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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ST NEWS AND EVENTS
动态

CCG 动态  

2020 年 10 月 1 日 -4 日，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

与百度生态、财经、科技联合举办“2020 为什么我们这么

关注诺奖”中国科学家与往届诺奖得主线上系列对话直播活

动。10 月 4 日，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与 200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清华大学中国经济

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

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共同探讨后疫情时代怎样的机制更适

合当今全球经济趋势。

2020 年 10 月 12 日，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

辉耀应邀前往国家信息中心，围绕“疫情下中美关系及全

球化发展趋势及建议”，与其宏观经济相关研究人员开展

深入交流。

2020 年 10 月 2 日，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

辉耀博士应邀出席由德国外交部、柏林独立智库阿德菲

（Adelphi）和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 (PIK) 共同举办

的柏林 2020 年气候与安全会议（Berlin Climate Security 

Conference 2020，BCSC 2020）特设的阿德菲智库与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专场——“启动 21 世纪外

交：外交政策就是气候政策”（Launch of 21st Century 

Diplomacy: Foreign Policy is Climate Policy），与德国

外交部气候与能源政策和电子转型主任 Hinrich Thoelken

大 使 以 及 新 美 国 智 库（New America） 能 源 安 全 主 任

Sharon Burke 围绕主题展开研讨，旨在为气候变化与外交

政策的交汇提供新视角。本次会议由阿德菲总裁 Alexander 

Carius 主持。

2 日

10 月

4 日

10 月

12 日

10 月

2 日

10 月

CCG 主任王辉耀在雅典民主论坛上接受
纽约时报专访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views CCG president 
at the Athens Democracy Forum

CCG 主任王辉耀对话诺奖得主埃里克·马
斯金
CCG president engages in a dialogue with 
Noble Laureate Eric Maskin

CCG 主任受邀在国家信息中心开展讲座
CCG president gives a lecture at the State 
Information Center

CCG 理事长应邀参加柏林气候与安全大会
CCG president participates in the Berlin 
Climate Security Conference 2020 

2020 年 10 月 2 日，由民主与文化基金和《纽约时报》

联合举办的雅典民主论坛（Athens Democracy Forum）

在雅典举办。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作为中方智

库代表受邀在论坛上的中国话题专题“中国的下一步是什

么？（What's Next for China?）”上接受《纽约时报》上

海分社社长、高级记者 Keith Bradsher 的专访。
2020 年 10 月 14 日，中信出版社总经理蒋永军一行到

访全球化智库（CCG）北京总部，并与 CCG 主任王辉耀、

CCG 副秘书长许海玉、CCG 研究部全球化研究组总监于

蔚蔚和 CCG 高级经理赵占杰展开交流。

14日

10 月 中信出版社代表一行到访 CCG
CITIC Press Group delegation visits C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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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ST NEWS AND EVENTS
动态

2020 年 10 月 13 日 -15 日，以“在危机年代寻求成功

（Finding Success in an Age of Crisis）”为主题的 2020

年美中经济高峰论坛（China Institute Executive Summit 

2020）在线上举行。峰会由华美协进社主办，全球化智库

（CCG）、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国中国总商会、美国中

国总商会芝加哥分会为峰会学术合作伙伴。全球领先的企业

高管和思想家们探讨面对紧张的中美关系和动荡的世界，中

美企业如何驾驭新的挑战，并解读中国新的经济政策和机遇，

规划在“脱钩”世界中的成功之道，阐明美国和中国企业如

何仍能携手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2020 年 10 月 15 日，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

耀应邀参加“独自行动是行不通的（Going it alone does 

not work）”主题讨论。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

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 牛津

大学学院院长男爵夫人 Valerie Amos 参与讨论。该主题讨

论由欧洲之友高级研究员 Jamie Shea 主持。

14日

10 月

15日

10 月

15日

10 月

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院长一行到访 CCG
State Grid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delegation visits CCG 

CCG 在 2020 年美中经济高峰论坛谈中
美冲突及走向
CCG discusses Sino-U.S. conflicts and trends 
at the China Institute Executive Summit 2020

CCG 主任王辉耀对话哈佛学者约瑟夫·奈
CCG president joins a dialogue with Harvard 
professor Joseph Nye

2020 年 10 月 14 日，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院长张运洲

一行到访全球化智库（CCG）北京总部，并与 CCG 主任王

辉耀、CCG 副主任刘宏、CCG 副秘书长许海玉、CCG 副

秘书长张伟以及研究部全球化研究组总监于蔚蔚展开交流。

2020 年 10 月 14 日，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

员莫天安（Andy Mok）应邀参加以“亚洲在地缘政治领

域 的 合 作 与 挑 战”（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Asia: 

Geopolitical issues）为主题的线上研讨会。本次会议由巴

西最大独立智库巴西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EBRI) 举办。

14日

10 月 CCG 高级研究员莫天安应邀参加 CEBRI
线上会议
Andy Mok, CCG Senior Research Fellow takes 
part in a CEBRI online conference



7

LATEST NEWS AND EVENTS
动态

2020 年 10 月 16 日，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

员莫天安（Andy Mok） 与美国企业家 Cyrus Janssen，

土耳其经济学家埃姆雷·阿尔金 (Emre Alkin)，美国数字

营销策略专家瓦伦·怀特洛克 (Warren Witlock) 就“华为

的未来”展开线上辩论。四位嘉宾就华为“能否顶住美国制

裁的压力”、“如何应对西方媒体发起的国际舆论施压”以

及“如何摆脱政治化标签，消除不必要的怀疑”展开了激烈

的辩论。

2020 年 10 月 20 日，全球化智库 (CCG) 理事长王辉

耀博士就 2020 年美国大选接受了 BBC 的采访。

16日

10 月

16日

10 月

20日

10 月

CCG 研讨会探讨中国数字经济新基建与
美国科技公司新角色
CCG holds a seminar to discuss the new 
infrastructur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China and 
the new role of U.S.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it  

CCG 高级研究员应邀参加“华为的未来”
辩论会
CCG senior research fellow participates in a 
debate on the future of Huawei

CCG 理事长王辉耀就 2020 美国大选接
受 BBC 采访
BBC interviews CCG president on the 2020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2020 年 10 月 16 日，以“中国数字经济新基建与美

国科技公司的新角色”为主题的线下闭门会在全球化智库

（CCG）北京总部举行。来自政界、产业界和智库界嘉宾围

绕中国“十四五”规划视野中的产业升级与数字经济，数字

经济新基建将为美国科技企业带来的重大机遇，美国科技企

业如何思考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扮演的角色进行研讨。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国务院参事室研究员陈全生，高通

全球副总裁郭涛，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商务部研究

院原院长霍建国，CCG 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CCG 副主任

兼高级研究员、DXC 科技有限公司大中华地区前总裁刘宏，

CCG 主任王辉耀，IBM 大中华区政府与政策事务部副总裁

王静，戴尔大中华区政府事务副总裁周兵，CCG 副秘书长、

研究员张伟参与讨论。

2020 年 10 月 15 日，“淡马锡基金会亚洲领袖联席会

议（Temasek Foundation Asia Leaders Connect）”

在线上举办。本次会议主题为“新冠肺炎疫情对亚洲的影

响”。来自亚洲 15 个国家的 33 名政府官员和机构领袖出

席会议。淡马锡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Benedict Cheong 致欢

迎辞，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执行副主席 Ong 

Keng Yong 大使做主旨发言。作为唯一受邀的中方嘉宾，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应邀参加本次会议，分享

了对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建议。

15日

10 月 CCG 主任王辉耀对话亚洲 15 国政要学者
CCG president takes part in a dialogue with 
political leaders and scholars from 15 Asian 
countries



8

LATEST NEWS AND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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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21 日，波兰驻华大使赛熙军（Wojciech 

Zajączkowski），波兰驻华大使馆经济处主任戈瑞克 Artur 

Gradziuk 一 行 访 问 全 球 化 智 库（CCG） 北 京 总 部， 与

CCG 主任王辉耀，CCG 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CCG 副主

任、高级研究员刘宏，CCG 副主任兼高级经济学家 David 

Blair 进行了交流。

2020 年 10 月 22 日 -23 日， 以“ 确 保 日 本 在 新 冠

肺炎疫情后的战略利益”为主题的第十六期日本圆桌论坛

（The 16th Edition of Roundtable Japan）在线上举办。

该系列圆桌论坛被誉为日本企业和政治议题下的顶级活动

之一。在 10 月 23 日的“中美‘脱钩’背景下的日中关系重置：

经济利益与总体安全和战略优先事项之间如何平衡？”讨

论中，日本前驻华大使 Miyamoto Yuji，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理事长 Nobutani Kazushige，日本多摩大学规则形成

战略研究所副主任、访问教授 Brad Glosserman，香港恒

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参

与研讨。该讨论由 Smadja & Smadja 战略顾问 Claude 

Smadja 主持。

22日

10 月

21 日

10 月
22日

10 月

土库曼斯坦驻华大使一行访问 CCG 
Ambassador of Turkmenistan to China visits CCG  

波兰驻华大使一行访问 CCG
Ambassador of Poland to China visits CCG

CCG 主任王辉耀参加第十六期日本圆桌
论坛
CCG president engages in the 16th Edition of 
Roundtable Japan

2020 年 10 月 22 日，土库曼斯坦驻华大使 Parakhat 

Durdyev，土库曼斯坦驻华大使馆参赞 Akmurat Yamadov，

土库曼斯坦驻华大使馆贸易代表 Shohrat Batyrov，土库曼

斯坦驻华大使馆二秘 Serdar Shihiyev 一行访问全球化智库

（CCG）北京总部，与 CCG 主任王辉耀，CCG 副主任兼

高级研究员刘宏，CCG 副主任兼高级经济学家 David Blair

进行了交流。

10 月 20 日 ,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在京召开

“中国与 CPTPP: 机遇、挑战、前景”研讨会。论坛由中

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苏格致欢迎词。全球化智

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应邀参会，并与现代国关院陈凤

英研究员、南开大学 APEC 研究中心刘晨阳主任、社科院

亚太院陆建人研究员、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研究

室杨泽瑞主任及来自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专家

学者就中国加入 CPTPP 的意义、机遇、挑战与前景等问

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探讨。

20日

10 月 CCG 理事长应邀参加“中国与 CPTPP: 
机遇、挑战、前景 ” 研讨会
CCG president takes part in the conference 
‘China and CPTPP: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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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24 日，以“加强尊重与理解 共同应对

人类的挑战”为主题的第九届国际理解教育研讨会在线上举

办。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应邀参与“后

疫情时代的国际理解教育与跨文化交流展望”的主题讨论。

参与该讨论的还有日本 AFS 国际组织主席 Akiko Kato,  意

大利 AFS 国际组织主任 Andrea Franzoi，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联系学校网络国际中心研发部主任符宇佳。

2020 年 10 月 26 日，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对接论坛在线上举办。各方就欧亚经济联盟和中国在具

体领域的务实合作交换了意见，其中包括生态和可持续发展、

数字解决方案在物流和运输过程中的应用、农产品贸易、发

展主权金融体系和本币结算系统等。该论坛由欧亚经济联盟

（EAEU）、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政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务部共同主办。CCG 主任王辉耀应邀参与“生态保护与贸

易活动：《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目标是否会对贸易活动带来

一定的障碍，以及它将对欧亚国家的贸易经济关系带来的影

响如何？”主题讨论。

2020 年 10 月 27 日，全球化智库（CCG）、宽资本

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嘉庭俱乐部（STCC）联合举办 CCG

上海分会午餐会，2013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美国国家科

学院院士、美国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系教授迈克尔·莱维

特（Michael Levitt）出席分享，并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

长 Jonathan Woetzel，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高级顾问、上

海美国商会前会长 Kenneth Jarret，CCG 主任王辉耀，福

布斯中国总编 Russell Flannery 对话。CCG 副主席，宽

资本创始人、董事长关新主持午餐会。

24日

10 月

26日

10 月

27日

10 月

CCG 秘书长苗绿应邀参加第九届国际理
解教育线上研讨会
CCG secretary-general joins the 9th National 
Forum on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CCG 主任王辉耀应邀参加欧亚经济联盟
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论坛
CCG president participates in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nd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Exchange Forum 

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对话 CCG
CCG conversation with Nobel Laureate Prof. 
Michael Levitt

2020 年 10 月 22 日，北京朝阳区商务局局长陈庆华和

副局长关德鹏一行访问全球化智库（CCG），并与 CCG

主任王辉耀、CCG 副秘书长张伟以及 CCG 高级经理赵占

杰展开交流。

22日

10 月 北京朝阳区商务局一行访问 CCG
Bureau of Commerce of Chaoyang District of 
Beijing delegation visits CCG

2020 年 10 月 28 日，由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ISPI）

主办的“新冠肺炎疫情下的 20 国集团：2021 年的危机是

什么？（G20 at the time of Covid-19.What's at stake in 

2021）” CCG 秘书长苗绿就 20 国集团框架下的多边主义

以及全球治理提出建议。

28日

10 月 CCG 秘书长苗绿就 20 国集团框架下的多
边主义及全球治理提出建议
CCG secretary-general makes suggestions on 
multilateralism and global governance within 
the G20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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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30 日， 全 球 化 智 库（CCG） 与 韩 礼

士基金会（Hinrich Foundation）举办主题为“消除中美

冲突风险：未来四年会是怎样？（De-risking US-China 

conflict: what will the next four years be?）”的线上闭

门研讨会。专家学者就特朗普或者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政府的

中国策略，中美“脱钩”的意愿和可能性，美国大选前后的

中美关系等议题进行研讨。

30日

10 月

30日

10 月

ANSO 与全球化智库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ANSO sign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CCG

CCG 与韩礼士基金会举办线上研讨会
CCG holds a webinar with Hinrich Foundation 

2 0 2 0 年 1 0 月

29 日， 全 球 化 智 库

（CCG） 与 领 英 中 国

（LinkedIn） 联 合 举

办了《高校校友观察：

中国高校毕业生职业发

展研究与展望 2020》

发布暨研讨会。会上，

CCG 与领英中国联合

发布了报告《高校校友

观察：中国高校毕业生

职 业 发 展 研 究 与 展 望

2020》（University Alumni Insights: Chinese Graduate 

Career Development Prospects 2020）。

报告共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总结了 U10 毕业生发展路

径的选择去向，分析了新冠疫情下的对出国留学和就业市

场的挑战，并就高校学生选择发展路径、如何促进高等教

育与职业培养发展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此外，报告还在

附录中分享了各城市层级中“双一流”高校分布以及 U10

各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手册等信息，供有关部门参考。

29日

10 月 CCG、领英联合发布报告洞察与展望中国
高校毕业生发展 
CCG and LinkedIn jointly release University 
Alumni Insights: Chinese Graduate Career 
Development Prospects 2020 10 月 30 日，为贯彻落实党中央五中全会精神，配合

推进国家“十四五”规划有关举措，“一带一路”国际科学

组织联盟（ANSO）秘书处执行主任曹京华一行拜访全球

化智库 (CCG)，并与 CCG 理事长王辉耀签署合作谅解备

忘录。未来，双方将在推动科技创新发展，重大科技项目，

科技人才流动等方面展开合作。

2020 年 11 月 2 日，万科集团创始人、CCG 资深副主

席王石到访全球化智库（CCG）北京总部，并与 CCG 主

任王辉耀和秘书长苗绿展开交流。

2 日

11 月 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到访 CCG 
Wang Shi, founder of China Vanke visits CCG

2020 年 10 月 30 日，非盟驻华代表 Rahamtalla M. 

Osman 以及非盟驻华使团团长 Martin Mpana 一行访问全

球化智库（CCG）北京总部，并与 CCG 主任王辉耀、副

主任高志凯以及副主任刘宏展开友好交流。 

30日

10 月 非盟驻华使馆代表一行访问 CCG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frican Union Embassy 
in China visit C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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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5-6 日，由中国南海研究院、中国 - 东

南亚南海研究中心和中美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首届“海洋合

作与治理论坛”在海口举行。。论坛聚焦“海洋合作与治理”

主题，邀请域内外涉海智库、高校等研究机构专家学者、驻

华使节、相关国际组织代表及国内外涉海管理部门官员等

300 余人，围绕 “全球海洋治理与区域实践”、“当前南

海形势与热点问题”、“海上安全合作与风险管控”、“南

海区域秩序构建”、“海洋合作的现状与前景”、“海洋前

沿问题研究和海洋治理能力建设”、“海洋治理新思路与新

倡议” 等议题展开交流。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应邀参加“议题一：全球海洋治理与区域实践”的讨论。

2020 年 11 月 6 日，2020 年国际进口贸易高端论坛在

上海举办。该论坛由华东理工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和日内瓦莱科中心联合举办。CCG 主任应邀

参加“专题二：多边贸易体系危机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讨论，

与与会嘉宾就国家经济安全，全球疫情与世界经济格局演变，

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多边贸易体系的危机，世界贸易组织改

革，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与中国方案进行探讨。

5 日

11 月

5 日

11 月

6 日

11 月

以色列驻华使馆官员一行来访 CCG 
Officials from the Israeli Embassy visit CCG

CCG 主任王辉耀出席首届“海洋合作与
治理论坛”  
CCG president takes part in the ‘Inaugural 
Symposium on Maritime Cooperation and 
Ocean Governance’

CCG 主任王辉耀参加国际进口贸易高端
论坛
CCG president participates in the 2020 
International Forum on Imports

2020 年 11

月 5 日， 以 色

列使馆官员一行

来访全球化智库

（CCG）北京总

部， 与 CCG 副

主任 David Blair

展开交流。

2020 年 11 月 8 日，在杭州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

全球化智库（CCG）与杭州市委人才办主办的以“打造最

优人才生态 助推世界名城建设”为主题的中国人才 50 人论

坛（杭州）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成功举办。2020 年杭州国

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大会于 11 月 8 日在杭州召开，中国人才

50 人论坛（杭州）是大会期间举办的重要活动之一。

8 日

11 月 “中国人才 50 人论坛”（杭州）成功举办
CCG holds ‘China Talent 50 Forum·Hangzhou’ 

11 日

11 月 CCG 举办 2020 年度主席会 
CCG holds 2020 Annual Chair Meeting

2020 年 11 月 11 日 -12 日，全球化智库（CCG）主

办的“第六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北京召开 ，300 余位

国内外政产学研各界精英就中国与全球化发展展开深入交流

讨论。其间，CCG 于 11 日下午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

办了 2020 年度主席会。



12

LATEST NEWS AND EVENTS
动态

2020 年 11 月 11 日 -12 日，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

“第六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国内外政产

学研各界精英，知名前政要、驻华使节、国际组织负责人、

多国商会代表和著名学者、知名企业家等，就百年变局下的

全球化发展以及中国在全球化新进程中遇到的新机遇与新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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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余位驻

华大使、40 余国驻华使馆官员、中国跨国商会负责人、跨国

公司负责人、国际主流媒体在华负责人、国际组织在华负责人、

国际在华 NGO 负责人，来自外交部、中联部、国新办、商

务部、科技部、人社部、生态环保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委官员，国内知名企业家、主流媒体负

责人，高校、研究机构、智库界学者专家，CCG 咨询委员

会顾问、主席、理事、专家等 300 余人出席本次论坛。

11 月 13 日， 全

球化智库（CCG）与

南南国际教育智库

研究院联合在京发

布《中国国际学校蓝

皮书 2020》。

报 告 从 全 球 化

的视角论述了国际

学校的产生和发展，

直面中国国际学校

的身份和地位危机，

对其进行“再”定义；

从 政 策 环 境、 发 展

规 模、 教 学 资 源 和

生源基础四个方面，

阐述和分析中国国

际学校的发展状况；

并依据中国国际学校当下的身份、地位危机及其发展现状，

对中国国际学校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议。

11 日

11 月

13日

11 月

2020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成功举办  
CCG holds the 6th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Forum 2020

CCG 发布《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 2020》
CCG releases the Report on 2020 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s 

2020 年 11 月 11 日至 13 日，第三届巴黎和平论坛在法

国巴黎举行。由全球化智库（CCG）倡议的国际人才组织联

合 会（Alliance of Global Talent Organizations, AGTO）

在本届论坛上举行了成立仪式，并就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未

来将如何推动全球人才流动治理创新进行了研讨。

11 日

11 月

11 日

11 月

CCG 秘书长苗绿出席巴黎和平论坛 
CCG secretary-general participates in the Paris 
Peace Forum

“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 (AGTO)” 在第三
届巴黎和平论坛上发起成立  
Alliance of Global Talent Organizations (AGTO) 
was launched at the 3rd Paris Peace Forum

2020 年 11 月 11 日至 13 日，第三届巴黎和平论坛在

法国巴黎举行。CCG 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应邀参会并参

加“面向数据经济的新治理框架”环节的讨论，就中国的

数据所有、使用和保护规则进行讨论。欧盟内部市场专员

Thierry Breton，Mastercard 全球 CEO、国际商会主席

Ajay Banga，TMT、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全球 Co-head 

Filip van Elsen， 法 国 国 民 互 助 信 贷 银 行 CEO Nicolas 

Théry 参与讨论。本场讨论由纽约时报欧洲版首席外交记

者 Steven Erlanger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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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13 日， 由 美 国 宾 夕 法 尼 亚 大 学 智 库

研 究 中 心（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TTCSP）和布鲁金斯学会主办的 2020 年虚拟全球智库峰

会在线上举行。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全球智库界领袖及负责人

共同探讨区域性政策挑战，尤其是在新冠肺炎危机下的挑战。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博士作为唯一的中国智库

代表受邀参加峰会并参与议题一的讨论。

13日

11 月 CCG 作为唯一中国智库受邀参加 2020 年
全球智库峰会
CCG engages in the 2020 Global Think Tank 
Summit as the only Chinese think tank that 
was invited  

2020 年 11 月 17 日，以“东西方科技对话”为主题的

全球第一大商业及财经新闻网络 CNBC 一年一度的科技盛

会——“全球科技大会”在广州开幕。全球化智库 (CCG)

