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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智库（CC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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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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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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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注重自身研究人员培养的同时，还形成了由海内外杰出专家学者组成的国际研究网络，持续以国际

化的研究视野，在中国与全球化发展相关研究领域开展领先研究。CCG 参与推动和影响了诸多国家发展和全球

治理的政策，发展为国内外主流媒体获取思想创新和观点交锋的思想库，积极发挥社会智库的民间交流与“二轨

外交”作用，成为世界了解中国、中国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

成立十余年来，CCG 已成为中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推动全球化的重要智库。在世界最具权威性的全球智库

评价报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 2019》中，CCG 位列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单第七十六位，连续

三年跻身世界百强榜单，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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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中均被

评为中国社会智库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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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大
数
据

百度中文搜索量
4,730,000

143位
顾问及学术专家

105名
理事

100余场/年
大型论坛及专题研

讨会、发布会

近万册
向公众分发研究图

书报告

30余项 /年
委托课题

10余本/年
中英文专著

10余个 /年
研究报告

6期/年
智库杂志

谷歌英文搜索量
41,100,000

数万人
公开活动参与人数

112位  
全职研究

和工作人员

200篇/年
建言献策

15位
企业理事

媒体报道
及转载

数10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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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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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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席主席 : 何亚非
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

侨办原副主任

理事长：王辉耀

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
会副会长

·CCG 咨询委员会
CCG 拥有由百余位具有国际视野、智库情怀的各领域知名

企业家精英和跨国公司高管组成的咨询委员会，不仅为智库

提供支持，同时为智库研究提供了丰富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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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石 万科集团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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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席主席 : 陈启宗

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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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G 顾问
CCG 聘请前资深政策制定者、前国企高管担任顾问，为智库

研究和智库建设指导，持续推动政府相关决策和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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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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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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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景安 科技日报社原社长

章新胜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原会长 

赵启正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

周延礼 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 

周明伟 中国外文局原局长，中国翻译协会会长 

朱光耀 财政部原副部长 

朱英璜 中国日报原总编辑

朱永新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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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井宏 中关村龙门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亚杰商会（AAMA）会长

CCG 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俞敏洪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

于　勇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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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　勇　　香港富华国际集团董事长

宗庆后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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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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教授

程一兵　　澳大利亚工程院院士、澳大利亚 Monash 大学教授

崔占峰        牛津大学终身教授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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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G 学术专家委员会

CCG 邀请百余位国内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企业全球化、国际
人才、移民等全球化相关领域的学术名家组成学术专家委员会，
为智库持续产出高质量的思想产品提供严谨的学术指导和思想
支撑。

·CCG 国际专家委员会
CCG 邀请国际政要、国际组织高级官员、国际顶尖智库负责人、
海外著名学者和商会组织等意见领袖担任国际专家委员会，形
成了国际专家网络，建立了长效的联合研究机制。

Neil Bush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创始人及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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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örg Wuttke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

Grzegorz Kolodko         波兰原副总理

Pascal Lamy              WTO 前总干事

Jeffrey Lehman            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暨美方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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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stair Michie 英国东亚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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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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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aus Zimmermann 全球劳动组织 (GLO)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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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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原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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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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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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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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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im  Belortaja     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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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vey Dzodin    ABC 电视台前副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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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in Geiger，卡尔顿大学高级研究员兼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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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东屏　　美国华伦威尔逊大学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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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原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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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rge Heine（贺乔治）     智利驻华前大使

Patricia Rodriguez Holkemeyer   哥斯达黎加驻华大使

侯文轩　　英国爱丁堡大学中国发展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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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建国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

Martin Jacques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教授

贾文山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江　山　　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原司长

Hichem Karoui    卡塔尔外交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分析家和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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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艺聪　　浙江警察学院国际学院副院长

刘　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刘国福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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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G 高级研究员及   
    特邀高级研究员

