCG 对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未来数月数年发展的分析”为主题发表

演讲。作为唯一被邀请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机构和嘉宾，

CCG 及 CCG 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在本次国际对话中发出了

中国声音，与国际主流媒体从业人员进行跨行业探讨，积

极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美议题的多角度理解。此外，韩礼

士基金会创办人兼主席韩礼士 (Merle A. Hinrich) 先生邀

请王辉耀博士参加了当天的活动晚宴，晚宴由美国国家新

闻基金会主席兼首席运营官 Sandy Johnson 主持。CCG

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就该主题，围绕中美贸易摩擦时间轴、

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和影响、CCG 的相关工作、CCG 对

相关议题的建言献策四个部分做了阐释。

新加坡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
达 CCG 演讲，探讨中美贸易紧张背景下
的亚太自由贸易和中新关系18日

6 月

深度分析中美贸易：CCG 理事长王辉耀
应邀在新华社做讲座

18日

6 月

CCG 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在 2019 亚洲记
者国际贸易培训研讨会上发表演讲

17日

6 月

2019 年 6 月 18 日，CCG 邀请新加坡贸工部兼教育

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Chee Hong Tat）到访 CCG 北

京总部，并以“亚太地区自由贸易的未来”为主题发表演

讲。在当前全球自由贸易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围绕中

国与新加坡未来合作、中美贸易争端如何化解、亚洲共同

的机遇与挑战、“一带一路”、RCEP、多边贸易体系以

及 WTO 改革等重要议题展开讨论。CCG 理事长王辉耀

博士致辞并主持会议。 

2019 年 6 月 18 日，在中美贸易谈判推进的关键节点，

CCG 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受邀在新华社总部进行交流，围

绕“中美贸易摩擦趋势走向分析”的主题，分享了他对中

美贸易摩擦的深度解析，为媒体记者带去智库声音，交流

传播经验，鼓励媒体积极创新中国的叙事方式，并通过创

新传播让世界更了解中国，也让中国更国际化。媒体与智

库的跨行业探讨有利于促进社会各界对中美相关议题的多

角度理解，助力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此次讲座由新

华社国际部副主任田帆主持，新华社诸多资深国际记者和

媒体人士在现场聆听讲座，并参与会后的讨论交流。演讲

结束后，现场听众积极提问，就中美经贸摩擦产生的原因，

中美经贸谈判发展趋势，怎样创新讲述“中国故事”的叙

事方法与王辉耀博士进行了交流探讨，现场反响热烈。

2019 年 6 月 11 日，CCG 邀 请 亚 洲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银 行（AIIB） 副 行 长 兼 秘 书 长 艾 德 明 爵 士（Sir Danny 

Alexander）在 CCG 北京总部发表演讲。艾德明爵士讲

述了 AIIB 作为国际多边机构的管理机制和运营模式，分享

了 AIIB 在投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跨区域交流和推

进亚洲区域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中的作用及其所体现的

中国对于全球事务的参与和贡献，并同与会嘉宾围绕贸易

战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以及 5G 技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

发展前景等问题展开了讨论。AIIB 高级秘书处官员 Maria 

Ahmed，新加坡大使馆第一秘书王子敬，CCG 特邀高级

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贾文山，CCG 常务理事、

富爱达国际董事长唐浩轩，CCG 高级研究员 Andy Mok，

《经济学人·商论》副主编邵田等嘉宾及近二十位媒体记

者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 CCG 理事长王辉耀博士主持。

亚 投 行 副 行 长 艾 德 明 爵 士 CCG 演 讲：
AIIB 是亚洲各国经济一体化的典范

11 日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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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前人口总数占全球 35%、经济增长贡献占全球 45% 的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印两国的合作对

于新兴市场国家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具有指标性和决定性的意义。未来，中印两国应以 WTO 改革为契机，捍

卫多边自由贸易准则，加强合作对现有的国际多边组织进行改革，进一步参与全球治理。同时，中印两国还应

以人文合作为起点，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进而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相处模式。

中印合作探索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新路径

目前，由于美国反复加征关税的行为，中美经贸磋商谈判进程放缓。为了使中美两国重回正确的谈判轨道，

CCG 建议：（一）在未来的中美高级别贸易磋商中，中国代表可以在坚持三点原则的基础上，与特朗普政府就

购买商品额度进一步协商，以此作为贸易谈判的突破口，进一步达成贸易协定。（二）在新的《外商投资法》

实施细则中，回应美方提出部分合理诉求，避免因此陷入谈判僵局。（三）邀请第三方中立组织来评估协议落实，

弥补中美双方互信度不足的不利局面。

抓住磋商突破口  推动中美谈判进程

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段，这为人类发展提出了更多挑战。作为全球治理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所在的

亚洲地区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绝佳起点。推动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应进一步细化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内

涵，打造利益共同体，创新发展亚洲价值观，积极推动成立交流平台，增加亚洲各国文明之间以及域内外文明

的交流互鉴，发展多边主义合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亚洲智慧。

推动亚洲区域一体化　从亚洲文明走向亚洲共同体

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IMF 将 2019 年全球经济发展预期再次下调至 3.3%，单边主义和贸

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为国际自由贸易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对此，CCG 认为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是完

善和发展全球贸易体系的有效举措。首先，中国应与日本、印度、东盟国家等亚太国家加强双边或者多边交流

沟通，在 WTO 改革等方面凝聚更多共识。其次，应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倡议的多边性、开放性和透明性，

联合 AIIB 等在内的机构提升亚洲区域以及世界其他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往来。再次，在现有亚太区域经

贸合作的基础上加速推进 RCEP 和 FTAAP 的进程。最后，中国可考虑加入 CPTPP，推动包括亚太区域经济

在内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

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　应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新挑战

“陆海联动创新合作”是未来“一带一路”多边发展的重要方式，其中基于未来全球对于基础设施投资的

巨大需求，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推动和完善全球治理发展的新动能。因此，为充分“一带一路”发挥其在全球

治理中的重要作用，CCG 建议：（一）“一带一路”应进一步从双边走向多边，成立国际合作委员，扩大“一

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平台的作用。（二）明确突出“一带一路”全球经济振兴倡议的定位。（三）邀请包括美国、

欧盟、日本等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共同参与，拓展“一带一路”概念外延。（四）充分发挥智库、媒体等社会力

量的作用。

以基础设施新动能带动全球治理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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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名誉主席、商务部原部长、海协会原会长陈德

铭获聘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这是他离开海协会后在

高校担任的第二个职务，2018 年 4 月陈德铭卸任海峡两

岸关系协会会长，2018 年 5 月 26 日陈德铭出任南京大学

特聘教授。

据清华新闻网 2019 年 6 月 24 日消息，6 月 21 日，

陈德铭博士清华大学教授、台湾研究院院长聘任仪式在工字

厅东厅举行，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出席并向陈德铭颁发聘书。

陈德铭表示，清华不仅具有完善的学科体系，更有一

流的人才队伍，这些都为台湾研究院建设及具有中国特色

的新型智库提供了坚实基础。希望能够依托清华大学交叉

学科的优势，整合校内外人才资源，进一步提升台湾研究

院科研能力和水平，积极为国家建言献策，为清华大学建

设世界一流大学贡献绵薄之力。

2019 年 6 月 5 日，由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

室指导，中国环境报社、中国环境网、西南石油大学、物

物福公益联合发起主办的第八届“绿色离校·绿色感恩”

全国大型环保公益项目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各大高校

的积极响应。在世界环境日前夕，该项目还被生态环境部、

中央文明办联合举办的“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题实

践活动评选为“十佳公众参与案例”之一。CCG 常务理事、

恒昌公司创始人、CEO 秦洪涛被授予“杰出公益企业家”

称号。

2019 年 6 月 7 日，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

坛全会在圣彼得堡举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

统普京、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

斯洛伐克总理佩列格里尼和联合国秘书长古雷特斯出席并

发表致辞。CCG 常务理事、成都王府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王兴华出席了此次论坛。王兴华在论坛现场聆听

了习近平主席表达出的中国更加开放的真知灼见和愿同国

际社会共同开辟崭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大国决心，见证

了各国对推动更加平衡、包容、公平、可持续方向的经济

全球化、维护国际安全和世界和谐而加强协商对话、凝聚

共识。

2019 年 6 月 26 日，北京王府学校和法国圣日耳曼

昂莱国际学校姊妹学校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在法国圆满

举行。CCG 常务理事、北京法政集团行政总裁、北京王

府学校执行董事潘军和法国圣日尔曼昂莱国际学校校长

Isabelle NEGREL 分别代表两校完成了合作备忘录的签约

并发表致辞。法国圣日尔曼昂莱国际学校副校长 Isabelle 

MELLET、初中部校长 Christophe CUIN-TAFFIN、中文

国际部负责人邵文兵、北京王府学校学术委员会姚毅博士等

共同出席了签约仪式。

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获聘清华大学台湾
研究院院长

恒昌创始人兼 CEO 秦洪涛获“杰出公
益企业家”称号

王府实业董事长王兴华出席圣彼得堡国
际经济论坛

2019 年 6 月 15 日，CCG 副主席、宽资本创始人及

董事长、奇点大学投资人、美国 XPRIZE 基金会董事关新

先生受邀于亚洲艺术品金融商学院主讲《数字人生——智

能数字资产》主题讲座。范勇院长，学院学员，政商界领袖，

以及特别来宾抖音红人“不省心大爷”出席了讲座，并与

主讲人就区块链、网红效应、科技与艺术等诸多话题进行

了问答及深入交流。

关新先生首先提出了其对讲座标题所述“数字人生”

和“数字资产”的定义，即数字人生是“人类或人物在数

字（虚拟）世界之互动、因果、与进化”而数字资产指“权

利在数字世界里的产生、分割、合并、储存”。关先生表示，

当今世界的科技正在以指数型速度增长，数字化给诸多行

业带来了革命性发展，例如自动驾驶、DNA 及人脑研究、

数字货币。然而，中国的科技行业更多地只是拥抱了互联

网的方便化功用。中国的数字创新引领全球，但纵观我国

的大型互联网企业（BAT），无一不将重心局限于人们的“吃

喝玩乐”中。针对该现状，关先生认为中国的消费红利终

有终结的时间，而科技的本质应是将人类的无知转化为有

知，创造具体价值的奉献精神。

数字人生——记宽资本创始人、董事长关
新先生作客亚洲艺术品金融商学院并演讲

北京王府学校与法国圣日耳曼昂莱国
际学校签订姊妹校合作备忘录

理事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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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26 日，在真格基金举办的真格精酿 AI+ 教育活动上，CCG 资

深副主席、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认为未来两三年内，AI+ 教育领域会诞生巨头公

司。在他看来，AI 与在线教育的结合，就有可能像电商解决了人们购物的问题、

新能源汽车解决了污染的问题一样，解决现在人们普遍关注的教育资源公平的公平

问题，以及教育的现代化、国际化。“最重要的是，每个孩子能够获得这种终极的

（AI）个性化教育。”徐小平说，这是是他们对于教育的一种强烈愿望。”“如果

你要创业的话，AI+ 是最好的时代”，所以他认为，在这个时代，创业者如果要创

业，一定要运用到 AI 的技术，“虽然看上去还比较早期，甚至有点幼稚。”

未来两三年 AI+ 教育会诞生巨头公司

徐小平

2019 年 5 月 31 日，CCG 名誉主席、中国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在东京举行

的第 25 届“亚洲的未来”国际交流会上发表题为“携手共创亚洲更加美好的未来”

的演讲，分别从“全球化经济与亚洲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一带一路’倡

议”以及“中日携手合作共推亚洲繁荣”三个方面作了阐述。陈德铭指出，亚洲的

未来应该由亚洲各国共同创造，中方愿意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亚洲的未来，

是我们共同的未来。发展的道路上，谁也不该缺席，谁也不能掉队。我们的命运紧

密联系在一起，中国愿为亚洲更加美好的未来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愿为亚洲美好未来作更大贡献

陈德铭

2019 年 5 月 25 日，“2019 年未来论坛·深圳技术峰会”在深圳举行，

CCG 资深副主席、高瓴资本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未来论坛理事会轮值主席、

未来科学大奖 - 生命科学奖捐赠人张磊做开场发言。张磊表示，科技进步，尤其

基础科学的进步，是解决今日许多现实问题的根本路径。基础科学的创新，是引领

社会创新的电梯，是文明进步的磁卡。发起未来科学论坛，是希望用科学改变未来，

用民进资本带动社会力量，促进科学发展。张磊提到，在未来已来的时代，未来论

坛希望扮演好三重角色。一是民间资本激励科学突破的推动人。希望更多志同道合

的长期资本，持续投入支持基础科学的寂寞前行者。再者，未来论坛要做科学界和

产业界的对接人。基础创新越来越需要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科技的跨界交流。未来论

坛希望促进基础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跨界交流，以及基础科学与产学研之间协同。

最后，未来论还希望扮演科学面向公众的传播人。张磊表示，未来论坛的任务之一，

就是用有激情和更好玩的方法，吸引更多年轻人。未来论坛逐步成为一个全民的科

学峰会，而不是象牙塔内的内部研究会。

基础科学创新是引领社会发展的“电梯”

张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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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18 日，首届“浙江数字经济创业创新峰会”于 2019 年全国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上举行。来自政府、投资机构、学术机构、企业等领域代表

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了在新时代下，青年浙商的机遇与挑战。作为青年浙商代表，

CCG 常务理事、宏胜集团总裁、娃哈哈集团品牌公关部部长宗馥莉也应邀出席本

次会议，并在会上就“数字化升级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这一话题作了主题演讲。宗

馥莉在发言中表示，在过去的十几年，食品饮料行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了应对

这种变化，行业的从业者主动进行了数字化转型升级。宗馥莉具体从公司产品定制

化升级、企业内部管理、数字化项目升级等领域进行了针对性解读。

拥抱变革，以数字化应对企业新挑战

宗馥莉

2019 年 5 月 20 日，第二届江苏发展大会暨首届全球苏商大会上，CCG 副

主席、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蒋锡培在接受新华日报财经客

户端采访时说道，“未来的世界是年轻人的世界，我们将为其搭建更好的平台”。

在谈论主业布局之外，蒋锡培更加关注如何利用投资带来的资源优势来为年轻人提

供更多机会。他相信，这样的举措也会反哺到远东控股“主业 + 投资”的战略中去。

蒋锡培认为，未来的城市与生活，人们需要更好的清洁能源与智慧能源，也

需要生活品质的改善，这就需要用相应的技术、产品、服务来满足这样的需求。因

此，蒋锡培把这项事业看作远东控股的未来追求。

将利用投资带来的资源优势，为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

蒋锡培

2019 年 5 月 9 日 -10 日，全球（青岛）创投风投大会活动在山东省青岛市举办，

CCG 副主席、新东方创始人、董事长俞敏洪出席大会并发表题为《人性 + 科技——

人类的发展之路》的演讲。俞敏洪认为，任何提前设计的创新创业必将失败。俞敏

洪强调，创新创业不是政府的规划，而是民间的深度参与。中国现在的政策释放民

间力量最多只有百分之二三十，民间力量还有 70% 左右有待于经过政府的各种政策

进一步释放，从去年总书记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到今年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

告中大量对民营经济的减税降费政策，这是中国政府充分意识到了未来中国经济发

展依然要依靠民间力量。

创新创业需要民间力量的深度参与

俞敏洪

2019 年是 CST 成立 20 周年，也是 CST 中国（赛信通）与 CSCB（中国

细胞生物学学会）合作十周年。2019 年 4 月 10 日，在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年会

的晚宴暨合作十周年庆上，CCC 常务理事、CST（全球）副总裁兼亚太总经理的

董增军先生出席了晚宴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董增军先生表示，只有培养和提高软实

力（沟通能力、表达能力、文化修养、团队协作等），才能提高华人科学家在世界

的影响力。而真正的未来科学家，一定是硬实力（学历、科研成果等）和软实力兼

具的人才。

未来科学家需硬实力＋软实力

董增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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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13 日， 全 球 化 智 库（CCG）2019 年

度主席扩大会议、主席及常务理事晚宴在中国大饭店隆重

举办。50 余位 CCG 主席、副主席与常务理事应邀出席，

共襄年度盛会，分享 CCG 在过去一年中取得丰硕成果的

喜悦，并为 CCG 的未来发展出谋划策。

出席本次年度主席扩大会议的有 CCG 联席主席、

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CCG 顾问、第十二届全国

政协常委、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傅

成玉，CCG 资深副主席、宝时得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总裁高振东，CCG 资深副主席、香港财政司前司长、香

港南丰集团董事长梁锦松，CCG 资深副主席、携程集团

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CCG

CCG2019 年度主席扩大会及常务理事会
在北京举行，共论 CCG 创新发展新征程
CCG Holds 2019 Annual Meeting of Advisory Committee and Standing Committee to 
Discus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资深副主席、万科集团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王石，

CCG 资深副主席、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府学

校总校长王广发，CCG 资深副主席、金杜律师事务所全

球主席王俊峰，CCG 资深副主席、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张懿宸，CCG 副主席、水木投资集团合伙人方方，

CCG 副主席、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关新，CCG

副主席、外联出国顾问集团董事长何梅，CCG 副主席、

美国威特集团董事长，美国百人会大中华地区共同主席李

学海和 CCG 副主席、中关村龙门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亚杰商会（AAMA）会长徐井宏、河仁基金会秘书长刘昌

雨等。此外 , 会议由 CCG 理事长王辉耀博士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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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首先由 CCG 联合创始人兼副主任苗绿博士向

CCG 各位主席回顾了 2018 年的工作并对 2019 年的工

作计划进行汇报。苗绿副主任首先向各位 CCG 主席介绍

了 CCG 在 2018 年取得的丰硕成果、CCG2019 年度荣

誉和十一项大事件与 CCG 在组织建设方面的进展，并向

各位主席汇报了 CCG 的理事工作与财务情况。她指出，

CCG 在 2018 年获得了联合国“特别资商地位”，再次

跻身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

告 2018》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单，活跃在各大国内和国

际舞台上，不仅在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更利用夯

实的研究在政策推动和社会影响方面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她表示，CCG 将继续坚守“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

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的使命；秉承“前瞻性设置议题，

推动中国全球化发展，凝聚社会共识”的愿景；并将国际化、

影响力、建设性和包容性的价值观融入 CCG 的活动与研

究中。

在会议上，CCG 还邀请了商务部原部长、中国外商投

资企业协会会长陈德铭担任 CCG 名誉主席，邀请香港洪氏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合兴集团控股行政总裁洪明基

为 CCG 资深副主席，邀请中关村龙门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亚杰商会（AAMA）会长徐井宏，外联出国顾问集团董事

长何梅，今典集团董事局联席主席、红树林品牌创始人张宝

全为 CCG 副主席。

最后苗绿副主任表示 CCG 将在 2019 年继续砥砺前行，

高质量完成中央部委课题研究，持续做好地方政府课题研究，

保持 CCG 常规研究领域优势，出版 CCG 国际品牌图书，

发挥国际学术影响力，连续举办 CCG 品牌论坛和高端论坛，

继续打造 CCG 名家讲坛，做好理事相关公共议题研究，发

挥联合国“特别咨商地位” 权益，开展“二轨外交”，积

极参与全球治理，培养更多智库人才。CCG 将在成为国际

著名智库的道路上越走越好，为中国发展提供更多的政策建

言，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全球化发展。

CCG 各位主席与顾问听取介绍后，肯定和赞扬了

CCG 在 2018 年取得的成就，对 CCG 在扩大政策影响力

和社会影响力方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认可，并对 CCG 在

2019 年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希望 CCG 能够

在 2019 年继续保持昂扬的精神，秉承 CCG 的使命、愿景

和价值观，为推动中国全球化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2019 年度主席扩大会结束后，CCG 还举办了年度主

席及常务理事晚宴，对过去一年来 CCG 各位主席及常务理

事对 CCG 工作的支持与认可表示感谢。

在晚宴上，CCG 还举办了“致谢 CCG 年度贡献理事

颁奖仪式”，感谢 CCG 主席、副主席、常务理事和理事对

智库建设工作的卓越贡献。CCG 联席主席、香港恒隆地产

董事长陈启宗与 CCG 理事长王辉耀博士为 CCG 资深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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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懿宸颁发了“智库咨政

之声奖”；为 CCG 资深副主席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北京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颁发“智库建言贡献奖”；为

CCG 资深副主席、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府学校

总校长王广发颁发“智库公益贡献奖”；为 CCG 资深副主席、

宝时得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总裁高振东颁发“智库公益创

新奖”；为 CCG 副主席、外联出国顾问集团董事长何梅颁

发“智库爱心天使奖”；为 CCG 资深副主席、福耀集团董

事长、河仁慈善基金会创办人曹德旺颁发“智库慈善功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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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14 日， 由 全 球 化

智库（CCG）、商务部中国国际经

济合作学会（CAFIEC）和联合国驻

华代表处（UN China）联合主办，

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协

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

北京中国大饭店隆重开幕。本届论坛

以“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

为主题，近百位 CCG 理事、学者专

家以及政商学界精英代表出席深入研

讨，近三百位嘉宾与会交流，共同为

中国开启深入改革开放新征程，应对

全球化新阶段的各种挑战，更好地参

与全球治理，推动多边主义发展建言

献策，交流思想，凝聚社会共识。

全球化智库（CCG）名誉主席、

商务部原部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

会会长陈德铭，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

合作学会会长崔明谟，联合国驻华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京成功举办
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