理事长应邀参加大会，并就数字经济对世界未来影响等话题

发表看法。

17 日

11 月 CCG 理事长应邀参加 CNBC 全球科技大会
CCG president participates in the East Tech 
West conference held by CNBC

2020 年 11 月 18 日，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

凯应邀参加于中山举办的“2020中山市互联网应用创新大会”，

并以“数字未来，未来已来”发表演讲。高志凯博士提出，“数

字人”、“数字人的数字器官”、“工造智慧”（AI)、“智

人与新人”（Homo Sapiens and Homo Novo) 等概念，并

强调了汉字在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未来过程中的重大作用。

18日

11 月 CCG 副主任高志凯应邀参加“2020 中
山市互联网应用创新大会”  
Victor Gao, CCG vice president, participates 
in the 2020 Zhongshan Internet Application 
Innovation Association

2020 年 11 月 19 日，CCG 举办以“加强公共卫生治理、

提升全民健康素养”为主题的研讨会，公共卫生政策、公共

卫生治理、社会经济、医疗等领域的专家一同展开圆桌研讨。

19日

11 月 CCG 举办“加强公共卫生治理，提升全
民健康素养” 研讨会
CCG holds the forum on 'Strengthening 
governance on public health and improving 
the health awareness of the people'

2020 年 11 月 19 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展研

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届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与服务（成都）会议

在成都举办。会议以“新发展格局下技术性贸易措施发展、挑

战及机遇”为主题，围绕新发展格局下技术性贸易措施挑战及

机遇，研讨当前形势下技术性贸易措施现状及发展趋势等内容。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言。

2020 年 11 月 19 日， 阿 联 酋 驻 华 大 使 阿 里· 扎 希

里 (H.E.Dr. Ali Obaid Al Dhaheri) 一行访问全球化智库

（CCG）北京总部，并与 CCG 理事长王辉耀、秘书长苗绿、

副主任 David Blair、副主任刘宏展开交流。

19日

11 月

19日

11 月

CCG 理事长王辉耀出席第三届技术性贸
易措施研究与服务（成都）会议 
CCG president takes part in the 3rd Research 
on Technical Trade Measures and Service 
Conference in Chengdu

阿联酋驻华大使一行访问 CCG
United Arab Emirates Ambassador to China 
visits C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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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0 日，2020 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

（广州）在广州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

坤明在京通过视频连线出席开幕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

发表演讲。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凯应邀参加会议，

主持了“粤港澳大湾区及其金融开放”分论坛。

20日

11 月 CCG 副主任高志凯应邀参加 2020 年“读
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
Victor Gao, CCG vice president, participates 
in the ‘Understanding Guangzhou China 
Conference 2020’

2020 年 11 月 20 日，北京市人才局副局长刘敏华一行

访问全球化智库（CCG）北京总部，并与 CCG 主任王辉耀、

秘书长苗绿等 CCG 专家学者展开交流。

2020 年 11 月 24 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

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联合主办的第五

2020 年 11 月 26 日，由西北工业大学主办的 2020 年

一流人才培养校企合作论坛召开。全球化智库（CCG）人

才研究总监李庆就《中国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研究与展望》

做了演讲，结合数据展示了“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发展路径

选择，分析了毕业生国内外深造与单位就业的不同能力维度

需求，并结合新冠肺炎疫情下的行业升级，从学生、高校等

角度提出了促进高等教育与职业培养发展的建议。

25日

11 月

20日

11 月

24日

11 月

26日

11 月

CCG 主任王辉耀应邀出席第十二届中国
对外投资合作洽谈会
CCG president engages in the 12th China 
Overseas Investment Fair北京市人才局副局长一行访问 CCG  

Liu Minhua, deputy bureau director-general 
of the Beijing Talent Bureau visits CCG

第五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举办
CCG holds the Fifth Global Think Tank 
Innovation Forum 2020

CCG 人才研究总监李庆参加 2020 年一
流人才培养校企合作论坛并发表演讲
Li Qing, CCG’s Director of Global Migration 
Research, gives a speech on Chinese Graduate 
Career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at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2020 年 11 月 25 日，以“探索国际产融结合新模式推

动智能化赋能传统产业”为主题的第十二届中国对外投资合

作洽谈会 - 探索后疫情时代新基础设施建设国际合作论坛

在北京举行。论坛由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主办。全球化智

库（CCG）主任王辉耀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了主题为“‘一

带一路’倡议的多边合作机制与新基建的国际合作”的发言。

届中国智库创新年会在北京举办。论坛旨在持续捕捉全球局

势变化的最新动态、解决全球智库发展的迫切问题、寻找智

库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模式，为中国和国际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提出智库方案。此次论坛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来

自多国的智库负责人和资深专家在论坛上研讨，二百余位智

库界人士通过线上线下参与了本次论坛，来自全球的 260

万观众观看了论坛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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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8 日，全球化智库（CCG）举办大使圆

桌会议，会议以“十四五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为主题，对

“十四五”规划中的国际合作新机遇、如何加强中国与非洲

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合作等进行解读。CCG 主任

王辉耀、非洲联盟驻中国代表拉赫玛特·奥斯曼大使，喀麦

隆驻中国大使、非洲驻华使团团长马丁·姆帕纳大使致开幕

词，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

总裁朱民介绍了中国“十四五”规划。六十余国大使、公使、

参赞等驻华使馆代表就实践中的多边经济合作，跨境贸易和

自由贸易区的前景等进行了分享与探讨。

2020 年 11 月 27 日， 芬 兰 驻 华 大 使 肃 海 岚（H.E. 

Jarno Syrjälä）， 芬 兰 驻 华 大 使 馆 政 治 处 参 赞 Tapio 

Rantanen，爱沙尼亚驻华大使 H.E. Andres Unga，爱沙尼

亚驻华大使馆副馆长、公使衔参赞 Tiia Miller 一行访问全球

化智库（CCG）北京总部，与 CCG 主任王辉耀，CCG 副

主任、高级研究员刘宏，CCG 副秘书长唐蓓洁和 CCG 副

秘书长刘宇了进行了交流。

2020 年 12 月 8 日，由金融时报主办的“2020 年数

字 金 融 商 业 秘 密 峰 会（Digital Financial Trade Secrets 

Summit 2020）”在线上举办。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王辉耀应邀与美国前贸易副代表、前 TPP 谈判首席代表、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副主任 Wendy Cutler，美

国商会执行副

会 长 Myron 

Brilliant 参 加

“美国和中国：

永 久 的 经 济

‘ 脱 钩’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吗？

（ T h e  U . S . 

and China: Is 

a Permanent 

Economic Decoupling Inevitable?）”研讨。该讨论由金

融时报世界贸易编辑 James Politi 主持。

8 日

12 月

27日

11 月

8 日

12 月

六 十 国 代 表 出 席 CCG 大 使 圆 桌 讨 论
“十四五”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Diplomats from 60 countries join CCG 
Ambassadors Roundtable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Period of China’s 14th Five-year Plan’

芬兰驻华大使和爱沙尼亚驻华大使一行访
问 CCG  
Delegations of Ambassador of Finland and 
Ambassador of Estonia to China visit CCG

CCG 主任应邀参加 2020 年数字金融商
业秘密峰会 与美国前贸易副代表、前 TPP
谈判首席代表等对话
CCG president participates in the Digital 
Financial Trade Secrets Summit 2020

2020 年 11 月 27 日， 世 界 资 源 研 究 所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方莉和联合国前

副秘书长 Erik Solheim 一行访问全球化智库（CCG）北京

总部，与 CCG 主任王辉耀，CCG 副主任兼高级经济学家

David Blair 和 CCG 副秘书长兼理事与活动部总监张伟进

行了交流。就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绿色供应链、推动中

国 2060 碳中和的实现进行了探讨。

27日

11 月 世界资源研究所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方莉和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 Erik Solheim
一行访问 CCG
Fang Li, chief representative of World 
Recourses Institute and H.E. Erik Solheim, 
former under-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visit C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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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4 日，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刘宏应邀出

席宁波诺丁汉大学全球导师项目线上会议，与来自四个不同

国家的导师就该项目展开交流研讨。

2020 年 12 月 15 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与当代

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共同发起的“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

在京举办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全球化智库（CCG）

理事长王辉耀博士致欢迎辞，CCG 联合创始人、秘书长

苗绿博士对项目进行详细介绍。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郭

卫民，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

代表欧敏行（Marielza Oliveira），欧盟驻华大使郁白

（H.E. Nicolas Chapuis），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民（H.E. 

Dominic Barton），哥伦比亚驻华大使路易斯·蒙萨尔韦

14日

12 月

15日

12 月

CCG 副主任刘宏应邀出席宁波诺丁汉大
学全球导师项目线上会议
Mike Liu, CCG vice president, takes part in 
the Global Mentorship Programme of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

“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在京启动 为全
球治理贡献青年力量
CCG hosts the Global Young Leaders Dialogue 
(GYLD) Program Launch

12 月 12 日，《中国

国际移民报告 2020》（以

下简称“报告”）在第五

届国际移民研究高峰论坛

发布。报告由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出版，全球化智

库（CCG） 和 西 南 财 经

大学发展研究院共同研究

编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副总编蔡继辉出席论坛

并作会议发言。《中国国

际移民报告 2020》以多元视角，对国际人口迁移现状与趋

势、世界主要移民目的国移民政策趋向，并展望了后疫情时

代的世界移民发展。

12 日

12 月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 2020》蓝皮书发布
CCG publishes the Annual Report on Chines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20

(H.E. Luis Diego Monsalve)，埃及驻华大使穆罕默德·巴

德里（H.E. Mohamed Abd El-Sattar Elbadri），清华

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副院长潘庆中出席了启动仪式并发表

寄语。多位国际前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国际知名学者

视频寄语。

2020 年 12 月 16 日 -18 日， 全 球 化 智 库（CCG）

与凤凰卫视联合在京举办“与世界对话—太平洋未来论坛

2020”。本届论坛主题为“理性与合作”，来自全球的知

名政经产学界人士，深入探讨大国关系和国际秩序。CCG

主任王辉耀，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中国

美国商会主席葛国瑞致开幕致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

行长兼董事会秘书艾德明，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

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中国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

学专家吴尊友发表主旨演讲。

16日

12 月 CCG 与凤凰卫视联合举办太平洋未来论
坛 2020
CCG co-hosts the Trans-Pacific Future Forum 
2020 with Phoenix Tel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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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16 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

的“国际青年领袖减贫创新交流分论坛”在线上举行。全

球资深意见领袖和全球各界青年领袖代表围绕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的第一项目标——减贫展开对话，探讨如何

加强全球青年合作，运用前沿科技和新型商业模式助力减

贫。圆桌研讨 1 的主题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青年合作——

从减贫到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其它目标”，该研讨由

CCG 副主任、秘书长苗绿主持。圆桌研讨 2 的主题为“应

对全球性挑战中的青年创新”，由“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教授、

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AGTO）副总干事盖铭远（Martin 

Geiger）”主持。这是“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启动后的首

次线上研讨。

16日

12 月 “国际青年领袖减贫创新交流分论坛”举行
CCG hosts GYLD forum on Poverty Reduction

2020 年 12 月 18 日，全球化智库（CCG）与“中国桥”

协会联合举办中德经济关系线上研讨会。这次研讨会以“中

德经济关系展望”为主题，聚焦中德经济关系未来，关注

人工智能和供应链发展，讨论如何探索新机遇和平衡利益。

CCG 多位顾问、专家学者、副主席，企业界代表等与来

自德国的前政要、智库及国际组织负责人、商界人士等展

开对话。

18日

12 月 CCG 中德经济关系线上研讨会举办
CCG holds webinar on China-Germany 
economic relations 

2020 年 12 月 18 日，“2020 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

50 人”推荐榜单在教育部、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

谊会）、广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0 中国海外人才

交流大会暨第 22 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上发布。

傅晓田、金立群、柳青、毛文超、薛澜、钟南山、周琪、张

文宏、张亚勤等入选。

18日

12 月 “2020 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 50 人”
榜单在海交会发布
"50 Western Returned Chinese Scholars 2020" 
released at the Convention of Exchange of 
Overseas Talents 

2020 年 12 月 19 日，由南京大学、光明日报社主办

的“2020 新型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传播论坛”在江苏南

京举行。论坛发布了 CTTI 智库报告、CTTI 来源智库增补

名单、CTTI 来源智库年度精品与优秀成果。由全球化智库

（CCG）研究编写的《CPTPP 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报

告获得”2020 年 CTTI 来源智库年度精品成果”。

19日

12 月 全球化智库 CPTPP 报告入选 CTTI 来源
智库年度精品成果
CCG’s CPTPP and China’s IPR selected into the 
annual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list of China 
Think Tank Index (C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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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21 日，以“从后疫情新经济中衔接商业，

促进共同繁荣和永续发展”为主题的 2020 世界华人经济峰

会（WCES）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全球化智库（CCG）

主任王辉耀在线上参加本次峰会，在主题为“处于颠覆时代

的中国与全球化”会议上发言。该会议由澳大利亚全球基金会

秘书长史蒂夫·霍华德主持。中国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行

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博士，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行长兼

秘书长艾德明爵士，中国丝路集团董事长兼丝路国际公益基金

会会长闫立金博士，中国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博士，中国

东盟商务协会总会长兼发林集团（马）有限公司董事长丹斯里

林玉唐，澳大利亚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会长伊安·布查南，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兼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金

刻羽教授，中国高风咨询公司董事长谢祖墀博士同场发言。

2020 年 12 月 19 日，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刘

宏应邀参加中关村发展集团“十四五”发展规划专家研讨会，

并与中关村集团高层代表以及来自政府部门、研究机构、跨

国企业界代表围绕研讨主题展开交流。

21 日

12 月

19日

12 月

CCG 主任在“世界华人经济峰会”发言
CCG holds webinar on China-Germany 
economic relations 

CCG 副主任刘宏应邀出席中关村发展集团
“十四五”发展规划专家研讨会
Mike Liu, CCG vice president, attends expert 
seminar on the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organized by 
Zhongguancun Development Group

2020 年 12 月 22 日，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

举办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第十三届理事会第四次

22日

12 月 CCG 主任当选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
委员会理事
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for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elects CCG president 
as a council member

2020 年 12 月 22 日，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

部举办“CCG 构建零碳社会”座谈会，来自政府部门、国

际组织、研究机构、高校的专家学者与企业界代表从国际气

候治理合作、中国“十四五”规划能源新布局、社会各主体

责任等不同角度就如何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构建零碳社会

展开研讨。

12 月 25 日上午，2020 江苏创业孵化发展峰会暨第六

届荣耀金鸡湖科创大会在金鸡湖畔举行，苏州工业园区党工

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倪乾等出席活动。全球化智库（CCG）

副主任高志凯应邀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22日

12 月

25日

12 月

CCG 举办“构建零碳社会”座谈会
CCG hosts forum on building a zero-carbon 
society

CCG 副主任高志凯应邀参加 2020 江苏创
业孵化发展峰会
Victor Gao, CCG vice president, participates 
in the 2020 Jiangsu Venture Incubation 
Development Summit

会议暨“疫后亚太合作的机遇与挑战”研讨会。全球化智库

（CCG）主任王辉耀出席研讨，并受聘为“中国太平洋经

济合作全国委员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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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CCG 企业理事、中国出行消费品领域领先企

业开润股份，在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吴圩镇正式宣布，与

定远县政府共同捐赠首批 6 间用于素养教育的“梦想中心”，

帮助偏远乡村孩子实现教育梦想。本次捐赠的“梦想中心”

分别位于定远县藕塘小学、胜利学校、连江学校、桑涧小学、

实验小学和吴圩小学，由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提供课

程、教师培训、在地在线支持的为期五年服务。

此次，开润股份主动联结集团资源和当地资源，与真

爱梦想多方共同打造出适合滁州儿童的素养教育课程，合

力推动当地教育的全面发展。首次梦想课程培训主要针对

35 岁以下的当地教师，除两位音乐老师以外，其他全部是

语数外的骨干老师，在为期一天半的培训中，老师们深入

地体验了梦想课程的实质，被创新的授课方式和教育理念

所打动，纷纷表示将与梦想培训团队保持联系，融会贯通

完整的梦想课程体系，在教学中加强学生以合作、体验、

探究、表达为基本的学习方式，促进探索美好宽阔的未来

生活。

开润股份“梦想中心”正式启航

2020 年 12 月 14 日， 由《 经 济 观 察 报 》 主 办 的

2019-2020 年度中国最受尊敬企业年会在北京举行。会上，

高通无线通信技术（中国）有限公司（Qualcomm）被评

为“2019-2020 年度受尊敬企业”，这也是自 2016 年以

来高通连续第五年获得这一殊荣。

高通连续五年获颁“受尊敬企业”奖 
携手中国伙伴加速 5G 扩展

近日，2020 年度暨第 19 届“IT 影响中国”年度评

选结果揭晓，CCG 企业理事、在线青少儿英语教育平台

VIPKID 凭借高质量产品、良好的口碑及持续的行业影响

力，荣获 “2020 年度用户选择奖”。

作为科技行业的年度影响力评选，“IT 影响中国”评

选活动深入挖掘行业创新价值、倾听消费者心声、聚合业

内最强资源，邀请行业泰斗和业界精英评选表彰优秀、创

新的科技产品、品牌和行业数字化转型最佳实践，孕育创

新的商业模式，共同畅想智能时代的美好未来。荣获该奖

项是对 VIPKID 在 2020 年度的优异表现的肯定。2020

年以来，各行各业都经历了新冠疫情的侵袭，教育行业

亦是如此。VIPKID 的线上英语培训课程，为孩子们居家

学习提供了平台，“在线教育”将越来越成为常态化。

VIPKID 的优质外教资源、国际化教材、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的应用以及 1 对 1 个性化教学赢得了家长和孩子的认可。

疫情之下，VIPKID 推出了“春苗计划”：为全国延迟开

学的孩子们免费提供春季在线课程，总量达 150 万份，湖

北地区和医务人员子女优先；同时，还为全国各地学校以

及机构免费开放在线直播教学平台和技术，让教师足不出

户即可教学。

2020 年度“IT 影响中国”评选揭晓：
VIPKID 荣获用户选择奖

据主办方介绍，本年度“中国受尊敬企业”评选采用“专

家提名 + 数据分析 + 终审投票”机制，由百人评委专家

库进行“受尊敬企业”提名，并通过大数据合作伙伴数据

进行综合考量，排名前 100 的企业通过经济观察报微博、

微信、版面等渠道进行发布入围名单，终审由学术专业评

审选举出“2019-2020 年度受尊敬企业及人物”。主办

方认为 , 高通是全球领先的无线科技创新者，也是 5G 研

发、商用与实现规模化的推动力量。在移动互联网革命浪

潮之中，高通公司持续的本土化努力，支持中国合作伙伴

的产品技术创新和海外业务拓展，进一步升华“植根中国”

的长期承诺，将发明成果与整个移动行业伙伴广泛分享。

此外， 高通公司还将环境、社会及公司管理等问题纳入

商业决策，以创新力量让世界更加便捷美好。同时，高通

公司中国区董事长孟樸也被评为“2019-2020 年度商业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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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22 日，中国光彩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

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民营经济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京

召开。CCG 资深副主席，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获“全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民营经济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爆发，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

福耀集团董事长、河仁慈善基金会创始人曹德旺持续关注

疫情进展，于春节期间第一时间通过河仁慈善基金会向湖

北、福建两省捐款 1 亿元；2 月 20 日，再捐 4000 万元，

助力福州市抗击疫情和小微企业渡过难关。与此同时，福

耀集团成立防疫指挥部，曹德旺亲自部署全球 50 多家子

公司的防疫工作。2020 年，曹德旺总捐赠额达 15.5 亿，

为历年之最。截至目前，累计捐赠超过 160 亿元。对于公

益慈善，曹德旺始终认为：发展自我的同时必须兼善天下，

奉行“敬天爱人”，遵循中国传统商道“义利兼济”的文

化，终极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和谐；同时，慈善不分大小，

力所能及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甚至一份微笑和鼓励，也

是慈善，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其中。

曹德旺董事长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民营经济先进个人”

2021 年 1 月 22 日，中国光彩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

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民营经济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京

召开。CCG 资深副主席，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获“全

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民营经济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19 年，新希望投入扶贫资金约 26 亿元，帮助 2.09

万人增收、3300 人脱贫，新发展产业脱贫项目 44 个。

2020 年，公司又投入扶贫资金 9.7 亿元。截至目前，新

希望产业扶贫项目已累计超过 100 个，其中大部分是生猪

养殖产业扶贫项目。

在新冠疫情期间，新希望集团在刘永好董事长领导下

迅速行动、广泛动员投入到疫情防控中。除了第一时间派

员参建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外，新希望体系内各公司

也加大生产，保障民生供给，并通过绿领公益慈善基金向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捐赠价值 1500 万元防疫物资和 1500

万元现金，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面向农村和医护人员的“三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获评抗击疫情
民营经济先进个人

2021 年 1 月 22 日，中国光彩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

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民营经济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京

召开。CCG 常务理事，大禹节水集团董事长王浩宇获“全

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民营经济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去年疫情爆发，王浩宇董事长第一时间积极调动各方

资源，发挥自身优势，联合海外华侨、各界爱国人士、各

大高校留学生、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以及多家爱国组织购

置各类防疫物资，并克服收购海外医疗物资政策保护的影

响，亲自指挥海外采购物资，督促货物押运。公司向全国

各省、市、自治区捐赠口罩以及防护服、测温枪、酒精等

防疫物资价值一千多万元。同时，公司经营管理层研究制

定防疫措施和部署生产经营，积极应对各种情况，坚持将

疫情防控作为复工复产的前提条件，全面打响疫情防控阻

击战和春播在即复工复产两不误。

大禹节水集团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积极响应全国

工商联“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主动参与甘肃、天

津等地方“千企帮千村”和 “百企帮百村”脱贫攻坚行动，

自觉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大力支持公益事业。多年来，大

禹节水集团通过多种形式，共向社会捐助物资达 2000 多

万元，广受社会赞誉。

大禹节水集团董事长王浩宇荣获“全国
抗疫民营经济先进个人”称号

农防疫救助及医护关爱专项基金”。其中 200 万元用于定

向奖励在疫情期间作出突出贡献的 400 名益农信息社信息

员，形成了“助力抗疫”专项奖，并于 2020 年 11 月 28

日在第十八届农交会上进行了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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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23 日，CCG 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新经济大会演讲中表示，衡量经