CCG 拥有百余位由商务部、外交部等政府部门前资深政策决

策者组成的高级研究员和由研究机构、高校学者组成的特邀

高级研究员队伍，不断提升研究力量和政策建言话语水平，

打造更为畅通的建言渠道，形成政策助推力和社会影响力。



9

陆　钢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卢进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路江涌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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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志明　　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环境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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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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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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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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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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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德友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原公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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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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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教授

王志乐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魏红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武　斌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移民研究中心召集人

吴士存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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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正中　　中央党校教授

杨　锐　　CGTN“对话杨锐”主持人

杨　静　　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前会长

袁志彬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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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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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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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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每年完成多项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委托的人才课题，出版人才相关图书，发布研究报告。 

其中以《中国留学发展报告》等为代表的“国际人才蓝皮书系列”丛书填补了中国国际人才

研究领域的空白。汇聚国内外人才理论研究专家、政府人才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界精英，创办“中

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论坛”和“全球教育 50 人论坛”等人才论坛，

并连续多年承办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

人才全球化

CCG 致力于国际移民相关研究，成立了移民研究中心，承接重大研究课题，提出一系列

完善我国移民体系的建言，并取得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等重大政策推动成果；自 2012 年

已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四本《中国国际移民报告》蓝皮书，翻译出版国际移民组织（IOM）

的《世界移民报告》；已举办三届的全球人才流动与国际移民学术研讨会是 CCG 关于

中国的移民机制与人才流动现状、全球移民治理的高规格国际会议。

移民研究

CCG 持续对企业全球化“走出去”和“引进来”进行双向研究，不断完善中国企业全球

化评价体系，推介优秀的“走出去”中国企业分享宝贵经验。成立 “世界华商研究所”，

连续两年发布《世界华商发展报告》；每年编写国内唯一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

企业全球化报告》，出版企业全球化系列图书，成为中国“走出去”企业的资料库和实践

指南；创办的 “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已成为推动企业全球化的国际高端交流平台。

CCG 长期关注中美经贸、中美关系发展，每年常态化赴美调研并开展“二轨外交”，与参

众两院议员、智库界、工商界交流和研讨； CCG 迄今已举办中美关系系列智库圆桌会数十场，

发布十余个中美关系系列报告；2018 年，CCG 入选了财政部“美国研究智库联盟”创始理

事单位，围绕美国政经形势加强政策性、前瞻性研究，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充分咨政建言。

企业全球化

中美关系

研 究



11

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

CCG 是唯一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ECOSOC）非政府组织“特别咨商地位”的中国智库，
为中国智库更充分参与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开拓了崭新模式；所提出的两项倡议“国际组织
人才联合会”和“国际电商联盟 D50”入选首届巴黎和平论坛，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来自中国
的解决方案；CCG 在海内外举办了多边治理、区域一体化等专题研讨会，率先推动中国加入
CPTPP，发布系列研究报告；自 2015 年起创办了年度品牌论坛“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每年
都聚焦中国发展与全球时事热点，设置公共议题，汇聚官产学各界高层精英，为全球治理凝聚共识。

CCG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探索者与实践者，深入研究智库理论并不断创新管理实践，推

动中国智库创新发展。成立十余年来，CCG 不断探索适合中国智库的发展模式，连续两年跻

身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世界百强智库榜单；迄今，CCG 已先后出版三部系统性

研究智库的专著，为中国智库的创新发展提供了路径和维度；为促进我国智库界、学术界专

家与国际顶尖智库深度交流，CCG 创办了“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品牌论坛，同时还打造

了“国际顶尖智库高级研修班”。

智库发展

CCG 是中联部“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单位，并蝉联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

大数据报告》最具影响力社会智库第一名；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CCG 持续跟踪

研究并成立“一带一路”研究所，发布了系列研究报告和书籍，举办系列智库圆桌会，搭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界、学界、商界与中国交流的平台；作为“走出去”的智库先行者，

CCG 持续活跃于世界重要论坛，讲述“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及其对于世界的意义。

CCG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和企业发展需求，结合自身在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东莞人才发展