Fifth China & Globalization Forum Held in Beijing on the 
Theme “Further Opening Up to Meet New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协调员 Nicholas Rosellini，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高岸明为大会致

开幕辞，CCG 理事长、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主持了论坛开

幕式。论坛举办前夕，CCG 还召开了 2019 年度主席和常务理事会年会，对

CCG2018 全年工作进行总结，并对 CCG 进一步向国际著名智库发展工作进

行讨论与指导。

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从最初对全球化的有限认识和保守应对，到逐步

接受，再到上升到全面推动全球化发展。然而，近年来国际经贸摩擦的加剧和国

际形势的不确定性，为全球化在新阶段的发展提出了更多挑战，也为中国的进一

步开放提出了更多要求。

本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围绕“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主题，共

设置“扩大开放与新一轮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全球多边合作新路

径”“逃离修昔底德陷阱 - 中美关系

的未来”“更加开放的中国：《外商

投资法》细则与对华投资新前景”“应

对全球经贸格局变化——中国对外投

资调整与新机遇”和“全球治理的挑战

和多边主义的未来”六场包含全球化发

展重要议题的分论坛，还有分别以“科

技与全球治理，创造一个共享型未来还

是更加分化的世界？”和“全球治理的

挑战和多边主义的未来”为议题的午餐

会和专家夜话，全面汇聚国内外官、

产、学各界高层精英，全球化研究领

域的一流专家学者以及拥有丰富全球

化经验的顶尖企业家，旨在汇聚多方

智慧，为共同应对全球化新阶段出现

的挑战凝聚共识，更为中国进一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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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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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高岸明认

为，智库和国际传播机构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之时，要用好习近平主席在巴黎中法全球

治理论坛闭幕式上指出的破解四大赤字的中国方

案，驾驭好变革的力量，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

普惠均衡的全球治理体系。 

CCG 理事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 表示，

在全球化面临新的挑战的背景下，CCG 以“扩

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为今年主题举办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论坛至今已连续举办了五

届，聚集了国内外政产学研等各界精英讨论中

国与全球化发展的重大议题。期待各位嘉宾集

思广益，为中国迈向更高层次开放，应对全球

化的新挑战献计献策。

CCG 名誉主席、商务部原部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陈德

铭在开幕致辞中指出，智库在国际交往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希望

CCG 与国际智库，尤其是美欧智库进行深度交流，这也是中国进一步开

放发展的需要。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崔明谟在致辞中指出，2019 年是

中国建国 70 周年，70 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中国

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即将举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

高峰论坛，今年“两会”期间通过的《外商投资法》，为外商在华投资

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些都在向世界展示中国继续扩大开放的决心。他

认为，在下一个改革开放 40 年的开局之年，中国将继续坚持这一伟大政

策，着力打开对外开放全新局面。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 Nicholas Rosellini 表示，在全球化 4.0 的新

阶段，世界各国应团结一致，为应对全球问题和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出

谋划策、贡献力量。

前瞻性设置议题的智库品牌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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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届。首届桌
论坛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
新思路”为主题，首次探讨了全球命运共
同体；2016 年第二届论坛聚焦“推动中
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继续研讨中国在全
球化过程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2017 年
第三届论坛敏锐洞察全球化面临的挑战，

以“十字路口中的全球化与中国智慧”为主题，针对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角色提供中国
智慧；2018 年第四届论坛以“互塑和推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新未来”为主题，
共同为未来新型全球化凝聚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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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专
业性与国际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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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CCG 汇聚了来自国内外全球化领域的官产学各界高层精英，
就全球化 4.0 时代下中国在更高水平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入研讨，旨
在凝聚社会共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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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论坛得到了恒隆地产、太平洋国际交流基金会和亚洲基金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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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开放与新一轮全球化
Main Session: Future Prospects of Opening-up and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4.0 已经到来。中国将继

续扩大开放，积极推动新一轮全球化

发展，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重

要动力。然而，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盛行，贸易摩擦、经济动荡

等因素影响，全球治理面临挑战。

新形势下，中国如何发展更高层

次开放型经济？世界如何应对新一轮

全球化挑战？更好参与全球治理和共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场分论坛将邀

请政商学界国内外顶级专家共同探讨

扩大开放与新一轮全球化的相关议题。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4.0, China will continue to 
open-up, actively promote a new phase of globalization, 
and provide the impetus for open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However, global governance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amidst currents of trade protectionism, 
unilateralism, trade frictions, and economic turbulence. 

In this new context, how can China develop an advanced 
open economy? How should the world respond to new 
challenges to globalization? How can China better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humankind? In this main session, 
top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experts from policy, business 
and academia will discuss issues related to further opening-
up and the new phase of globalization.

主题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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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进度越来越高，当前的停滞趋缓是对多边规则的挑战，背后是大国关

系如何相处。WTO 改革则关系到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在 2018 年的 G20 峰会上，

WTO 改革的困难就得以体现。各国对改革的去向、自身所得利益和想法很不一致。

WTO 的缺陷是很多规则要 164 个成员完全一致通过，而它的优点在于能够制裁，且

属于永久的独立性机构。然而，经过多年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地缘发生变化，高

科技发展，信息社会到来，WTO 所追求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还远未实现，

确实很多规则需要修改。很多国家建议由中美来讨论 WTO 改革，但这其实也很困难。

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待遇，但美国则持反对意见。今年日本 G20 会议会讨论

世贸组织如何改革的问题，但真正实现 WTO 改革还是要到 WTO 部长级会议上讨论。

这也说明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特别是多边规则讨论非常难，短期内难以实现。

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 40 年的必然结果，是不断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过程。下一

个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不仅要确定目标，还要预测国际规则的发展趋势。国际力量、

格局、分工、经济结构、治理体系在发生变化，要准确把握下一步发展。全球化既推

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又带来了一些问题。目前国际贸易体系存在不够开放包容、不

够公平合理、不够民主平等、不够普惠平衡等问题，对其调整是完全必要的。全球化 4.0

的趋势应是逐步向上的过程，应从目前实践最薄弱的地方出发、最需要的地方出发，

在坚持既有规则的同时不断完善治理。在完善治理结构的过程中要坚持维护多边贸易

体制的核心价值，这是 WTO 的基本原则，正确理解“不破”“不立”，坚持“一带

一路”精神，妥善处理既有规则与新实践的矛盾。用定力坚持正确方向，用包容看待

各类分歧，用智慧解决复杂关系，用耐心面对持久的博弈。

新一轮的全球化被广泛讨论，但到底会不会有，是什么样的形式，是不是真的全

球化，这是目前值得思考的问题。10 年前谁也不会想到中国会站出来支持新一轮的全

球化，而美国却开了倒车。中国未来将继续扩大开放，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认

为自己够开放了，但英国脱欧、特朗普的措施让人质疑西方国家是否真的需要进一步

开放。同时，中国是否需要像西方一样完全的全面打开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东

西方的话语体系非常不同。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共享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

同心协力，打造让所有人都能受益的未来。西方国家是否真的想求同存异尚未可知，

但希望西方能学会尊重他人的不同观点。希望东西方能够达成共识，追求对所有人都

有利的未来。

陈德铭　Chen Deming
商务部原部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CCG 名誉主席
Former Minister of Commerce; President of MOFCOM China Association of Enterprises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CAEFI); CCG Honorary Chair 

陈健　Chen Jian
商务部原副部长、CCG 顾问
Former Vice Minister of Commerce; CCG Advisor

陈启宗　Ronnie Chan
恒隆地产董事长、CCG 联席主席
Chairman of Hang Lung Properties; CCG Co-Chair

WTO 改革关系全球化发展进程

未来改革开放要准确把握国际规则的趋势

东西方应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对方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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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4.0 已经到来，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积极推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开放，为开

放型的世界经济提供重要动力。新一轮全球化需要凝聚更多共识，以扩大开放促进人才和

教育的创新，以科技发展带动全球化 4.0 的进步。在全球化 4.0 时期，中国将为世界提供

更多中国智慧，提出更多中国方案。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盛行，全球治理

面临新挑战、新形势。中国如何在未来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如何应对新一轮的

全球化挑战以及如何更好参与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亟待思考的问题。

全球化经历了挫折，但一直前进，这是全球化的韧性。从国际层面，中美贸易争端

以来，中美贸易仍有所发展，并有很大可能达成协议，中美有共同利益，中美扩大这一

利益符合中美及全球的根本利益，这是全球化的力量。同时，WTO 改革也势在必行，

中美日欧等可能最后走向自贸区零关税，时间可能很长，但方向很难改变。从国内层面，

中国正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中国下一步的增长来源主要有：低效率部门的改进；

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消费和生产结构的转型升级；前沿性创新；绿

色发展。中国在国内外面临很多挑战，体制需要向前进，提出新的改革目标，建设高水

平的市场经济。下一步关键是把已经提出的改革目标重点进行落实到位。

在全球科技创新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创新模式。创新

包括从创意到形成价值的全过程，每个环节都要是畅通的。基础研究是一步步往下推，

最后走向市场，这个周期很长。但这种长周期的研发模式正发生变化。然而，目前这

一思维仍然被广泛沿用，它还是起作用的。当前，主导创新竞争模式已从正向创新转

向逆向创新。在知识爆发的时期，80% 的创新成果由逆向创新产生，但很多领导层或

决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模式的转型。未来，中国要用新的理念、模式理解世界创新。

创新生态、创新模式、创新软实力、创新体制机制和创新的生产关系是中国进一步改

革开放的巨大挑战，中国只有开放才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互补，才能和世界有共同的

话语权，才能在全球的合作中实现共赢。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和更高层次国际化的

创新合作一定会为中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做出贡献。

王辉耀　Wang Huiyao
CCG 理事长、国务院参事
President of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Counselor of the State Council

刘世锦　Liu Shijin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CCG 顾问
Deputy Director-General of Economic Council under the CPPCC; Vice President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CCG Advisor 

刘燕华　Liu Yanhua
科技部原副部长、国务院参事、CCG 顾问
Former Vice Minist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selor for the State Council; CCG 
Advisor 

中国将在全球化 4.0 继续扩大开放

中国未来改革的关键是落实到位已提出的改革目标

中国要用新的理念、模式理解世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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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的原因有很多，包括 2008 年经济危机破坏了全球价值链，服务贸易有

所上升和贸易摩擦等。全球化的未来有三个方向：一时维护全球化的机制，更好地监

管全球贸易，这是 WTO 的责任，中国、欧盟要共同抵制单边主义；二是改革，欧盟

不赞同特朗普一些单边主义的做法，中欧正进行密切沟通，需要在 WTO 框架下开展

中欧工作小组沟通应对；三是不断扩大，推动全球治理。未来，要更加关注环境、地

缘政治与贸易关系这两个方面。首先，保护气候，要真正努力减少碳排放、保护生物

多样性，就必须把它与贸易联系在一起，并确保其协调。其次，和平促进全球化，稳

定带来更大贸易。未来要加强贸易和地缘政治的关系，避免重蹈覆辙，管控好风险，

避免更多的贸易战、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威胁。

第一，中国要加强应对全球化的创新。创新依靠人才，日本平均每年出一个诺奖

获得者，相比之下，中国在基础研究工作和真正突破性的研究还有一定差距，还应加

大力度。第二，在说全球化之前会有一个“亚洲化”的问题。中国在亚洲化面临一些

困境，需要注意中国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经济贸易。全球化首先要“亚洲化”，需

要解决好目前的中日关系、中印关系和朝鲜半岛问题。日本对中国来说有很多值得借

鉴的地方。可喜的是，预计明年中国到日本游客会突破一千万，这是过去四五年里有

了高速增长，但遗憾的是，来中国的日本游客没有增长。中国游客通过旅游对日本有

了更多了解，但反过来却是没有的。不仅是日本，全球到中国的游客都没有增加，这

不仅关系经济的平衡问题，更多的交流、了解和对话也非常重要。

Justin Vaïsse
巴黎和平论坛总干事
Director-General of Paris Peace Forum 

王石　Wang Shi
万科集团创始人、CCG 资深副主席
Founder of China Vanke; CCG Senior Vice Chair

全球化的方向：维护、改革和扩大

中国在推动全球化前要有“亚洲化”

每一次全球化都与四次工业革命紧密相关。全球化 4.0 时期，第四次工业革命产

生的信息技术、智能化、信息化及综合技术的使用为其创造了重要的载体。在全球化

过程中，全球化四次划分与四次革命的关系及衔接、四次全球化的主题、主要参与者

和攸关方，对四次全球化分析作出清醒判断是值得研究的。在全球治理的实践和创新

方面，有三方面需要考虑：第一，原则或价值；第二，机制；第三，共享，不仅共享

利益，还包括知识、信息和教训。

赵白鸽　Zhao Baige
十二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Vice Chair of the 12th NPC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在全球治理的实践和创新方面，有三方面需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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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4.0 的重要特点是其多元化和复杂程度前所未有。第一，新一轮全球化最核心的

一点在于国家不再是全球化唯一的主体，尤其在全球治理体系建立过程中。现有全球治理体

系是“机制复合体”，同一类国际事务处理有很多相关机制，是交叉甚至是矛盾的，包括国

内和国际的机制，这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重构提出新挑战。第二，机制复合体的背景下，

多元化的交流机制很重要。国家间交流之外，智库和非政府组织的交流合作和讨论很重要。

第三，从长远看，要真正实现比较和谐的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是所有全球化的基础。

薛澜　Xue Lan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
Dean of Schwarzman College, Tsinghua University; CCG Academic Advisor

教育全球化是所有全球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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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全球多边  
  合作新路径

Session 2 (Ambassadorial Roundtable): Driv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Beyond

　  “一带一路”倡议是未来深化国际

合作的重要框架。近期，“一带一路”

倡议在西方成为高频词。意大利成为首

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七国集团成

员国，卢森堡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一带一路”

第三方合作亦已取得积极成效，成为维

护多边主义的有效实践。未来，“一带

一路”如何才能被世界更好地接受？如

何助力企业“走出去”，开拓第三方市

场合作？又该如何成为多边主义新平

台？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即将召开之际，本场分论坛将邀请

联合国和各国驻华大使围绕 “一带一

路”与多边合作等话题展开交流讨论，

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建言献策。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provides an 
important framework for deepe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cently, Italy signed an MOU with China, 
making it the first G7 country to officially support 
the BRI. Luxembourg followed suit soon after. This 
Ambassadorial Session will seek to address questions 
including: What can be done to boost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the BRI? How can the BRI help strengthen 
multilat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ow 
can globalizing Chinese companies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third markets? The discussion will 
feature ambassadors and UN representatives in China, 
drawing on their global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ing 
of China to share views on the BRI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论坛二（大使圆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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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搭建了这次让世界各国和社会各界相互交流增进理解的平台。在全球化的

新阶段，“一带一路”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路径，对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增进

互信具有重要作用。“一带一路”倡议在本质上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辅

相成，因此中国在完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时，可以多借鉴已有的经验，提高“一

带一路”合作的透明度，加大反腐败力度，为推动全球化发展更好贡献力量。

2019 年是中爱两国建交 40 周年。在过去的 40 年里，中爱两国积极合作，爱尔

兰对于多边主义的承诺也是爱尔兰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成为未来中爱加强合作

路径的重要基础。通过建立基于规则的互联互通，欧盟和亚洲之间将会形成一股合力，

在加强沟通与合作的同时，建设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抵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打

造全球的公平竞争平台。

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意大利的国事访问对中意双方共识的达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他表示，“一带一路”不仅是货物服务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更是知识、思想

以及学术的交流。意大利希望“一带一路”可以成为一条知识的丝绸之路。意大利作

为欧盟成员之一，在“一带一路”合作中会坚守透明度原则，遵守包括经济、金融、社会、

环境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为进一步完善“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化发展努力。

Hon. Terry Miller
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际经贸中心主任、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
Director of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Heritage Foundation; Former U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H.E. Eoin O'Leary
爱尔兰驻华大使
Ambassador of Ireland to China

Giuseppe Fedele
意大利驻华公使
Minister Counselor, Deputy Head of Mission, Italian Embassy Beijing

中国应学习世界银行的经验，不断完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

欧亚互联互通，维护多边合作，共同打造全球公平竞争平台

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意味着中意两国共识的达成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第四轮全球化发展紧密相连，从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

1992 南巡，到中国加入 WTO，再到“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在不断用自己的努力为

全球化发展贡献力量。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就希望

为世界各国增进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提供有效平台，并听取吸收世界各国对完

善“一带一路”的建议。

苏格　Hon. Su Ge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中国前驻冰岛大使、CCG 顾问
Chairman of 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for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Iceland; CCG Advisor

中国在不断用自己的努力为全球化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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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体现出了五个历史维度。首先是试验性。实施五年来，“一带一路”
虽然取得了很多进展，但是在未来还有更多的挑战需要应对。第二，创新性。目前这一
倡议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参与，其中意大利的加入成为其发展的里程碑。第三，国际合
作规范是“一带一路”发展的未来方向，通过共商、共建、共享进一步建设“一带一路”。
第四，国际合作需要法治基础支撑，“一带一路”发展不仅要与已有的国际规则接轨，
更要依据国际新局势制定新规则。最后，媒体和智库在对“一带一路”的传播方面起到
更大的作用，从而为其发展凝聚共识。

兰立俊　Hon. Lan Lijun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前驻印度尼西亚、加拿大、瑞典大使
Director-General of China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FIS);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Indonesia, Canada and Sweden

“一带一路”倡议体现出五个历史维度

加纳在 2017 加入“一带一路”，是因为相信“一带一路”能够为加纳这样的发

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一带一路”为加纳提供了一个发展经济和融入世界的

窗口，让加纳在世界产业链中发挥更大的价值。亚洲的发展方式对非洲国家具有更大的借

鉴意义，因此加纳更需要抓住机遇，改变思路，在利用“一带一路”带来好处的同时，也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机制的建设。

不论是双边合作还是多边协定，都需要建立在开放、透明、公平竞争、法治和思

想自由的国际原则上。中国在发展“一带一路”时，需要多聆听国际声音，借鉴已有

的经验，以国际标准进行合作。美国希望能与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实现互

惠互利。因此中美双方应该加强对话，共同解决现在中美经贸摩擦问题，在知识产权

保护、网络安全、非贸易壁垒等领域达成共识，从而共同推动全球化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将会在多个方面为国际移民带来深刻的影响。因此，建立相应的

机制和政策以应对随之而来的挑战是必要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成为促进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发力点。移民是全球化的特征之一，移民政策的制定有利于有序推动人才流动，

从而推动全球化朝着积极方向深入发展。在全球化时代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打独斗，

只有国际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和解决移民问题，实现 2030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

H.E. Edward Boateng
加纳驻华大使
Ambassador of Ghana to China

William Klein
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政务参赞
Minister Counselor for Political Affairs, U.S. Embassy Beijing

Giuseppe Crocetti
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移民署）驻华代表
Chief of Miss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加纳应抓住“一带一路“窗口机遇，用创新思路推动经济发展

互联互通需要建立在国际原则之上

建立相关机制和政策应对“一带一路”带来的国际移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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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中国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也需要合作和

共赢一同推动。对于“一带一路”，参与国才更有发言权。现在已经有包括古巴在内

的 14 个拉丁美洲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这些国家也已经充分了解到了“一带一路”

带来的众多益处和巨大机遇。古巴的加入不仅是为了古巴自身的发展，更是为了加强

加勒比海地区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希望各国能够共同合作，为“一带一路”的发展

提出更多建设性建议，为全球化发展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和开放的环境。

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了新一轮的全球化。在国家间合作更加频繁的同时，逆全球

化潮流也愈演愈烈。因此我们需要有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实践，共同应对全球化新阶

段带来的挑战。“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在 2013 年提出，是一个有创意的，并包含

多样化和包容性的概念。目前已经有 126 个国家和 29 个国际组织正式支持了这个倡议，

并且未来这个数字还将继续扩大，因此为了让这个倡议能够为更多国家和更多地区的

人们带来好处，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和政界、商界领域的精英人士贡献智慧。

H.E. Miguel Angel Ramirez Ramos
古巴驻华大使
Ambassador of Cuba to China

刘欣　Liu Xin
CGTN 主持人
Host of CGTN

“一带一路”可以加强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倡议的完善需要更多精英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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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与全球治理，共享型未来还是
更加分化？
Luncheon: Technology and Global Governance: Creating a Shared Future 
or More Fractured World?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

整时代。新媒体、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一系列新科技革命，正在改变人们的生

产生活方式，重构全球创新版图，加之

受新技术激化国际竞争等因素影响，经

济全球化进入深度动荡时期，而现行的

全球治理体制难以有效应对这一系列挑

战。未来如何顺应科技全球化，运用好

科技手段，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互

惠互利的全球治理体系？世界将会趋向

一个共享型未来还是更加分化？本场分

论坛聚集来自新经济领域的企业家将就

此展开研讨。

We live in an era of great change and adjustment. A wave 
of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new media, AI and big data 
are transforming the way we live and work, redefining 
innovation and intensify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current period of global upheaval, our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faces difficulties in responding effectively to these 
challenges. Moving forward, how will the world adapt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technology and make good u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How can we establish a 
more just and rational system of global governance that 
benefits all? This luncheon sub-forum will feature a timely 
discussion of these issues by entrepreneurs from the new 
economy. 