济发展质量的标准就是这两个，民生和公平。这也是我国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大

背景，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初心。龙永图表示，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衡量一个地区、

行业或国家经济发展的高质量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经济发展以后老百姓是不是得到实惠，第二

是经济发展以后贫富悬殊是否进一步缩小，地区差距是否缩小，这就是公正。也就是说，衡量经

济发展质量的标准就是这两个，民生和公平。他表示，近年来中央花了大力气抓精准扶贫，这是

一切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就是要确保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是更加公平，也是经济发展的初心。

龙永图

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标准就是民生和公平

 2020 年 11 月 18 日，在第二十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CCG 资深副主席、新希望董事长

刘永好认为，近两年数字化新经济呈现出流量见顶的瓶颈期，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再造方兴未

艾。近十年，中国企业逐渐被分化为传统企业和新经济企业，面对数字化席卷的浪潮，不少传统企

业略显不适，并且无论从利润还是市值的规模，都被互联网巨头超越，传统企业颇为焦虑。“传统

产业有足够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刘永好总结，主要有三点：第一，传统产业多数是实体经济，

在 GDP 中的比重，在解决就业、 增加税收等方方面面占有主导地位，是中国经济的脊梁，是当前

经 济的核心和价值所在。第二，传统产业有很长时间的积累，有生产场景、有机器设备，护城河很

深，互联网企业想要深切进来很难。第三，传统产业生产的是国计民生的必需品。“目前市场有一

个基本共识是：下一波经济发展热潮将建立在 14 亿人的大消费基础上的。”他说道。刘永好强调，

数字时代需要新的新商业文明，无论传统产业，还是互联网企业，“都要从关注销量或者关注流量，

回归到关注人、关注客户、关注消费者，关注全社会的效益。”

刘永好

14 亿人的大消费将推动下一波经济热潮

 2020 年 12 月 8 日，在 WISE2020 新经济之王大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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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了《新经济竞争中的国家人口因素》主旨演讲，并表示：得

益于中国的人口规模效应，让企业拥有大量用户参与创造，为企业孕育发展的土壤，让经济创新活

力长久不衰。疫情下的国境壁垒，更加凸显一个国家人口规模对本土企业的至关重要性。

 梁建章认为，在新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人口条件能够形成人口规模效应，应该具备三个条件：

1. 产业自身应该具有规模效应，能够覆盖足够多的人群；2：企业用户需要参与创新，如果用户不

参与创新，则难以形成良好的反馈机制；3：本地化需要一定的时间，足以让本土新兴企业扩张，

提高外国大公司“降维打击”的门槛。梁建章表示。数据显示，中国 25-44 岁人口数量自 2015 年

开始持续下滑；对比中美 25-44 岁有大学学历以上年轻人口的比例中，中国将在 2028 年超过美国，

并在 2044 年达到顶峰；随后，中国的大学生人口将进入下降快车道，预计将在本世纪末开始再次

低于美国。因此，在这场中美科技竞赛中，梁建章认为，“美国需要更多移民，中国需要更多孩子 ,

才能使得我们的经济创新活力长久不衰”。

梁建章

新经济竞争中，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保持人口的持续增长？

CCG 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 , 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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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G 资深副主席，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22

COUNCIL MEMBER VIEWS
理事观点

 2020 年 12 月 9 日 -10 日，新浪财经 2020 年会暨第 13 届金麒麟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期间，
CCG 副主席、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蒋锡培进行了发言。

 蒋锡培表示，我国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
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
条件。蒋锡培认为，“十四五”社会经济发展六大目标也是非常明确，这就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就，改
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
治理效能得到新的提升。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摆在面前，这确实也是历史性的机遇。“当然现实的机
遇是，新型基础设施将推动社会进入一个全面感知、可靠传输、智能处理、精准决策的万物智联时代，
为城市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抢占区域竞争高点注入了新动力。新基建是城市创新的新起点。”蒋锡培说。

 2020 年 11 月 19 日，2020 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 工商领导人对话会在线上召开，在随后召开
的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上，CCG 常务理事、滴滴出行总裁柳青在专题讨论中表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
外市场，企业都要立足民生去创新，不断发现和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

 柳青提到，出行是带动消费和内需的轮子。作为服务企业，要抓住发展机遇，回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用放大镜去发现用户的需求作为创新的起点。柳青表示，亚太命运共同体和国际合作共赢的
精神，让年轻科技企业很受鼓舞。“中国这个超大经济体，让企业锻炼出很多本领，是可以到海外市
场帮到当地的。如今滴滴在主要拉美市场份额已经接近 50%，真真切切说明了这一点。”提到怎样把
中国经验带到海外，柳青说，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立足民生去创新，不断去发现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
道理都是一样的。疫情再次提醒年轻企业，要直面巨大的不确定性，建设抗压抗风险能力，穿越周期，
让自己的组织越来越坚韧。

 2020 年 12 月 4 日 -5 日， 2020 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在海南省博鳌举行。会上，CCG 常务理事、爱

康集团董事长兼 CEO 张黎刚分享了爱康作为一家医疗机构，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拥有哪些应用可

以推动中国医疗服务变革。“个性化、数字化、精准化是健康管理的大势所趋。”张黎刚说，人工智能

在中国拥有广阔的应用市场，中国人工智能技术水平领先。在他看来，人工智能可以复制专家经验，一

方面在医疗资源不足的机构应用价值巨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边远地区获得专家级的诊断服务。张黎刚

提醒说，家庭健康管理第一关键要点是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其次要定期体检，进行专项检测。另外，

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后，大家对疫苗的关注度提升。据张黎刚介绍，爱康提供体检服务有 3 个品牌，爱康

国宾、爱康君安、爱康卓越，其中爱康君安是顶级投入的体检中心。此外，爱康不只提供体检，还提供

疫苗服务、接种服务、抗衰老服务以及防癌筛查服务等。“新的科技怎样改变商业合作模式，爱康愿意

与更多合作伙伴合作，帮助客户更早发现疾病疑患，找到解决方案。”张黎刚说。

蒋锡培

柳 青

张黎刚

新基建是城市创新的新起点

出行是带动消费和内需的轮子

个性化、数字化、精准化是健康管理的大势所趋

 2020 年 12 月 7 日， “2020（第十九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在北京举行，CCG 资深副主席、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获得“2020 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领袖”奖项。

 沈南鹏表示，面对未来有很多不确定性，但还是回到初心吧，做最真实的自己，知行合一，能够面
对自己的失败，也面对自己的缺点，不断地提升自己。说到底，投资这个行业理论很多、道理很多，但
是说到底怎么实践，怎么能够真正在投资的过程当中把握每一个细节，恐怕是最重要的。人都可能会偷懒，
人也可能会寻找短途或者是有一些惯性思维，这都需要作为一个好的投资人能够认清自己，做到言行一
致，诚实对待自己，对待你的企业家、对待周边每一位帮助企业家成长的人。沈南鹏谈到：“过去的十
多年里面，我们可能是说在积极地参与这些年轻创业者的创业，能够培养和扶植企业家成长。但我感觉
越来越重要的恐怕今天我们要自己去组局，自己去主动地跳到这个创新企业的孵化当中去，把很多的技
术能够转换成真正的社会有用的产品和服务。这样的投资人，我认为是真正具有伟大社会意义的投资人。”

沈南鹏
面对未来有很多不确定性 要做最真实的自己知行合一

CCG 资深副主席，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 ,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CCG 常务理事，滴滴出行总裁

CCG 常务理事，爱康集团创始人 , 董事长兼 CEO

CCG 副主席，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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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入成员

DXC 科技大中华地区原总裁刘宏、哈佛大学原研究员 David Blair
全职加入全球化智库（CCG）

近日，美资 DXC 科技有限公司原大中华地区总裁刘宏加入全球化智库（CCG），担任

CCG 副主任、高级研究员；《中国日报》资深专栏作家 David Blair 加入全球化智库（CCG），

担任 CCG 副主任兼高级经济学家。

刘宏曾在中国惠普，Infosys，DXC 科技任职。David Blair 先生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

国防大学艾森豪威尔学院任职经济学系主任，并在里根政府时期担任总统长期一体化战略委员

会的研究协调员。他们的加入进一步加强了 CCG 国际化团队的力量。

刘宏于上世纪 80 年代就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取得本科工学士学位；90 年代

中期就读美国迈阿密大学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17 年在加州硅谷完成美国斯坦

福大学商学院企业高管赋能培训。刘宏 1986 年加入中国惠普，在国内外知名信息服务企业工

作 30 余年。工作地点覆盖中国、美国及新加坡，业务曾覆盖北美、亚太、欧洲及印度等 23

个国家及地区。

2013 年至 2018 年，刘宏担任 Infosys 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地区总裁，负责公司数字化

业务转型及本地化战略的落地推动，在大中国区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实现其中国战略与中国企业

国际化战略的全球拓展提供一流的业务咨询及 IT 服务。期间，刘宏作为国际企业家上海市长

咨询会信息技术高科技成员单位，积极为上海城市的发展建言建策。

刘宏也积极参与学术与社会活动。他于 2008 年加入北京九三学社，2010 年当选上海市

归国华侨联合会第十届、第十一届及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现任上海市浦东侨联副主席，上海

市侨联青年委员会顾问。获得 2016 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百人会理事，2017 中国软件外包

行业十大人物，2020 年上海市侨界杰出人物提名奖。此外，他还长期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宁

波分校国际导师项目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工程硕士企业导师，全球妇女联盟领导力钻

石导师。受邀参加 2017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大连），2017 年厦门金砖国家商业领袖高峰论坛，

2019 年青岛跨国企业高峰论坛。

David Blair 是一位经济学家和作家，在银行和金融、宏观经济、技术创新和公共卫生等

领域有着深厚研究。自 2016 年起，他担任《中国日报》资深商业专栏作家，撰写关于经济问

题的深度封面文章和商业评论，在该报发表 250 多篇文章，其中很多都是头版文章。

他拥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科学与国际事务中

心的麦克阿瑟研究员。在里根政府的最后一年，他担任总统长期一体化战略委员会的研究协调

员。他曾在过去的 17 年中，在华盛顿特区的国防大学艾森豪威尔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和经济

学系主任，这是一个为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约 40 个国家和选定的大公司开设的行政管理课程，

他还领导了经济学系的大规模扩张和课程的实质性改革。

多年来，他领导了一个研究世界各地金融机构的项目。他有五年的商业咨询经验，并曾在

北京中信证券（Citic Securities）担任一年访问学者，并在许多国家指导过项目。

刘宏和 David Blair 先生的加入进一步加强了 CCG 国际化团队的力量。CCG 目前拥有全

职智库研究和专业人员百余人，建立了高素质、国际化的管理和研究团队，全职研究人员和专

业工作人员来自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

国内外名校，其中博士占比 37%，双硕士、硕士分别占比 9%、54%，并拥有博士后工作站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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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事介绍

刘卫平，1978 年 10 月出生，湖南省平江县人，河南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卫龙食品董事长。

刘卫平先生于 1999 年创建卫龙食品，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休闲食品

企业，在全国建有多个工业园区和分公司。

卫龙食品坚守“让世界人人爱上中国味”的使命，不懈努力实现“传统美食娱乐化、休闲化、便捷

化、亲民化、数智化，乐活 123 年的生态平台”的美好愿景，以传统美食为载体，将中国博大精深的美

食文化向世界传播，将健康的生活方式向世界分享。卫龙食品希望打造透明、公平、公正的卫龙生态，

与所有合作伙伴共创平台、共筑生态、共同成长、共享成果。

刘卫平

CCG 副主席，卫龙食品董事长

蒋忠远先生是生命科学和数字科技的专家兼创新科技企业家。中学毕业后就读香港理工学院（香港

理工大学前身）的电子工程系；之后进入大学主修生命科技领域。

2014 年，蒋忠远成立数字科技公司 IHDpay Group/ 康付保集团以提供安全和高效的数字健康科

技服务平台，致力于在数字化的世界对医疗服务可以更方便、精准和高效率。2016 年，他被委任为香

港分子与细胞医学研究所所长。2018 年被香港金融安全发展联盟委任为技术委员会首席顾问，该组织

为非政府非牟利国际组织，旨在协助制定数字认证标准及推进有效执法、监管和操作措施，以对抗国际

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威胁，保障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9 年，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UNSDG)#3

框架下与世卫组织（WHO）、一般资料保护规范 (GDPR) 办公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进行

合作被委任为 < 数字健康全球行动基金 > 的联席主席。

蒋忠远

CCG 常务理事，康付保集团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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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 是驰名世界的汽车企业，也被认为是高档汽车生产业的先导。公司创建于 1916 年，总部设

在慕尼黑。100 多年来，最初的一家飞机引擎生产厂发展成为在今天全世界范围内成功的汽车及摩托车

生产商。 2009 年，BMW 将“Joy”推向前台，直接与消费者进行更为感性的沟通，其中文确定为“BMW

之悦”。“BMW 之悦”是全球统一品牌诉求“Joy”的丰富内涵在中国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提炼。“BMW

之悦”涵盖了身心感受之悦，成就梦想之悦，责任和分享之悦多个层次的情感。

CCG 企业理事

宝马集团

姚女士在国际知名车企从业 20 余年，并在政府事务、汽车行业政策领域拥有丰富工作经验。
自 2014 年加入宝马集团起，全面负责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政府及对外事务。

工作经历：

2014- 至今 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政府事务副总裁

2004-2014 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公共政策及政府事务总监

1997-200 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技术合作、规划与传播高级经理

1994-1997 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学术合作高级专家

教育经历 :

1997-2000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硕士

1990-1994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与跨文化传播专业法学学士

姚晓蓉

CCG 常务理事，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政府和
涉外事务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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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11 日 -12 日，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北京举行，来

自国内外政产学研各界精英，知名前政要、驻华使节、国际组织负责人、多国商会代表和著名学者、知名企

业家等，就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发展以及中国在全球化新进程中遇到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深入研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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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余位驻华大使、

40 余国驻华使馆官员、中国跨国商会负责人、跨国公司负责人、国际主流媒体在华负责人、国际组织在华负

责人、国际在华 NGO 负责人，来自外交部、中联部、国新办、商务部、科技部、人社部、生态环保部、中

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委官员，国内知名企业家、主流媒体负责人，高校、研究机构、

智库界学者专家，CCG 咨询委员会顾问、主席、理事、专家等 300 余人出席本次论坛。

第六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
成功举办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给世界经济带来

严重冲击，也给全球治理带来严峻考验。中美关系紧张升级，逆全球化浪潮袭来。单边主义

和保护主义严重冲击国际经济秩序，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大幅上升。而这些全球

危机更加凸显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程度，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更加迫切的需求。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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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2 日，九大圆桌研讨会在线下举行，

包括“开幕圆桌：新冠危机下的全球化：发展、

变革、破局”、“大使圆桌：美国大选后的全球

经贸合作去向何处”、“商会 /CEO 圆桌：双循

环经济下：机遇与挑战”、“企业家圆桌：全球

化变局中的中国企业：影响与战略转变”、“NGO

圆桌：挑战与创新：全球化变局中的国际非营利

组织”、“圆桌研讨：展望数字经济的未来十年”、

“智库圆桌：共同塑造 21 世纪：拜登时代的中美

欧选择”、“圆桌研讨：探索国际视野的可持续

发展密码”以及理事专家圆桌。其中 NGO 圆桌

由CCG和亚洲基金会联合主办。资深政策制定者、

驻华使节、国际组织负责人、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

商会负责人和知名企业家等国内外官产学研各界

精英汇聚一堂，凝聚跨界智慧。

论坛期间，CCG 还举办了 2020 年度主席会和理事专家圆

桌，总结 CCG2020 年的工作，并对智库未来建设和发展做出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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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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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上百位来自国内外全

球化领域的政、产、学、研等各界精英与会交流，共同为中国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全球化和参与全球治理建言献策，

为未来新型全球化凝聚社会共识。多位前政要、多国驻华使节、

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国内外著名学者曾出席论坛发表演讲和碰撞

思想。本届论坛由 CCG 主办，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

协办，得到了北京东宇全球化智库基金会，阿登纳基金会，亚

洲基金会，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恒隆地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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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November 11-12, 2020,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held the 6th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Forum 
in Beijing, China. Participants included leaders from business, academia and research, former senior policymakers, 
ambassadors to China, head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presentatives of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noted 
scholars and entrepreneurs from China and abroad. Over the two-day event, they held in-depth discussions on the 
variou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globalization in a period of unprecedented change.

CCG Holds the 6th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Forum

The forum aimed to build consensus 
and put forward joi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China to 
comprehensively deepen its reform 
and opening-up, actively promote 
globalization and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More than 300 experts took 
part, including over 30 ambassadors 
to China and over 40 embassy officials 
based in China; heads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chambers of commerc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Chinese 
international mainstream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officials from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th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the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National Immigration Administration; 

domestic entrepreneurs; scholars and experts from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think tanks; and chairmen, advisors and council members of the CCG Advisory 
Council.

In the US-themed forum titled “What’s Next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Globalization after the 
Election?” renowned scholars and former policymakers from China and the US discussed the 
future of China-US relations, measures to be taken to ease tens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e role of the US administration in global leadership and multilateralism, potential for 
China-US cooperation, and measures China and the US can take to promote trade, normalize 
economic relations, and work together against COVID-19.

In the Europe-themed forum titled “Europe and Globalization after the US Election: The 
New Role to Play?” renowned scholars and former policymakers from home and abroad 
discussed issues including the potential areas for multilateral EU-China cooperation after 
the US election, the vision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MSC) 
on cooperation against COVID-19 and future global security, WTO reform with the new 
Director-General and the new US administration, EU-China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ina’s 
14th Five-Year Plan and its impact on global governance, changes facing the G20, the UK 
and globalization after Brexit, and China-UK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Participants in 
the discussion included world-renowned scholars such as Graham Allison, Douglas Dillon 
Professor of Government of Harvard Kennedy School and coiner of the term “Thucydides’s 
Trap”; John L. Thornton, Chairman Emeritus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Kerry Brown,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Lau China Institute at King’s College, 
London; Thomas Friedman, author of The World Is Flat and columnist of the New York 
Times; Pascal Lamy, former WTO Director-General and chair of Paris Peace Forum; Wolfgang 
Ischinger, chairman of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and former German ambassado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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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frictions between countries. The capability of the UN-centered system, especially 
the WHO, has been questioned and 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find creative 
solutions.

Zhang Yichen, CCG senior vice chairman and founder,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CITIC Capital, said that we need to ensure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and equally 
distributed benefits.

On November 12, nine roundtable seminars were held, including “Main Forum: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in Times of Coronavirus: Trends, Shifts, and Solutions,” 
“Ambassadors’ Roundtable: US Election 2020: A Pivot Moment for the Future of Global 
Trade?” “Chambers/CEO Roundtable: Rising Opportunities or New Challenges in the 
Dual-circular Economy,” “NGOs Roundtable: Chinese and Global NGOs in Changing 
Context: Challenges and Innovations,” “Business Roundtable: Navigating Globalization 
Headwinds: Dilemmas and Responses of Chinese Companies,” “Digital Economy 
Roundtable: The Rise of Digital Economy: Technology and Policy in the Coming 
Decade,” “Think Tanks’ Roundtable: Great Power Politics in the 21st Century: Choices 
fo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under Biden Presidency,” “CSR Roundtable: 
Advancing the SDGs in a Global Context: Business Strategies and Experiences,” and the 
CCG Council Roundtable.

Chen Deming, CCG Honorary Chairman and former Minister of Commerce and 
chairman of China Association of Enterprises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said that China 
has put forward the “dual circulation” strategy. At present, the Chinese economy 
faces some challenges, for example, domestic circul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GDP, but takes up little in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To meet people’s pursuit of a 
better life, China needs to import more products to encourage people’s consumption. 
He sai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reinforce each other, and that more 
international capital and companies will be attracted to China. Also, he noted 
that while the US strategic containment of China continues to escalate, economic 
decoupling is impossible because, first, China will continue reform and opening-up; 
second, other economies will not choose sid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ird, the 
US will also learn some lessons and take different measures.

Wang Huiyao said that the theme of the 6th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Forum is how 
we can better promote sustainable globalization and meet new opportunities and 

11 月 11 日晚，CCG 年度论坛晚宴在北京 JW 万豪酒店举行。

the US, as well as leading Chinese experts 
such as He Yafei, CCG Co-Chair and former 
vice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onnie Chan, CCG co-chair and 
chairman of Hang Lung Properties, and Zhu 
Guangyao, CCG Advisor and former vice-
minister of finance.

Guo Weimin, vice-minis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China 
and head of the China Public Relations 
Association, pointed out in the keynote 
speech tha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global pandemic and economic recession, 
China continues to promote the stability 
and growth of the world economy.

CCG President Wang Huiyao said that 
the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Forum has 
promoted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role 
in it together with thought leaders from 
the fields of policy, industry, academia 
and research from home and abroad. He 
said he is honored that this forum hosted 
by CCG has received the support and 
attention from various communities.

Amakobe Sande, United Nations Resident 
Coordinator a.i. in China, pointed out in 
the keynote speech that the world meets 
the challenges of COVID-19 and anti-
globalization and we need sustainable 
globalization.

H.E. Laurent Bili, Ambassador of France 
to China, said that COVID-19 has ca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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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in the face of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such as COVID-19. He anticipated 
in-depth discussion with a view to forging social consensus and offer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China and the world to promot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propel globalization.