研究院、深圳分会及 CCG 香港委员会的国际化研究团队及专家网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聚智

献策。在多年人才发展跟踪研究的基础上，CCG 发布了首个对粤港澳大湾区人才进行系统研究

的分析报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报告》。CCG 还在“9+2”城市群举办系列专题研讨会，

聚焦“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发展优势和愿景”等主题，共同探讨如何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新契机。

一带一路

粤港澳大湾区

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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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积极探索丰富多样的智库活动，为政策制定者、专家学者、产业精英和先进同行打造专业、高效、常态化的思想交
流高地，持续为公共政策建言，为公共利益发声。

  每年举办近十场极具国际视野、影响力和建设性的高端“品牌”论坛。

  每年举办百余场研讨会、圆桌会、午餐会、发布会和建言献策交流会等。

品牌论坛及圆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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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
CCG 与众多国际组织、国际智库和相关机构建立了良好的长效合作机制，共同组织各类研讨会，进行学术交流或联合研究。

主要合作机构包括：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全球劳动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

猎头协会、国际大都会人才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协会、欧盟商会、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哈德逊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

所、传统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移民政策研究所、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美国百人会、英国皇家

国际事务研究所、中国美国商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等。 

CCG 受邀参加第 55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作为唯一智库发言并举办边会CCG 举办中国创业教育研讨会，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出
席并演讲

CCG 在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布中美贸
易报告

CCG 在华盛顿举办中美交流午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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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参加布鲁金斯学会组织的高端研讨活动

美国前贸易代表 Michael Froman 大使和 Susan 
Schwab 大使到 CCG 北京总部开展交流

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
Lawrence Summers 在 CCG 演讲

“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 Graham Allison
教授在 CCG 演讲

CCG 在美国国会举办中美经贸研讨会CCG 理事长王辉耀博士与传统基金会创始人兼
总裁佛讷博士交流

在第二届巴黎和平论坛举办国际专家研讨论坛 WTO 前总干事、巴黎和平论坛主
席 Pascal Lamy 在 CCG 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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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际，CCG 第三次在美国国会山举办
“中美经贸圆桌研讨会”

CCG-AEI 中美智库中美经贸发展研讨会

CCG 理事长参加世界著名辩论会——芒克辩
论会（Munk Deb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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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 Rudd）

哈德逊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Kenneth 
Weinstein

CCG 到访美国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澳大利亚贸易、旅游和投资部部长
西蒙·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国际经济关系协调人、
加拿大总理 G20 峰会个人代表
Jonathan T. F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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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专注于全球化各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建言，针对国际关系、全球化发展、人才培养、海归、华侨华人、“一带一路”以及中

国改革开放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每年提交建言献策参考近 200 篇，并定期针对性报送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中联部、外

交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人社部、商务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国务院参事室等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与

直属机构。CCG 多项建言获得中央领导批示，为有关部门作出重大决策提供了参考，持续支持和推动着政府决策和制度创新。

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
全方位推动全球化进程
前瞻性研究中美贸易战

国家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计划

中国留学人员创业支持启动计划

国家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

开放外国留学人员来华实习

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

中美中加中澳十年多次签证

中国人才签证

中国绿卡完善待遇

推动建立国家移民管理局

北京人才二十条
中国加入 IOM
中国加入 TPP
推动 RCEP 谈判
全球化观念普及

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合作

相关国家政策推动与社会共识建立

2018 年 4 月 2 日，国家移民管理局
正式挂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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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持续致力于全球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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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立以来，共出版近

60 本中英文专著 , 发布 40 余本研究报告，出版“企业国际化”“国际人才”“区域人才”三个系列、具有国内外

影响力的蓝皮书共 21 本，是每年出版蓝皮书最多的智库机构。CCG 公开向社会共享研究成果，分发相关图书报告

等近万册，研究成果年度网络访问量 27 万多次。

研究成果

研究报告

外文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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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皮书

CCG 月刊

中文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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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英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743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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