午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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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十几年里， 科技越来越成为每个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说，

因为科技，世界会大同；因为科技，无论住在世界上哪个角落，用的基本上差不多是同

一个平台。所以科技会将世界变得非常扁、非常平。比如在教育领域，借助 AI 等科技

能够解决缺乏优质师资的问题，促进教育全球化和资源共享。在旅游领域，科技的运用

虽然降低了传统的就业职位，但是移动互联网所提供的海量旅游信息、产品预订功能等

都提升了旅游业的效率，从而提升了整体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出入境旅游人数的增长，

也因此促进了整体经济的发展。科技究竟会带来世界大同，还是会带来更加分化的社会

和分化的世界，值得大家共同思考。

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可以从旅游和人口两个角度加以体现。机器人成为各行业主
要劳动力取代人工的同时，休闲时间则更多地被用于旅游。此外，科技进步对生产率、
贫富差距和城市化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城市化率提高导致中国人口生育率的降低，这
是未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问题。此外，旅游业等服务性行业对中国整个贸易顺逆差有
着重要影响。随着移动互联网等科技的发展，国际旅游增长，来华旅游人数增加，中
国会从贸易顺差变成贸易逆差的国家。中美两国游客的增长对双方经济发展都非常有
好处。科技对旅游和旅游体验的提升都有很大作用。

教育和科技的结合会产生三大效应：首先是个性化程度上的质变。其次，在教育上节

约时间，更加高效地提升了效率。最后，科技、人工智能、移动等手段能够显著提高教育质量。

有效地使用科技，发挥其优势作用，可以显著提升基准线，技术在未来是实现教育公平化

的一个手段。就 AI 和教育的结合前景与边界来看，一方面，AI 和教育最先的切入点是技

能型学科，AI 会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各个学科在各个环节上都有可能被产品化的空间。

陈启宗　Ronnie Chan
恒隆地产董事长、CCG 联席主席
Chairman of Hang Lung Properties; CCG Co-Chair

梁建章　James Liang
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CCG 资深副主席
Chairman of Ctrip; Research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 CCG Senior Vice Chair 

王翌　Wang Yi
流利说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Founder, Chairman and CEO of LAIX

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可以从旅游和人口两个角度体现

科技是未来实现教育公平化的手段

在教育全球化方面，一个科技驱动的全球课堂，为全球各地的学生提供教育资源

的同时，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未来的世界是更加分化，更加共享的。在教育领域，

一定能够把教育资源和需要教育的孩子们通过科技相连接，实现教育资源在全球的连

接与共享。

米雯娟　Mi Wenjuan
VIPKID 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CCG 常务理事
Founder and CEO of VIPKID; CCG Senior Council Member 

科技可以促进教育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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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互联网、AI 等技术将师资与全球的学生连接在一起，可以使优质教育资源更

加开放和共享。面对面的项目和课程也可以通过科技的力量产品化，加强相互间的交

流，从而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另外，建立中国人的国际公民意识很重要，通过国

际化的资源也可以培养多元化的人才。

大部分中高端产品和整个制造其实都是从中国出去的，基本上全球一半的时尚产

业制造份额还是在中国。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是一个很重大的

关键点，因为它向上对接整个欧美消费需求的变化，向下对接整个“一带一路”战略

和策略。中国的产能是存在的，其瓶颈在于没有使其可视化、信息化的能力。因此，

要整合中高端碎片化产能，把碎片化的需求对接碎片化的产能，推动中国中高端制造

业的发展。随着碎片化时代进程加快，对时间、品质的高要求和集成协同更加重要，

建设中国可以转变成为研发中心，为全球输出解决方案。

我认为金融服务本身是一个工具，我们最终做的肯定不是金融服务，而是把金融

服务和 AI 作为一个工具，把它最后嵌入到消费和生活服务领域里面去。我们目前想做

的事情，是把金融和 AI 的工具作为一个切入点嵌入到实体的消费或者生活领域里，从

而实现这些领域的高效率。

何梅　Linda He
外联集团董事长兼总裁、CCG 副主席
Chairperson and President of Wailian Overseas Consulting Group; CCG Vice Chair

高敏　Gao Min
汉帛集团总裁、CCG 常务理事
President of Hempel Group; CCG Senior Council Member 

周灏　Zhou Hao
量化派创始人兼 CEO、CCG 常务理事
Founder and CEO of QuantGroup; CCG Senior Council Member

科技让优质教育资源更加共享

碎片化时代，中国可以作为研发中心为全球输出解决方案

将金融服务和 AI 的工具嵌入到消费和生活服务领域能够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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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智库圆桌：逃离修昔底德陷
阱——中美关系的未来
Session 3: Escaping Thucydides Trap—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rade Conflict Beyond

　　中美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

系之一，事关全球战略稳定。中美建交

40 年来，两国关系始终向前发展，取

得了历史性成就。但 2018 年以来 , 随

着贸易摩擦的升级 , 中美两个大国关系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变局。著名的“修

昔底德陷阱”理论也为各界所热议。中

美关系未来走向如何？能否在避免“修

昔底德陷阱”过程中主动塑造出新型的

大国关系模式？中美两国在亚洲又将迎

来怎样的互动前景？在本场分论坛上，

来自中美智库的顶级专家将就这些问题

分享他们的独家见解。

The Sino-US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with major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strategic 
stability. Forty years of Sino-US relations have seen 
steady development and many historic achievements. 
However, since 2018, with the escalation of trade 
frictions,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major powers face 
unprecedented changes. The term “Thucydides’ Trap” has 
gained currency in recent years to describe the potential 
path this critical relationship may take. This roundtable 
will address key questions such as the future of Sino-US 
relations; whether Thucydides' Trap can be avoided by 
working to shape a new model for great power relations; 
and prospects for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 Asia. This sub-forum will feature top experts from 
Chinese and US think tanks sharing their views on Sino-
US relations.

论坛三



37

COVER REPORT
封面文章

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表现在经济、政策、文化和社会思潮等领域。推动

世界更好发展不仅仅是政治家的责任，也是智库人担当的责任。关于中美关系的良性发

展，我提几点建议。第一，总结好过去 40 年来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成就和经验。第二，

我们要加深理解彼此的发展道路和历史文化。第三，对第三方因素进行更好管理。第四，

中美双方要大力培养合作的习惯，探索以新型方式来应对新型难题。第五，中美应该和

其他大国一起，给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中美关系处于相互适应和塑造的阶段，

我认为美国应该有信心，用理性、平和的方式来处理经贸的摩擦。

金鑫　Jin Xin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Director of China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World Studies

中美关系中经贸合作、人文交流要齐头并进

我们还是有很多机会来避免变成一个全面的政治和战略上的对抗。美国的一些贸

易精英和中国的精英对于中国对美国是否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个观点并不一致，他们把

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威胁。但是如果你把它看作一个权力的转移的话，你会发现它并

不是线性发展的。此外，社会的稳定对于中国来说很重要，中国需要动员大量的精力

来应对。正如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的书中所说的那样，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不可能，

但也不是不可避免。

美中关系日渐被笼罩在阴霾之下，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国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有关。

其中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制造 2025”，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政府在

安全问题上更加主导的形势。另一个需要着重强调的关键问题是美国商业社团的角色。

目前，美国的企业中有一些怀疑的声音，他们在忧虑美国与中国加深接触以及加深对

中国的经济参与度会有怎样的后果。这并不是冷战的重演，而是科技冷战。我的建议是，

美国和中国需要寻找一种能够将经贸纠纷与安全分离开的谈判方式。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进口，而不是为了有更多的出口而减少进口；也希望能够与中国

建立更好的双边关系；希望“一带一路”的倡议能够发挥作用。我们认为美国的公司其

实能够从“一带一路”的倡议当中受益。中国正借助美国的一些科技力量赶超美国，美

国的政治家意识到不能再把中国看作是一个传统的工业制造大国了，而且也不应该回避

中国在技术上的崛起。我认为不应该通过禁售一个公司的产品来更好地保护国家的安全。

黄严忠　Huang Yanzhong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CG Academic Advisor

Andrew Browne
彭博新经济论坛主编
Editorial Director, Bloomberg New Economy Forum

Daniel Ikenson　丹尼尔·艾肯森
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中心主任
Director of Herbert A. Stiefel Center for Trade Policy Studies, CATO Institute

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不可避免

中美需要将经贸纠纷与安全问题分离

美国不应该回避中国在技术上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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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的背景下，亚洲基金会更加关注中国在亚洲的发展合

作与投资，以及这些合作与投资对当代福祉的影响。亚洲在中美关系中无疑占有非常

重要的地位，在中美多角度、多层面的关系中，在亚洲的合作与竞争是至关重要的一

个方面。亚洲基金会和中国的行业协会间研究机构一道，经过广泛的讨论、调研和磋商，

开发企业海外投资的负责任投资标准、社区沟通原则和指南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作为

中国和美国 NGO 和智库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的举措。

我认为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是中国并不会成为唯一主导的经济

体。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需要管控好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通过美国和日本贸

易冲突，我总结了一些建议。中美经济是互补的，但其实也需要开展一个经济结构之

间的磋商，双方还存在不少结构性问题，包括补贴、市场决策和政府决策。此外，中

国也要不断地增强它的社会保障制度。

计洪波　Ji Hongbo
亚洲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Country Representative, The Asia Foundation – China

Masahiro Kawai
东北亚经济研究院院长、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原院长
Representative Director and Director-General,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ortheast 
Asia;Former Dean of Asian Development Bank lnstiute

期待中美亚三方“共赢”

日本经验：中美需要进行经济结构磋商

其实我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无稽之谈，美国和中国的确经历了一些贸易之间

的问题，但我们还在开展非常积极的谈判，并且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美国和中国

其实在跨国领域、地缘政治和战略上有很多合作，当然也会有比过去更多一些的摩擦。

在如今这个全球沟通的时代，中国提出了不少措施，如中国制造 2025、“一带一路”

倡议，当他们在国际上进行传播的时候，可能会引来不少误解和担忧。在经济领域，

中国在贸易和投资上所采取的措施其实我觉得并不会对美国带来问题。

今年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 40 周年，面向未来，我们的责任更重大，唯有同舟共

济才能克服困难。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中国和美国两者的社会都在经历深

刻的变革；第二，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第三，没有国家

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我的建议是，我们应该真诚地面对我们的问题以及我们的挑

战。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问题和挑战，我们的政策必须要有一种明智的通融性和适应性，

我们需要寻找更好的共同政策方向。

Hon. Terry Miller
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际经贸中心主任、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Director of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Heritage Foundation; Former U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阮宗泽　Ruan Zongze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CIIS）常务副院长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CIIS)

中美需要更好理解对方

中美应致力于寻找共同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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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来自中国的词汇在美国并不受欢迎，他们尤其不喜欢“双赢”这个词，因为

美国已经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战略的竞争者。但在我看来，如果双方不能够在现在和未

来进行合作，那么这两个国家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我们应致力于化危为机，我们要有

智慧把这样的危机转化为一个机遇，这是双方的责任。其实双方的合作不仅仅是因为

我们有共同的利益。今天中美要合作，是因为我们有差别，我们有区别才需要合作，

这样才能够各取所需。基辛格说，我们需要共同进化、共同发展，我们要去探索什么

样的资源和行动环境可以帮助我们共同进化。

周明伟　Zhou Mingwei
中国外文局原局长、中国翻译协会会长
Former President of China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Administration; President of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 (TAC)

化危为机需要中美智慧

如果中美已经落入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就没有贸易谈判的必要了。中美仍在积极

磋商中，这显示了双方还是希望两国关系能够和平稳定发展。修昔底德陷阱说的是雅

典的崛起和斯巴达的恐惧，如今很多人研究中国的崛起，很少有人研究美国的恐惧。

如果美国的恐惧没有转换为实际行动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陷阱。为什么美国对高科技、

“一带一路”有所恐惧？我认为，一是美国天生有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二是美国的

霸权思维，不甘退出领导岗位；三是美国自身不愿意做深化改革；四是根深蒂固的反

华思想；五是普遍地对于新时代的中国缺乏深刻的理解。今后美国需要放下身段，加

深内部的反思和改革，加强对新中国的学习和理解，加强中美之间的沟通。

袁鹏　Yuan Peng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Director, China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ICIR)

需要关注美国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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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界对话《外商投资法》细则
与投资新前景 
Session 4: Foreign Investment Law and New Prospects of FDI in China

　　不久前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上通过了《外商投资法》，旨在用

法律的手段更好保护外商投资，吸引外

商投资。这无疑是对世界释放了中国将

继续保持对外开放的一大信号。《外商

投资法》的实施细则将涉及到哪些？如

何为外企在华投资创造更好的营商环

境？该法案的实施将会带来哪些新的机

遇和挑战？本场分论坛将邀请跨国公司

CEO 和国际商会领袖共同探讨《外商

投资法》的实施细则、更佳方案和外商

对华投资的新前景等话题。

Earlier this year, China’s Foreign Investment Law (FIL) 
was passed at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13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e law details new measures that 
aim to attract and better prot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The passing of this new law by China’s top 
legislative body serves as a signal to the world of China’s 
continued openness to foreign investment. As global 
economic circumstances change and the Chinese and 
world economy enter a new era, what will this law mean 
for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How can China optimize 
its business environment for foreign investment? Wha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will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law bring about? This session will include CEO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leaders from international 
chambers of commerce to explore the impacts and 
realities of China’s new foreign investment law.

论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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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商投资法》可以保持乐观。它不仅仅能够支持外商企业，从更广泛的意义

上来说，还能够支持创新的发展，而且也将会推动每个人的健康发展。为了使之奏效，

立法也必须要透明，而且必须要可执行，这样才能真正地支持创新发展。而中国研发

的人工智能，也是中国建立《外商投资法》环境的优势。从一个投资人的角度来说，《外

商投资法》是中国创新的转折点，它让中国有能力塑造全球的趋势。

《外商投资法》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更好地保护外商投资者，包

括在中国的投资项目，以及未来仍然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二是对于政府的行动进行

了进一步的约束。《外商投资法》已经非常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是备受期待的。最后，

《外商投资法》需要更多的具体规则来加强落实，因为细节的细则会使法律更加有效。

在中国经商的外商会面临很多的风险和挑战，法律其实是一个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有效

工具。已经发布的《外商投资法》，让外商能够了解中国正在实践法制。政府和商界

都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维权的工具。

《外商投资法》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要多实践，多反思。扩大开放最重要的一

环就是能够继续扩大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的环境。对外资的态度和对外资的吸引具有

重要意义，同时更有意义的，是给内资更好地定义。我们不应该只注重那些大企业、

大国，或者大资本，同时要注意的是，将来的创新依靠的是更灵活的资本。中国在法

律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不断创新、不断学习的同时，当然，也是有底线的同时，互

惠互利也需要考虑在内。

《外商投资法》比之前的《外资商法》具有更进一步的开放性。具体体现在它的

总则非常清楚，即对外开放、促进外商投资，而且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

目前的《外商投资法》将有一段过渡期、磨合期，而且在执行层面要想加强了解或者

实行，需要有细则，这样有助于更进一步扩大开放。华商的投资前途无量。《外商投资法》

是扩大开放的巨大进步，也希望能够更快地切实落实。

Allan Gabor
默克中国总裁
President of Merck China

周延礼　Zhou Yanli
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CCG 顾问
Former Vice Chair of the China Insurance Regulatory Commission; CCG Advisor

关新　Michael Kuan
宽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CCG 副主席
Founder and CEO of Kuan Capital; CCG Vice Chair

李学海　Howard Li
美国威特集团董事长、美国中国总商会副会长、CCG 副主席
Chairman and CEO of Waitex Group; Vice Chair,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USA; 
CCG Vice Chair

《外商投资法》是中国创新的转折点

《外商投资法》是一个维权的工具

将来的创新依靠的是更灵活的资本

《外商投资法》将有一段过渡期、磨合期，需要有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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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法》主要针对外国人，对这一发展可以持非常乐观的态度。此外，有两点

值得强调。第一是它的整个审议范围、流程和方向都是巨大进步。第二是企业管理和企业

治理方向。不管是国内还是在海外市场都是一样，国家安全常常被作为一个好用的借口去

否决一项收购案，但其实是国家安全被过度放大了。随着经济互联互通、人才流通的加强，

国家安全常常被当作一个顺手但常常又不奏效的借口，因此必须要开放地看待这些问题。

对于新的《外商投资法》，有三个词加以总结：一是渐进；二是多边；三是坚持。

《外商投资法》将是两国之间形成更具建设性的讨论平台。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根

源，就必须要有一个争端解决机制，而一个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则需要能够适应各个

不同的政府部门。大量高精尖技术都会影响国家安全，但现在已经成为了整个经济不

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美都有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和考虑，因此双方都面临着在新的国

家安全政策方面的威胁和挑战，而这又与科技进步直接相关。对此，政府要思考如何

以新的方式解决。企业也要参与其中，保护国家正当安全利益的同时，提高企业竞争力。

可以把在外商投资方面的变化，包括围绕某些领域的互惠互利，看作是中国变得

越来越强势的信号。如果中国愿意改变，一定会给外商带来很大的好处，在这方面的

变革和变化肯定是需要的。《外商投资法》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它解决了很多企业非

常关心的问题。但是这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永远不可能是终点。

对于国家来说，它的底线就是人民的生活质量。如果外商投资能够提升技术，提

高竞争力，提高质量，为什么要看谁是投资者呢？这才是我们的底线。《外商投资法》

是中国改革开放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但落实将会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因此仍然需要持

续不断努力和改进。《外商投资法》的落实将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方方　Fang Fang
水木投资集团合伙人、CCG 副主席
Partner of Waterwood Investment Holdings; CCG Vice Chair

Tim Stratford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
Chairman of AmCham China

Nick Coyle
中国澳大利亚商会北京首席执行官
CEO & Executive Director, AustCham Beijing

杨筱萍　Yang Xiaoping
BP 中国总裁
President of BP China

应该更加开放地看待国家安全与投资

《外商投资法》将是两国之间形成更具建设性的讨论平台

《外商投资法》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永远不可能是终点

《外商投资法》的落实将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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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法》和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国内的很多改革，金

融自由化、经济自由化等，都给外商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而外商对中国仍然缺乏信

心的原因在于，很多时候国家安全的考虑可能会超越商业利益的考虑。因此，现在就

需要制定一个目标。整个法律的贯彻和实施也非常重要，要真正得以落实才能够重建

外商对于中国的信心和信任。外国企业是影响中美双边关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因为这

个领域是未来的潜在亮点。由于安全、战略等问题很难解决，外方企业是可以把双方

拖回正轨的重要力量。

外国的投资人看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有很大的潜力，而且这个潜力

是值得我们共享的。本次的论坛，并不是起草法律的人进行问答，而是共同合作来实

现一个更加满意的结局，进一步让我们的法律细化。贸易是中美之间的重要话题，也

将会是引领一个新的双边关系的讨论领域。同时，科技对于任何一个产业都至关重要，

所以产生了一条很模糊的线，划分着国家安全利益以及企业成长的必要条件，同时又

影响着企业的决策。《外商投资法》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也期待具体细则的制定。

届时，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加自信的态度去面对未来。

Jacob Parker　彭捷宁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副总裁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Operations at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田薇　Tian Wei
CGTN 主持人、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Anchor of CGTN;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会超越商业利益的考虑是外商对中国仍然缺乏信心的原因

《外商投资法》是一个起点，法律细则的制定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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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应对全球
经贸格局变化
Session 5: Chinese Outbound Investment in the Changing Context

　　“引进来”也要“走出去”。近年

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

影响着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商务部

近期数据显示，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平稳

健康发展，对外投资结构持续多元，非

理性投资得到有效遏制。面临海外投资

的新挑战，中国企业应该如可顺应新的

全球化发展更好地“走出去”？如何合

规开展海外业务？如何回避地缘政治的

风险？中国企业精英领袖将在本场分论

坛中共同探讨中国对外投资的新挑战和

新机遇。

The rise of emerging economies embodied by China 
has profoundly impacted the future structure of the 
global economy. Following rapid development at home, 
increasing numbers of Chinese companies now look 
overseas for further expansion. Recent data from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shows Chinese outbound direct 
investment following a healthy development trajectory, 
with increasingly diverse investment and curbing of 
irrational investment. Facing new challenges in outbound 
investment, how can Chinese companies optimize 
globalization efforts in light of new global trends and 
realities? How can globalizing Chinese companies 
strengthen overseas compliance? How can globalizing 
Chinese companies best account for and mitigate 
geopolitical risks? This session will feature Chinese 
business leaders discussing the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Chinese overseas investment.