Cui Mingmo, chairman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AFIEC), 
Ministry of Commerce, said that we need to have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Globalization will remain at a low ebb in the future, and the global 
industrial, supply and value chains are undergoing deep change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reg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will usher in more space for development and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for enterprises to “go global.” At presen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th China’s trade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with relevant countries have 
become the highlights of globalization, and provide a new platform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go global”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to develop in China.

The “Main Forum: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in Times of Coronavirus: Trends, Shifts, and 
Solutions” was hel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global pandemic which has deeply struck 
the world economy, and brought huge challenges to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The panelists included Sir Danny Alexander, vice president and corporate secretary of 
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Min. Du Zhanyuan, president of China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Administration (CIPG); Li Xikui,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CPAFFC); Martin Raiser, Country 
director for China and Mongolia, World Bank; Tim Stratford, former assistant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for China Affairs,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 
and former chairman, Amcham China; Marcos Troyjo, president of the New Development 
Bank (NDB); Wang Shi, CCG senior vice-chair and founder of China Vanke Co., Ltd; Jonathan 
Woetzel, director of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and senior partner of McKinsey and Hon. 
Zhu Guangyao, CCG advisor and former vice-minister of finance. They discussed the future 
of global infrastructure,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globalization, China’s better measures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the effects of the new US administration on China-US 
relations, and other topics.

The theme of the Ambassadors’ 
Roundtable was “US Election 2020: A 
Pivot Moment for the Future of Global 
Trade?” COVID-19 has brought new 
uncertainty to globalization.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global trade has 
been plagued by rising protectionism, 
unilateralism and anti-globalization 
sentiment. The panelists included H.E. 
Ahcene Boukhelfa, Ambassador of 
Algeria to China; H.E. Graham Fletcher, 
Ambassador of Australia to China; H.E. 
Rahamtalla M. Osman, Ambassador of 
African Union to China; H.E. Dominic 
Barton, Ambassador of Canada to China; 
H.E. Luis Diego Monsalve, Ambassador of 
Colombia to China; H.E. Nicolas Chapuis, 
Ambassador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hina; H.E. Jarno Syrj?l?, Ambassador 
of Finland to China; H.E. Laurent Bili, 
Ambassador of France to China; H.E. 
Luca Ferrari, Ambassador of Italy to 
China; H.E. Wim Geerts, Ambassador of 
the Netherlands to China; H.E. Wojciech 
Zaj?czkowski, Ambassador of Poland to 
China; H.E. Rafael Dezcallar, Ambassador 
of Spain to China and Amb. Su Ge,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Iceland; 
Chairman, 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for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P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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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discussed the trend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the direction of reform for 
the WTO, G20 and other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proposals 
and plans for climate change, and the 
direction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next four years. This roundtable was 
hosted by Tian Wei, anchor of 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 (CGTN). 

The Chambers/CEO Roundtable was 
themed “Rising Opportunities or New 
Challenges in the Dual-circular Economy”. 
In recent years, people have questioned 
globalization, prompting much discussion 
about reshaping market access strategies 
in the business sector. With the spread 
of COVID-19, it is of great concern about 
how firms can remain competitive. 
The panelists included Lyndon Chao, 
Managing Director of ASIFMA Equities 
of Post Trade and China Capital Markets; 
Nick Coyle, CEO and Executive Director 
of AustCham China; Noah Fraser, 
Managing Director of Canada China 
Business Council; Leng Yan, CCG Senior 
Council Member and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Daimler Greater Chinar; 
LI Ye, CCG Senior Council Member and 
Vice President of Head of Corporate 
Affairs and Government Relations of 
Merck Holding (China) Ltd.; Steven Lynch, 
Managing Director of BritCham China; 
Martin Mueller,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Swiss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Tom Simpson, Managing Director 
of China Operations & China Chief 
Representative, China-Britain Business 
Council; Wang Jing, Vice President 
of Government Affairs, IBM Greater 
China; Tom Hsu, CCG Senior Council 
Member and Global Vice President of 
Wasion Group; James Zhan, President 
of Tata Group China; James Chang, 
PwC Consulting Greater China CEO; 
Zhao Bin, CCG Senior Council Member 
and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Legal and 
Corporate Affairs for Qualcomm. They 
discussed how enterprises can seize new 
opportunities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nd the role of chambers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the dual-circulation economy. The 

roundtable was hosted by Mike Liu, CCG Vice President and former Managing Director 
of DXC Technology Greater China.

The NGOs Roundtable was themed “Chinese and Global NGOs in Changing Context: 
Challenges and Innovations”. In 2020, international NGOs have played a great role 
in global cooperation to address COVID-19, and Chinese NGOs have mad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friendly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panelists included Alexander Badenheim, 
Representative of Konrad-Adenauer-Stiftung in Beijing; Fang Li, Director of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China; Ji Hongbo, Country Representative of The Asia 
Foundation, Beijing Office; Alexander Kallweit, Resident Representative for Friedrich-
Ebert-Stiftung (FES) China; Elizabeth Knup, Regional Director of Ford Foundation, 
Beijing Office; Paul Joscha Kohlenberg, Chief Representative of Heinrich-Boell-Stiftung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Shen Xin, Director-General of American & Oceanian 
Affairs, the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CPAFFC) 
and Zhao Xiuye, Director of Asian Programs, the State Legislative Leaders Foundation 
(SLLF). They discussed how to promote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how 
NGOs can play a better role in combating COVID-19, in China’s 14th Five-Year Plan and 
in strengthening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roundtable was hosted by Wang Xiangwei, former Editor-in-Chief of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he Business Roundtable took “Navigating Globalization Headwinds: Dilemmas 
and Responses of Chinese Companies” as its theme.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compounding the turbulence of the global economy, adding a lot of uncertainty for 
enterprises. Firms the world over are now faced with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Entrepreneurs taking part were Michael Kuan, CCG Vice-Chair, Founder & Chairman of 
Kuan Capital; Marvin Hong Ming-Kei, CCG Senior Vice Chair, Vice Chairman of Hung’s 
Group, Executive Director & CEO of Hop Hing Group Holdings Limited; Lang Hua, 
Board Director of Far East Holding Group, President &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of Far 
East Smart Energy Co., Ltd.; Shi Yang, CCG Vice-Chair, Founder of Zhejiang Honghui 
Asset Management Co. Ltd.; James Ni, Chairman & President of MLily Limited; Wang 
Guangfa, CCG Senior Vice Chair, Chairman of Fazheng Group, Principal of Beijing Royal 
School; Andrew Williamson, Vice-President & Economic Advisor of the Government 
Affairs of Huawei Technologies; Zhang Huarong, CCG Vice Chair, Chairman of Huajian 
Group. Topics discussed included new opportunities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how Chinese enterprises can achieve sustainable innovation to enhance their core 
competitiveness, and how companies should respond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This 
roundtable was hosted by Dr. Miao Lu, CCG Vice President and Secretary-General. 

The Digital Economy Roundtable, “The Rise of Digital Economy: Technology and 
Policy in the Coming Decade,” focused on how digitalization became a major thrust 
for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2020. With great tenacity and adaptability, 
the digital economy is revolutionizing dynamic forces in every field, providing new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risks and challenges in economic recovery and future growth. 
Panelists included Chen Poujian, CCG Executive Council Member, CEO of China Horae 
Capital Management Group and Chairman of Ruihua Health Assurance Corporation; 
Cui Fan,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and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at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UIBE); David 
Jia, Chairman of LKK Innovation Design Group and Founder of LKKER Sharing Design 
Platform; Liu Qingyun, Director of Strategic Investment of JD Group; Lu Benfu, Vice 
Chairman of China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 Strategy Development; Ma Jian, Deputy 
Country Representative of UNIDO; Sun Jie,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and former 
Director-General of Fund Supervision Department of CSRC and former Chairma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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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t Management Association of China; Tang Min, CCG Vice 
President and Counselor of States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Zhou Nianli,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Professor of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and Member of National Working Group on Digital Trade, and 
Zhou Yanli, CCG Advisor and former Vice Chairman of China 
Insurance Regulatory Commission. They discussed the progress 
made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during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as well as how technology enterprises can 
assume mor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sure technology has 
a beneficial impact. The roundtable was hosted by CCG Vice 
President Victor Gao.

The Think Tanks’ Roundtable, “Great Power Politics in the 21st 
Century: Choices fo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under 
Biden Presidency,” talked about the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eteriorating China-US relationship and changing China-Europe 
relations. Panelists included David Blair, CCG Vice President and 
Senior Economist; Cao Jinghua, Executive Director of Alliance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Organizations (ANSO) Secretariat, 
former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Coop 
(BIC),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Chen Wenling, 
CCG Expert Advisor and Chief Economist of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 (CCIEE); Cui Hongjian,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nd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European Studies,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CIIS); Fu Mengzi, Vice President 
and Research Professor of China Institut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chele Geraci, former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of Italian 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e 
Weiwen, CCG Senior Fellow and former Commercial Counselor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s General in New York and San 
Francisco, the United States; Sun Yongfu, CCG Senior Fellow 
and former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Department of European 
Affairs, MOFCOM; Tu Xinquan,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and Professor and Dean of China Institute for WTO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and Xie 
Tao,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and Dean and Professor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Discussion topics included visions for a China-US-
EU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whether these three players could 
cooperate consistently on matters such as global COVID-19 
pandemic, and competition in the technology field. This 
roundtable was hosted by Yang Rui,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former Host of Dialogue and CGTN; Partner of TMT Post.

The CSR Roundtable “Advancing the SDGs in a Global Context: 
Business Strategies and Experiences” focused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17 UN 2030 SDGs form a common vision for 
all countries, boosting their resolve to eradicate poverty, save 
the planet, and build a world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e 

face of climate change, COVID-19 and other global problems, 
the world needs to rev up the transi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Panelists included Claire Courteille-
Mulder, Director, ILO Country Office for China and Mongolia; 
Gao Min, CCG Senior Council Member, Vice Chairman of the 
China Garment Association and CEO of Hempel Group China; 
Shauna Huang, Vice President of External Affairs of Universal 
Pictures China; Luo Xin, Chairman and President of GCL System 
Integration Technology Co., Ltd; Min Zhidong, President of 
Bright International Food Industry Fund, Bright Frey Capital 
(Shanghai) Co.Ltd; Jacques Pellet, Regional Director for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 Zhang Ke, 
Secretary-General, Tanoto Foundation China; Zhang Yunzhou, 
President of State Grid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Zhou Guomei, 
Secretary of the Party Committee of exter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Center,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and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hina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Russell Flannery, Editor-in-Chief of Forbes China, was the chair. 
The roundtable saw a thorough discussion over innovation and 
reforms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nergy transformation and promoting carbon neutrality, and 
enterprises’ methods to expand cooperation with government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ink tanks and other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During the forum, CCG also hosted the 2020 Annual Chair 
Meeting and Council Roundtable, at which it reviewed what 
CCG had accomplished in 2020, and proposed CCG’s plans for 
development.

The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Forum is the first think tank-hosted 
forum initiated and founded by CCG to focus on a shared destiny 
for all humankind and China’s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It has been successfully held for five consecutive year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2015. As one of the few high-profile 
international forums hosted by a think tank in China, the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Forum seek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It focuses on key topics every year 
and developments 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Every year, 
hundreds of experts from home and abroad in the field of 
globalization participate in the forum to jointly deepe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ctively promote globalization and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build social consensus 
for future globalization. Dignitaries, envoys of many countries 
in China, representativ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noted scholars attend the forum to give speeches and exchange 
ideas. This forum is hosted by CCG, co-organized by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supported by the Beijing Dongyu 
Globalization Think Tank Foundation, the Adenauer Foundation, 
Asia Foundation,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and Hang Lung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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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铭：“双循环”是在更大开放环境下
 相互促进的内外循环

国际环境将更加复杂，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如其来

的人传人的新冠疫情使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至今没有找到

有效的药物，没有足量的疫苗，因此抗疫主要靠脱离接触的那种

措施，全面、严格地隔离，虽然能立竿见效，但是稍有懈怠就会

死灰复燃，同时隔离阶段的经济衰退也难以避免。中国实现了抗

疫的阶段性的战略胜利，正在逐步地恢复生产和消费。但是，只

要全世界的新冠病毒不死，我们仍然不得安宁。

经济的全球化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跨国企业

推动的成果，也是新兴经济体开放政策的效应。由于生产要素中

的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性好于土地和劳动力，因此要素的聚集是新

兴经济体崛起，既打破“二战”以来世界经济的平衡，又在培育

新市场的过程中塑造了更大的平衡。客观上讲，这种做法是南北

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发达国家的部分蓝领和低端的白领减收甚

至失业。然而，有些国家未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和增强职业的培训，

跨国企业的海外利润也未惠及母国，于是民粹思潮沉渣泛起，单

边主义在美国等的力推下肆虐着全球，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地萎

缩，全球治理体系处于深刻变革中。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不断地升级，但是其经济脱钩的妄想

恐怕难以实现，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将继续实施更大的开放政

策。第二，第三方经济体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第三，美国

也将痛定思痛，在反思中做出若干的调整。

中国实施“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国内经济也面临不少的

堵点，内循环虽然在 GDP 中占主要的位置，但是消费结构偏低，

为了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我们需要进口更多的产品。而

要维持更多的进口就需要扩大出口，扩大出口又需要进口许多中

间品。世界经济如此盘根错节、不可分割。“双循环”就是一个

在更大开放环境下相互促进的内外循环。相信国际资本会更加青

睐中国，有更多的跨国公司来中国发展。

刚刚闭幕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通过了中国“十四五”时期发展

的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现代化

建设是分三步走的，本世纪初至

中叶的 50 年是第三步，前 20 年

建成小康社会，后 30 年完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到今年年底，

“ 十 三 五” 确 定 的 全 面 小 康 的

目标可以实现，明年我们将启动

“十四五”规划，这是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开局规划，开

局重要，开局不易，我们面临的

开幕致辞

“Dual Circulation” is an Internal and External Cycle that 
Promotes Each Other in a Larger Open Environment 

陈德铭  CCG 名誉主席，商务部原
部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   

CHEN Deming, CCG Honorary 
Chairman, Former Minster of 
Commerce; Chairman, China 
Association of Enterprises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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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 : 现在是促进全球多边合作的良好时机

国驻华大使、10 余个国际组织负责人、多国商会代表和企业家等，

就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发展以及中国在全球化新进程中遇到的新

机遇与新挑战深入研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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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

坛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并将通过海内外多个媒体平台

全程直播。

2020 年，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为全球公共

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为全球治理

带来严峻考验。中美关系紧张升级，逆全球化浪潮袭来，多边主

义和自由贸易遭受挑战，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大幅上

升。同时，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全球危机更加凸显各国之

间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程度，在全球治理体系暴露出短板之时，

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更加迫切的需求。所以，危中有机，

目前也是促进全球多边合作的良好时机。美国大选刚刚落下帷幕，

中美关系以及全球化的发展前景备受关注。中国作为疫情后全球

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近期的五中全会上释放出未来

中国发展的重要信号，新的发展目标对全球的影响也值得探讨。

今天的论坛共设九大圆桌研讨会，包括“开幕圆桌：新冠危

机下的全球化：发展、变革、破局”、“大使圆桌：美国大选后

的全球经贸合作去向何处”、“商会 /CEO 圆桌：全球供应链

重构与中国经济双循环”、“企业家圆桌：全球化变局中的中国

企业：影响与战略转变”、“NGO 圆桌：非营利组织如何在国

际合作抗疫中发挥积极作用”、“圆桌论坛：数字经济的下个十年”、

“专家圆桌：共同塑造 21 世纪：特朗普 / 拜登时代的中美欧选择”、

“圆桌论坛：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以及理事和专家智库

闭门会议。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场高端、权威、前瞻性和国际化

的论坛。

非常感谢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的大力支持，非常荣

幸能邀请到来自政产学研的各界精英与来自使馆、国际组织等国

际人士光临会场，也非常感谢媒体朋友们对本次论坛的报道。祝

第六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获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第六

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昨天，中

国与全球化论坛已经在线上开幕，

我们举办了中美论坛和中欧论坛。

本次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

主办，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

学会协办。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创办

于 2015 年，至今已经连续举办

了五届，是首个聚焦“命运共同体”

与“中国全球化发展”的智库品

牌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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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紧紧把脉经济全

球化发展趋势，前瞻性地设置全

球化议题。此次论坛也秉承着这

一宗旨，邀请来自国内外政产学

研各界精英，知名前政要、30 余

Now is a Good Time to Promote Global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王辉耀   CCG 理事长  

WANG Huiyao, President,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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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办副主任郭卫民：
中国将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同繁荣发展

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组长的文件起草组，多次开会进行研究。负责起草的中央财办和

国家发展改革委委托国家高端智库等 60 多家研究机构和有关部门，就一系列重大课题

开展研究，形成 130 多份研究报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组织开展专题研究，形成系

列研究报告；党中央两次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为了更好地听取广大公众的意见，

8 月中下旬，“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还在网上征求意见，根据网上 100 余万条留言

从中整理出 1000 余条建议。《建议》在修改过程中，充分研究吸收了各地区、各部门、

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可以说，规划《建议》的制定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第二，中国将迈入新发展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五中

全会通过《建议》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清晰展望了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明确提出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举措。“十四五”规划建议确立了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明确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题、主线，首次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

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等。《建议》是指引中国未来发展的行动指南。

第三，中国将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建议》对构建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出战略部署。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

今年是中国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

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

收官之年。在国际环境日趋

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

显增加的背景下，中国未来

如何发展以及对世界有何影

响，备受各界瞩目。

前不久，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

体会议在京召开，审议通过

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这是今后五年

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是解

读中国未来发展的钥匙。借

此机会，我就全会精神与大

家分享几点认识。

第一，《建议》的制定，

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优势。在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的历程中，尤其是

改革开放以来，每五年会编

制一份中长期规划。在形成

规划纲要之前，党中央要研

究提出规划《建议》，确定

大政方针，政府部门以此为

依据编制规划纲要，经全国

人大审议批准后，正式组织

实施。这次为了制定“十四五”

规划建议，党中央专门成立

郭卫民  原国新办副主任
GUO Weimin, former Vice 
Minis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China

China is Working with Other Countries Toward a Mutually Beneficial, Win-Win 
World with Shared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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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更好联通、相互促进。中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也将为

其他国家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中国有 14 亿人口，

中等收入群体超过 4 亿，还将持续壮大，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中国制造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球经济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

开越大。今年，我们通过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容自由贸易试验区、

赋予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等措施，以实际行动表明，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

共赢的开放战略，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经济的良性互动，既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也让中

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

第四，中国将坚定支持全球化，和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全会鲜明提出，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我们不应该任由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破坏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而要以建设性姿态改革全球经济治

理体系，更好趋利避害。我们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

边贸易体制。我们将进一步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贸易创新发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前几天，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如期举行。在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

来严重冲击的背景下，进博会为各国企业搭建了合作共赢的平台，体现了中国通过推动共同开放、

共担责任，推动世界共同发展的大国担当，也体现了中国同世界分享市场机遇、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的真诚愿望。

2020 年对于每个人、每个国家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

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但 14 亿人民不畏艰难、上下同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力克服疫情影响，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中国经济二季度实现了单季增

速由负转正，三季度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年内累计增长由负转正，成为疫情发生以来第一个恢复增长

的主要经济体。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世界经济严重衰退的背景下，中国正在为世界经济保持稳

定和增长作出更大贡献，为各国抗击疫情增添更多信心。在中国抗击疫情、恢复经济社会秩序过程

中得到了世界很多国家政府、企业和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欣喜地看到，全球化智库自 2008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

国智慧为全球献策”，汇聚了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为推动中国与世界对话，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

作出了许多贡献。在第六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开幕之际，希望通过论坛大家畅所欲言、深入交流，

为中国和世界的创新发展出谋划策，共同助力全球经济行稳致远！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这是在非凡的发展

历程中，中国人民的深切感悟。中国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也将成为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同繁荣发展

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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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驻华大使罗梁 (H.E. Laurent Bili)：
中美欧在未来几月将有良机重塑全球问题

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龙 9 月在联大高级别主题辩论中强调的，新冠肺炎要求各国合作，

并对联合国发展起到“电击”式的作用。

在此背景下，我们无权闭目塞听，也没有挥霍时间的机会。不论现在的超级大

国有何强大的全球影响，也不论联系我们的历史如何，世界并非简单的超级大国之

间的竞争。

如今我们面临危机，合作框架崩溃，全球化弱点突出，这些要求我们重建新秩

序，促使欧洲承担应有责任。我认为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已不再是发展中国

家。中国已向世界展现其经济复苏的强大能力和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重要作用。

我确信，中美欧在内的国际社会在未来几月将有良机重塑全球问题，比如：能

够将新冠肺炎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向多边倡议提供资金支持；在第 26 届联合

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有关气候变化协议，建立实现碳中和等宏伟目标；明年在昆明

将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应为达成保护生物多样

性重要条约做准备；改革世贸组织。

几十年来，全球化已经成为

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如

今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已影响健

康、经济以及其他社会领域，并

带来新挑战。

我们不应忘记，今年伊始新

冠初发，各国快速团结协作，紧

急提供口罩等卫生材料，进行疫

情第一响应。在此我想说，中国

疫情初期法国与武汉团结抗疫，

后来中国各机构也支援我国。

如今，政商界人士和其他公

民的跨境流动和国际交往受限。

航班被取消的情况十分常见。国

家之间频繁的高层互访被线上外

交取代，就连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

纪念大会今年也通过网络举行。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为全球

化和多边主义带来新问题新挑战。

抗疫过程中的分歧已造成一些新

矛盾，加剧国家竞争。包括世界

卫生组织在内的联合国系统的应

对能力受到质疑。新冠肺炎疫情

加深已有裂痕，加剧大国竞争、

对多边主义及其工具化的质疑和

对国际法的践踏。

我们需要共同努力，为自己

和子孙后代找到创造性解决方案。

罗梁  法国驻华大使
H.E. Laurent Bili, Ambassador 
of France to China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Have a Great Opportunity to Reshape Global 
Issues in the Coming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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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代理驻华协调员桑爱玲（Amakobe Sande）：
构建可持续全球化   重建疫情后新世界