论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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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首先应该量力而行，在海外投资的时候，要发

挥自己的综合优势，而不止是单纯注重资产投资。其次，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一

定要学会合作，可和跨国公司保持良好合作关系能够避免恶性竞争。此外，国际上对

国企补贴问题和国内民企对国企在银行贷款融资方面存在误解。中国政府提供的税收

减免和税收返还政策是普惠性质的，而非针对国企。而融资方面，大部分国企贷款容

易是因为银行更愿意向大型企业发放贷款，而非因为国企和民企的所有制差别。

中小企业在海外市场发展的经验就是要专业化，以过硬的产品质量打开市场，创

建品牌，而非打价格战。通过品质和创新打动客户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但是对企

业品牌的树立和发展至关重要，会使企业受益无穷。中国在行业标准制定上有两个严重

的问题，一是行业标准大多由政府制定，缺乏效率和动力；二是中国缺乏有效的标准监

管体系，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不能得到保证，因此在国际市场上难以得到认可。中国在

未来的行业标准制定上，要向国际学习，提高自己的标准，最后向世界输出中国标准。

大部分中国企业还没有“走出去”，或者“走”得还不大好。第四次工业革命具有三

大特征：一是万物互联，时空的界限被打破；二是虚实混一，感知的界限被打破；三是跨

界融合，行业界限的被打破。因此，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急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走

出去”有其必要性。但是什么时候“走”，怎么“走”，要取决于企业自身的能力和特长。

企业应该是为了企业发展需要而“走出去”，而不是为“走出去”而“走出去”。

宋志平　Song Zhiping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CCG 顾问
Chairman of China National Building Materials Group Corporation; CCG Advisor

闵浩　Min Hao
南京东屋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CCG 常务理事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Easthouse Electric; CCG Senior Council Member

徐井宏　Xu Jinghong
中关村龙门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亚杰商会（AAMA）会长、CCG 副主席
Chairman of Zhongguancun Longmen Investment; Chairman of Asia America Multi-
Technology Association (AAMA); CCG Vice Chair

中国企业“走出去”要学会合作

中国应加快改革标准制定和监管

企业应该是为了企业发展需要而“走出去”

如果“一带一路”是一个舞台，那么园区就是台柱子。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产

业链与中国相比并不完整，因此园区建设可以有效帮助“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获得配

套原材料，从而节省成本，提高价格优势。目前，一些园区的建设和经营并不理想，

有先天不足的问题。因此，中国未来在海外园区建设过程中要注重规划设计，高效发展。

唐浩轩　Tang Haoxuan
富爱达国际董事长、CCG 常务理事
Chairman of Fueta Group; CCG Senior Council Member

园区建设对“一带一路”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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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走出去”概念已经今非昔比，中国企业所处的国际双边和多边环境正发

生着深刻变化。因此，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更加关注投资转型、升级、优

化能否取得当地支持和法律政策的问题。目前，中央确定了更加开放的政策，第二个

四十年会更加开放。在“走出去”的时候，民企和国企有不同的使命，中国企业要确

立自身正确的方向，通过财务、贸易合作等手段进行优先发展。

恒昌作为金融服务行业的民企，努力做到在深耕国内的基础上进行国际化突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成为金融服务企业向东南亚国家发展的借力点，利用行业

在金融科技领域的积淀和优势走向国际市场。同时，金融服务企业“走出去”也要“向

西走”，与国际的金融中心互联互通提高服务质量。目前，民企向银行借贷困难是阻

碍其“走出去”的巨大阻力。此外，清醒地认识到国际金融风险和收益性价比是帮助

中国企业更有效、更安全地制定国际化战略的方法。

东南亚国家是中国发展贸易的重要伙伴。首先中国是东盟目前最大的贸易伙伴之

一，也是东盟十国内每一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拥有良好的经贸基础。第二，

许多东南亚国家都从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益处，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数

字贸易等方面得到了发展。例如不久前，马来西亚与中国签订的高铁项目将为未来马

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帮助。因此，中国应该扩大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在了

解当地文化和需求的基础上，增进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从而创造共赢局面。

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并对世界格局产

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新挑战。

虽然根据商务部的最新数据，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态势平稳健康，对外投资结构也

更加多元化，但是面临全球化 4.0 带来的新挑战，中国企业应该怎样顺应潮流，制定

更理性的海外发展战略，更好更成功地“走出去”，依然是值得我们探讨的话题。

王广发　Wang Guangfa
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王府学校总校长、CCG 资深副主席
Chairman of Beijing Fazheng Group; President of Beijing Royal School; CCG Senior Vice 
Chair

魏力　Wei Li
北京恒昌利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Chief Economist, Hengchang Litong Investment Management

Michael Yeoh　杨元庆
Kingsley 战略研究所所长及亚洲战略和领导研究中心原 CEO
President of the Kingsley Strategic Institute and Former CEO of Asian Strategy and 
Leadership Institute

苗绿　Miao Lu
CCG 副主任兼秘书长
Vice President and Secretary-General of CCG

“走出去”概念已今非昔比

金融企业“走出去”要充分利用金融科技

中国应加强与东盟贸易合作

中国企业需要顺应全球化新趋势制定更好的“走出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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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的挑战与多边主义的未来
CCG Experts’ Evening Session: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Future of Multilateralism

　　如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

民粹主义兴起，原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或

已无法应对新时代的挑战。在此国际变

局下 , 国与国的联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紧

密。如何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多边体制？

各个国家如何共同推动全球化朝合作共

赢方向发展？本场分论坛将邀请国际关

系、国际经贸、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国内

外智库专家学者围绕全球治理与多边主

义发展前景等话题展开讨论，为全球化

发展提出智库方案。

With the rise of protectionism, unilateralism, and populism, 
our current system of global governance is ill-equipped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of the new era. Today, countries 
are more closely intertwined than ever before. This 
session will address key questions, including: How can 
multilateralism be safeguarded and improved? How can 
countries work to promote globalization towards win-
win cooperation? What is the best way to overcome 
new challenges facing global governance? This evening 
session features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think tanks in the fiel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and global 
governance to discuss the prospects for multilateralism 
and global governance.

CCG 专家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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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 Jin Canrong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教授，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
Professor and Associate Dean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CG 
Expert Advisor

Einer Tangen
CGTN 政治和和经济评论员
Princip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ffairs Commentator of CGTN

Daya Thussu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教授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Shwarzman College, Tsinghua 
University

各国应该携手合作，共
同参与全球治理

各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
要保持初心，合作共赢 新兴国家应该在全球治

理中获得更多话语权

Justin Vaisse
巴黎和平论坛总干事
Director-General of Paris Peace 
Forum

霍建国 Huo Jianguo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原院长、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Commerce,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Amitav Acharya　
安明博
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国际关系
杰出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
目国际关系学教授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merican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Shwarzman Scholars, 
Tsinghua University

扩大多边主义定义，帮
助多边主义发展走出
困境

全球治理应先从经济治
理入手

各国应加大对全球治理
碎片化趋势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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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文　He Weiwen
中国驻纽约、旧金山总领馆原经
济商务参赞，CCG 高级研究员
Former Commercial Counsellor at 
Chinese Embassy in New York and 
San Francisco; CCG Senior Fellow

Daniel Ikenson
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中心主任
Director of Herbert A. Stiefel Center 
for Trade Policy Studies, CATO 
Institute

Laurence Brahm　
龙安志
喜马拉雅山共识组织创始人、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Founding Director of Himalayan Consensus 
Institute;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中美两国应共同成长，
互利互惠

各国需要找到多边主义
发展新方向 维护多边主义发展需要

世界各国加强沟通对话

苏浩　Su Hao
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
任、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Director of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Peace,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构建多层次的全球化有
助于真正实现全球治理

William Klein
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事务公使衔
参赞
Minister Counselor for Political 
Affairs, U.S. Embassy Beijing

多边主义消亡论是无稽
之谈

江山　Jiang Shan
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原司长、
CCG 高级研究员
Former Director-General of 
Department of American and 
Oceanian Affairs of Ministry of 
Commerce; CCG Senior Fellow

WTO 改革应该建立在
相互尊重，平等协商，
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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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新泉　Tu Xinquan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
院长、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Professor and Dean of China Institute for 
WTO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UIBE);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中美对时间的观念不一
样

Masahiro Kawai
日本东北亚经济研究院院长、亚
洲开发银行研究院原院长
Representative Director and Director-
General,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ortheast Asia;Former Dean of 
Asian Development Bank lnstiute

中国和美国应该同日本
一道维护多边主义

崔凡　Cui Fan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CCG 特邀高
级研究员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UIBE);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世贸组织改革的谈判难
点是数字经济

陈文玲　Chen Wenling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
Chief Economist of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CCIEE); CCG Academic 
Advisor

现在的大国是根据不
同的利益进行重新组
合排列

刘德斌　Liu Debin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创始院长、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Founding Dean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Jilin 
University;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全球治理关键在于政治
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

孙杰　Sun 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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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G 高级研究员
Former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Asset Management at China Security 
Regulatory Commission; Former 
Chairman of Asset Management 
Association of China; CCG Senior 
Fellow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但不谋求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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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　Wang Yong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t 
Peking University;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吕克俭　Lv Kejian
商务部亚洲司原司长、中国驻日本
大使馆原公使、CCG 高级研究员
Former Director-General of 
Department of Asian Affairs of 
Ministry of Commerce; Former Minster 
of Chinese Embassy in Japan; CCG 
Senior Fellow

侯文轩　Hou Wenxuan
爱丁堡大学公司金融学首席教授、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Chair in Corporate Finance at the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中美贸易战不打不相识 贸易体制改革过程中问
计群贤很重要

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
的资源配置问题是症
结所在

黄严忠　Huang 
Yanzhong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
Senior Fellow,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存
在积极合作

陈启宗　Ronnie Chan
恒隆地产董事长、CCG 联席主席

Chairman of Hang Lung Properties; 
CCG Co-Chair

美国应学会接受中国的
崛起

Hon.Terry Miller
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际经贸中心主
任、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Director of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Heritage 
Foundation; Former U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各方达成共识才能商
讨出所有人都会遵守
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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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锐　Yang Rui
CGTN 主持人、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Anchor of CGTN;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王辉耀　Wang Huiyao
CCG 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
President of CCG;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AFIEC)

全球治理需要得到改善，让大
家都能参与其中

需要思考如何重新定义国际秩
序包括地缘政治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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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深耕内地市场的香港企业

家，他从不了解国情的海归精英到

引领行业创新的实践者，创下了事

业高峰；作为投资人，他善于跨界

学习，推动餐饮业成功转型，创立

基金会扶持新兴企业发展；作为政

协委员，他关心民生需求、外商投资、

人才移民等公共政策，积极贡献提

案；作为 CCG 资深副主席，他洞

悉世界格局，围绕全球化重要议题

建言献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不

停蹄地探索，他见证了中国改革开

放的沧海桑田，也参与了中国在全

球化浪潮中的伟大实践。他就是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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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明基。

洪明基：“跨界登峰”的创变者
Hung Ming Kei: “Cross-industry” Innovator

洪明基，人如其名，知易理，晓乾坤，在成长的轨迹上，也敏于行。

初见洪明基，是在北京合兴集团公司的总部。他从会议室走出来，穿过错落

有致的格子间办公大厅，健步如飞。“麻烦你们跑一趟了，感谢你们的到来！”

他热情地招呼着我们坐下来。白色休闲衬衣，有力度的握手，爽朗的笑声，充满

活力。

会面时，时针指向下午七点，大部分员工已经离开。而洪明基在分秒之间，

就从会议模式切换到了访谈模式。常年在世界各地奔走，紧凑的行程和工作状

态的切换，对洪明基来说早已司空见惯。在事业的成绩单上，“创新”、“跨

界”、“攀登”是他的关键词。他成长于多元文化的环境，在不同行业跨界创业，

致力于培育社会企业，将智慧倾注于国家。

初创时期：时运所推 从不理解到认同

“我一开始是没想着创业的，我个人当时不太看得懂中国的未来。”访谈

开始，洪明基回忆创业的过程。作为现在香港洪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

洪明基坦言当时回国创业的迷茫。离开在美国就读的大学，偏离预设的“逐梦

华尔街”的轨道而选择回国创业，是偶然也是必然。13 岁从香港赴美读书，在

美国本科毕业后，洪明基拿到两家投行的工作机会，正准备像大部分在美留学

的精英人才一样在华尔街一展宏图。但机缘巧合，他在一次回国与父辈们的家

庭谈话中，深深感到改革开放后国内

创业的利好。

“我的曾祖父 100 年前离开了汕

头潮州，为了实现个人理想去了新加

坡，后来扎根香港，创立了集团。”

洪明基边说边描绘，仿佛展开了家族

迁移的地图，分享着节点中的故事。

父辈们多年来的流动、迁移、打拼的

勇气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那些

对改革开放政策下大陆所拥有的机遇

的判断，也深深吸引着他。洪明基非

常信服，感到要好好把握中国内地发

展的时机。就像是被“大势”所推，

他来到内地来开拓新的市场。

 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是有差距。尽

管大势之下，内地的投资环境和政策

非常利好，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总是要承担与“开拓者”名称所匹配

的风险。



54

 PERSON OF THE MONTH
封面人物

“回国后文化冲击非常大，国内的文化、背景、做事方法跟我所熟悉的都

不太一样”。少年就去美国读书，洪明基的普通话水平在当时并不好，他笑着

回忆道，“我那时的普通话大概是小学六年级到初一的水平，与公司员工沟通

非常困难。”除了语言上的困难，洪明基表示自己之前也非常不了解中国的历史，

导致无论是对内地的国情还是社会文化的认知都很模糊，这也无形中增加了他

与同事间的隔阂。

在一次于沈阳的房地产项目和海城的发电厂项目中，那时正逢冬天，室内

供暖差，生活基础设施也很不完备。从小就过着相对富裕生活的洪明基本来被

安排与员工同吃同住，但由于不能接受欠妥的生活设施，他从员工宿舍搬到了

星级酒店，独来独往。而“独行侠”的姿态带给员工们的是一种“高高在上”

的隔阂印象，进而产生了同事间的矛盾，无形中对整个项目的推进产生了压力。

“当时我绝不服输，也还是想要努力把握这个创业的机会。”洪明基在回忆这

段往事时仍可见当初的坚定目光。在得知问题症结后，他下定决心搬回了宿舍。

通过耐心的解释和沟通，他同团队间的配合有了明显改进。

香港出生，美国学习，正如文化背景来自海外的每个创业者都会经历一个

心态变化过程一样，洪明基也不例外。“做了决定后，我整个人的思维发生了

改变，觉得要包容、认识中国，要通过谦虚的态度去了解市场、顾客以及身边

的人，只有这样，决策才能更加精准。”正是在这个初创过程中，从不理解到

理解，从不认可到认可，洪明基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有了深刻的理解，并对其背

后的文化和逻辑有了认同感。

企业转型：大势所趋 从进步到领先

“我的许多朋友的企业整体战略更强，他们的发展潜力也更大，他们经历

的挫折其实比我多。”谈及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洪明基中肯地表示，“可

能我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干得相对好，企业的几个板块都发展得非常顺利。” 

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后，洪明基先生把握住了中国经济猛飞的关键时点，从

一开始通过对百年历史的食品油的内制生意，让公司从内地扩张到了香港，也

让内地有了更多的地方可以开设同类

炼油厂，极大地促进了公司的规模扩

张，积累了原始资本，这是他认为做

对了的第一件事。之后，通过对中国

经济发展过程中营销行业的了解，他

引进了吉野家、DQ 等品牌入驻中国，

使得公司在轻工业生产过程中积累了

成本优势，造就了多个事业板块的健

康发展。这是他认为做对的第二件事。

如果说生活是一场战胜困难、挑

战自我的历练，创业也是。合兴集团

有限公司一直以来关于食品加工和快

餐连锁的板块都做得很顺利，并形成

了一个可供板块之间相互依赖的生态

圈。然而，“在科技变革的初期，我

们没有好好把握住，吃了亏。”洪明

基先生称，当时忽视了科技带来的产

业模式升级的问题，“那时我就认为

科技与餐饮并没有什么关系，所谓的

餐饮，东西好吃就够了。”“还有一

段时间，可能是过于满足，丧失了一

些商业机会。”他这样总结了当时整

个公司的战略规划，双手抱在胸前，

略表遗憾。

后来，随着物联网和互联网的兴

起，如今 Web3.0 的时代下迎来了一

系列产业模式升级与战略变革的浪潮，

洪明基先生意识到，中国产业升级大

势所趋之下产业模式迭代非常必要。

他及时调整了心态，学习和总结过去

的经验。

“科技对 90 后来说，与生俱来；

对 70 后来说，整个过程都需要学习。”

洪明基毫不避讳地表示。尤其是在食

品工业方面，如何通过结合物联网和

科技手段来提升产品价值、变更消费

模式，就是他最想推动的事。从原来

简单的轻工业生产，到研发自己的品

牌，到结合互联网和科技来调整和变

革升级，洪明基通过一系列手段改善

了整个产业模式。

“在企业转型的整个过程中，为

了学习变革以及把握机遇，我们成立

了几家投资公司，去投资整合食品

工业、零售业与与互联网科技相结合

的产品，整合到一个生态圈里去相互

扶持。”洪明基鼓励创业者以谦逊态度去充分了解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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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角色扮演：后工业时代的领导者

通 过 对 互 联 网 和 科 技 时 代 的 反

思，洪明基对产业的认知和对企业文

化价值的塑造 都 有 了 相 应 的 提 升。

现 在， 他 考 虑 的 是如何抓住时代机

遇，如何结合国际环境，以及作为企

业领导者和变革者，去精进自己的决

策水平。 

“我认为如果要成为一个特别成

功的 CEO，你必须做一个合格的投资

人；如果要成为一个特别成功的投资

人，你必须做一个合格的 CEO。”

洪明基一字一句坚定又恳切。他认为，

科技、投资、运营和管理都是分不开的，需要决策者去跨界尝试，学着去扮演

各种各样的角色。

过去几年，合兴集团与联想创投集团，本港地产资深投资者方氏家族，以

及第一线创办人兼行政总裁文立等一同在大湾区和香港创建了“海阔天空”创

投基金。创投基金在香港和粤港澳大湾区投资了人工智能、线上教育、电子商

务等行业的七八个企业，总基金规模超过 12 亿港元，100% 支持本港初创企业，

且不限制特定行业进行投资。洪明基表示，“我们企业也在通过做投资方面的

事去学习做更好的企业，这是近期比较重要的突破。” 

洪明基对企业的未来发展一直有自己的价值指导体系和见解。近几年，

合兴集团有限公司的管理体系、企业文化和战略愿景都做了大量调整。以吉

野家为例，吉野家每个分店的核心店主都可以做自己的老板，并分得该店的

盈利。公司希望通过结合互联网技术，在不同领域和模型中，让每个员工都能

各自致富。

不同于受有形资产主导的前工业革命时代和受价值知识产权为主导的后工

业革命，洪明基认为，在互联网 3.0 时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人力资源，抓

住了人力资源就能抓住一切的创新和创造。在他的领导下，合兴集团公司始终

推行“共享制”，将企业所得分享给员工伙伴，让他们在核心的平台中，能成

为自己的老板。“集团希望让员工赚取自己的财富，并以此改变他们的命运，

他们的孩子也能在更高的起跑线竞争；他们既能实现财富增长，又能提升认知，

这是企业对国家和对社会真正的贡献。”

履职十年：港澳委员在北京

洪明基自 22 岁回到内地，已有 20 多个年头。在这期间，他被推荐举为

北京市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并荣获了首届“京华奖”。京华奖是北京市

授予侨界人士和港澳同胞的最高荣誉，用于表彰和奖励在首都建设发展中作出

突出贡献的华侨华人、归侨侨眷和港澳同胞，评选人数每次原则不超过 10 人。

作为政协委员，洪明基充分了解并践行着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职能，使他在做

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对政治协商制度有了深刻的体会。

近年来，洪明基参加了政协组织

的经济形势分析会、京津冀协调发展、

“一带一路”、大湾区发展、雄安新

区建设发展、考察新机场建设、创业

园区等方面的工作，积极听取相关部

门的情况汇报、听取财政收支预算结

算情况等，并以此提出了诸多有效建

议。作为市政协港澳委员的优秀代表，

洪明基在十年的履职工作中一共提交

了十份提案，涉及首都经济社会发展

的很多方面，其中《关于加强“民间

外交”增色中国外交策略的提案》获

得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优秀提案奖。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2019 年两

会洪明基带去了关于便利于大湾区高

端人才引进的提案。该提案强调了大

  “集团希望让员工
赚 取 自 己 的 财 富，
并 以 此 改 变 他 们 的
命 运， 他 们 既 能 实
现 财 富 增 长， 又 能
提 升 认 知， 这 是 企
业 对 国 家 和 对 社 会
真正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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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的先天优势以及大湾区在人才，尤其是在国际人才引进的重要性。他从三

个方面提出了有利于提升大湾区人才吸引、改善人才发展环境的建议。第一，

建议简化人才引进过程的程式；第二，建议简化办理签证的开具无犯罪证明的

程式；第三，建议大湾区借鉴香港税收政策，降低其工作的港澳及外籍人才的

税负水准。

政协委员的身份拓宽了洪明基参政议政的视野，促进了他对国家发展战略

的认识，而他也通过实践和思考从多个方面不断为国家献计献策。“很多问题

并不是达成共识就能马上办成的，还需要协调和实践，但我相信最终会往好的

方向发展。”他这样说道。

就居家养老问题而言，洪明基先生表示，目前养老行业中的养老设施和资

源非常不足，日趋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会增加养老院的负担。针对此问题，他建

议结合互联网科技发掘发展养老资源，明确法规让服务公司有法可依，依据城

市居民的不同爱好提供不同政策支持，通过研究和落实后期资源的社会化问题

解决老人的衣食住行等政策建议，全面促进未来居家养老事业的完善。

作为全球化智库（CCG）的资深副主席，洪明基对人才国际化、企业国际

化等议题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始终认为，“自主开发是一个使命，不是要求和

结果。中国不可能所有的科技和先进技术都自主开发。要做好与国际人才的对

接，要善用科技的调研成果，并利用人才引进，促成更多元、广泛的调研平台。”