遇是，需要吸取这些正确的教训。正如联合国呼吁各国政府利用复苏方案从新冠疫情造成的严
重影响中“更好地重建”一样，让我们也努力使全球化更好地从当前的混乱中恢复过来，转向
一种新型的、更可持续的全球化。也就是说，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三个层面
上实现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全球化。这是今天中国和全球面临的真正挑战。

经济实现可持续全球化并不是建立在过度债务或资源密集型发展模式的基础之上，而是
建立在生产力增长的基础上，其根本是减贫、人力资本开发和创新。

以当前的一个挑战为例，中国在全球投资流动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导致许多发展
中国家欠中国的债务迅速增加，其中许多国家的经济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沉重打击。中国在
全球债务可持续性和减免讨论中的领导地位，使这些国家有机会重回健康的发展道路，这将为
可持续全球化做出巨大贡献。

社会方面的可持续性全球化不仅要减少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还要减少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需要充分关注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当地社区的影响。因此，它要有可靠的长期政治支持基础。中
国向世界承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并于上月决定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倡议（COVAX），
就是联合国秘书长所说的“人民的疫苗”的重要体现，它体现了中国对社会可持续性全球化的
支持。

环境方面的可持续性全球化是对国际贸易和投资应用更高标准的全球化，它将确保地球
上任何地方的宝贵自然资源都能得到保护，向低碳技术的转变是全球性的，而不是高或低碳社
会将排放散落到世界各地。联合国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做出的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
如果这一承诺可以扩大至中国境外，以充分考虑中国海外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则将进一步
促进可持续的全球化。

这是我们的挑战，也是中国的挑战。在中国努力实现五中全会提出的新的国家目标，追
求更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中方选择对全球的影响。

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有责任把全球化建设得更好。2020 年，我们极其清醒地意识
到，世界各地的人民和国家仍然脆弱、不堪一击。不让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国家掉队的原则
是《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它必须成为我们共同创建的新型可持续全球化的基础。

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它会很容易实现。驻中国的各联合国分支机构希望能继续拥有中国的
支持。在中国和世界其它地方，总是存在着优先考虑实现国家目标而不是全球影响的诱惑。从
长远来看，如果不转向可持续性全球化模式，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将无法实现繁荣安全的未来。
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全球利益。

随着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不断
增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作为探讨全球化问题的论坛，其作
用也在增强。感谢您们为促进包容
性和建设性对话所做的一切。

这场论坛举办得恰逢及时。
世界正在全力应对多边主义和全球
化面临的一系列挑战，我想就这些
挑战，以及中国在克服这些挑战中
可以发挥的作用，与大家分享一些
我的看法。

当下最紧迫的挑战就是新冠
肺炎疫情对经济的直接影响。疫情
的全球流行破坏了全球供应链，并
导致了全球贸易和投资体量直线下
降。据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0
年全球贸易额将下降 9.2%。世贸
组织还报告称，预测的主要风险是
经济下行。如果在未来几个月内不能
成功遏制新冠疫情传播，这种全球衰
退可能转变为对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支
柱的更严重破坏，该支柱就是国家间
不断扩大的商品和服务流动。

第二个更深层次的挑战是，
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反全球化趋势。
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世界范围内不
平等现象扩大的后果，全球化产生
了少数从中受益颇多的“赢家”，
以及大量的“输家”，这些“输家”
的生活水平停滞或下降，这从持续
甚至加重的贫困情况就可以看出。
以中国为例，尽管在近几十年里，
收入不平等情况急剧扩大，基尼系
数目前约为 0.46，但却几乎没有
“输家”，这是因为中国的贫困人
口也在急剧下降。但在许多国家，
包括发达的经合组织经济体和发展
中国家，以及许多非洲国家的贫困
人口并未如期减少。最近一项针对
非洲贫困趋势的研究指出：“经济
增长很大程度上与商品销售有关，
根本作用不到平常人。”

这些挑战非常严峻，但我希
望，如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决策者们都能从这些挑战中吸取正
确的教训，其影响就可以减轻。现
在，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和巨大机

桑爱玲  联合国代理驻华协调员
Amakobe Sande, Resident 
Coordinator, a.i., UN China

Making Globalization Sustainable in a New Post-Pandemic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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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懿宸：
应确保全球化更具包容性，利益分配更公平

资和运营来中国的全球品牌。例如，2017 年，我们与中信集团和凯雷一起，将麦

当劳中国业务划出并控制，我成为其董事长。利用我们对中国消费者的了解，我们

加快了门店的增长，并在支付、配送、会员和微信应用等数字化基础设施方面加倍

努力。我们在营销中加入了本土化的元素，但同时也敏锐地保持了其全球化和现代

化的品牌形象。

发生的情况远远超出了美国同事的预期：麦当劳餐厅的数量从 2017 年的

2400 家增加到下一年的 4000 多家，几乎翻了一番。我们的各种渠道上有超过 1.5

亿的数字会员。在疫情期间，得益于我们建立的数字基础设施，我们能够在封锁的

情况下继续为客户提供服务 -- 一度处理了我们近 80% 的在线订单。我们在数字

基础设施方面的经验正在分享给芝加哥的麦当劳总部以及世界各地的加盟商。

我们并没有停止对麦当劳的收购。甚至在 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和

中美关系紧张的时候，我们完成了我们的投资组合企业哈尔滨制药对美国营养品品

牌 GNC 的 100% 收购——这是今年中国对美国最大的一笔投资。尽管一些以反华

言论为职业的政客站出来反对这笔交易，但我们对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程序的基本

公平性有信心，最终得到了平反。

今后，我将亲自担任 GNC 的董事长，我们将努力为 GNC 在全球的客户提供

更好的服务。在美国，我们将通过覆盖线上和线下的全新、全渠道，实现消费者体

验的现代化。在中国，今年上半年的业务增长已经超过 50%，我们将继续开发为

中国消费者量身定做的产品。而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将继续拓展更多的市场，传播

GNC "Live Well " 的口号。

正是通过麦当劳中国和 GNC 这样的投资，我亲眼目睹了跨境商业合作如何使

各方受益。中国消费者可以更多、更方便地接触到全球领先的品牌，外国公司也可

以从扩大进入中国这个巨大且不断增长的市场中获利，同时从中国快速发展的数字

经济中汲取经验，然后可以在全球其他市场分享。

我认为过去四年给我们的启示是，全球化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权利，我们

需要像捍卫各自的利益一样，努力保护这种共同的特权。此外，我们应格外注意确

保全球化更具包容性，其利益的分配更加公平。

在过去的 10 天里，我们见证

了美国一场漫长而历史性的选举。

很有可能，到了 1 月，白宫里将

会出现一位不同的总统。这位总

统已经显示出不那么两极分化，

更加理性，相信科学，倡导全球

合作。如果说周六大选时全世界

都集体松了一口气，一点也不夸

张。美国大选的结果值得谨慎的

乐观，尤其是对中美关系而言。正

如习主席的名言：“我们有一千条

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

由把中美关系搞坏。”然而令人遗

憾的是，在过去的四年里，尤其是

2018 年以来，两国关系恶化到了

几十年来的最低点。

对我来说，中美关系是一个

非 常 私 人 的 话 题。1982 年， 我

19 岁的时候，有幸进入安多福的

菲利普斯学院，也就是两任总统

布什的高中母校，后来又在麻省

理工学院读大学，都拿到了奖学

金。毕业后，我在华尔街工作了

7 年，然后回到中国。而今天，

我在美国多个学校和组织的董事

会任职，包括担任菲利普斯学院

的理事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的董事会成员。

鉴 于 我 的 个 人 背 景， 我 在

2002 年成立中信资本时，就希

望我们能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关

系的促进者。从中信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开始，我们已经实现了股

权的多元化，包括腾讯等中国领

先的民营企业和卡塔尔投资局等

全 球 投 资 者。 在 我 们 管 理 的 超

过 320 亿美元的总资产中，超过

70% 来自非中国有限合伙人投资

者。在我们进行的私募股权投资

中，很大一部分是跨境交易，近

15% 是对美国的投资。

除了做跨境投资，我们还投

Working Toward a More Inclusive Model of Globalization and Fairer Distribution of 
its Benefits

张懿宸  CCG 资深副主席，中信资本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ZHANG Yichen, CCG Senior 
Vice Chair, CEO of CITIC Capital



41

COVER REPORT
封面文章

[Webinar] US Forum: What's Next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Globalization after the Election?

11 月 11 日，“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哈佛大学肯

尼迪政府学院的创始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约翰·桑顿 (John 

Thornton)，《世界是平的》作者、美国《纽约时报》专

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CCG

中美在双方关系上会更现实地考虑对方

中美线上研讨：

■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初定，全球化未来何去何从？

■  未来四年内，美国国内政治格局将如何塑造全球化轨迹？

■  中国和世界将如何应对美国及其在全球化中角色的变化 ?

联席主席、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 (Ronnie C. Chan)，

CCG 顾问、财政部前副部长朱光耀出席以“全球化的十

字路口：美国大选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为主题的线

上研讨会，研讨会由 CCG 主任王辉耀主持。与会专家认为，

中美在双方关系上会更现实地考虑对方。

中美“无意识融合期”已经结束

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中美会

一起合作面对全球挑战。但美国政府

将回归有序状态，深思熟虑制定对华

政策，这需要创造力。

他指出，拜登政府面临的挑战将

是通过美国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所说的考验。“检验一流智慧方法是

能够在大脑同时容纳两个矛盾想法，

并均可发挥作用。中国将是影响美国在各方面地位的对手，而美国和中国却注

定要共存。两国都面临核战争风险与气候变化的挑战。”

“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很聪明，可以从历史中学习。中美有很强的动力寻找

合作方法，要避免战争，维护生态以及许多其他领域。”

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1979 至 2019 年四十年中美处于“无意识融合期”。

目前无意识融合已经结束。中国把贫困人口转变为中等收入人群。这要归功于

中国人民努力工作，专注于基础设施投资专与教育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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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企业是两国过去友好关系的

真正驱动力，也是维持两国关系的压舱

石。当中国只能生产浅层商品（shallow 

goods） 时， 对 各 种 限 制 可 以 避 而

不见。而 中 国 目 前 可 以 做 深 层 商 品

（deep goods）。中国可以制造芯片、

软件等高技术产品时，双边关系当中

浮现的很大问题在于，美国对中国没

有足够的信任购买这些深层商品。

弗里德曼以高通和华为为例。“两

家公司有五种不同的关系，对高通公

司来说，华为公司是其客户、供应商、

竞争对手、合作伙伴，也是全球标准

的共同制定者。”

弗里德曼认为中国很可能拥有自

己的高科技产品供应链，也将向美国

出口。而美国必须适应这一点，两国

也必须在科技领域合作，打造全球标

准等手段避免数字“柏林墙”，以及

处于中美“双技术”主导的世界。

王辉耀认为拜登上台后，中美缓和可能性较大。首先拜登比较了解中国，

与习主席有很多次会面。另外，拜登要力推多边主义外交，气候变化是民主

党始终想要推动的议题，拜登在竞选时就说，上任第一天就重回《巴黎协定》，

还提出金额高达 2 万亿美元新能源刺激计划，所以双方有共同语言。

朱光耀认为中美两国应尽快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回到正轨。中美之间拥

有多年合作经历，不同意见存在正常，但必须以各国利益和全球视野为基础，

通过真正对话实现和平与发展。缩小相互之间视野差距并扩展公共视野才是

中国和美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所在。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应该在相互

尊重的基础上共同努力，使双方合作协调回到正常轨道，化挑战为机遇。

约翰·桑顿认为对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中美两国领导人和人民之间的

交流不仅对双方有益，更对 21 世纪有益。两国政府必须建立信任和互相尊重，

展开大量对话，高层之间进行面对面高级别、深入的工作方针交流讨论谈判。

拜登政府可以成为国际问题上积极参与者，积极寻求解决方式。美国政府也

将把中美关系作为国际领域的第一要务。外交政策上，拜登政府将提供高质

量的、理智的、切合实际的长远方案。

陈启宗认为拜登上台并不会反转逆全球化，可能只会减缓其进程。美国在政

治上可能进一步撤退，但孤立主义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落。中国崛起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到美国的政策。但事实上中国是想做世界第二的国家而不是取代美国。中

国希望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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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变得更“平”，需加强全球治理和重建缓冲区

世 界 正 变 得 比 以 往 任 何 时 候 更

“平”，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越来越多的节点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与以往相比，一个节点不稳定能够更

快地感染整个全球系统，牵一发而动

全身。当管控不同领域缓冲区域消失

时，世界将变得更加危险。

弗里德曼认为，过去 20 年，人

类历经几次重大事件皆因人类移除了

相关的“缓冲区域”。9·11 事件的

恐怖主义，2008 年金融危机，2003

年 SARS 和 2020 年 新 冠 疫 情 以 及

气候变化均是例证。这些危机中，多

元体系，金融系统透明度与杠杆限制，

城镇与乡野的分界以及热带雨林均遭破坏。

“因此，除非在没有全球政府的世界治理全球，管理这些节点之间的缓冲

和流动，否则将会招致下一次大危机。”

格雷厄姆·艾利森指出，可以预见到拜登新政府在全球治理方面的三个

动作。第一，摒弃“美国优先”。这样有利于美国盟友，甚至是国际组织机构。

拜登政府将认真重组美国的盟友和联盟。第二，摒弃美国的单边主义。拜登相

信多边努力、机构与倡议。首先是新的大型多边倡议在全球范围内应对新冠病

毒。其次是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最后是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重新

加入并推进世贸组织改革。第三在中国问题上，拜登政府将试图展示比特朗普

政府更强硬的对华态度，但会使用更聪明的方法。

朱光耀认为，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机制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与 WTO

面临的直接挑战，WTO 秘书长遴选也因美国仍悬而未决。美国回到世界卫生

组织，推动 WTO 回归正轨，对促进多边主义起到积极作用。

全球治理框架下，中美可在新冠疫情，经济恢复，气候变化合作

解决新冠疫情无疑是当下首要关

切。所有国家均需回到正轨，加强团

结合作对抗疫情。2020 年伊始，新

冠疫情席卷世界，超 1400 万人被感

染，超 100 万人因疫情死亡。

王辉耀建议应尽快召开疫苗峰会 , 

以便共同携手抗击疫情。东盟和东亚

国家在控制新冠疫情实施措施上相对

某些国家如美国、欧洲、南美国家更好，

可供他国借鉴。同时，如何使疫苗成

为公共品，而非一些国家的万灵丹亦

有待商讨。

朱光耀认为需要双管齐下，需要

主要经济体采取积极举措稳定供应链

以及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所有国家，尤其主要经济体，都应采取积极方式。然而，不信任和利

益冲突加剧了疾病的负面影响，这种情况下，如果各种不利因素持续在欧洲北

美传播，将对全球供应链产生负面影响，明年全球经济就不可能恢复到 5.2%

的正增长。”

他指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通常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良策，特别

是中美之间通过很好协调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但现在财政和货币政策

根本没有真正的协调。因此，这是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一大挑战，需要主要经

济体，特别是美国和中国，回到正轨。

王辉耀建议可在 G7 基础上加入中国、印度、俄罗斯成立 G10，在 G10

框架下更加高效紧密地国际多边气候合作。中印俄三国加入可使 G7 的代表权

从占世界人口的 10% 扩大到 47%，G10 将聚集世界碳排放前六大国家。中

国与印度的加入使该集团集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可为发展程度不同国家

之间架起沟通合作的桥梁，统筹考虑多种发展情况与发展模式，在推动解决气

候变化问题的同时兼顾各国发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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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11 日，“全球化与多边主义的复兴：

2021 年及以后的中欧关系”为主题的研讨会在线上举行，

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德国前驻美大使沃尔夫冈·伊申格

尔 (Wolfgang Ischinger)，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前世贸

中欧美应携手推动多边主义应对全球挑战

中欧线上研讨：

■  美国大选后，中欧在振兴多边主义的潜在合作领域有哪些？

■  中欧美三方如何推动多边主义以应对全球重重挑战？

■  中国如何更好地叙事讲述其成功经验？

[Webinar] Europe Forum: Europe and Globalization After 
the US Election: The New Role to Play?

中欧美应携手推动多边主义应对全球挑战

中国、欧盟、美国三角关系中，美国现在已成为最不确定的国家 , 即使自发回到谈判桌前，但到什么程

度可以让美国回到正轨仍不确定。中国和欧盟需要共同努力，争取美国新一届政府继续依靠多边主义应对全

球挑战，包括新技术改变政治和经济格局；传统安全威胁，新型军事与地缘政治对抗；非传统安全威胁，传

染病、气候变化、核扩散、网络安全。

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 (Pascal Lamy)，伦敦国王学

院中国研究中心院长克里·布朗 (Kerry Brown)，CCG

联席主席、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参与研讨，研讨会由

CCG 主任王辉耀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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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亚非认为欧盟、欧元
区经历曲折过程，但仍在继
续。面对全球化巨变，中国
和欧洲不共享相同的意识形
态 , 没有相同的政治体系，
中国也将继续支持欧洲，愿
意与欧盟在范围广泛的一系
列问题上全面合作。

“尽管一些欧洲国家在
某些问题上对中国有不同看
法，但无论我们与欧洲国家
或欧盟之间存在什么分歧，
都不会妨碍中国和欧洲之间
长期合作。欧洲的多边主义
为许多国家接受。中国一直
在倡导多边主义，特别在此
关键时刻。”

王辉耀认为在全球化十
字路口，遭遇本世纪大流行
病，现在是多边合作的黄金
期。中国、欧盟、美国应秉
持多边主义精神，在抗击疫
情，强化世界卫生系统，金
融贸易，与环境保护方面共

同合作。

中欧美可在研制疫苗、国际贸易、国际环境治理合作

HE Yafei, CCG Co-Chair; 

Former Vice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Wolfgang Ischinger, 

Chairman,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Former German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WANG Huiyao, CCG 

President

外交部前副部长，国务院
侨办前副主任，CCG 联席
主席

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德
国前驻美大使

CCG 理事长

何亚非  沃尔夫冈·伊申格尔王辉耀  

新冠疫情给国际社会出一道难以厘清头绪的考题，面对日益上升的国际共同矛盾和议题，然而，合作仍

是处理中美欧关系的核心，实践需要分清轻重缓急，并根据世易时移转换主要目标。

沃尔夫冈·伊申格尔指出多边主义从未形成系统，依旧只是一种策略与尝试。美国二

战后试图建立自由主义国际体系并改变中国，但中国走出自己的路。西方民主体系有自身的

弊端，并不一定是最佳的政体，例如欧盟国家在新冠疫情初期缺乏合作等。欧盟愿意倾听外

界的声音，与中国保持交流，建立互利互惠的体系。作为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他非常议欢

迎中国领导人参会。

帕斯卡尔·拉米认为，短期来看，中欧美应该将合作重点放在合作研发疫苗中去。“由

于病理的复杂性，疫苗的研发需要国际通力合作，由于紧急需要在短期内拿出有效而可

行的成果，从而摆脱新冠危机。”

长期来看，国际环境治理、国际贸易将成为国际合作的主要内容。过去美国经常忽

略中国在环境保护和新能源开发中的付出，新一届美国政府可能会在此观念上有所改变。

同时欧洲也将和中国一道，致力于达成 2050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经贸方面，

中欧美需要竭力达成更多的贸易共识，在 WTO 的框架下积极推动双边共同促进式的改革，

只有增强贸易互信，才能在竞争的市场中合作前行。

WTO 前景仍面临许多困境。首先贸易规则亟待公平化，作为多边经济体系中三大

国际机构之一，WTO 也是世界上唯一处理国与国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面对蓬勃

发展的的数字经济，世贸组织更应当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机制完善和构建，特别是在不同

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国家间建立起相互沟通的桥梁，在协商中重新定义动

态平衡、和平解决经济争端。其次多边合作原则仍有待重申，共同治理的概念也同样适

用于经济领域，推动多边关系良性发展。

沃尔夫冈·伊申格尔强调中欧应在贸易与安全问题上加深合作。“《中欧全面投资

协定》不但象征欧盟外贸政策一体化，更意味着欧盟选择与美国“零和游戏”不同的思维，

探索中欧双赢的可能性。”

Pascal Lamy, Former 

Director-General,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hair, Paris Peace 

Forum

前 WTO 总干事，巴黎和
平论坛主席

帕斯卡尔·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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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声音需更多听众，中国信息应正确传达

中欧对拜登政府外交政策不应过度乐观

特朗普时代虽然结束，但为其投票的超七千万选民社

会基础仍存在，“特朗普主义”可能死灰复燃，为美国数

十年间外交策略带来不稳定因素。同时，拜登当选总统后，

也需要足够时间重新审视对欧对华策略，非朝夕之功。

沃尔夫冈·伊申格指出目前欧洲对于拜登当选美国总

统很兴奋，但不应过度乐观。“跨大西洋关系依旧是欧盟

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与拜登政府沟通会更比特朗普政府更

舒适，因为他们将采取合作性外交策略，美国未来也可能

回归《巴黎协定》，但核心争议问题依旧存在。拜登多次

说过他将严厉对待中国，这将会是欧美合作确立与中国关

系上的挑战。”

何亚非指出即使拜登入主白宫，美国国内深刻的社会

分化短期内很难弥合。身份政治，民粹主义，以及意识形

态将继续发挥作用。“特朗普过去四年所作所为在美国有社

会基础。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和狭隘民族主义驱动仍然存在。

此次美国大选，特朗普获得至少超过 7000 万张选票。”

美国与欧盟关系将有足够空间重新思考，审视并改进。

特朗普其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将暂时中止。拜

登政府将对欧盟采取更积极的态度，美欧盟友关系将得到

改善。但许多欧洲国家，尤其德国对美国自由民主模式持

怀疑态度，担心美国式民粹主义已传播到欧洲国家，包括

一些发展中国家。

何亚非指出，短期内不应对中美关系过于乐观。无论

何时美国新政府上台，都会有一段时间审查其外交政策。

中美关系，拜登不会在中美关系问题上采取温和态度。“新

一届政府上台将暂时停止两国之间不断升级的竞争。回顾

到底发生了什么，看看它有多危险。两国之间已有一段时

间没有对话，这非比寻常。”