洪明基也一直把促进人才培养作为自己事业的一部分，家族在 30 多年前

就成立了狮球教育基金，在香港开展杰出学生和进步生的评选和选拔活动，影

响带动了一批批香港青年人。几年前，他还特别设立了北京香港发展基金来支

持开展在京的各类活动，包括举办香

港在京学生国情研讨班、定期和在京

香港大学生交流沟通，帮助他们解决

实际问题和困惑，不仅为青年提供实

习岗位，还向优秀学生颁发奖学金。

此外，洪明基还特别注重香港和北京

两地青年的交流，开展了京港两地学

生的互访和考察实习活动，评选京港

杰出学生，利用暑期开展青年创新、

创业研习，并接待香港学生来京实习

等等，为培养适应多地文化的杰出人

才奉献着一己之力。

基于这些年的研究和实践，洪明

基表示，自己正在准备明年关于国际

人才交流的提案。他认为，在中美贸

易摩擦的大环境下，国际人才交流是

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引擎，只有做好与

国际人才的对接，善用科技调研成果

以及人才引进政策，促成更多元、广

泛的调研平台，才能避免被排除在整

个全球供应链的风险。

2019 年 3 月，对外商投资意义

他脚踏一座山峰，眼望下一座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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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的《外商投资法》正式公布并将

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洪明基

对此特别期待。他表示，“《外商投

资法》中提到的‘外商投资国民待遇’

非常重要，意味着经营范围在负面清

单以外的其他行业也能切入进去。”

近期，李克强总理宣布汽车业等行业

领域向外商开放，各种细则均可适用，

让更多外商可以参与到中国最热门的

行业中去。

“结合《外商投资法》的执行，

再加上推动人才国际化的措施和对投

资环境改良的相关举措，以及 CCG

多年来呼吁和推动成立国家移民局华

侨卡，致力于吸引海外专才、华侨华

裔的通才到国内，我预计中国将会迎

来全球第二个人才交流大潮。”洪明

基先生将目光投向远处，坚定地说道。

大国智刃，力促粤港澳融合          

从企业家到投资人到政协委员，

再到 CCG 的资深副主席，伴随着多

重身份的转换、多种职能的践行，洪

明基在商业、金融、政策、公益、非

政府组织等方面的积极贡献是他不断

突破、思索和锐意践行的缩影，也源

自他作为港商心怀家国、与时俱进的

睿智与情怀。

在洪明基看来，科技与互联网带

来的变革只是一方面，国际格局的变

动也对企业的战略实践提出了相应的

要求。近一两年中美贸易摩擦局势紧

张，洪明基一直关注着中美关系的走

向。他认为，中美经贸紧张的原因是

中国崛起对二战结束后多国博弈平衡

的世界格局——即以美国为超级大国

的单一格局造成了挑战而引发了关于

国家之间体制、经济等方面的矛盾。

“就像许多中国领导人说的，中美关

系不会极端的恶劣，也不会突然变好，

我们要把握好一个度，让两国人民利

益最大化。”他提出了两点建议，一

是中国本身要自强不息求发展，抱着

最坏的打算去做最好的决定，二是两

国要加强积极沟通，理解双方的诉求

并积极消除误解，利用民间外交等渠

道进行沟通，同时结合领导人的智慧，

让中美关系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在新的局势之下，洪明基认为，中国企业更需要积极地“走出去”，比如

可以到非洲、东南亚、欧洲等欢迎中国的市场。“现在国家有‘一带一路’战略，

有利于企业在很多地方借力，我们要好好把握这个机遇。”在企业“走出去”

的过程中，正如几十年前海外华侨企业、香港企业走进内地一样，要提前做好

对当地的调研，对当地的法律法规、社会情况、市场情况、投资环境等各个层

面都应做到充分的了解。出口产品只是“走出去”的良好开始，下一步要做的

就是在他国积极寻找企业合作伙伴，并根据特定地区的具体情况发展事业。

他还表示，一定要通过充分的交流沟通，去化解一些硬核性的误解，“用

包容开放的态度，通过全球的分工，让全球的人民成为命运共同体，共同发展，

让人民有更好的美好生活，这才是长久发展之道。”

担任 CCG 资深副主席的洪明基有许多理念和观点都与 CCG 相契合。

“CCG 作为少有的民间智库，在国外为讲好中国故事、为海外友人理解中国

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我非常支持 CCG 的工作，我们就是需要更多这样独立的、

来自民间的客观声音。”也许是触及到了内心最渴望推动的事，洪明基从椅子

上往前移了移，继续说道，“世界上大部分的困难和矛盾都来自于双方不理解，

我们要继续为中国在不同的角度做好研究，并把研究通过外国人听得懂的话表

达出来，促进沟通。”

香港有较强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实力，身为香港企业家的洪明基建议

CCG 今后可以多与香港高校合作，针对研究结果、临床试验等方面互相学习

和借鉴。未来，他期待 CCG 也可加深对香港和大湾区融合过程中的关于人才

领域的研究，可以就大湾区和香港作为国家发展大战略中的主角之一该何去何

从，以及中国青年人如何借助“一国两制”更深入地参与到香港社会等问题展

开更多深层次的研究，从而更好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的建设。 

见证了改革开放历史洪潮，洪明基拥有这代企业家所具备的魄力与勇敢。

更可贵的是，他还不忘共享成果，成就他人。他是企业变革的创新者，是文化

融合的领路人。小到项目瓶颈、企业战略，大到公共政策、世界局势，皆为他

所关怀关切。他脚踏一座山峰，眼望下一座高山。路无止境，便永不停歇。

多重身份转换，却始终心怀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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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驳“中国威胁论”
CCG 理事长一方在世界著名芒克辩论会中取胜

北 京 时 间 2019 年 5 月 10 日 早 7

时，极具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知名辩论会

Munk Debates 在 加 拿 大 多 伦 多 Roy 

Thomson Hall 举行，此次辩论会以“中

国是否会对自由世界秩序造成威胁？”为

辩题，邀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前顾问

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和美国

哈德逊研究中心中国战略研究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为正方，

持“中国会威胁自由国际秩序”观点；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

博士和联合国安理会前轮值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前

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为反方，持“中国不会威胁自由国际

秩序”的观点。在中美贸易摩擦再现波折，中加关系紧张的国际关系劣势下，

CCG 理事长王辉耀博士一方，据理力争，用事实反驳“中国威胁论”，最

终赢得了此次辩论。

此次辩论会以“中国是否会威胁自由国际秩序”为辩题

本次辩论会的正方与反方

CCG President Makes China’s Case at the Munk Debates

ls China a threat to the liberal 
intermational orde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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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 8 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从 5 月 10

日起将对 2000 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从 10%

提高到 25%，中美经贸发展再次受挫。与此同时，加拿大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再就孟晚舟女士引渡听证会重

新开庭，案件的进一步发展令人担忧。在此中美关系更加

紧张，中加关系陷入僵局的最低潮最负面时刻，CCG 创

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博士毅然赴约参加辩论，直面“中国

是否会对自由世界秩序造成威胁？”的尖锐辩题，力驳“中

国威胁论”。

CCG 作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社会智库，在关键

时刻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发声，不仅显示了 CCG 的责任

担当，向世界展现来自中国智库的声音，更对国际社会加

强对中国的理解和信任，特别是美加两国消除对中国的误

解具有重要意义。

 Munk Debates 由 Aurea Foundation 于 2008 年

支持创办，选择全球普遍关心的、存在一定争议性的、全

球性重要事务作为辩题，采用美式辩论的形式，邀请与

辩题相关的世界顶级学者作为对立的两组进行“辩论”。

辩论会每年在多伦多仅举行两次，每次有 3000 名观众现

场观看，同时现场观众也是评判双方辩手胜负的裁判。

Munk Debates 在每场辩论开始前会组织现场观众对正反

两方进行投票，并在辩论结束后再次投票，比较两次投票

结果后，支持率增加的一方为获胜方。

 本次在现场观看辩论会的观众为来自加拿大、美国

和国际上 3000 多政商学界和媒体精英等人士，其中还包

括了不少的美国和加拿大的议员，而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对

中国的崛起持消极态度，现场局势对 CCG 理事长王辉耀

博士所在的反方极为不利。通过长达三小时激辩，CCG

理事长王辉耀博士与联合国安理会前轮值主席、新加坡

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前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以事实为依据，对对手提出的各种问题和对

中国的种种质疑进行了有力反击，最终说服了现场观众，

在第二次投票结束后，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获得本场辩论

的胜利。

CCG 理事长王辉耀认为中国是全球治理中的积极力量，并表示

中国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联合国安理会前轮值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前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认为中国是自由国际秩

序的最大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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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是否会对自由世界秩序造成威胁？”

这样尖锐的辩题，CCG 理事长王辉耀博士首先提出

三点：第一，自对外开放以来，中国是自由国际秩序

的受益者。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得益于此，同时也为世

界各国带来了经济利益。第二，中国对自由国际秩序

有很大贡献。比如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给周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投资，带动了经济发展。这

一倡议仍然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进程，也是对世界作出

的贡献。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它的执行将会使世界

 在谈及大国责任时，王辉耀博士肯定了自由国际

秩序与多边合作的重要性。70 多年来，国际形势日

益变化，但全球化的大趋势却未曾改变，国家间的相

互依赖在不断增强，资金、技术、商品、人才在全球

范围内流动，面对全球问题的威胁，没有一个国家能

独善其身。因此，合作是各国面对共同挑战首选方式，

中国、美国以及其他所有国家，都应当致力于国际合

作，现有的国际机制应通过改革与时俱进。中国作为

一个有担当的大国，将在这一进程中继续扮演重要的

角色，为全球治理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对方辩手对中国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保护问题

进行质疑时，王辉耀博士用中国成果显著的减贫扶贫

工作、日渐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广泛使用的电子设备为

事实依据，证明了中国不仅非常关注这些价值观念，

更是以实际行动在践行这些基本原则。他表示，中国

尽管面对着人口众多、领土面积大、区域发展不平衡

等特殊国情，但仍然不懈努力，不断学习其他国家的

发展经验。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证明

了中国已经很好地融入了市场经济这一民主经济体

系；教育、医疗、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也证明

了中国经济发展根本目的是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增进

人民福祉。

美 国 总 统 国 家 安 全 事 务 前 顾 问 麦

克 马 斯 特（H. R. McMaster）

（右）和美国哈德逊研究中心中国

战 略 研 究 主 任 白 邦 瑞（Michael 

Pillsbury）（ 左） 对 中 国 在 全 球

治理中的角色表示质疑

美 国 哈 德 逊 研 究 中 心 中 国 战 略 研 究 主 任 白 邦 瑞（Michael 

Pillsbury）向 CCG 理事长提问

CCG 理事长回应对中国承担国际责任提出的质疑

贸易成本减少 1 到 2 个百分点。第三，中国对于全球自由体系

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市场，很多国

家都会从中受益。

当对方辩手对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表示质疑，认为中国

在逃避应承担的国际责任时，王辉耀博士灵活应变，利用事实

反击，他表示 WTO 每年都会对中国的“发展状态”进行评估，

如果中国真的已经不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标准，那么美国等国

家就应该在 WTO 改革方面积极与中国合作，而不是一味以强

制技术转移等老生常谈的理由来直接反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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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的 3 分钟总结陈述中，王辉

耀博士再次表示，中国仍然是一个学习

者。但我们已经从各国身上学到了很多，

并且正在学以致用。正如加拿大所强调

的文化的接纳和包容，中国自古以来就

有“兼容并蓄”的传统，邓小平就曾以

通俗易懂的“黑猫白猫”之比，强调了

中国对不同文化和传统的尊重和认可，

以及中国对优秀经验的学习能力。因此，

世界应该给中国一个机会，让中国继续

改革开放，让世界受益于中国巨大的市

场。越来越多的公司愿意入驻中国，是

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巨大的商机和广阔

的发展前景。中国的发展是和世界各国

的发展同步的。在这个世界各国共生、

共存、共发展的新时代，扩大交流与合

作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共同选

择。因此，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

共进。中国将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和

国际社会一起，携手解决阻碍共同发展

的全球问题。

Munk Debates 作为一场世界级的

辩论会，将“中国与自由世界秩序”这

一中国问题作为论题，在为来自各方的

声音得以沟通提供平台的同时，更提供

了一个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深入认

识与了解的机会。

 芒克辩论会上一次关于中国话题

是在 2011 年，以“21 世纪是否将属于

中国”为议题，邀请了世界顶级学者在

会上分组展开激烈辩论。持赞成意见的

是 哈 佛 大 学 教 授 尼 尔 - 弗 格 森（Niall 

Ferguson) 和清华大学世界经济中国研

究所所长李稻葵，反方则是美国前国务

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时代》

杂志主编扎克利尔 (FareedZakaria）。

清华大学世界经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稻葵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参加

2011 年 Munk Debates

此次 CCG 作为跻身世界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受邀参加，CCG 理事长

王辉耀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前顾问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

美国哈德逊研究中心中国战略研究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联

合国安理会前轮值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前院长马凯

硕（Kishore Mahbubani）同台辩论，也为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贡

献了智库的力量。

随着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崛起对国

际秩序的影响逐渐受到世界的关注。2018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

30%，AIIB 受到了世界上 95 个国家的广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落

实带动了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外商投资法》也为来华投资外商创造了

更加开放的经济环境，此外，中国在教育全球化领域的影响也日益突出。

然而，国际社会却仍然存在着质疑中国的声音，中国的飞速发展对现有国

际秩序来说是否是威胁，则是近期的热点问题。

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目标的理解有所偏差，而国际舞台却缺少来

自中国的声音，在此关键时刻，全球化智库（CCG）挺身而出，作为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社会智库在世界知名的辩论舞台 Munk Debates 上，

以雄辩的方式公开地表达中国观点、表明中国原则。

虽然这场长达 3 小时的关于中国的世界激辩会已经结束，但它向世界

所传达出的中国声音却不会消失。中国智库在关键时刻发声，增强了各界

对中国的信任和理解，对进一步谋求多边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现场观众为来自加拿大、美国等国际政商学界及媒体共 3000 多位精英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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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与 CAPS 联合发布
首个大学奖学金影响力研究成果

Ccg Joins CAPS in Launching First University Scholarship Impact 
Study Report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

王辉耀博士致开幕辞

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亚洲慈善

与社会中心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陈

启宗先生发表主旨演讲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

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

表李一诺

CCG 副 主 席、 宽 资 本 创 始 人 兼

CEO 关新

亚洲慈善与社会中心 （CAPS）

研究总监 Mehvesh Mumtaz 

Ahmed 介绍报告

巴黎和平论坛总干事

Justin Vaisse

CCG 资深副主席、法政集团董事

长王广发

亚洲慈善与社会中心 （CAPS）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 Ruth Shapiro 介绍报告

慈善奖学金不仅对受助者来说具有变革性的影响，更为整个社会带来更多的希望与光

亮，因此这项事业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2019 年 4 月 13 日，亚洲公益事业研究中心

(CAPS) 与全球化智库 (CCG) 在北京中国大饭店联合举办了报告发布会暨圆桌研讨会。

会上 CCG 与 CAPS 联合发布了首个关于大学奖学金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回馈未来：

高等教育奖学金》，并举行了公益慈善奖颁奖仪式。会议汇聚了众多中国慈善家和慈善组织，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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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馈未来：高等教育奖学金》报告是首个关于大学奖学

金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它着重分析了慈善奖学金事业的发展状

况和未来方向，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和案例研究综合评定了慈

善奖学金对个人、社会及国家的重要影响，并指出了能使社会

投资收益得以最大化的关键方法。除了研究佐证及建议之外，

报告还分享了来自中国、印度和菲律宾的奖学金得主和亚洲知

名教育慈善家的动人故事。 

报告指出奖学金对亚洲社会经济发展有三个层面的贡献：

一，奖学金能影响学生。奖学金不仅使获奖学生得到教育

机会和更好的就业选择，同时也使他们受到鼓励，增强自信。

61% 受访的菲律宾奖学金得主表示，如果没有 Aboitiz 奖学金

支持，他们并不可能升读大学。 52% 选择从职场回归校园的印

度奖学金得主认为，没有 JN Tata Endowment 奖学金的支持，

他们不可能重返校园。

二，奖学金能影响社区。调查表明获奖者们有更强的意愿

参与义务工作回馈社会，也更渴望成为领袖和创业者。几乎所

有（99%）的菲律宾、50% 的印度及中国奖学金得主认为，身

为奖学金受益者，他们有更大动力回馈社会。

三，奖学金能影响国家。奖学金是对人力资源发展的投资。

在亚洲学费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奖学金能分担学生部分高等教

育的开支。其中以助学金（Need-based Scholarship）形

式颁发的奖学金，如研究报告所引述的菲律宾 Aboitiz 基金会

奖学金、中国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的补助金等，大大增加了低

收入家庭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报告表明，一份奖学金平均能改善 26 人的生活。获得奖

学金的学生不仅能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同时也能

通过发挥自身领导才能、参与义务工作、或通过公民参与等方

式帮助他人、回馈社会。

此外，《回馈未来：高等教育奖学金》报告还提供了一个

奖学金项目设计锦囊，从而帮助亚洲慈善家们增强教育投资效

率、提高奖学金项目影响力。

本次成果填补了亚洲地区对奖学金项目影响力在研究和评

估上的空白，为增进各界对奖学金项目的理解迈出了至关重要

的一步，对亚洲和全世界的慈善家、基金会及大学都有相当重

要的价值。

本次发布会上还举行了公益慈善奖颁奖仪式，全球化智库

（CCG）联席主席、亚洲慈善与社会中心主席、香港恒隆地产

董事长陈启宗为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府学校总校长

王广发，宽资本创始人及董事长关新，怡海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琳

达，河仁慈善基金会等具有突出贡献的慈善家及慈善组织授予公

益慈善奖，表彰了他们对中国慈善及教育事业的突出贡献，并鼓

励更多的社会慈善家投身于慈善奖学金事业，为中国及亚洲人才

培养带来更多的活力与希望。

《回馈未来：高等教育奖学金》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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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Takes Another “Public Diplomacy” Trip 
To The Us To Make Chinese Thinktanks’ 
Voice Heard At A Critical Moment

中美关系最近一段时间来，面临新的挑战。在此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节点，

全球化智库（CCG）专家团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 -5 月 9 日赴美在华盛顿和纽

约等地开展为期 10 天，共计 20 余场以增进智库交流、寻求更多共识的“民间二

轨外交”与调研交流系列活动。

其中，在华盛顿期间，CCG 智库专家团先后访问了美国三大保守派智库

及四家颇具影响力的主流智库和调研机构，拜访了美国商务部，与三大美国商

会举办了座谈与午餐会，就中美关系、“一带一路”、多边贸易机制、全球治

理等话题展开充分交流与合作探讨，旨在通过加强智库与相关机构的学术交流，

为政策研究提供有力支持，也旨在促进两国间的人文交流，增强互信，为双方

开展新时期的合作拓展机遇。此外，CCG 智库专家团专程拜访了中国驻美大使

馆，向大使馆介绍了 CCG 近期在研究、智库交流、建言献策等方面所做的工

作以及此次赴美开展“二轨外交”的成果及进展。

作为首个被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ECOSOC）授予“特别咨商地

位”(UN Special Consultative Status) 的中国智库，CCG 肩负着广集民智、

促进国际交流的重任，始终保持对世界局势的高度关注。因此，在纽约期间，

CCG 智库专家团一行访问了四个联合国总部机构，包括：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

务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联合国秘书处（UN 

Secretariat）、联合国新闻部非政府组织执行委员会（NGO/DPI Executive 

Committee）和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UNOSSC），与相关负责人围绕践

行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强多边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与合作，促进

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等国际热点问题进

行了深入探讨。与此同时，CCG 此

行也拜访了中国驻联合国使团相关官

员， 双 方 进 行 了 深 入 交 流。 此 外，

专家团还拜访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

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

China Relations）主席史蒂夫·奥

林 斯 先 生（Stephen A. Orlins），

就中美经贸磋商、中美贸易投资等

话题展开了交流。期间，CCG 还应

邀 访 问 了 Bloomberg 总 部 并 接 受

Bloomberg 电视及广播采访，就中

美关系、中美贸易等话题表达了中国

智库的观点。

本次出访的 CCG 专家团成员包

括 CCG 理事长王辉耀博士，CCG 副

主任苗绿博士，CCG 副主任高志凯博

士，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吉林大学

公共外交学院创始院长刘德斌教授，

CCG 副秘书长唐蓓洁博士和 CCG 媒

体公关助理李玲。

关键时点发出智库声音
CCG 访美“民间外交”开展二十余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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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访美“民间外交”开展二十余场活动：

泰斗和政坛精英，奠定了自身在美国乃至世界战略与政策研

究机构中的前沿地位。

问委员会成员 Kenneth Weinstein 邀请到访哈德逊研究所，

与他本人及高级研究员、美国商务部前助理部长 Thomas J. 