新冠疫情爆发让世界见识到中国力量，西方对中国有误解，事实上，中国和西方只是缺乏有效

的沟通交流。

克里·布朗认为西方应该好好考虑中国政府控制疫情以及其它处理问题方式，

多加沟通交流很重要。

他指出美国大选、英国脱欧、西方社会中阶级分层是由西方社会自身造成，中

国并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如今美国疫情尚未结束，英国和欧洲部分地区即将迎

来第二波疫情冲击，西方各国再次面临流动限制措施。最可发生的情况是，美欧经

济持续受到影响，中国走出经济下滑，开始领导世界经济。欧美各国不得不开始考

虑中国制度政策优势。

“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需要更多的倾听者，最近中国外交话语和态度比较严厉、

这可能需要改变。”

王辉耀认为中国需要加强传播能力，中国需要更好叙事讲述中国故事。

他指出，如果以各种指标来衡量中国的经济状况，中国在全球化方面的经济指

标非常出色。中国以开放的姿态拥抱全球化大潮。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之一，

与 130 多个国家保持贸易往来。中国还受益于欧盟、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构成的多

边主义国际体系。然而，中国却没有把成功的故事讲好。

“我能理解外国人有合理理由担心中国崛起，因为中国拥有不同于西方的系统，

但是却没有充分的依据支撑这种担心。”

Kerry Brown,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Lau 

China Institute at King's 

College, London

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
院教授兼院长

克里·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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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危机下的全球化：发展、变革、破局

开幕圆桌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为全球化带来巨大挑战。全球范围

内的逆全球化运动不断兴起，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严重冲击国际经济秩序，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和不确

定性大幅上升，为全球治理带来严峻考验。同时，美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政权更迭，为全球治理带来新

的变数。

在 CCG 理事长王辉耀主持的以“新冠危机下的全球化：发展、变革、破局”为主题的圆桌研讨中，

来自智库、学术界、政界、国际组织等领域的十位嘉宾就相关话题进行了积极的讨论。

“新冠疫情现在已经将世界联系在一起了，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合作，不合

作解决不了。对新冠控制是这样，对气候变化是这样，对于环境问题、生态问题、

还有其他的像债务问题、很多国家扶贫的问题都是这样，现在几亿人由于新冠经

济问题又返贫了。全世界的合作是必须的，不管未来的新全球化怎么样。”

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   

疫情让世界更加融为一体 全球合作是大势所趋

Martin Raiser, Country Director for China, Mongolia and Korea, World Bank

芮   泽

Main Forum: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in Times of 
Coronavirus: Trends, Shifts, an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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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德明（Sir Danny Alexander）指出，各国政府在 2008 年应对全球金融

危机时，效率较低，而现在一个再次聚焦全球合作的机会摆在面前。在经济发展

领域，还有很多国家面临着债务问题和财政压力，政府需要有紧迫感，重视这些

问题，乐意并愿意就某些问题进行合作，虽说在某些其它问题上可能会存在歧异。

关键问题的合作能力，对很多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这可以推动并促进全球合作，

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疫情面前，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类是拥有休戚与共利益的命运共同体，

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所有国家的团结合作才是战胜挑

战的有力武器。”

“中美关系在过去几年发展不明朗的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和中国在经济政策，地

缘政治目标以及一些意识形态方面已经大相径庭，而这并不会因为谁上台而改变。一

些中美之间的分歧是由各自国内的政治目标所决定的，这些问题会永远存在。”夏尊

恩 (Tim Stratford) 表示。关于如何解决这些分歧，第一，不可能脱钩。第二，必须得

合作。比如在气候变化、新冠、核扩散、金融等问题上没有办法脱钩，这些问题必须

得合作，完全地脱钩是不可能出现的，而且也不能出现。合作对两个国家、对全世界

都好，因此我们要找到能够让两个国家不要由于彼此之间的区别，而对对方产生影响

和伤害，并且能在可以合作的地方合作，对对方好的地方合作的方法。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行长兼秘书长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   

美国前助理贸易代表、中国美国商会前主席      

Sir Danny Alexander, Vice President and Corporate Secretary, 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LI Xikui, Vice President, The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CPAFFC)  

Tim Stratford, Former Assistant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for China 
Affairs,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 Former 
Chairman, Amcham China 

艾德明

李希奎

夏尊恩

“全球化大厦的基石不是在弱化，而是愈发稳固坚实”

王辉耀针对全球化面临的问题提出两点建议。首先，赶快举办全球气候变化

峰会、疫苗峰会，二是要建立一个 G10 的集团，在 G7 的基础上加入俄罗斯、中

国、印度，建立一个新的机制，在这样一个多边框架中解决抗击疫情、气候变化

和贸易等等议题。2008 年的金融危机催生成立了 G20，目前全球疫情危机急需

举行疫苗峰会，建立更加有效的新的协调机制，而且生产疫苗的大型企业主要集

中在 G10 国家，成立 G10 机制便于 G10 领导人沟通协调，提升效率。G10 里面

有六个碳排放最大的国家，人口也占世界人口差不多一半，G10 峰会建立可以更

加有效的来应对当前的危机，发挥世界大国的担当和引领作用。

CCG 理事长   

WANG Huiyao, President,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王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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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强森 (Jonathan Woetzel) 则指出了数字化与基础设施在全球化中的关键

作用。“数字化正在创造更多价值，看全球经济价值时，它也是通过数字化转变，

也提升很多投资。基础设施也非常必要。基础设施可使我们跨越发展经济，事半

功倍，可以促进数字的流动，像气候变化、疫情的应对当中也是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对健康要进行投资，我们的健康就是基础设施。在亚洲基础设施的投资缺口

就已经超过 10 万亿美元，这些需要弥补，尤其是数字化基础设施，是我们非常需

要的关键投资，是我们需要的机会。中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参与弥补这样投

资缺口当中。”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    

Jonathan Woetzel, Director,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Senior Partner, 
McKinsey

华强森

马可 (Marcos Troyjo) 阐释了全球化在新时期的三大特征。第一个特征，中

国、印度、墨西哥和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七国集团。第二个特征，

全球价值链进行转移。因为全球价值链完全超越传统的供应链，而且不只是在全

球化当中产生货物，这种价值，地缘政治将不再是其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还有其

他的方面也会带来影响。90 年代初期，中国投资和研发占 GDP 比例只是 0.2%。

今天中国研发投资已达到 GDP 的 2.5%，中国不再是低成本国家，它已转向增值

和价值压缩。第三个特征，我们正在转向新的人才时代，我们面临巨大的人才竞争。

新开发银行行长   

全球化呈现新特征 需强化 G20 功能及建立 G10

Marcos Troyjo, President of the New Development Bank (NDB)  

马   可 

朱光耀则认为现在迫切需要恢复和加强 G20 的功能。当前的世界面临着由于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一场系统性的危机，但是国际社会没有有效地应对，更没有

像 2008 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候，通过建立 G20 机制，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

国家同心协力、同舟共济、战胜危机的这种合作精神和行动，G20 基本处于停滞

的状态。

朱光耀指出应在以下三方面紧急行动，通过合作及推动政策协调加以推进。第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今年危机以来，世界各国已

经动用了 15 万亿美元的财政资金来支持经济的稳定，来支持就业，摆脱萧条。但

是现在的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第二，关于数字经济，包括数字税收、数字货币，

也包括对数字平台有效监管，防“冷战”等都需要 G20 尽快地形成政策共识。在

数字税收方面，G20 在本次疫情危机之前有共识，而且也实施行动，但是现在都处

于停滞的状态，所以要急需恢复 G20 的功能。第三，在贸易政策方面。现在 WTO

陷于停顿，美国一票否决 WTO 总干事选举的结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G20 急

迫地需要形成有效的政策共识。

CCG 顾问，财政部前副部长      

Hon. ZHU Guangyao, CCG Advisor; Former Vice Minister of Finance

朱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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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奎指出，后疫情时代民间外交虽面临挑战，但也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随着中国政府力争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开展对外开放，中国人民对

外友好协会也将继续努力发挥民间外交的引领作用，公共外交的骨干作用，城市

外交的桥梁作用，推动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希望与各界朋友一道，充分汇集

政府、民间、学界、商界等各领域的智慧和资源，共同探索新的话语体系和沟通

方式，消除不同文化及理念间的壁垒，让世界和中国彼此看得更清楚、听得更明白，

加深理解和互信，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交流中互学互鉴，

共同繁荣，为世界人民带来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

后疫情时代对外开放新机遇 民间合作需发挥引领作用

LI Xikui,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People's Associutia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CPAFFC)

李希奎

王石也强调了民间合作的重要性。“疫情之后，尤其美国大选之后，我觉得

抗疫面前中美应该联手，中美联手，世界有救；中美不联手，光中国抵制住了只

是成功了一半，中美一定要联手，这是我要呼吁的。再一个就是如何应对气候变

化，这个危机可能来得慢，不会影响明年、后年，但是这个也必须中美联手。无

论从哪个角度，中美都应该联手起来，放下意识形态。国家和国家有自己的考虑，

但是我觉得民间不应该受任何其他的束缚，民间应该更多地先做起来。”

CCG 资深副主席，万科集团董事会名誉主席、创始人  

WANG Shi, CCG Senior Vice Chair; Founder, China Vanke Co., Ltd

王　石

杜占元指出，中国始终不渝推进全球化的政策和进程一直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习

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表达了中国同世界分享世

界市场机遇，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真诚愿望；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描绘的实行

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国际合作共赢新局面的蓝图也充分说明中国是全球化的坚定倡导

者和维护者。

杜占元还指出了疫情对于全球化的助推作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际社会围

绕全球化的讨论明显增多，共识也在日益深化，市场经济、自由贸易、跨国生产、资本流动、

互联互通、科技进步、文化交融等支撑全球化的要素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出现逆转。与此

同时，在抗击疫情中，各国的数字经济还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云技术的跨国应用更加普遍，

5G 等全球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

应用更加深化，各国人民在共同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也加深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和

认知。“实践表明，全球化大厦的基石不是在弱化，而是愈发稳固坚实。”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

Min. DU Zhanyuan, President, China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Administration (CIPG) 

杜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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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美国大选后的全球经贸合作

去向何处”为主题的大使圆桌研讨中，

多国大使就相关内容进行了积极的讨

论，与会嘉宾在研讨中表示，中国在全

球经济复苏中起重要作用，中美应加强

对话，管控分歧；全球经贸合作发展需

要多边主义和共同努力，各方应加强对

话合作，改革 WTO 等多边主义机构，

建立公平竞争平台，形成开放平等贸易

关系。

美国大选后的全球经贸合作去向何处

大使圆桌

全球化正处于十字路口，新冠肺炎疫情正在为全球化增添新的不满。过去几
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情绪不断升温，全球贸易议程备受困扰。

Ambassadors' Roundtable: US Election 2020: a Pivot 
Moment for the Future of Global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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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桑·布哈利法（Ahcene 

Boukhelfa）指出，中美关

系对全球经贸至关重要，双

方不应相互对抗，而应妥善

管理分歧，加强对话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面对机遇

与挑战，非洲希望分享经

验智慧，推动全球合作。

路 易 斯· 迭 戈· 蒙 萨 尔 韦

（Luis Diego Monsalve）

认为，拜登政府可能重新

拥 抱 多 边 主 义， 在 贸 易、

技术等领域中美关系将有

缓和，但是全球合作应依

赖多方努力而非单一国家，

各国应持开放包容心态，

相互促进共同进步。

傅关汉（Graham Fletcher）

表示，澳大利亚重视开放多

边的全球贸易体系。他希

望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政府

能 积 极 参 与 WTO 改 革 等

多边事务，也希望各国能

共同推动 RCEP、CPTPP

等多边机构发挥更大作用。

郁 白（Nicolas Chapuis）

指出，反全球化是在开历史

倒 车，G20 峰 会 在 即， 关

键是决定如何协调各国计

划。欧洲期望中国建立平衡

经济，改革多边主义机构，

促进全球开放贸易。

肃海岚（Jarno Syrjälä）认为，

全球生产贸易供应链复杂，

各国政府需要加强努力，积

极应对变化形势，关注群众

观点，解决根源问题。

鲍达民（Dominic Barton）

表示，加拿大期待正常国际

贸易秩序。多边主义面临挑

战，但也拥有数字经济等新

兴机遇。各方应推动建立公

平竞争环境，加强对话合作。

罗梁（Laurent Bili）表示，

疫情的确加剧单边主义趋

势，应对危机可采取四项措

施：第一，各国经济相互促

进；第二，加强支持欠发达

国家；第三，要重视数字经

济和绿色经济；第四，促进

WTO 改革，建立公平竞争

平台。

拉赫曼塔拉·默罕默德·奥

斯 曼（Rahamtalla M. 

Osman）认为，全球化正

面临保护主义等阻碍，应复

兴多边主义，加强机构改革，

建立公平贸易环境。

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   

哥伦比亚驻华大使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     

欧盟驻华大使 芬兰驻华大使   

加拿大驻华大使  

法国驻华大使  

非盟驻华代表        H.E. Ahcene Boukhelfa, 

Ambassador of Algeria 

to China

H.E. Luis Diego 

Monsalve, Ambassador 

of Colombia to China  

H.E. Graham Fletcher, 

Ambassador of Australia 

to China  

H.E. Nicolas Chapuis, 

Ambassador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hina  

H.E. Jarno Syrjälä, 

Ambassador of Finland 

to China

H.E. Dominic Barton, 

Ambassador of Canada 

to China  

H.E. Laurent Bili, 

Ambassador of France 

to China  

H.E. Rahamtalla M. 

Osman, Ambassador of 

African Union to China  

艾哈桑·布哈利法

路易斯.迭戈.蒙萨尔韦

傅关汉

郁白 肃海岚   

鲍达民

罗  梁

拉 赫 曼 塔 拉· 默 罕
默德·奥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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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澜意（Luca Ferrari）指

出，新冠之后的经济复原

需要重启全球化，重建国

际共识。他强调新冠肺炎

将全球平衡从大西洋世纪

转向太平洋世纪，中国是

国际经济复苏中重要一环。

贺伟民（Wim Geerts）强

调，荷兰愿加强与中国合

作，共同应对挑战。荷兰支

持 WTO 改革，推动合作平

等的贸易关系。

赛 熙 军 （ W o j c i e c h 
Zajaczkowski） 认 为， 全
球经济合作受到新冠疫情等
变量影响，疫情后行业可能
重回发达国家，全球投资者
可能参与生产能力重新迁
移。中国开放和“双循环”
经济相吻合，对此，波兰将
继续推动中欧投资协议和
WTO 改革。

拉法埃尔·德斯卡利亚尔

（Rafael Dezcallar）指出，

全球化好处良多，经济脱钩

既不理想也不现实。危机与

机遇并行，各国应协调资

源，支持发展中国家地区，

推动 WTO 等多边主义机构

发展，加强全球合作。

意大利驻华大使   荷兰驻华大使     波兰驻华大使  西班牙驻华大使    

H.E. Luca Ferrari, 

Ambassador of Italy to 

China  

H.E. Wim Geerts, 

Ambassador of the 

Netherlands to China   

H.E. Wojciech Zajączkowski, 

Ambassador of Poland to 

China  

H.E. Rafael Dezcallar, 

Ambassador of Spain to 

China

方澜意 贺伟民 赛熙军 拉斐尔·德斯卡亚

苏格认为，近来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最严峻局面，两国应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

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美关系必须注意三方面：加

强沟通，拓展合作；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智者求同”，择宽而行。“协调、合作和稳定”

符合中美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和平、发展、进步的时代潮流。

中国驻冰岛原大使，CCG 顾问 

Amb. Su Ge,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Iceland, CCG Advisor 

苏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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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经济下：机遇与挑战

商会 / CEO 圆桌

Chambers / CEO Roundtable: Rising Opportunities or New 
Challenges in the Dual-Circular Economy

近年来，人们对全球化的发展提出了一些质疑，引起了许多关于重塑商业领域市场进
入策略的讨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企业如何在其服务的市场上保持竞争力
引发关注。

2020 年 11 月 12 日，在 CCG 副主任，DXC 科技有限公司大中华地区前总裁刘宏
主持的以“双循环经济下：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的圆桌研讨中，来自商会和企业领域
的 12 位嘉宾就相关内容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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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Lynch, Managing 

Director, BritCham 

China

Martin Mueller, 

Chairman of the Board, 

Swiss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LI Ye, CCG Senior Council 

Member; Vice President, Head of 

Corporate Affairs and Government 

Relations, Merck Holding (China) Ltd.

LENG Yan, CCG Senior 

Council Membe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Daimler Greater Chinar 

James Chang, 

CEO, Management 

Consulting, PwC China

中国英国商会主席

CCG 常务理事，高通公司
法务全球高级副总裁 

中国瑞士商会主席 CCG 常务理事，默克投资
（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 , 
政府关系与企业事务负责人

CCG 常务理事，戴姆勒大
中华区执行副总裁

普华永道中国管理咨询业
务 CEO

斯蒂芬·林奇

赵　斌马丁·穆勒李   晔 冷　炎

张立钧

Lyndon Chao, Managing 

Director, ASIFMA 

Equities, Post Trade and 

China Capital Markets  

WANG Jing,Vice 

President of 

Government Affairs, IBM 

Greater China

Noah Fraser, Managing 

Director, Canada China 

Business Council  

亚洲证劵及金融市场协会，
亚太区股权部及中国资本市
场委员会董事总经理   

IBM 大中华地区政府事务
副总裁  

加中贸易协会董事总经理

赵文豪 王  静 范诺亚

ZHAO Bin, CCG Senior 

Council Member; Senior 

Vice President, Legal 

and Corporate Affairs for 

Qualcommv

James Zhan, President, 

Tata Group China  Tom Hsu，CCG Senior 
Council Member，Vice 
President of VIA-HTC Group，
CEO of Canaan Group 

Nick Coyle, CEO and 

Executive Director, 

AustCham China

塔塔集团中国区总裁 CCG 常务理事，威盛集
团全球副总裁  

中国澳大利亚商会首席执
行官兼执行董事

詹宏钰 徐　涛尼克·科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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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会加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提升速度

“新基建”是“双循环”中的关键要素 

“双循环”需考虑和保证对外资企业的平等对待

中国英国商会主席斯蒂芬·林奇

（Steven Lynch）强调了中国市场

对英国企业的重要性，认为“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是一个在未来几年能够解

决全球供应链问题的绝佳机会，而英

国企业则希望中国政府进一步解决市

场开放、数据安全、竞争性等问题。

中 国 瑞 士 商 会 主 席 马 丁· 穆 勒

（Martin Mueller） 说，“ 内 循 环”

代表的自给自足就意味着开发国内市

场，让生产、消费具有可持续性。中

国要确保能生产高科技供应链中关键

部件并运用自身优势，投资新技术，

赋能国内消费市场，而“内循环”的

良好发展离不开和国际经济“外循环”的相互政策协调。

中国的决策者们已经在宏观层面看到了经济发展的趋势，但如果官僚形式主

义仍然存在、供应链无法协调、消费能力无法提升，那么“双循环”就很难实现。

CCG 常务理事、戴姆勒大中华区执行副总裁冷炎表示在汽车行业领域，中国要

对接国际标准，法律法规要跟上时代发展，从而应对技术脱钩的挑战，也有利于中

国更多融入全球体系和全球市场。

CCG 常务理事、高通公司法务全球高级副总裁赵斌和 CCG 常务理事、默

克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政府关系与企业事务负责人李晔都希望国家有

关部门在制定有关产业政策的全周期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和保证外资企业的平等

对待，使国家的红利政策真正平等地落实到位，从实质上增强外资参与中国经济

建设发展的信心。同时，中国澳大利亚商会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尼克·科伊尔 

(Nick Coyle) 表示，跨国公司必须在“双循环”经济政策对话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以促进两国长期稳定合作。

五位来自跨国公司集团的代表从

积极的一面具体阐述了“双循环”新

格局下跨国公司的巨大机遇，虽说在

疫情过后的各行各业都遭受到了或多

或少的冲击，但“双循环”战略赋予

了它们新的机会。CCG 常务理事、

戴姆勒大中华区执行副总裁冷炎表示

疫情加速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

和重构的趋势，“双循环”战略的提

出，进一步保证了本土经济拥有了一

定程度的独立性，它是应对全球化重

构时代的中国选择，因此中国作为全

球创新中心的地位会进一步强化，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提升速度也会进一步加

快。高通公司法务全球高级副总裁赵斌坚信“双循环”因其“双向”特点将助

力国内外企业进一步拓宽海内外市场，为国内外各类企业提供更好更多的发展

机遇。李晔表示，作为一家跨国制药公司，“双循环”战略可以为其在健康板块、

医疗研发、基因研制或精准医疗等板块提供更多的国际合作机会。塔塔集团中

国区总裁詹宏钰更是强调，“双循环”在战略层面上把企业关注点移向国内市

场是很睿智的决定，只有充分和国际接轨，一个企业才能持续健康发展。CCG

常务理事、威盛集团全球副总裁徐涛补充道，“双循环”在带动整个产业方面

是非常聪明的举措，因为国内大循环不完全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短期行为，

它的提出还代表着结构性的改变，这涉及到技术转型、商业模式创新、产业结

构提升等很多方面。

关于中国未来经济走向和全球资

本流动前景，亚洲证劵及金融市场协

会，亚太区股权部及中国资本市场委

员会董事总经理赵文豪和普华永道中

国管理咨询业务 CEO 张立钧提出了

若干观点和看法，他们都认为，“新

基建”是“双循环”中实现全球资本

自由流动和中国传统产业数字化的关

键要素和基石。赵文豪特别关注了中

国的资本市场建设和金融市场的全球

化，而张立钧认为，中国在商业模式

上的创新已经非常成熟，中国需要通过基础科学与基础研发创新，进行“衣食

住行乐”数字化向产业数字化的转型。而无论是以前的发展模式还是现在的“双

循环”经济，中国面临的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问题依然存在。徐涛提到，

不能忽视数字化农业的发展，中国在数字化农业方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农业

的发展可能会为拉动 GDP 产业的转型升级带来巨大动能。IBM 大中华地区政

府事务副总裁王静从企业的角度阐明了中美脱钩因其代价巨大而不太可能发生，

而后进一步强调了中国要和全球的技术接轨，实现未来经济转型。尼克·科伊

尔 (Nick Coyle) 对中澳未来在健康、新能源等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充满希望。加