Duesterberg，高级研究员 Eric Brown，哈德逊研究所客

座高级研究员 Liselotte Odgaard，就中美贸易协议的签订

和落实、WTO 改革、多边贸易机制、“一带一路”、中美

关系在贸易谈判后的未来发展等问题展开交流讨论。

哈德逊研究所是美国三大保守派智库之一，也是美国

白宫的“智囊团”之一，对白宫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其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 Kenneth R. Weinstein 被特朗普任命为美国

白宫贸易政策与谈判顾问委员会（ACTPN）成员；其中国

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是两任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最倚重

的中国事务顾问，先后影响美国五届总统，并被特朗普总统

誉为“最权威的中国专家”。

会，招待 CCG 智库专家团一行。午餐会上，CCG 专家与

米勒大使、传统基金会副总裁 Jack Spencer，亚洲研究

中心主任 Walter Lohman，研究经理、经济自由指数编辑

当地时间 5 月 1 日，CCG 智库专家团访问了美国知名

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与多位 CSIS 资

深研究员及美能源部官员就中美关系的未来及挑战、中美能

源合作、多边贸易机制等关键议题展开了充分交流，并进一

步探讨了双方智库学术合作。与会专家有国际安全项目高级

研究员、CSIS 风险与预警小组主任 Samuel Brannen，美

国联盟项目主任、南太平洋安全研究员 Patrick Buchan，

美国能源部中国政策高级顾问 Maria DiGiulian，CSIS 弗

里曼中国研究中心高级顾问 Christopher K. Johnson，

CSIS 能源与国家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 Jane Nakano 以及

CSIS 能源与国家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 Nikos Tsafos 等。

CSIS 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兼中国商务与政治经济研究

课题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主持会议。

CSIS 是知名的对美国共和党政府具有重大影响力的

智库之一。作为美国国内规模最大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

CSIS 颇具政策影响力，40 年来网罗了大批国际关系学界

当地时间 5 月 1 日， CCG 智库专家团应哈德逊研究

所（Hudson Institute）总裁、美国白宫贸易政策与谈判顾

当 地 时 间 5 月 2 日， 传 统 基 金 会（Heritage 

Foundation）国际经贸研究中心主任、前美国驻联合国大

使泰瑞·米勒（Terry Miller）在传统基金会总部主持午餐

CCG 与美国主流智库开展学术交流

活动详情

活动一

活动二

活动三

再访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回访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

参加美国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午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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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 Kim，分析师 Patrick Tyrrell 和 Riley Walters 进行了卓有成

效的交流，双方对未来合作和相关项目进行了沟通与交流，并围绕中美

经贸会谈及可能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如何参与“一带一路”，新近出

台的外商投资法及更多推进改革开放举措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美国传统基金会是美国新右派的主要政策研究机构，在特朗普竞选

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智囊作用，因而对现任美国政府在对美投资、对外

贸易、移民、国防政策等领域有巨大的影响力。传统基金会是特朗普总

统组阁以及内外政策重要的智库支持力量。同时，作为华盛顿最大、世

界知名的智库，传统基金会也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挥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

与美国财政部经贸事务前副助理部长、美国驻

IMF 前执行主任、威尔逊中心公共政策研究员

Meg Lundsager， 威 尔 逊 中 心 研 究 员 Katie 

Stallard-Blanchette，威尔逊中心研究员田亚

明博士（Benjamin Creutzfeldt），威尔逊中

心研究员 Felix Boecking，威尔逊中心研究员

Michael C. Davis，威尔逊中心首席经济和国

际贸易顾问 Kent Hughes，就中美关系发展与

未来展开智库交流。

 威尔逊中心以“成为美国超越党派的关

键政策论坛，通过独立研究和公开对话，在全

球问题上对国会、政府和政策界提出可实践的

想法”为目标和己任。此外，威尔逊中心于

2008 年成立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以美国

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名字命名，与中国外交学会

等机构合作开展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研究及学术

交流，致力于增进中美相互了解，促进中美关

系发展。

与政治经济及国防政策项目主任 Nicholas Eberstadt 和高

级研究员 Karlyn Bowman 就特朗普国内及外交政策的内

政因素，中美经贸协议的展望，2020 年总统大选及未来中

美关系热点等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

AEI 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之一。

目 前 担 任 白 宫 经 济 顾 问 委 员 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的 Kevin Hassett 就出自于该智库。他曾

在 2014 年以 AEI 政治经济研究部主任的身份参加了 CCG

举办的“战略思维高层论坛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月度研讨午

餐会”并上发表了演讲。作为白宫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他对特朗普的税收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特朗普政府同僚

认为是促进当前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者。

当地时间 5 月 2 日，CCG 在华盛顿拜访了伍德罗·威尔逊国际

学者中心（Wilson Center），并参与研讨会。会议由伍德罗·威尔逊

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 (Robert Daly) 主持。CCG 专家

CCG 智库专家团一行于 5 月 2 日下午（当地时间）拜

访美国三大保守智库之一——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并

活动四

活动五

参加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研究所（Wilson Center Kissinger Institute）研讨会

回访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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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5 月 2 日，CCG 智库专家团访问美国著名智

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华盛顿总部，并同卡内基国际和平

研究院研究副总裁 Evan Feigenbaum，卡内基国际和平

研究院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Paal），卡内基国际和平

研究院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黄育川（Yukon Huang）等几

位国际知名中美问题专家就中美关系、“一带一路”、多边

贸易机制等话题展开智库学术交流。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最负盛

名的智库之一。作为美国著名的主流思想库，其标榜超脱党

派、兼容并蓄，以“促进国家间合作以及美国的国际交往”

为宗旨，并重视研究的“实际结果”。

 当 地 时 间 5 月 3 日，CCG 智 库 专 家 团 于 华 盛 顿

访问全球著名调研与趋势研究公司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并与其全球战略副主席詹姆斯·贝

尔（James Bell）进行了深入交流，双方就未来中美关系

发展与走势分析展开学术讨论，并就 CCG 与 Pew 的未来

合作进行了探讨。

皮尤研究中心是全球著名调研与趋势研究公司，是提

供关于美国和世界的议题、观点和趋势等相关信息的“事实

库”，也是独立性的美国民调机构。作为中立的数据和分析

来源，皮尤研究中心不持政策立场，无明确倾向性。皮尤研

究中心是皮尤慈善信托基金的附属机构，研究中心的成果被

决策者、记者和学者广泛援引，并被用来支持各种政策诉求。

当地时间 5 月 3 日，CCG 智库专家团访问了美国智库

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华盛顿总部，同赫伯特·施

蒂费尔贸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Daniel Ikenson，贸易政策

分析师 Colin Grabow，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朱欢，

外交政策研究主任 John Glaser，外交政策研究部门副所

长 Christopher A. Preble，高级研究员 Doug Bandow，

国防分析师 Eric Gomez，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Logan Kolas，外交政策研究部门助理研究员 Madison 

Parkhill 等 CATO 智库专家就全球治理、WTO 改革和高科

技领域竞争等话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卡托研究所是美国极具影响力的智库之一，以个人自

由、有限政府、自由市场和和平为原则，主要对广泛的政策

问题进行独立、无党派的研究。

活动六

活动八

活动七

访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访问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

拜访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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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总商会是美国具有雄厚实力的利益集团

和游说团体，代表着多家企业和贸易协会，它的发

展直接影响美国的经济，并能通过对美国政府决策

施压从而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美国总商会一

般被认为属于保守主义团体，由政策专家、商业领

袖、业内精英和律师等成员组成。

 5 月 1 日（当地时间），CCG 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在华盛顿应

邀出席由美国全国商会中国中心与中国美国商会联合举办的第十届

中国商务论坛，并在“全球视野 : 中美关系与 WTO 的未来”为主

题，由中国美国商会主席、美国前助理贸易代表 Timothy Stratford

担任主持的分论坛中发言，与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 Alan Wolff 大

使，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司副总司长 Helena König，日本经济产业

省商业和信息政策处司长 Keita Nishiyama 和 CNBC 新闻台记者
Kayla Tausche 就主题展开讨论交流。

5 月 2 日，CCG 智库专家团应邀到美国总商会华盛顿总部，

与美国总商会亚洲事务高级副总裁 Charles Freeman 和中国中心

主席 Jeremie Waterman 等就中美经贸发展现状及美国总商会与

CCG 的未来合作展开交流，旨在通过智库与美国商会的学术成果

交流，促进中美关系朝着积极、健康、具有建设性的方向发展。

CCG 访问美国知名商会和团体，加强商会与团体桥梁作用

活动九

活动十

拜访美国总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

参加美国全国对外贸易理事会（NFTC）举办的专场午餐研讨会

于位于华盛顿的 USCBC 的相关专家就中美贸易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进行了交

流，双方还对未来的合作展开了探讨。

Craig Allen 先生此前曾担任美国商务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和

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2018 年 10 月，Craig Allen 与 CCG 赴美“二

轨外交”调研团就中美关系有过深入交流。他表示美国企业界在华有巨大利

益，大多数美国企业也不赞成增加关税。

USCBC 是美国极具影响的有关美企在华投资和贸易的非营利性商业组

织。成立以来，USCBC 推动了中美商界的沟通，并接待了诸多中美两国政

府高级官员。CCG 分别于 2018 年 5 月和 10 月两次赴美开展“二轨外交”，

都曾与 USCBC 负责人进行了沟通交流。

5 月 3 日下午（当地时间），CCG

智库专家团一行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USCBC） 现任会长 Craig Allen 邀约，

活动十一 拜访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

 当地时间 5 月 3 日中午，CCG 智库专家团应美国全

国对外贸易理事会（NFTC）现任主席、美国驻关贸总协定

（WTO 前身）前大使、美国副贸易代表和 WTO 副总干事

Rufus H. Yerxa 的邀请参加 NFTC 专门为欢迎 CCG 举办

的午餐研讨会。来自近 30 家美国大型跨国公司代表出席午

餐会，并就中美关系的挑战、未来与合作等话题与 CCG 智

库专家团展开研讨与交流。

NFTC 是最先提倡世界经济应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商

业组织。其主席 Rufus H.Yerxa 在国际贸易领域有着丰富

经历和深刻洞察。凭借其数量众多的会员、丰富的专业知识

和巨大影响力，NFTC 的服务和倡导理念对于美国公司、

中美贸易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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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访问美商务部和中国驻美使馆，为改善中美经贸关系寻找更多共识

当地时间 5 月 6 日下午，CCG 智库专家团在纽约访

问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同会长史蒂芬·欧伦斯 (Steve 

Orlins) 并就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中美经贸磋商、中美

贸易投资等话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创立于 1966 年，宗旨是增进美中

两国的互相了解与合作，曾于 1972 年促成了中国乒乓球队

历史性的访美。该委员会专注于教育、国际关系、经济发展

和管理、治理和法律事务、环境和其他全球性议题、大众传

播和政策方案等交流，并致力于解决大中华地区（中国大陆、

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相关问题，现已拥有超过

900 名来自全美的各界精英与近百名企业会员，实力日趋增

强。史蒂夫·欧伦斯先生自 2005 年以来一直担任美中关系

全国委员会主席，他拥有哈佛法学院的法律学位，精通中文，

是美国外交第一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的成员。

活动十二 访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NCUSCR）

当地时间 5 月 1 日，CCG 智库专家

团专程拜访了中国驻美大使馆，与驻美国

使馆经济商务处公使朱洪、经济商务处公

使衔参赞田德友进行了交流。CCG 理事

长王辉耀博士向田德友公参介绍了 CCG

近期在研究、智库交流、建言献策等方面

所做的工作以及此次赴美开展“二轨外交”

的成果及进展。

活动十三

活动十四

访问美国商务部，与助理副部长 Alan Turley 座谈

拜访中国驻美大使馆

CCG 和美国商务部一直以来都保持着人员互访。5 月

2 日（当地时间），CCG 智库专家团拜访了美国商务部负

责中国与蒙古事务的助理副部长 Alan Turley。这个由 160

多位美国和海外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致力于为美国产品开放

国外市场，促进美国出口，鼓励外商对美投资等项目。他在

中美贸易政策上也有一定影响，多次向美国商务部领导层就

中美贸易关系与贸易政策问题提供建议，并帮助制定商务部

的贸易促进议程。

美国商务部是美国政府的重要行政机构，负责美国国

际贸易、进出口管制、贸易救济措施等。由美国商务部人口

调查局和经济分析局负责整理发布的《美国统计摘要》是美

国政府发布的最权威的全国性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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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智库专家团拜访联合国总部，践行联合国特别咨商地位义务

活动十五 拜访联合国经济发展副秘书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埃利奥特·哈里斯（Elliott Harris）

当地时间 5 月 6 日下午，CCG 智库专家团拜访了联合

国总部，并与联合国首席经济学家、负责经济发展事务的助

理秘书长 Elliott Harris 就智库与联合国经济发展事务部的

未来合作展开交流。

 CCG 智库专家团本次拜访的埃利奥特·哈里斯先生

自 2018 年 4 月 2 日起担任联合国经济发展副秘书长兼首

席经济学家，在国际经济和发展政策分析领域有 25 年以上

的国际经验，并对联合国系统、多边合作和机构间协调进程

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受任该职务之前，哈里斯先生曾担任

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纽约办事处主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联合国特别代表和战略和政策审查部助

理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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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地 时 间 5 月 7 日 上 午，CCG

智 库 专 家 团 拜 访 了 联 合 国 南 南 合 作

办公室 , 并与联合国秘书长南南合作

特 使 兼 联 合 国 南 南 合 作 办 公 室 主 任

Jorge Chediek，就联合国南南合作

的项目、未来智库与南南合作办公室

的合作等展开交流。

 UNOSSC 是联合国南南合作系

统的核心协调机构和独立实体，其主

要职能是协调和整合联合国系统内各

机构和其他国际发展机构的与南南合

作相关的努力，充分利用其广泛的联

系网络和政策、制度的积累，支持和

促进各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进程。

活动十八

活动十七

活动十六

访问联合国新闻部非政府组织执行委员会（NGO/DPI Executive Committee）

拜访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DESA）

拜访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UNOSSC）

当 地 时 间 5 月 6 日 下 午，CCG 智 库 专 家 团 拜 访 了

联 合 国 非 政 府 组 织 公 共 资 讯 部（NGO/DPI Executive 

Committee），并与其执委会主席 Bruce Knotts 就联合国

与 NGO 的合作项目以及未来智库与其的合作展开交流。布

鲁斯·诺茨曾在世界银行工作，并在 1984 年成为美国国务

院的外交官。他 2007 年从国务院退休，并于 2008 年初加

入 Unitarian Universalist 联合国办事处，担任其执行主任。

 当地时间 5 月 6 日上午，CCG 智库专家团拜

访了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DESA)，并与联

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能力发展负责人陆海天就智

库未来与联合国的合作项目展开交流与探讨。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社部）下设 9 个

司，50 多年来帮助世界各国应对其面临的经济、社

会和环境等方面的挑战，反映了各国追求公平和平

等的基本关切。以《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基础，经社部的工作涉及减

贫、人权、发展筹资、气候变化等，有效地将经济、

社会和环境领域的全球承诺转化为国家政策和行动。

能力发展司为经社部提供着综合政策咨询服务和其

他形式的能力发展协助，更好地协调与联合国秘书

处内部和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合作。

联合国新闻部非政府组织执行委员会旨在促进联合国

和与联合国新闻部有联系的非政府组织之间更密切的工作关

系，并充当 NGO 和联合国之间的联络机构。执委会与联合

国新闻部合作，组织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新闻部非政府组织会

议。该年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NGO 年度聚会，每年有超

过 1500 个来自世界各地的 NGO 代表参加盛会，一起讨论

当前联合国和 NGO 急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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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二十一 访问 Bloomberg 总部并接受 Bloomberg 电视及广播采访

 5 月 7 日（ 当 地 时 间），CCG 应

邀 访 问 Bloomberg 纽 约 总 部 并 接 受

Bloomberg电视及广播采访，就中美关系、

中美贸易等话题表达了中国智库的观点。

 当地时间 5 月 7 日下午，CCG 拜访了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非政府组织处代理处长及负责人 Marc André Dorel，双方就
联合国与 NGO 的合作项目以及未来智库与其的合作展开交流。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非政府组织处是负责处理与联合
国咨商地位相关的 NGO 的日常事务，是拥有联合国咨商地位的
NGO 以及寻求该地位的 NGO 的联络点，目前已有 5161 家 NGO
活跃在经社部的咨商地位名单中。该分支机构是联合国经社理事
会支助和协调厅 (OESC) 的一部分，也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
部（DESA）的一个部门。其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及时向 NGO 通
报与联合国合作的事件和机会；为 NGO 委员会提供服务；通过
CSONet，促进 NGO 参与在联合国总部及其他地方进行的大多数
政府间进程；为 NGO 提供技术援助，与民间社会组织开展活动等。

活动二十

活动十九

拜访中国驻联合国使团相关官员

拜访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非政府组织处代理处长及负责人 Marc André Dorel

式资质，CCG作为唯一取得联合国特别咨商地位的中国智库，

通过此次“民间外交”系列活动，更加充分地发挥民间组织的

国际影响力，发挥 UN 特别咨商地位作用，为全球治理和多边

体系贡献来自中国国际化智库的方案，也为推动中国全球化在

世界的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此外，CCG 获得联合国经社理

事会特别咨商地位，是中国社会组织得到国际认可的重要标志，

为我国社会智库以非政府组织身份参与联合国有关事务、让国

际社会了解中国的智库事业及其实践提供了更多可能，也为中

国智库更充分参与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提供了崭新模式。在今

后的发展中，CCG 将以更多的实际行动行使这一权利，履行

在国际社会组织事务中的义务，积极承担起中国民间智库走向

世界的责任，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充分

的作用，同时，也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智库事业，进

一步提升中国智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5 月 7 日（当地时间），CCG 拜访了中国驻联合国使

团相关官员，双方就 CCG 此次赴美开展“二轨外交”的成

果、进展以及 CCG 日后如何更好地践行联合国特别咨商地

位，发挥其更大作用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特别咨商地位”是联合国授予全球 NGO 的最高正

2016 年至今，CCG 已四次赴美开展“二轨外交”活动。作为位列世界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CCG 以研究成果的交流探讨、

传达中方专家学者的观点等方式，促进了两国智库、研究机构的进一步合作，为增加理解互信，加强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也为双方政策研究贡献了智库智慧。在中美关系处在发展关键期的时刻，CCG 再次通过赴美“二轨外交”及调研系列活动，

发挥智库官、产、学跨界交流和国际化的优势，充分交流双方观点，向美方决策层传达中国智库的关切和主张，了解美方真

正构想和意图，缓和中美经贸紧张局势，探讨解决之道。人文交流是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桥梁，本次高

端研讨对话系列活动通过加强双方人文和学术交流为中美经贸合作创造了新机遇，充分发挥了智库的影响力和民间外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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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际
CCG 再次在美国国会山举办经贸研讨会

CCG Holds Discussion on Sino-US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 
on Capitol Hill

5 月 21 日 -22 日（当地时间），全

球化智库（CCG）专家学者团赴美国华盛

顿开展智库交流活动，拜访了卡内基国际

和平研究院、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亚洲社

会政策研究所等智库和组织，并在美国国

会大厦举办了“第三届 CCG 中美经贸圆

桌研讨会”，与美国经贸关系领域的官产

学商各界精英就中美贸易关系及两国未来

合作发展等相关话题展开交流与讨论。这

是 CCG 第三次在美国国会上举办“中美

经贸论坛”。本次出访美国的 CCG 专家

学者包括 CCG 理事长王辉耀博士，CCG

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博士及 CCG 副秘书长唐蓓洁博士。

2019 年恰逢中美建交 40 周年，但中美关系和中美贸易面临前所未有

的严峻挑战。近期，由于特朗普总统的最新对华举措——增加对中国进口产

品的关税，加上美国政府最新总统行政命令对华为的限制，使得中美关系空

前紧张。在此节点，CCG 一个月内再次应邀赴美展开交流沟通工作，与美

国前贸易谈判副代表、美国 TPP 前首席谈判代表、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

所副总裁 Wendy Cutler，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前世界银行驻华代表

杜大伟（David Dollar）以及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前美国副国务卿 Robert 

Zoellick 等智库知名人士进行了交流。

在 CCG 举办的以“中美竞争时代的双赢商业合作：机遇和挑战”为

主题的第三届中美经贸论坛上，CCG 专家学者团与美国国会众议员 Rick 

Larsen, 美国商务部助理副部长杜纬伦（Alan Turley）,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

会会长 Craig Allen，美国对外贸易委员会主席 Rufus Yerxa，美国总商会

中国中心主任王杰（Jeremie Waterman）, 美国国际贸易中心前主席 John 

Dickson 和中国贸促会驻美国总代表赵振格等经贸领域的专家学者就贸易摩

擦对中美两国企业界的影响、中美在科技竞争面料的新挑战等话题展开研讨，

听取了美国各大商会会长对改进中美贸易的期待和建议。

CCG 秉承“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的理念，

是国内唯由智库连续在美国权力和美国政策制定的中心——国会山主办会议

的智库，历届“中美经贸论坛”均有美国国会议员、政商学界积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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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以民间外交的平台传播中国智库

声音，为两国企业界和政界的沟通搭

建了桥梁，为缓和中美经贸紧张，促

进中美关系良性发展建言献策，并受

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关注，为政策制定

者凝聚更多社会共识。

本届论坛的举办正值中美关系发

展的关键节点，受到美国参议院外交

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马里兰州的民

主党参议员本·卡丁，前参议院外交

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参议院小企业

和企业家委员会成员以及参议院财政

委员会成员等国会议员和相关人员的

支持。

出席第三届中美经贸圆桌研讨会

的 嘉 宾 还 包 括 Canaan Partners 普

通 合 伙 人 MahaIbrahim，Cohen 集

团中国事务主任、前美国驻华代办阮

大为（Dave Rank），美中贸易全国

委员会商务咨询主任 Anna Ashton，

美国中国协会会长李叶青，中国协会

主席、世界贸易中心协会商贸促进和

平与稳定委员会创会主席、CCG 顾

问 John Dickson， 中 国 协 会 主 席、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商贸促进和平与稳

定委员会创会主席、CCG 顾问 John 

Dickson， 美 国 商 务 部 投 资 美 国 局

（SelectUSA） 中 国、 俄 国 和 欧 亚

项 目 经 理 Priscilla Baek， 美 国 中 国

CCG 在美国国会大厦举办“第三届 CCG 中美经贸圆桌研讨会”

协会主席、世界贸易中心协会商贸促进和平与稳定委员会创会主席、CCG 顾问

John Dickson，Baker & Hostetler LLP 律师事务所国际贸易业务合伙人 Elliot 

Feldman），Mayer Brown LLP 事务所合伙人、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

幕僚长 Timothy Keeler，科恩集团中国业务负责人、前代理驻华大使 Dave 

Rank，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美国总代表赵振格，美国商务部对外商业贸易

官 Robyn Garfield，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Jianbin Han，美国商务部国际贸

易委员会中国和蒙古办公室国际贸易专员 Jing Liu，美国商务部高级国际贸易专

员 Ning Lu，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专员 Yolinda Qu 等以及还有多位来自中美企

业界的嘉宾。

CCG2017 年 10 月在华盛顿国会山举办“中美双边投资：机遇与挑战”圆桌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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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懿宸

CCG 资深副主席
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张懿宸先生曾任中华股权投资
协会理事长，现为其理事会执行委
员会成员。2000 年加入中信集团，
担任中信泰富执行董事和中信泰富
信息科技公司总裁，并于 2002 年参
与创建中信资本。在加入中信前，
曾任美林证券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主
管大中华区债券资本市场业务。张
先生是最早进入国际投资银行业的
中国留学生之一，于 1987 年就职于
格林威治资本市场公司（Greenwich 
Capital Markets）， 并 于 90 年 代
初担任东京银行纽约证券自营交易
业务的负责人。张先生还是北京及
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发起人及副
会长、新兴市场私募股权投资协会
（EMPEA）董事会成员、以及世界
经济论坛 - 全球青年领袖基金会的
董事会成员。

张懿宸：
闯荡华尔街数十年 成就世界金融巨子

低调、沉稳、内敛，是业内人士

对张懿宸的普遍评价。这位中国金融

界的传奇人物曾差一点成为歌舞团的

小提琴手，18 岁公费赴美留学，27

岁出任证券公司副总裁，31 岁被中国

财政部聘为高级顾问，39 岁组建中信

资本。他以“择高而立，向宽而行”

为人生信条，将平等、包容和开放的

心态贯彻到管理之中。

改变命运的选择

张懿宸的父亲张卓天是上世纪

五十年代小有名气的歌唱家，张懿宸

从小就跟父亲学会了拉小提琴。1976

年 9 月，父亲因病去世，一家人的生

活重担全部压在了母亲一人身上。黑

龙江省歌舞团考虑到他们家庭困难，

给张懿宸一个接班名额，让他到乐队

拉小提琴做学徒。于是，张懿宸辍学

在家练习小提琴，以便能够胜任歌舞

Zhang Yichen: From A Wall Street 
Adventurer To A World Financial Leader 

团的工作。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张懿宸还跑到建筑工地上做工人，一干就是半年。

1977 年 8 月，中国恢复高考，这激起了隐藏在张懿宸内心深处的渴望——

考大学。张懿宸找到母亲，表达了想去读书的想法。身为中学老师的母亲泪水夺

眶而出，撕掉了那张能够保证家庭收入来源的接班通知书。这个决定也改变了张

懿宸一生的命运。

1981 年，18 岁的张懿宸以全省第三的高考成绩获得了哈工大公费赴美名额。

“我已经报考了清华大学，但哈工大招生办的人找到我，说可以为我提供出国的

名额，期望我更改志愿报哈工大，这一次又是母亲替我做了决定，力推我出国留

学。”谈起母亲当初的决定，张懿宸至今仍心存感激。

张懿宸以全额奖学金在美国著名中学菲利普斯学院上预科。一年后，他以优

异的成绩同时被哈佛、麻省理工和斯坦福等知名高校录取。此时，张懿宸又做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一心想读管理学的他选择了麻省理工学院。“听哈工大的

一个教授说麻省理工的管理学适合中国国情，我就选择了麻省理工学院。可是，

入学后同学们听到我的专业都质疑地说，在麻省理工只有理工科学不下去的才

去学管理。”他说，“当时我听着比较受刺激，不能让人瞧不起啊。那在麻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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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读什么最难读？有人说计算机，

于是我就决定计算机和管理学一起都

读了。”

“不知天高地厚”的张懿宸不但

顺利地读完了双专业，还以优异的成

绩获得了继续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

学院攻读硕士的资格。临近毕业之际，

张懿宸的学士论文被管理学院的一名

教授用于华尔街金融的市场分析工作，

他的量化模型帮助格林威治资本市场

金融公司赚得盆满钵满，该公司力邀

他到华尔街工作。张懿宸的人生再次

发生转变，开启了华尔街生涯。

在华尔街纵横捭阖的中国人

进入金融公司初期，张懿宸主要

工作是做量化模型，提供交易咨询。

一年之后，张懿宸渴望更多挑战，决

定亲自尝试做市场交易。于是，他敲

开主管的门，直接递交申请。就这样，

张懿宸开始在惊心动魄的市场中摸爬

滚打，不到三年，就已经在华尔街小

有名气。一些国际著名投行开始注意

这个年轻的中国人，向他抛出橄榄枝。

1990 年，张懿宸正式出任日本东京银

行美国副总裁，负责在美国市场的自

营交易，还为东京银行培训了一批交

易员。

身在美国的张懿宸一直关注中国的发展，“看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就觉得国

内的经济要起飞了，于是开始寻找机会”，1992 年 10 月，他专程回国进行考察，

了解内地资本市场的情况。1993 年初，张懿宸离开日本东京银行，出任香港兴

汇金融公司常务副总裁，一边为公司做国内的投融资业务，一边为上海证券交易

所设计国债期货。在兴汇工作的三年中，他目睹了国内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也

看到了国际大投行纷纷抢滩中国。此时的张懿宸，需要一个更大的平台施展自己

的才能。

是年，张懿宸出任美林集团亚太区董事总经理，负责大中华区债务市场部。

在美林的四年，他尽情施展拳脚，以债券专家的身份出手，几乎每战必胜。1999 年，

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发行的财政部、开发银行、进出品银行和中国电信四个债券，

都是由美林集团做主承销商。

审时度势，成就中信奇迹

在留学期间，张懿宸一直心系祖国。没有互联网，关注国内的情况就是靠人

民日报海外版，“很多留学生不太读报纸，但我是每天晚上一定要读完，所以对

国内的形势非常地关注。”

2000 年，张懿宸加入中信，此后开始着力组建中信资本。当时，受到互联

网泡沫破灭后持续的华尔街熊市、9·11 恐怖袭击、安然丑闻等一系列事件的影

响，美国经济一度低迷，香港等地的经济形势直至 2002 年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

一些著名的大投行不得不裁人。张懿宸借其他投行大力裁员的时机，聘请到了一

批业务拔尖人才。到 2003 年，中信资本的业务经已基本建立起来，公司也开始

盈利。经过 14 年的时间，中信资本已从成立之初的 2.5 亿美元资本金，发展为

超过 250 亿美元。

目前，中信资本已成为亚洲区最大的另类投资管理及顾问公司之一，为境内

外投资者提供多种投资产品和服务。中信对哈药集团的投资，创造了中国私募股

权基金市场上国企改制的标志性交易，对麦当劳中国的接盘，也使中信资本和张

懿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多年的海外留学与工作经历，对张懿宸最重要的影响是价值观。他对菲利普

斯学院的校训印象深刻：“我记得校训是一句拉丁文 NON SIBI，英文是 not for 

self，中文翻译应该为是无私，即不是为了自己。这是道，远远高于一些后来学

习的术。”这样的理念贯穿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在香港的办公室内，挂着一副

晚清重臣左宗棠为无锡梅园所题的对联，内容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

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凭着这样的人生信条，在事业有成之后，张懿宸连续三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

员，提交多份提案，积极建言献策。作为中国改革开发的亲历者、受益者，张懿

宸谈到：“改革开放前四十年，我们整体是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向外学习，如果

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现在你想解决问题的一切条件根本就无从谈起，我觉得大

家也要充分的认识到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必要性。中国与全球化结合这是改革

开放的主旋律，是一个世界潮流。”

循着这一主旋律，张懿宸也积极投身中国的智库建设。他表示，智库关注国

际事务与全球化议程，做这件事非常难得，“智库一定要有独立见解，这样无论

在国际，还是政府方面才有独立价值。中国智库现在是一派春景，希望中国的智

库能真正形成品牌，把人才聚集起来。”说这话时，张懿宸依然语气平缓，波澜

不惊，但对于中国深沉的爱，正如当年那个十八岁少年去美国时抱着的唯一信念：

一定要学习国家需要的知识，一定要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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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大庆

CCG 常务理事
UR WORK（优客工场）创始人、董事长

毛大庆先生是北京大学区域经济学博士后，北京
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他重视教育和公
益事业，在清华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多所国内名校
担任做客教授教授，同时担任北京市青年商会会长、
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著有《城市人居生活质量评价
体系研究》、《永不可及的美好》、《无处安放的童
年》、《一口气读懂新加坡》，译著《奔跑的力量》、《朝
圣波士顿马拉松》等。2018 年，毛大庆先生因其卓
越实践与杰出贡献荣获联合国“企业社会责任奖”。

毛大庆：事业像一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

今年 5 月份，毛大庆完成了自己

人生中的第 100 次马拉松，作为马拉

松爱好者，这位优客工场的创始人，

前凯德、万科高管，一直没有停歇。

截至 2018 年年底，优客工场已在全

球 44 个城市布局 200 余个联合办公

空间，就像百马之后也将继续奔跑一

样，毛大庆在“创业赛道”上，一直

在思考的是联合办公的闭环商业模式

以及优客工场未来的发展去处。

从百马中感悟人生哲理

花 6 年 跑 下 了 100 个 马 拉 松，

每一个 42.195 公里，都让毛大庆路

过沿途风景，也路过了自己。“我第

一个马拉松是一位大姐带我跑下来

的，当时我就想，如果以后我能跑成

大姐这样，也要带着别人跑。”后来，

毛大庆也这样做了。

在百马分享会上，毛大庆指着一

Mao Daqing: A career Like a Marathon that Never Ends

张照片说，这是一位抑郁症跑团的成

员叫张强（化名），跟曾经的自己一样，

患有抑郁症。毛大庆当时被分配到的

任务是陪张强跑完北京首马。在张强

认为自己不可能完赛的心理质疑和生

理痛苦中，毛大庆不断鼓励他，并进

行专业辅导，最终陪他完成了人生第

一个马拉松。

而后，张强也如毛大庆一样把带

抑郁症患者跑步当成自己应该做的事

儿。张强跟毛大庆说，“这让我觉得，

我这个人还有点用”。毛大庆回味着

这句话，掂着手说，“我这个人还有

点用，这是一个多美好的事儿”。

2015 年 3 月， 毛 大 庆 联 合 26

位地产界和金融界的职业经理人，成

立了公益跑团“毛线团”，所筹善款

用于支持贫困地区孩子的学业。“毛

线团跟我姓，姓毛。你看 logo，就是

一条条细细的毛线紧紧地围绕一起，就

像我们的跑团，大家越跑越远，越滚越

大，带动所有热爱跑步和公益的人一起

奔跑。”毛大庆指着毛线团的 logo 说到。

迎“双创”浪潮，成为创业者的
陪跑员

人生中很多悟道是相通的，对于

毛大庆，转换了赛道、难度和思路，

那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会不同。

2015 年， 大 众 创 业、 万 众 创 新

的新浪潮掀起。在浓郁的“双创”氛

围下，市场对灵活便捷的共享办公空

间的需求日益增长，具有丰富房地产

工作经验的毛大庆很快意识到其中所

蕴藏的机会。因此，毛大庆毅然辞去

万科集团高管职务，投身创业创新的

大潮中，将目标群体聚焦于创业者，

以服务创新创业者为目标，创立共享

办公企业优客工场，从城市服务商转

变为企业服务者。成为“创业马拉松”

征程中的一名“跑者”。

毛大庆讲述优客工场在社会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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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时说道，“我们经常告诉自己，

我们是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我们是

创业者的陪跑员，是他们的服务者”。

目前，在联合办公行业还在靠融

资发展的阶段，营收和利润从何而来

是越来越被关注的话题。毛大庆举了

几个优客工场“带收入”的方向。

第一是租金收入，包括固定工位

租金以及移动会员包。比如会员可以

在出差时，在有优客工场的地方灵活

使用当地的办公室、会议室等。目前，

优客工场注册会员超过 30 万。第二，

是企业服务里面最需要的广告、数字

营销，基于大数据的精准推送。优客工

场曾控股了一家数字整合营销公司省

广众烁（Zest Digital），今年这家公

司的业务规模预计将做到 2 个亿。第

三，对企业办公空间的工装一体化定

制服务，空间设计、施工、运营等。

仅 2018 年，优客工场旗下轻资产运

营公司大然凌一的企业办公订制服务

就已签订 33 个项目。第四，是类似

优客讲堂等的课程输出。可以把在优

客工场里发生的有意思的商业模式转

化成教材，形成商学院和讲师课程体系。

“这些集成在一起就是楼宇经济

的新内容，本质是一个连锁店”，在

毛大庆看来，经过四年的摸索，优客

工场的技术含量就在对连锁经营有了

一整套管理逻辑。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奔跑

挥别了万科，毛大庆已经在联合

办公领域的创业道路上奔跑了四年。

对于毛大庆来说，优客工场才刚开始，

路还有很远。近两年，行业内发生整合、

调整，也令更多的人更加关注联合办

公行业的盈利前景。

从去年下半年起，互联网退烧带

来的裁员风波被视为联合办公领域转

冷的诱因之一。甲骨文的大规模裁员，

使得这一创新领域的再创新被再度关注。

“像甲骨文这样的知名企业被裁

的员工，很快可以裂变成多个创业型

公司”。毛大庆认为，池子中的人员

数量没有变化，只是存在的组织形态

不同。互联网行业在优客工场的入驻

比例大约占 37%，毛大庆谨慎乐观，

“我判断，如果经济继续胶着，会有

越来越多的用户需要我们这种带着服

务的办公室。

“在我跑第 99 场之前，我是不

知道是否可以完成百马计划的”，毛

大庆说。同样，在联合办公领域的创

业，是毛大庆另一条赛道上的耐力跑，

在拥有向终点冲刺的信心之外，“我

们还需要一些时间。”面对一些发展

质疑，毛大庆习惯了用解决社会痛点

的方式思考问题。他始终觉得，联合

办公跟陪跑一样，是一件对别人有用

的事儿。目前，入驻优客工场的企业

中，估值超 100 亿的企业 23 家，高

新企业 107 家，公益机构 39 家。优

客工场通过提供服务，为这些企业和

个人减少了相较于传统办公空间 30%

左右的办公成本。

“站在这个节点，我们也是有想

法的，要重新梳理商业结构”，毛大

庆一直在思考优客工场未来要去地的

地方。“这里面一个重要的逻辑就是

资产运营。”毛大庆说了两种赚钱方式，

一种是运营本身挣钱；一种是运营让

资产挣钱。专业的资产运营者需要思

考，在一个楼里装什么东西，去提升

它的坪效，让资产增值，“干了四年，

我们开始准备走这条路，就是把不动

产经营变得值钱的事儿”。

不忘初心，优客工场一直在路上

站在人生百马的节点上，毛大庆

的创业事业已经走过四年，当“陪跑者”

的责任感也已经融入了优客工场的发

展中。

毛大庆说，他要做的，不是简单

解决创业者的办公环境，而是做创业

辅导。“一路走到今天，我受了很多

人的影响，很多人给了我正能量，我

也希望把这种能量传递给年轻人，这

其实也是一种公益。”在共享经济时代，

优客工场秉持“让平行世界的人相互

遇见”理念，致力于打造中国最温暖

的创业办公、人脉社交与服务生态圈，

全产业链帮助创业者向各自的目标迈

进。

毛大庆先生表示，优客工场从成

立之初起就怀着高度的企业社会责任

意识。作为国内最有代表性的创新平

台，优客工场已经初步构建了一个完

整的创新创业服务生态体系，目前正

在积极探索将服务创新群体的经验传

播给更多社会族群，包括大学生、残

障人士和退伍军人等群体，持续为社

会稳定和创新力的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2018 年，优客工场与全球企业社会

责任基金会联合发布了《社会影响力

创业行动宣言》，毛大庆因其在助力

青年创业、塑造中国创新精神、培育

创新企业社会责任、打造可持续发展

业态等方面的卓越实践与杰出贡献荣

获联合国“企业社会责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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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华他先生专注于全球服装供应链管理 20 年，是供应链生产、服装外贸
的行业专家。曾先后任职于浙江中大集团、英国服装供应商 Visage Group，
后受聘出任香港利丰集团的欧洲业务副总裁，全面负责欧洲、中国及东南亚的
业务和产品开发，对于全球服装供应链运作有着深刻的认知。

2014 年，罗杰华先生离开香港利丰创立香港峻涛实业有限公司，总部设在
广州，在香港、英国、缅甸和柬埔寨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均设有办事处和生产基
地。作为公司董事长，他继续贯彻企业全球化战略，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紧贴
全球化发展，全面跟踪不同国家的需求和时尚变化，把产业智能化改造以及服
装供应链创新求变的观念融入其中，合作品牌包括 ZARA、ONLY、NEXT、
PRIMARK 等国际知名品牌，将公司建成行业内领先的服装生产商和外贸出口
商，带领公司实现跨越式增长。

京东于2004年正式涉足电商领域，2018年，京东集团市场交易额接近1.7万亿元。
2019 年 7 月，京东第四次入榜《财富》全球 500 强，位列第 139 位，在全球仅次于
亚马逊和 Alphabet，位列互联网企业第三。2014 年 5 月，京东集团在美国纳斯达
克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是中国第一个成功赴美上市的大型综合型电商平台。 
京东坚守“正道成功”的价值取向，坚定地践行用合法方式获得商业成功，致
力于成为一家为社会创造最大价值的公司。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京东集团
拥有超过 17.9 万名正式员工，间接带动就业人数上千万。京东奉行客户为先 、
诚信、 协作、 感恩 、拼搏 、担当的价值观，目标是成为全球最值得信赖的企业。 
2017 年，京东对零售未来趋势做出终极判断——无界零售，在“场景无限、货
物无边、人企无间”的无界零售图景中，京东将自身大量资源、技术和服务能
力模块化，通过这些积木模块对外服务，以开放、共生、互生、再生的理念开
展产业布局，积极向“零售 + 零售基础设施服务商”转型，致力于与合作伙伴
一起，在“知人”、“知场”、“知货”的基础上重新定义成本、效率、体验。
未来，京东将从“一体化”走向“一体化的开放”，全面服务合作伙伴，在无
界零售的场景下共同创造新的价值。目前，京东集团业务已涉及零售、数字科技、
物流、健康、保险、物流地产、云计算、AI 和海外等领域，其中核心业务为零售、
数字科技、物流三大板块。

CCG 常务理事
香港峻涛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杰华

企业理事

新理事介绍
NEW COUNCIL MEMBER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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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的

使命，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

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

建设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以

下简称自贸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

院着眼于国际国内发展大局，深入研

究、统筹考虑、科学谋划作出的重大

决策，是彰显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积

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决心的重大举措。

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

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

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

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

度体系。 如何理解并实施分步骤、分

阶段取决于海南的自由港的战略定位 , 

现分析并提出一点建议如下：

现有自由港定位：

海南的自由港的战略定位必须鲜

明独特，要与全球范围现有的三大自

由港香港、新加坡和迪拜严格区隔。

香港与纽约、伦敦并称为“纽伦

港”，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重要

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也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最

具竞争力城市之一，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被 GaWC( 全球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

小组与网络 ) 评为世界一线城市第三位。

新加坡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经济模

式被称作为“国家资本主义”。根据 2018 年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

名报告，新加坡是继纽约、伦敦、香港之后的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新加坡也是

亚洲重要的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被 GaWC 评为世界一线城市第五位。

迪拜位于中东的中央，是该地区的经济金融中心，也是中东地区旅客和货物

的主要运输枢纽。石油收入促进了迪拜的早期发展，但由于储量有限，生产水平

较低，2010 年以后，石油产业只占到迪拜国民生产总值的 5% 以下。继石油之后，

迪拜的经济主要依靠旅游业、航空业、房地产和金融服务。

海南自由港定位：

全球目前现有香港、新加坡和迪拜三大贸易港的面积分别为香港管辖陆地总

面积1106.34平方公里，新加坡面积约628.35平方公里，迪拜面积3980平方公里，

海南面积 35400 万平方公里。在 3.54 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建设自由贸易港前无

古人，海南具有海岛面积以及巨大的后发优势。当下国家对海南的战略定位是：自

由贸易港。

2000 年曾提出建设国际旅游岛，2009 年上升为国家战略。国际旅游岛建

设推动了海南一旅游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发展。

中央给海南的战略定位要求是“三区一中心”：首先，他是新时代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的试验区；二是全国生态文明试验区；三是国家战略保障服务区；“一