中贸易协会董事总经理 Noah Fraser ( 范诺亚 ) 也表达了中加未来在金融服务、

农业食品和清洁技术方面可以开展合作前景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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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与创新：全球化变局中的国际非营利组织

NGO 圆桌

NGOs Roundtable: Chinese and Global NGOs in Changing 
Context: Challenges and Innovations

2020 年 11 月 12 日下午，在 CCG 和亚洲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由南华早报前总编辑王向伟主持的，以
“挑战与创新：全球化变局中的国际非营利组织”为主题的分论坛上，多位中美欧非政府组织（NGO）
负责人就疫情下及拜登时代非政府组织（NGO）作用及其发展展开讨论与展望。

“我相信所有的社会组织都是为了社会的公益和慈善

来开展的工作。”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美大部主任沈昕认

为，非政府组织要发挥扶危救困作用，促进民生是最重要的

社会公益，保持社会稳定健康发展对促进民生有巨大作用，

应是非政府组织的一个最重要目标。此外，推进各国之间的

了解、合作和友谊也是非政府组织应该发挥的作用。

“对于 NGO 来说，最重要的是目前一些紧迫问题”，

阿登纳基金会 （北京）代表处代表白亚德 (Alexander 

Badenheim ) 指出，在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及全球化背景下，

NGO 可在提升公众意识、形成研究分析及发布报告、促进

民间社会与政府间进行对话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NGO 是一个知识传递的重要工具，也是国际沟通的重

要媒介。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柯佑霖

（Paul Joscha Kohlenberg）表示，中国承诺 2060 年前

实现碳中和，在技术方面中国已经十分专业，而在影响消费

者行为、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改进企业经营模式等方面，

西欧的 NGO 已积累了很多经验，中国很多机构可通过和国

际 NGO、国外伙伴对话来受益。

德国艾伯特基金会驻中国代表康怀德（Alexander 

Kallweit）也认为，要促进国际对话沟通，可通过加强政治

对话、寻求共同利益和兴趣、促进专业知识和技能交流等开

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不平等现象在全球

增加，新冠疫情进一步暴露了问题严重性。对此，美国福特

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高倩倩（Elizabeth Knup ) 认

为，基金会、NGO 与企业、政府等可共同致力于消除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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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现象，如在基金会等资助

下 NGO 可开展试点研究及

实践项目，先在小范围内验

证， 再 将 行 之 有 效 的 解 决

方 案 推 广 到 更 大 范 围。 在

这个过程中，NGO 可发挥

桥 梁 纽 带 作 用， 把 不 同 利

益相关方聚集起来共同解

Elizabeth Knup, Regional 

Director, Beijing Office, 

Ford Foundation

福特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
席代表

高倩倩

ZHAO Xiuye, Director 

of Asian Programs, 

The State Legistative 

Leaders Foundation 

(SLLF)  

美国州立法领袖基金会亚
洲事务总监  

赵修业

FANG Li, Director,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China

JI Hongbo, Country 

Represen tatire of The 

Asia Foundation,Beijing 

Office

世界资源研究所（美国）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亚洲基金会（美国）北京
代表处首席代表  

方　莉 计洪波

决实际问题。

“世界范围内全球化的退潮可能也是地方层面问题积累导致的”，针对全球化造成的

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问题，美国州立法领袖亚洲事务总监赵修业认为，未来要解决全球化

面临的问题，更好地推进全球化，需要我们把视线再移回地方，思考如何确保地方层面更

好地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

赵修业介绍说，中美建交 40 年以来，中美结成 50 对友好省州，200 多对友好城市，

美国 50 个州中至少 20 个州在中国开设了经贸代表处。中美省州和地方的合作，不是出于

SHEN Xin, Director-

General of American 

& Oceanian Affairs, 

The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CPAFFC)  

Alexander Badenheim, 

Representative in 

Beijing, Konrad-

Adenauer-Stiftung

Paul Joscha Kohlenberg, 

Chief Representative, 

Heinrich-Boell-Stiftung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Alexander Kallweit, 

Resident Representative 

for China, Friedrich-

Ebert-Stiftung (FES) 

China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美
大部主任

阿登纳基金会（德国）北
京代表处代表

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北
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艾伯特基金会驻中国代表   

沈　昕 白亚德 柯佑霖 康怀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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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政治目的，而是基于非常现实、非常内生的需求，不论

哪个总统上台，或哪个政治势力想去破坏这种合作都不是件

容易的事。“地方合作应是中美竞争下一个可以保留且非常

好的有机的合作机制。”

中美竞争加剧难以避免，但拜登在美国大选中胜出为

国际多边合作增添信心。世界资源研究所（美国）北京代表

处首席代表方莉表示，期待在后特朗普时代将中美竞争引向

更加有建设性的竞争，即要有规则，且在规则透明情况下开

展竞争。在中美竞争背景下，国际 NGO 应做好相互沟通的

桥梁，建立好交流的纽带，使中国参与到全球治理或使中美

欧等就气候变化问题等重归谈判桌。

交流是偏见与狭隘的天敌。赵修业也期待中美可以明

确合作和竞争的领域，去除一些泛意识形态化的职责，保持

政策相对稳定，以稳定市场预期，保证地方和民间经贸往来

得到很好的持续。

随着国际交流更加频繁，NGO 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着更

加重要的作用，中国 NGO 也日益走近国际舞台。亚洲基金

会（美国）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计洪波就亚洲基金会作为国

际 NGO，在促进亚洲的繁荣与发展，推动亚洲国家增进理

解、加强合作方面分享了相关经验和原则：首先，以长期承

诺为前提。中国 NGO 走出去过程中，长期承诺和坚守是至

关重要的，是建立理解和信任、贡献中国力量的前提。第二，

以尊重当地为基础。尊重当地，首先表现在遵守当地法律，

另一方面是全面推进本土化发展。第三，以伙伴关系为支柱。

即在做什么、怎么做、达到什么效果等方面，要以当地合作

伙伴为主导，提出、设计和执行。最后，以灵活创新为指引。

如思考如何运用数字技术解决发展问题等。

“疫情总会过去，社会的经济秩序还会恢复，非政府

组织的作用还会进一步加强，它将来的发展空间还是非常大

的。”针对 NGO 未来的发展，沈昕认为，全球化及互联网

的发展使人的观点、利益及诉求多样化，“求同存异，争取

一个利益的、观点的、诉求的最大化、共同化，这个是需要

非政府组织在今后一段时间去思考的一个点，有助于今后所

有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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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变局中的中国企业：影响与战略转变

企业家圆桌

Business Roundtable: Navigating Globalization Headwinds: 
Dilemmas and Responses of Chinese Companies

2020 年，新冠疫情的冲击叠加全球宏观经济形势的动荡，为企业的经营
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 CCG 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主持的以“全球化变局中的中国企业：影响
与战略转变”为主题的圆桌研讨中，来自企业领域的 8 位嘉宾就相关内容
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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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发开宗明义，指出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企业的。当下中国企业产品技术逐

渐被国际市场剥离，中国企业面临风险之大、挑战之险实属首次，而世界百年之变

局下的机会只会留给有强力竞争力、生命力的企业，现在应该是中国走向世界、讲

好中国故事、构建和谐共享发展的时代。

张华荣补充道，中国不应该只是国有单位“走出去”，民营企业更要“走出去”。

“双循环”下的中国应该拥抱世界，数据、科技、金融、教育等多个领域要更加开放。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倪张根以一个创业者的角度提出，新冠

疫情过后的机会众多，中国企业应该通过良好的表达渠道消除与国外政府、客户之

间的误解，更好地在疫情和反全球化趋势中壮大自身、不断拓宽海外市场。

郎华以“双循环”为出发点提出了自己的发展战略，他强调要打通海外循环，

因为中国和海外市场仍然存在技术和品牌差距，不能只重视国内循环，很多行业的

核心技术和有影响力的品牌都还在国外。全球互补是双赢而非零和游戏，中国企业

应该多在全球进行商业合作，给人类社会创造价值。

安德鲁·威廉姆森（Andrew Williamson）点明了全球化面临的问题。贸易战

已经造成了颠覆性影响，新冠疫情过后，西方不太认同全球化也不了解中国的“双

循环”，而中国有必要向世界证明中国能够给世界带来好机会，就技术而言还没有

到“脱钩”的时候。华为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就非常强大，华为现在正在做的

就是支持全球客户持续创新、持续研发，为数字时代的发展目标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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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G 副主席，华坚集团董事长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兼首席投资官

华为公司政府事务部副总裁

WANG Guangfa, CCG Senior Vice Chair; Chairman, Fazheng Group; 

Principal, Beijing Royal School

ZHANG Huarong, CCG Vice Chair, Chairman, Huajian Group

LANG Hua, President &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Far East Smarter Energy 

Co., Ltd.

Andrew Williamson, Vice-President and Economic Advisor of the 

Government Affairs, Huawei Technologies  

王广发

张华荣

郎   华

安德鲁·威廉姆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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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明基因此建议，从短期来看，可以通过错位竞争在新兴市场里做需求方的颠

覆性创新。而从长期来看，科技不断的颠覆创新会解决很多目前的问题和挑战，所

以不必太过担心。

关新则通过举例指出，颠覆性的科技、新理念的科技和创造新市场的科技可以

很好地对抗未来企业面对的“脱钩”等全球挑战，因为科技不仅能改变人们的生活，

还能改变人类的格局。

史洋指出全球化并非完全不可逆，国际关系的决策和依据往往会超出对经济利

益的考量，企业家在做全球化布局、投资和经营管理时必须注意政治并不总是在经

济利益上做思考与判断；国内已经发展到了要深挖国内消费市场的阶段，14 亿人口

的巨大消费市场是中国巨大的机会，也是巨大的投资机遇，而科技在未来 15 年内应

该不能成为驱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核心支柱，可能还需要 15 年的时间才会显现

出其强大威力。史洋还预期，未来两年内，会有一波新的企业端固定资产投资的新周期，

其背景是原生产线的更新换代与效率提升，它的科技属性更强，产品链、供应链的生

产效率提高的目的更明确，该背景提供了良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趋势与机会。

CCG 资深副主席，洪氏集团副主席，合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兼行政总裁

CCG 副主席，宽资本创始人及董事长

CCG 副主席，浙江鸿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  

Marvin Hong, CCG Senior Vice Chair，Vice Chairman of Hung’s Group；

Executive Director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Hop Hing Group Holdings Limited

Michael Kuan, CCG Vice Chair; Founder and Chairman, Kuan Capital

SHI Yang, CCG Vice Chair; Founder, Zhejiang Honghui Asset Management 

Co. Ltd.

洪明基

关　新 

史  洋

CCG 资深副主席、洪氏集团副主

席、合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兼行政总裁洪明基和 CCG

副主席、宽资本创始人及董事长

关新从科技和创新的角度对中国

企业的未来进行了探讨。互联网

市场有许多关键要素，归纳成供

给、需求和联接三个不同的端口，

而需求端和供给端因为科技和模

式的创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和需求。



63

COVER REPORT
封面文章

在 CCG 副主任高志凯主持的以“展望数字经济的未来十年”为主题的圆桌研讨中，来自企

业和学术等领域的 10 位嘉宾就相关内容进行了积极的讨论。

展望数字经济的未来十年

圆桌研讨

2020 年，数字化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以其强大韧性与生命力
驱动着各领域生产力变革，为当前经济复苏与未来增长提供新的发展契机与风险挑战。

Digital Economy Roundtable: The Rise of Digital economy: 
Technology and Policy in the Coming Decade

CUI Fan,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at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UIBE)

SUN Jie,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Former Director-

General, Fund Supervision 

Department of CSRC; Former 

Chairman, Asset Management 

Association of China

TANG Min, CCG Vice President; 

Counselor, States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CCG 高级研究员，中国证监会基金
部原主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原会长   

CCG 副主任，国务院参事 

崔   凡 孙　杰 汤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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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期间多个行业经线上模式得到发展

新冠疫情的到来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新冠疫情下，人们出行的限制导致了

各个行业的线上发展模式迅速发展，其中教育、跨境电商以及健康事业最具代表性。

数字经济的发展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相应的影

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认为在创新

活动中，互联网领域和数字经济领域占据着重要的作用，

而在现有经济发展格局中，强调创新在经济建设甚至是现

代化建设全局中间的核心地位，中国无疑具有很大的优势。

目前来讲，中国最主要的优势就是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

力，这使得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具有优势的产业正向规模经

济型产业发展。规模经济效益往往取决于固定成本或者研

发成本的投入力度，而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加，中国的

优势会越来越强，与之相适应，中国在内需潜力和超大规

模市场中的优势也会越来越强。

数字经济的发展符合我国根本优势转变的方向，但同

时我们要注意不能将其在中美之间分化为两个体系，因此

互联网世界的互联互通就显得尤其重要。促进互联互通的

前提是在数字经济互联网领域建立共同规则，发挥更加显

著的规模经济效应，这也是未来国际贸易全球经济治理中

最关键的问题。但中国的发展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中国证

监会基金部原主任孙杰提出金融行业是最早采用数字技

术的行业之一，从监管到运营都用了数字技术。而基金行

业也正是因为数字技术在稳定性方面得到了比金融行业

更高的评价。但现在的发展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中国的

直接融资比例和股票市值占 GDP 的比例仍然有待提高。

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使得中国在创新中具有优势

CCG 副主任、国务院参事汤敏提出在疫情期间，数

字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线上学习的过程中，优质教

育资源被广泛分享，给教育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他认

为在未来的十年中，数字教育将得到较快的发展，同时，

教育领域也将迎来几大突破。第一，可能会淡化高考，高

考的改变可能会带来学习的改变和学校的变化。第二，教

育公平问题，数字化教育的普及将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教

育公平问题，但同时也需警惕数字鸿沟。第三，创新教

育，促进教育公平，在数字化的手段下，优质教育资源就

可以被更多地分享，素质教育就可以更广大地普及，学生

的创新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能大大提高。在跨境电商

方面，京东集团战略投资总监刘清云认为尽管过去一年国

CHEN Poujian, CCG Executive 

Council Member; CEO of China 

Horae Capital Management 

Group; Chairman, Ruihua Health 

Assurance Corporation

ZHOU Yanli, CCG Advisor; Former 

Vice Chairman, China Insurance 

Regulatory Commission

MA Jian, Deputy Country 

Representative, UNIDO

CCG 常务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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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G 顾问，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驻华副代表    

陈剖建 周延礼 马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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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贸易争端和疫情对一些产业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但在

整体环境下，还是有一些行业异军突起，其背后的原因，

宏观层面一方面肯定是也有政府对疫情的迅速的控制，国

内迅速地复工复产，微观层面，首先，中国供应链成本极

大的优势，以及中国供应链的弹性化生产优势有利于跨境

电商迅速的将订单铺往海外市场。同时，跨境电商可以帮

助一些质量很好产量稳定但缺乏对外出口的中小品牌抓

住市场机遇。

在健康事业方面，CCG 常务理事、中国红瑞资本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 CEO 陈剖建提出全球疫情的爆发引

发了人们对于健康状况的高度的重视，对于健康风险的持

续的担忧，从保险行业来讲，今年已经是数字经济的获益

者。但同时，他也提出过去对健康风险的管理是非常不足

的。但是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地发展，对于健康风险可以不

再依赖传统的过往经验数据来进行评估，可以更好地通过

动态的健康风险的跟踪、管理，来实现对于健康风险有效

的控制。下一步，对整个数字技术产业带来巨大的产出，

大健康产业以数字技术为重要的驱动力，推动整个产业的

发展，特别是在整个数字经济方面实现突破性的发展，是

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

面对数字经济高度发展的当下，中国应该及时采取措

施适应时代变化，在数字经济中找寻自身优势并促进自身发

展。中国证监会基金部原主任孙杰提出中国在以下几个方面

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一，监管要进一步发挥数字技术的

作用，中国应该把重新发挥我们的优势和引进新理念结合起

来，政府监管和市场创新共同努力，一方面政府要主动与市

场结合，贴近市场，市场方面也应该主动与政府接触，及时

沟通。第二，市场要大规模运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以是

我们制度上对保护投资者实施，履行受托人义务的一个重要

补充。最后，要统一在法律基础上大力发展数字技术来推动

理财发展，为提高直接融资服务。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CCG 顾问、原中国保监会副主

在法律基础上大力发展数字技术

国际社会要形成共识，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

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周延礼认为数据是数字经

济时代基础性、战略性的资源，数字经济在未来十年左右是

经济引擎，也是国家的一个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周延礼同时提出目前国际社会在数字经济的合作中仍然存

在一些困难。首先，数据采集、数据标注和数据库的管理，

和数据储藏、商业化的应用，这些都在全球合作中可能带来

很多国与国之间认识上的差异。第二，应该进一步完善加强

在数据的确权、数据的定价、数据的交易等数据的市场化，

特别是在数据的流通机制等方面的合作，真正发挥数字的价

值。这些因素关系着经济增长长期发展的动力，关系着全球

经济发展的未来。周延礼总结提出国际社会要形成共识，加

强这方面的合作，推动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全球数字的

席周延礼从五个方面的技术路线就全球的数字经济在未

来十年将如何合作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应

充分认识到加快数据要素价值化进程的至关重要性，加

快推进数据采集、标注、储存、传输、管理、应用等全

生命周期的价值管理，实现传感、控制、管理、运营等

多元的数据一体化进程。第二要推进实体经济的数字化

转型。第三应突破提升产业基础能力这一核心关键要素，

强化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占据创新的制高点。

第四应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等途径强化数字经济的治

理能力。第五应在深化数字经济的全球合作的同时强调

在开放条件下的全球合作，加强各国数字经济领域的政

策协调。

发展创造的价值为全人类而服务。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驻华代表马健对数字经济在发

展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此发表了看法。第一，需要避免

扩大高收入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在

互联网普及度差异进入考虑范围之时，数字化鸿沟会变

得更加复杂，真正的数字化革命应在全球平等的情况

下进行推进。第二，数字化也将给劳动者和中小企业

带来挑战。第三，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将给性别平等带

来影响，女性在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占比依然不足，同时，

在更易用自动化替代人工的行业中女性也仍占比较大

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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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经济的发展在目前来说尚处于最初阶段，洛可

可创新设计集团董事长、洛客设计创新设计团创始人贾伟

预测数字化商业是未来发展趋势。首先，随着数字化产品

的大量出现，中国将会进入数字化产品的全球竞争，并在其

中慢慢领先。其次，数字化组织的改变也将推动数字化商业

的发展。第三，数字化产品与数字化组织开始融入大的数字

化商业，大家开始真正进入数字孪生的逻辑里，我们在构建

完整的数字化商业，未来 10 年全球竞争将是在构建一套完

整的数字化商业的过程中，谁数字化商业闭环做得好，谁就

能够通过数字效率和精准度和 AI 智能驱动世界发展。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吕本富也对数字经

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出了四个预测。第一是工作与生活的

再平衡，但其各自占比问题还有待商榷。第二，信息终端

问题继续深化。手机保有量降低了互联网的接入门槛，推

动了数字经济的普及。但信息终端的革命并没有完成，仍

将继续。第三是智能化、人工智能等。在大数据基础上挖

掘各种规律应该是未来 10 年一个最主要的主旋律，有两

个分布：一个是人工智能够取代某一劳动的工种，但在这

一层面上涉及到了很多伦理问题，这是人工智能的元问题，

是最基本的问题。智能化还有一个问题是数字孪生，即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未来十年会有革命性的变化

David Jia, Chairman, LKK 

Innovation Design Group; 

Founder, LKKER Sharing Design 

Platform

LU Benfu, Vice Chairman, China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 Strategy 

Development ZHOU Nianli,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VIBE); 

Member, National Working Group 

on Digital Trade

洛可可创新设计集团董事长，洛客设
计平台创始人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 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中国世贸组织研究院教授，国
家数字贸易专家工作组成员    

贾   伟 吕本富 周念利

虚拟空间中存在一个我们的影射。第四，数字货币，这将

改变生产关系。总而言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未来十

年都会有革命性的变化。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贸

组织研究院教授、国家数字贸易专家工作组成员周念利针

对数字贸易治理的未来发展趋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对

拜登政府的数字贸易治理的趋向做出了判断。第一，拜登

政府将会更加注重捍卫美国高科技领域相关的领域和产业

的利益，同时，会更加注重促进科技创新，扩大互联网的

基础设施的投资。第二，拜登总统更加注重规则导向，

希望继续引领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周念利教授预测拜

登总统将关注以下几个举措：一，他将继续在自由贸易区

（FTA）继续推进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的演进升级。二，

基于 TPP 的框架，美国希望重返亚太，在数字贸易治理

领域依然成为引领者。三，拜登依然有美国大国情结。在

一些多边的关于数字贸易谈判的场合，可能美国会做出一

些妥协，可能会重启国际服务贸易协定的谈判，在这个框

架之下引领数字服务贸易规则的相关制订。四，拜登比较

注重盟友的关系，在一些场合修复跟盟友之间的关系。



67

COVER REPORT
封面文章

共同塑造 21 世纪：拜登时代的中美欧选择

智库圆桌

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美欧关系龃龉不断，中欧关系在迈上新台阶的同时也因制度及
文化差异等面临挑战。在 CGTN 对话前主持人、钛媒体国际事务合伙人杨锐主持
的以“共同塑造 21 世纪：拜登时代的中美欧选择”为主题的圆桌研讨中，来自智库、
学术界等方向的 10 位嘉宾就相关内容进行了讨论。