文／ＣＣＧ常务理事、富爱达国际董事长唐浩轩

关于实施贯彻海南
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的一点建议
Some Suggestions on Implementing the Overall Plan 
of Hainan Free Trade Pilo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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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是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战略步骤：

鉴于目前的整体经济基础并不雄厚，海南打造“自由贸

易港”不宜采取全面开花的的不现实的做法，建议集中力量

重点突破。阿里巴巴的商业版图不是一天建成的，首先是经

过聚焦十余年的发展率先成为中国和全球电子商务领先者，

接着依次拓展打造淘宝、天猫、支付宝、蚂蚁金服等。如果

当时同时推出这些板块，阿里巴巴就不会由今天这样成功。

依照同样的商业逻辑和经济规律，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建议采取“三区一中心”同时推进，但重点突出，就是集中

调动全省、全国乃至全球的资源率先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为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旅游消费中心进行区隔，可先提出

第一步将海南打造成“全球最大的医疗旅游岛”。如果海南

能在世界范围抢占并树立起“全球最大的医疗旅游岛”心智

资源，就有可能建立起海南的第一个品牌。只要先打造出成

“全球最大的医疗旅游岛”，就可能建成医疗旅游消费中心，

接下来才有进一步发展成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可能，最后

一步就能建成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

如何打造成“全球最大的医疗旅游岛”？

全球最大的医疗旅游岛首先是面积足够大，当今世界

范围面积超过海南并被称为医疗旅游岛的还不存在，这就是

海南的机会。要成为全球最大的医疗旅游岛，最好的医疗健

康的重要基地，就要有具备如下资源和条件：

1 最多最全最先进的医学院校、科研机构；

2 国内外知名医院、专科医院、康复中心；

3 最现代化的医疗器械、养老机构、体检机构；

4 知名连锁酒店、度假村；

5 全球主要国家的特色小镇；

6 众多的购物中心、娱乐设施等；

7 其他

根据打造“全球最大的医疗旅游岛”的设想，或许可

以做如下布局：

三亚 :  拥有全球最全最多的医院岛；

海口：拥有全球最多最全的医学、药学院等医学城；

博鳌：全球最先进的养老养生岛；

其他市镇：全世界各个国家特色的小镇：

根据党中央分步骤，分阶段的指示，采取第一步打造“全

球最大的医疗旅游岛”，招商引资、人才引进、基础配套等

就变得清晰，整体推进就会高效。现任省长沈晓明具有研究

生学历，又拥有医学博士学位，具有医疗招商引资、营销路

演等得天独厚的特有优势。总之，海南具备打造“全球最大

的医疗旅游岛”的天时、地利和人和。“全球最大的医疗旅

游岛”品牌一旦建成，将会吸引国内外的游客前往海南度假、

疗养。

具体建议：

海南自由港的建设第一步要先将海南打造成为“全球最

大的医疗旅游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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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美未来交流与合作的建议

在中美关系面临新挑战的关键时刻，2019 年 6 月 11 日，

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华特·道格拉斯（Walter Douglas）、

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副参赞罗杰 (Jeffrey Loree) 访问

CCG, 双方就中美关系的现状 , 如何加强中美两国的沟通和交

流，中美未来如何开展合作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华特·道格拉斯认为，当前特朗

普总统的执政根基稳，民意支持率高，在下次大选中成功连

任的几率较大。尽管美国民众对特朗普上任以来的做事方式

褒贬不一，但事实上，当前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还是得到了很

多选民的支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美国政界和精英界包括

普通民众对中国日趋警惕的态度已经形成共识。

其次，华特·道格拉斯认为，特朗普总统当前的贸易政

策理念已导致美国更倾向于通过双边模式而非多边模式来解

决贸易争端，这一点值得引起中方的注意。他还指出，如今

西方媒体在描述中国话题上的话语体系已经有所改变，当前

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普遍负面和消极。

但同时，华特·道格拉斯表示，中美贸易冲突最后只会

导致两败俱伤，两国元首和民间力量都应保持积极交流和沟

通。他还指出，不只是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如加利福尼

亚州、德克萨斯州等美国各州的智库往往代表着当地更真实

的民意，其对特朗普总统也有着重要影响力。因此，他建议

中国智库多和这些美国区域智库展开交流。

此外，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副参赞罗杰也提出，中

美在人文交流上应做出更多努力，期待双方未来有更多的合作。

他表示，尽管目前中美存在一些签证问题，但是签证政策总体

看来还是呈开放状态。这些诉求反映出了尽管中美目前处于紧

张关系中，但美方其实也希望中美双方通过更多的互动和交流

来打破现在的僵局，寻求更多共识，从而改善当前的中美关系。

关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几点建议

结合本次与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华使馆官员交流以及

中美关系近期的紧张现状，CCG 有下列建议。

1、抓住 G20 这个时间窗口，推进首脑外交，达成贸

易协定。目前中美关系气氛愈发紧张，已呈现从经贸领域扩

散到“全面对抗”的局势，对我方极其不利。而习主席于不

久前在俄罗斯出席一个论坛时称，相信特朗普总统也不愿意

看到中美关系完全割裂，又以“我的朋友”来形容特朗普。

华特·道格拉斯也指出，特朗普总统多次表示将与习主席在

6 月下旬于大阪举行的 G20 峰会上会面。对此，中美各界

人士也积极反应，期待两位首脑的会面。因此，在两国最高

领导人会见前，我方可抓住这一“窗口期”，加强双边贸易

谈判的沟通，并利用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大阪会晤的时机，

达成新的中美贸易协定，避免局势全面恶化和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贸易关税隔离圈”的形成。

2、主动加强与美国州级和市级政府的合作，积极开展

“州级外交”。正如华特·道格拉斯鼓励中国智库多和美国

各州的智库展开更多交流，从而听取美国各个州对特朗普支

持的真实反映。这也给我们提出一条新的思路，即可以考虑

通过影响各个州来达成合作共识。中国各省市也可以利用美

国各级州市所具有的独立性和对外来投资的急迫需求，主动

对接美国各州政府和市政府，积极谋求与他们的合作。例如，

不久前中美两国的 8 名省长州长在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

举行的论坛上通过展示各自优势来吸引对方国家投资，促进

合作。这对加强中美合作共识具有积极意义，应该多鼓励和

促成这样的“州级外交”，以此拉近与美国各州政府的关系，

减少美对华遏制的共识。

3、放宽签证政策，增进中美人文交流，加强两国在旅游、

留学、教育、移民等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使之无法“脱钩”。

近期，中美谈判停滞，美国对华为的打压使中美贸易摩擦已

扩大到科技领域，已经影响中美双方人文和民间交流。但借

鉴此前尽管中日关系紧张 , 日本还是对对华旅游签证进一步

放宽 , 此举直接刺激了到中国到日本旅游的人流量增多，有

效改善了中日关系。此外，正如罗杰提到的当前的中美签证

问题只发生在个例上，大方向上签证政策还是会保持开放。

因此，建议我方也可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时刻进一步放宽

签证政策，以此促进更多人文交流。此外，人才的流动是科

技创新的根本动力。以旅游、留学和技术移民等为代表的服

务贸易领域的合作不仅可以拉近与美国的关系，能够有效提

升中美人文交流，满足人民的需求，同时也能有利于平衡中

美贸易的差额，减轻我方的政治压力。

4、改善中国对外叙事话语体系，强调国际共通性，积

极促进中美民间交流。国内目前话语体系与叙事方式与国际

上有差别，应与全球主流治理话语体系更好接轨，完善现有

政治与话语体系。例如，从芒克辩论，到近期的央视主持人

和美国福克斯主播的对话，这些非官方渠道的民间交流引起

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这充分说明，若客观解释，中国能

够被西方民众认可，中国的故事是可以讲好的。因此应更多

利用多种国际平台，开展中美民间交流，以更为理性和平和

的叙述方式向世界解释中国，把发生在中国的真实故事讲给

世界听。例如，“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是很好的表述。我们应少强调中国特色和全球化的差异，

求同存异，多用世界共用、世界认可的话语，找到最大公约

数，避免外界对中国的误解。

文／ＣＣＧ建言献策组

Recommendations on Sino-US Future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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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CCG 部分活动一览
CCG  Events 2019

时    间 地    点 项    目    

1 月 10 日 北    京 《从出入境旅游看中国全球化发展》报告发布

3 月 21 日 北    京 Hinrich-CCG 数字贸易报告及发布会

4 月 13 日 北    京 《回顾未来：高等教育奖学金》报告发布

1 月 14 日 北    京 CCG 名家演讲 |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副院长 Kent 
Calder：中国面临加入 CPTPP 好时机，中日未来合作机遇多

3 月 22 日 北    京 CCG 名家演讲 | 美国前财长、哈佛前校长萨默斯：对中美关系的四个观察

3 月 22 日 北    京
CCG 名家演讲 |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艾莉森：
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1 月 9 日 北    京 《CPTPP 未来自由贸易发展的新机遇》报告发布

3 月 16 日 北    京 第二届全球教育 50 人论坛

1 月 15 日 北    京 CCG 智库圆桌会 | 古巴与“一带一路”：前景和展望

3 月 25 日 北    京 CCG 名家演讲 |WTO 原总干事 Pascal Lamy：
WTO 改革和多边贸易体制的未来

1 月 19 日 北    京 CCG2019 新年联谊招待会

1 月 23 日 瑞   士 CCG 国际研讨会 | 达沃斯论坛边会“波折下的全球化发展新方向和新动力”

2 月 15 日 慕尼黑 CCG 应邀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并举办“‘一带一路’：中国、欧盟及
‘16+1 合作’”主题边会

4 月 13 日 北    京 2019 年度咨询委员会主席与常务理事晚宴

4 月 13 日 北    京 2019 年度咨询委员会主席会议

4 月 14 日 北    京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 | 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

4 月 15 日 北    京 CCG 智库圆桌会 | 多边贸易体系与中美贸易协议

4 月 25 日 北    京 CCG 名家演讲 | 杜克大学校长 Vincent Price 教授：
超越国界的高等教育模式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学创新

5 月 1-7 日 美    国 CCG“二轨外交”访美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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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1 日 北    京 CCG 名家演讲 | 亚投行副行长艾德明爵士：“AIIB 是亚洲各国经济一体
化的典范”

6 月 18 日 北    京 CCG 名家演讲 | 新加坡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 Chee Hong Tat：
中美贸易紧张背景下的亚太自由贸易和中新关系

7 月 13 日 北    京 “2019 全球人才流动、移民与移民法”论坛

6 月 26 日 北    京 CCG 中美关系系列报告《中美贸易磋商前景：回归理性，返
回阿根廷共识》

6 月 24-28 日 加拿大 CCG 代表团出席 Metropolis“移民的希望：融合，经济增长与全球合作”，
并正式交接国际大都会 2020 年会举办权

11 月 广   州 中国人才 50 人论坛

8 月 17 日 北    京 2019 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第 14 届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

11 月 2-3 日 北    京 第六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

11 月 北    京 《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9）》发布会

11 月 北    京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9）》

12 月 广   州 2019 中国海外人才交流会暨第二十一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

9 月 美    国 CCG“二轨外交”访美之行

5 月 28 日 北    京 第四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

5 月 29 日 北    京 2019 国际顶尖智库高级研修班

6 月 10 日 北    京 CCG 智库圆桌会 | 国内之强与国际之强

6 月 11 日 北    京 CCG 名家演讲 | 全球战略专家帕拉格·康纳：世界即将亚洲化：
未来世界的贸易、冲突与文化研讨

5 月 27 日 美    国 CCG 国际研讨会 | 美国国会山“中美竞争时代的双赢商业合作：
机遇和挑战”

5 月 17 日 北    京 中印合作构建喜马拉雅地区共同未来论坛

7 月 15 日 北    京 CCG 智库圆桌会 | 全球化智库视野：不断演变背景下的全球人才流动治理

8 月 2 日 北    京 CCG 名家演讲 | 澳大利亚贸易、旅游和投资部部长 Simon 
Birmingham：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8 月 13 日 北    京 CCG 名家演讲 | 美国丹佛大学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 :
中美竞争关系的变化，原因与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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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健　　商务部原副部长

陈小工　　中央外办原副主任

程津培　　致公党中央原副主席，科技部原副部长

崇　泉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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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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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同学会党组副书记、副会长

刘世锦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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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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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G 国际专家委员会

CCG 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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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志平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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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白鸽　　十二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赵启正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

周明伟　　中国外文局原局长、中国翻译协会会长

周延礼　　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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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英璜      中国日报原总编辑

Alistair Michie  英国东亚委员会秘书长

Wendy Culter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主席，美国前贸易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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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en Greenbaum  国际猎头协会主席

Giuseppe Gcrocetti  国际移民组织（IOM）驻中国联络处代表

GrzegorzKolodko  波兰原副总理

Pascal Lamy  WTO 前总干事

Kishore Mahbubani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学院前院长、新加坡前常驻联合国大使

James McGann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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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zaOtunbayeva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

Demetri Papademetriou 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MPI）荣誉主席

Nicholas Rosellini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和联合国开发计划（UNDP）署驻华代表

Kevin Rudd  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

Tony Saich  哈佛肯尼迪学院教授

Denis Simon  美国杜克昆山大学副校长

Tim Stratford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

Justin Vaisse  巴黎和平论坛总干事

Daniel Wright  绿点战略咨询创始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William Zarit  中国美国商会前主席

Klaus Zimmermann     全球劳动组织（GLO）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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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咨询委员会

◎ CCG 咨询委员会名誉主席        
陈德铭　　商务部原部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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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CG 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
陈启宗 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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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长兼主任

方　方 水木投资集团合伙人

关　新 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　梅 外联出国顾问集团董事长，CCG 移民研究中心副主任

蒋锡培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

李学海 美国威特集团董事长，美国百人会大中华地区共同主席

任克英 美银美林有限公司中国区主席及行政总裁

王琳达 怡海集团董事局主席

◎ CCG 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徐井宏 中关村龙门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亚杰商会（AAMA）会长

于　勇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俞敏洪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

张宝全 今典集团董事局联席主席、红树林品牌创始人

张红力 厚朴投资联席主席、工商银行原副行长

张华荣 华坚集团董事长

宗庆后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德旺 福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振东 宝时得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洪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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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震宇 霍英东基金有限公司永远董事

李彦宏 百度公司创始人

梁建章 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梁锦松 香港财政司前司长、香港南丰集团董事长

刘永好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马蔚华 招商银行原行长

◎ CCG 咨询委员会资深副主席

茅忠群 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沈南鹏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红杉中国的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王　石 万科集团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

王广发 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府学校总校长

王俊峰 金杜律师事务所全球主席

徐小平 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

张　磊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张懿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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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剖建 中国红瑞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CEO，

 瑞华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戴　威 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 CEO

丁　丰 原三星电子大中华区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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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        汉帛集团总裁

高燕定 燕定美中教育创始人

郭　盛 智联招聘 CEO

胡　明 孚惠资本创始人、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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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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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　炎 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梁志祥 百度公司副总裁

刘　科 南方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国家千人计划联谊会副会长，

 CCG 深圳分会会长

刘德彬 誉存科技创始人、CEO

罗杰华        香港峻涛实业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毛大庆 UR WORK 创始人、董事长

米雯娟 VIPKID 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

闵　浩 南京东屋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闵志东 光明食品（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德制造与资本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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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宇峰 杭州若比邻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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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绍骏 美中公共事务协会执行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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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

王　强 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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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兴华        成都王府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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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VM 中国创始人

严望佳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杨小雯 苏州龙遨泛人工智能高科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创始人

姚力军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先其 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亚太区终端市场总监

葉雪泥 华也国际有限公司 CEO

张　川 上海富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鹏 中子星优财创始人兼 CEO

张　毅 金杜律师事务所中国管委会主席

张红梅 阳光印网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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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灏 量化派创始人兼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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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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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水明 非夕机器人科技公司首席商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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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　杰 Magma 基金合伙人，80 亿顺畅交流创始人

李　文 北京智蹼共创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创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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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忠民 天津航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满　静 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执行副总裁

史　阳 浙江鸿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涂志云 我爱卡 / 信用宝创始人兼 CEO

王　洋 海南云联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

王博之 中央金融机构高级研修院前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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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乃贵 北京华大中科信息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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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萌雨 上海麦忒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亚哲 真格基金董事、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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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委员会

◎ 名誉主席        
陈启宗 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

◎ 名誉副主席
梁爱诗 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首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司长

梁锦松 香港财政司前司长、香港南丰集团董事长

霍震宇 霍英东基金会永远董事

王辉耀 CCG 理事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

◎ 主席
张懿宸 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迟　海 黑石集团董事总经理

洪为民 前海国际联络服务有限公司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

黄国滨 摩根大通全球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执行官

刘　星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陆文奇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 常务理事
闵志东 光明食品（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德制造与资本中心执行主任

屠海鸣 豪都国际集团董事长

王翠霞 深圳康利集团董事长

吴　穷 香港德意志银行董事总经理

陈　爽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方　方 水木投资集团合伙人

洪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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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俊图 香港世纪城市集团执行董事

任克英 美银美林有限公司中国区主席及行政总裁

沈南鹏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红杉中国的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 副主席
闫　峰 香港国泰君安董事局主席

张　磊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张　毅 金杜律师事务所中国管委会主席

张利平 黑石集团中华区总裁

赵　勇 香港富华国际集团董事长

钟小平 深圳前海润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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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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耶鲁大学教授

崔占峰        牛津大学终身教授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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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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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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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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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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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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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逯高清　　英国萨里大学校长

吕晓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钱颖一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

丘成桐　　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

饶　毅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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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前副校长

石　勇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参事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国务院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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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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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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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江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

吴士存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

吴晓波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前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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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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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姚树洁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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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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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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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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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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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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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   炯        对外经贸大学经济系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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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闻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

Harvey Dzodin      ABC 电视台前副台长

韩东屏　　美国华伦威尔逊政治大学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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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chem Karoui    卡塔尔外交学院政治和媒体顾问   

侯文轩　　英国爱丁堡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胡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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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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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　山　　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原司长

Jorge Heine     智利驻华前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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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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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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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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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俊海　　民商法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

刘裘蒂　　FT 中文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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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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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震海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沈　伟　　迪肯大学副校长

沈建光       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

施　杰　　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主任

寿慧生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与区域研究副教授、美加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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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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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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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th A. Shapiro     亚洲慈善与社会中心 (CAPS) 首席执行官

谢　韬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徐洪才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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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杨　锐　　CGTN“对话杨锐”主持人

易　珉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MTR）原中国业务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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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政协常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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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国际商会全球理事会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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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　崑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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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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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宪　　中国人才研究会会长 , 人社部原副部长

刘利民　　教育部副部长 , 欧美同学会党组副书记、副会长

刘燕华　　科技部原副部长 , 国务院参事

王晓初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 人社部原副部长

边慧敏　　西华大学党委书记

薄贵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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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董克用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

高小平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

桂昭明　　武汉工程大学人才资源开发研究所所长

郭庆松　　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行政学院副院长

贾忠杰　　中国高级公务员培训中心原主任、

　　　　　中国继续工程教育协会常务理事长

赖德胜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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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所长

刘　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马抗美　　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

潘晨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饶　毅　　北京大学教授

沈荣华　　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名誉所长

施一公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程　功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副总经理

郭　盛　　智联招聘首席执行官

郝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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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　健　　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

王伯庆　　麦可思公司创始人 , 总裁

◎论坛顾问委员会

◎论坛专家委员会

◎论坛企业委员会

唐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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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元　　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

王　振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王辉耀　　国务院参事 , 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

　　　　　全球化智库 (CCG) 主任 

王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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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肖鸣政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

薛　澜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

薛永武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杨河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

余兴安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

俞可平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曾湘泉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原院长

张宝忠　　中国组织人事报社社长

赵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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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广发　　北京王府学校校长 , 法政集团董事长 

王旭东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原总经理

徐小平　　真格基金创始人

俞敏洪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

周成刚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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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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作为中国领先的国际化社会智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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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拥有全职智库研究和专业人员百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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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

国家颁发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质，是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全国人才理论研究基地，人社部中国人才

研究会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所在地。CCG 也是被联合国授予“特别咨商地位”的唯一中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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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中，CCG 再次跻身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并位列第 94 位，是首个进入世界百强

的中国社会智库，并在国内外多个权威智库排行榜单均被评为中国社会智库第一。

Global Vision for China; Chinese Wisdom for the World

Founded in 2008 and headquartered in Beijing,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is China’s 

leading global non-governmental think tank with more than ten branches and overseas representatives. 

At present, CCG has over 100 full-time researchers and personnel that are committed to research in the 

fields of globalization,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alent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CCG is a member of the “Belt and Road” Think Tank Alliance,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Think Tank Alliance esta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 National Talent Research Facility, 

the site of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Committee for Talents of th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Affairs, a national Postdoctoral Programme research center and holds United Nations “Special 

Consultative Status”.

After over a decade of development, CCG has become an influential think tank in the promotion of 

globalization in China. The authoritativ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relea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has consecutively ranked CCG in the top 100 global think tanks, reaching 94 in 2018 and named 

CCG the leading non-governmental Chinese think tank. Many reputabl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ankings 

regularly name CCG as the top non-governmental think tank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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