Think Tanks' Roundtable: Great Power Politics in the 21st 
Century: Choices fo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under Biden Presidency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CCG 学术委员会

专家陈文玲认为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拜登提出的挽救美国的灵魂是挽救美国人民的生命，

抗击疫情是美国的头等大事；其次，（拜登的政策）不是

挽救美国的经济颓势，而是挽救美国目前运行机制导致的

一系列危机；第三，不是拜登和特朗普如何交接的问题，

而是要解决美国社会的高度撕裂问题。

CCG 高级研究员、中国前驻纽约和旧金山总领馆商

拜登要解决美国社会的高度撕裂问题

务参赞何伟文也认为由于特朗普的社会基础，拜登可能在

美国将受到牵制，短时间内在国外很难有很大的作为。何

伟文认为拜登应通过重归多边，重塑美欧关系，修补中美

关系等方式推进其外交政策。其次，拜登上任之后欧盟与

美国的关系可能会拉近，同时中美之间也会存在更多的对

话与合作，在一些问题上中美的紧张关系可能不会改变，

但在贸易问题上中美可以合作。



68

COVER REPORT
封面文章

拜登政府的上台必然会带来美国

政策的变化，关于拜登上任之后，中

美欧之间面临的关系变化，陈文玲提

出中美关系将面对以下几个重构。首

先，要重构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大

国关系，要重回处理大国关系之道；

其次，要重构和重启对话机制；第三，

要重启 BIT（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并加速完成，保证两国投资能够安全

并且能够顺畅；第四，重回国际规则

的贸易规则和投资规则，取消对中国

加征的高额关税；第五，重启正常人

员往来；第六，重新进入全球治理、

全球规则制定与全球秩序维护；第七，

推进中美开展 FTA（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建立在开放世界中中美互补的

产业新格局。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

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

员崔洪建主要针对中美欧关系的变化

提出了三个预测。第一，欧美关系会

拜登政府下的美欧关系、中美关系可能会有所缓和

CHEN Wenling, CCG Expert 

Advisor; Chief Economist,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 (CCIEE)

HE Weiwen, CCG Senior Fellow; Former 

Commercial Counselor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s General in New York and San 

Francisco, the United States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 ，中国国际经
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CCG 高级研究员，中国前驻纽约和旧金山
总领馆商务参赞

陈文玲 何伟文

回暖，但这并不等于跨大西洋关系会回归。而对于欧洲方面来说，未来四年，

欧美关系是否会出现“去特朗普化”这将成为一个问题。而“去特朗普化”是

否等于“再奥巴马化”，这将成为另外一个问题。第二，欧美关系的调整是否

等于欧美会一致对华？首先欧美关系调整的主要方向对双方来说是先解决他

们之间的矛盾，加上欧洲的战略自主发展方向，欧洲应该不会作为美国推行其

对外战略的工具。第三，接下来中美欧三方会进入非常复杂、非常频繁的三方

联动的趋势。在未来四年中，中美欧的三角博弈会成为世界舞台的重头戏，甚

至中心的剧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傅梦孜认为拜登上台以后，他

的多边主义立场、反对征税、对“贸易战”的态度可能有别于特朗普，所以拜

登政府下的美欧关系、中美关系可能会有所缓和。第一，在政治上，这个世界

可能会形成美欧日为一方，中国处于另一方的情况，形成一个二元并存的国际

体系。第二，在经济上，美、中、欧三大经济板块可能将成形，更加注意完善

区域内机制、区域内优先，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价值链有可能进一步收

缩，收缩到欧洲、美国、亚洲三大板块体系。第三，中欧、中美、欧美存在竞争，

但在战略上很难回到从前。欧洲的独立自主性会更加突出，在各方面会有竞争

也会有合作，会调试相互关系、实现危机管控，同时也会保持政策独立性。以

后的世界竞争可能更加复杂。

“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秘书处执行主任，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

局前局长曹京华认为随着拜登时代的到来，中美之间的科技合作将得到恢复。

中美合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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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I Hongjian,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nd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European Studies,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CIIS)

FU Mengzi, Vice President and 

Research Professor, China 

Institut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O Jinghua, Executive Director, 

Alliance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Organizations (ANSO)  Secretariat; 

Former Director General, the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Coop (BIC),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Dean and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David Blair, CCG Vice President 

and Senior Economist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中国国际问
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
究员   

“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秘书
处执行主任，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前局长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外国语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CCG 副主任兼高级经济学家

崔洪建 傅梦孜 曹京华

谢　韬 大卫·布莱尔

拜 登 政 府 的 上 台 并 不 意 味 美 国

对华政策的彻底改变，中国在国际社

会中仍然可能面临较为紧张的局势。

CCG 副主任兼高级经济学家 David 

Blair 在分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

演进的基础上认为推动中美安全关系

的核心因素并不会改变。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外

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谢

韬也提出了三点。一，对拜登政府报

抱太大的希望是危险的。二，特朗普

的影响可能仍将持续，事实上特朗普

的保护主义对很多民族主义者是有益

的，所以大家不要幻想拜登可以终止

对中国的“贸易战”。三，欧洲的右

翼的国家主义政党与中国的关系也在

逐步下降。因此，在现在全球很多国

家主义产生的背景下，中国仍然想去

拥抱全球化，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着非

常强有力的国家主义，对中国的外交

政策和国内政策都是很大的挑战。

中美安全关系的核心因素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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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欧合作正在出现比较积极的条件和环境

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前，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中美欧应该采取怎样的做法去推动世界的发展

就成为了首要关切。

何伟文认为对于美国是想美国来

主导规则，中国按美国主导的规则来

做事。中国的对策应该是这样：对美

国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处理，我们要

求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经济贸

易上，我们要确定世贸组织的规则、

国际公认的规则。此外，要在平等的

话语权下谈合作、谈贸易。在欧洲方

面，中欧应该继续合作。

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前副部长米凯

莱·杰拉奇 (Michele Geraci) 提出，

拜登政府下，中美欧三方之间的意识

形态仍然存在压力，而这种问题想要

通过自由市场和国有企业、民众，是

很难解决的。在未来拜登与特朗普混

合状态下的美国，中国应该通过“双

循环”经济，减少对于全球供应链的

依靠，减少对于国际贸易的依靠，从

而加强本国国内的技术能力，从而克

服美国方面带来的影响。

CCG 高级研究员、商务部欧洲

Michele Geraci, Former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Italian 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UN Yongfu, CCG Senior Fellow; 

Former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Department of European Affairs, 

MOFCOM

TU Xinquan,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Professor and Dean, 

China Institute for WTO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前副部长  CCG 高级研究员 ，商务部欧洲司前
司长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贸大
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   

米凯莱·杰拉奇 孙永福 屠新泉

司前司长孙永福认为地缘政治中，制度之争、道路之争不应该影响务实的、经

贸相关的合作。疫情时代下，完善中美欧关系对全球经济的复苏有重要影响。

中国市场的体量对欧洲极其重要中国巨大的市场对欧洲和美国企业都具有吸

引力，与中国市场脱钩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并且，三方有很

大可能进行相应合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对于各方都

非常有利。而中国应当在数字经济、5G 发展的标准制定、规则制定中占据一

定的话语权。

而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政策可能发生改变的背景下，针对 WTO 改革，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认为在

WTO 改革并不构成一种零和博弈。关于争端机制，已经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

革建议；其次在目前已经暂停的环境产品协议谈判上，中美欧应该合理推动，

尽快达成谈判协议。关于发达国家差别待遇问题，中美欧三方完全可以本着务

实灵活的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通过逐案处理的方式来明确发展中成员再特定

议题下的弹性待遇。在所谓的非市场导向问题，尤其是补贴的问题上，美欧提

出的一些新增所谓的有害补贴，从原则上来看没有问题，但是在具体细节上还

有很多需要进一步讨论。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这次疫情给大家的教训是一个

高效有为的政府是非常重要的，不能一味否定或排斥政府在经济、产业发展中

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在补贴规则的改变上需要加以规制以外，也需要研

究哪些补贴是必要的、合理的，是在经济、社会、环境方面能产生正面影响的。

各方对此都有自己的需求，所以三方可以通过对话，努力制定一个更加平衡的

补贴规则。在此背景下，WTO 仍然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平台，而且一个和平

共处的大国关系特别需要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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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中国总编

Russell Flannery, Editor-in-

chief, Forbes China  

范鲁贤

2020 年 11 月 12 日，在福布斯中国总编范鲁贤（Russell Flannery）主持的

以“探索国际视野的可持续发展密码”为主题的圆桌研讨中，来自国际组织、企业

界和学界的 9 位嘉宾就相关内容进行了积极的讨论。

探索国际视野的可持续发展密码

圆桌研讨

实现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世界各国旨在消除贫困、拯救地球、建立一
个和平世界的共同愿景，也是国际合作的主要内容。面对气候变化、新冠疫情等
全球问题，世界各国需要在未来十年加速采取可持续解决方案，以应对全球重大
挑战。

CSR Roundtable: Advancing the SDGs in a Global Context: 
Business Strategies and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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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凯琳（Claire Courteille-Mulder）指出，新冠肺炎加剧全球就业问题，

因此，在商业领域，企业们需要做出表率促进可持续发展，全球治理意识也需加强。

以 2030 发展目标为前景，应重塑多边主义信心，创新合作机制，加强国际领导力，

推动可持续发展。

高敏认为，中国服装行业可利用科技驱动推动全产业链数字化、可持续发展

和多元文化交流。

罗鑫指出，2050 年，电力将成为核心能源载体。今年光伏产业增长力度大，

原因有二：第一，需求大；第二，中国在全球光伏行业具有重要地位。

黄志湘表示，文化交流对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持续发展有经济、社会、

环境三大维度，新冠疫情对这三个维度都造成了冲击，对此各方应加强文化等方

面交流，建立共识，从而推动可持续发展。另外，文化产业只有加强创新，不断

为受众提供所需产品，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局长     

CCG 常务理事，中国服装协会副主席，汉帛国际总裁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NBC 环球中国区对外事务副总裁  

Claire Courteille-Mulder, Director, ILO Country Office for China and Mongolia 

GAO Min, CCG Senior Council Member; Vice Chairman of the China Garment 

Association; CEO, Hempel Group China

LUO Xin, Chairman and President, GCL System Integration Technology Co., 

Ltd.

Shauna Huang, Vice President of External Affairs, Universal Pictures China 

柯凯琳

高　敏 

罗   鑫

黄志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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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志东认为，面临全球疫情带来的挑战，应重塑多边主义信心，各方应携手

共进、相互扶持。他强调光明集团发展大力利用了中国市场带动区域市场合作的

作用，目前致力于推动全球品牌与文化沟通，注重区域实践，加强与各组织机构

合作。

白良（Jacques Pellet）表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实现人道主义目标、实

践创新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开展商业活动，与各方展开合作，推动可

持续发展。

周国梅表示，应抓住疫情后经济复苏机遇推动全社会经济绿色化转型。绿色“一

带一路”建设将成为绿色发展的国际公共产品，应利用大数据等新兴数字技术推

动构建绿色供应链、价值链。

张运洲认为，电力系统对推动绿色转型和实现碳中和具有日益重要作用。而

国家电网公司可在三方面促进可持续发展：第一，促进绿色发展，助力当地集团

转型；第二，负责运用海外资产实现互利共赢；第三，坚持共享发展，履行社会责任。

他还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全球化应更加均衡可持续；第二，

应重视电力等基础设施规划的国际合作；第三，应充分发挥智库和国际组织在可

持续发展中作用。

光明国际食品产业基金、光明福瑞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主任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国合会副秘书长  

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院长 

MIN Zhidong, President, Bright International Food Industry Fund, Bright Frey 

Capital (Shanghai) Co., Ltd.

Jacques Pellet, Regional Director for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

ZHOU Guomei, Secretary of the Party Committee of Eexter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Center,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the China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ZHANG Yunzhou, President, State Grid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闵志东

白   良

周国梅 

张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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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启动
共同面对全球性挑战

2020 年 12 月 15 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与当代中国与

世界研究院共同发起的“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在京举办启动

仪式。

启动仪式上，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博士致欢迎

辞，CCG 联合创始人、秘书长苗绿博士对项目进行详细介绍。原

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郭卫民，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驻华代表欧敏行（Marielza Oliveira），欧盟驻华大使

郁白（H.E. Nicolas Chapuis），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民（H.E. 

Dominic Barton），哥伦比亚驻华大使路易斯·蒙萨尔韦 (H.E. 

Luis Diego Monsalve)，埃及驻华大使穆罕默德·巴德里（H.E. 

Mohamed Abd El-Sattar Elbadri），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

副院长潘庆中出席了启动仪式并发表寄语。

联 合 国 代 理 驻 华 协 调 员 桑 爱 玲（Amakobe Sande），

WTO 前总干事，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慕安会副主席鲍里斯·鲁格（Amb. Boris Ruge），

美国杜克大学校长文森特·普莱斯（Vincent Price），世界银行

中国局局长马丁·芮泽（Martin Raiser），亚洲协会香港中心

主席陈启宗（Ronnie Chan），新加坡常驻联合国原代表马凯硕

（Kishore Mahbubani）等嘉宾通过视频寄语。

“国际青年领袖对话”（Global Young 

Leaders Dialogue, GYLD）项目是由全球化

智库 (CCG) 和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共同发

起，面向 45 岁以下，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领

域的全球青年领袖对话机制。这一项目将积极

借鉴全球知名的青年领袖机制，重点关注全球

化、全球治理、多边主义、科技与创新、文明

交流、可持续包容性发展、卫生健康等全球性

议题，更加突出平等对话、思想交流、包容互鉴。

通过对话，增进不同文明背景、不同职业背景

青年领袖间的相互理解借鉴，激发合作创新，

培养一批胸怀世界的全球化人才，携手共创人

类美好未来。未来项目将陆续开展年度论坛、

系列沙龙、联合研究、考察调研等工作，为国

际青年领袖对话交流搭建多样化平台，形成一

个活跃的国际青年领袖社区网络，进而为全球

性事务汇聚更多国际化、年轻化、多元化的创

新思考。项目得到了联合国驻华系统和清华大

学苏世民书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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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文局局长   原国新办副主任

Hon. DU Zhanyuan, 

President, China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Administration (CIPG)

GUO Weimin, former 

Vice Minis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China

杜占元郭卫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副
院长

欧盟驻华大使

CCG 联合创始人、秘书长

加拿大驻华大使 哥伦比亚驻华大使

联合国代理驻华协调员

埃及驻华大使

WTO 前总干事、巴黎和
平论坛主席

Marielza Oliveira, 

Director and 

Representative of 

UNESCO Beijing

David Q. Pan, Executive 

Dean and Professor, 

Schwarzman College, 

Tsinghua University

H.E. Nicolas Chapuis, 

Ambassador of 

Deleg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hina

Mabel Miao, Co-founder 

and Secretary-General 

of CCG

H.E. Dominic Barton, 

Ambassador of Canada 

to China

H.E. Luis Diego 

Monsalve，Ambassador 

of Columbia to China

Amakobe Sande, 

Resident Coordinator, 

a.i., UN China

H.E. Mohamed Abd 

El-Sattar Elbadri, 

Ambassador of Egypt to 

China

Pascal Lamy, Former 

Director-General,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hair, Paris Peace Forum

欧敏行

潘庆中

郁  白

苗  绿

鲍达民 路易斯·蒙萨尔韦

桑爱玲

穆罕默德·巴德里

帕斯卡尔·拉米

全球化智库 (CCG) 理事长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王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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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董事
会主席

加中贸易协会董事总经理 手摇中国公益项目创始人 CGTN 主持人

CCG 顾问，新加坡常驻
联合国原代表

Theresa Tse, Chairwoman 

of Board Committee of 

Sino Biopharmaceutical 

Limited

Noah Fraser, Managing 

Director, Canada China 

Business Council

Joshua Dominick, 

Founder & Organizer of 

Krankin'thru China

WANG Guan, News 

Anchor & Host, CGTN

Kishore Mahbubani, CCG 

Advisor, Singapore's 

Former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谢其润 范诺亚 谭嘉煦 王  冠

马凯硕

杜克大学校长慕安会副主席 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 CCG 联席主席，亚洲协
会香港中心主席，恒隆地
产董事局主席Vincent Price, President 

of Duke University 

Amb. Boris Ruge, Former 

Ambassador of Germany 

to Saudi Arabia; Vice-

Chairman at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Martin Raiser, World 

Bank's Country Director 

for China, Mongolia, and 

Korea

Ronnie C. Chan, Chair, 

Hang Lung Properties 

Limited; Co-Chair,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文森特·普莱斯鲍里斯·鲁格 马丁·芮泽 陈启宗

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郭卫民表示，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是促进中外青年交流对

话的一个很好的平台和窗口，希望大家用平等、尊重、包容的眼光看待世界，用欣赏、

学习、共享的观点相互交流，推动不同文明的和谐共生、交流互鉴。

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指出，青年是持续推进全球对话和多边合作的重要力量，

期待这一平台能够进一步激荡出全球青年的对话热情、思想火花和有力的声音

王辉耀博士在致欢迎辞时表示，青年群体对各领域的影响力正在逐渐提升，青年

是实现可持续、包容和稳定社会的关键。青年领袖则是未来国际社会的决策制定者和

主导者。设立青年领袖机制，将有效发掘和培养具有洞察力和大局观的国际青年人才。

CCG 秘书长苗绿博士作为 GYLD 项目负责人介绍了该项目。“国际青年领袖对

话”（Global Young Leaders Dialogue, GYLD）项目是由全球化智库 (CCG) 和当

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共同发起，面向 45 岁以下，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领域的全球青

年领袖对话机制。这一项目将积极借鉴全球知名的青年领袖机制，重点关注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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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多边主义、科技与创新、文明交流、可持续包

容性发展、卫生健康等全球性议题，更加突出平等对话、

思想交流、包容互鉴。通过对话，增进不同文明背景、不

同职业背景青年领袖间的相互理解借鉴，激发合作创新，

培养一批胸怀世界的全球化人才，携手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未来项目将陆续开展年度论坛、系列沙龙、联合研究、考

察调研等工作，为国际青年领袖对话交流搭建多样化平台，

形成一个活跃的国际青年领袖社区网络，进而为全球性事

务汇聚更多国际化、年轻化、多元化的创新思考。项目得

到了联合国驻华系统和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的支持。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驻 华 代 表 欧 敏 行（Marielza 

Oliveira）表示，如果年轻人能够通过独立决定完成他们想

做的一切，他们的力量，他们的能力和他们集聚在一起所

能带来的效应是难以想象的。这个项目为行动和对话提供

了一个平台。

欧盟驻华大使郁白（H.E. Nicolas Chapuis）指出，

在国际秩序方面应进一步促进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应克

服对中国潜在威胁的看法，战胜对于中国认知的威胁论。

这就需要通过青年领袖的对话来实现。

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民（H.E. Dominic Barton）表示，

青年领袖应学会和他人一起工作，积极培养良好行为习惯，

积累跨领域领导经验。

哥 伦 比 亚 驻 华 大 使 路 易 斯· 蒙 萨 尔 韦 (H.E. Luis 

Diego Monsalve) 指出，青年人代表着现在和将来，参与

政府决策、寻找合作战略、理解技术进步是青年领袖的关键。

埃及驻华大使穆罕默德·巴德里（H.E. Mohamed 

Abd El-Sattar Elbadri）表示，真正的青年领袖要以性别

平等为基础，不受自身文化、自身视野限制，站在他人的

角度，以国际化眼光看待世界。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副院长潘庆中指出，当今世

界面临更为严峻挑战，全世界年轻人都应该“来相会”，

开展更深入的理解对话交流。

联合国代理驻华协调员桑爱玲（Amakobe Sande）

表示，青年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

推动社会进步，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WTO 前总干事，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帕斯卡尔·拉米

（Pascal Lamy）表示，期盼年轻的朋友用热情来应对这

个世界的分裂情绪，勇敢地发出全新的声音。

慕安会副主席鲍里斯·鲁格（Amb. Boris Ruge）表示，

把年轻一代聚集在一起是全球对话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美国杜克大学校长文森特·普莱斯（Vincent Price）

指出，当具有不同才能和不同观点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

的才华能够得到结合，从而产生新想法。

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马丁·芮泽（Martin Raiser）表

示，现在历史的接力棒要交到下一代的手中了，期待着青

年领袖们在未来能够解决这一代人未能解决的发展问题。

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主席陈启宗（Ronnie Chan）指出，

年轻一代生活在一个全球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希望

他们对好的事情充满激情，大胆思考，打破常规。

新 加 坡 常 驻 联 合 国 原 代 表 马 凯 硕（Kishore 

Mahbubani）表示，希望亚洲国家能够成为多边主义的积

极倡议者。期待中国的青年能过携起手来共同促进多边主

义，将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谢其润表示，作为青

年领导者，我们需要全球社区合作才能实现更好的成就。创

造出真正的价值，给社会创造价值，去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加中贸易协会董事总经理范诺亚（Noah Fraser）指

出，今天有很多前瞻性的思维，在国际上缺乏对中国的关注。

他期待更多的年轻声音在中国被听到，能够进一步参与全

球的讨论。

手 摇 中 国 公 益 项 目 创 始 人 谭 嘉 煦（Joshua H. 

Dominick）表示，中国有非常远的愿景，而且积极推动多

边主义，不断积极加入各项国际事业。期待年轻人去更好

地交互，去改变，并且把这种改变往前去发展

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谢其润，加中贸易

协会董事总经理范诺亚（Noah Fraser），手摇中国公益

项目创始人谭嘉煦（Joshua H. Dominick）作为青年领袖

代表发言。启动仪式由 CGTN 主持人王冠主持。

国务院新闻办国联局副局长马佳，当代中国与世界

研究院副院长孙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项目经理贝秉诚，

释多卡商贸有限公司创始人托马斯·富恩特斯·贝尼特斯

（冯天穆），《中国日报》高级评论员兼高级经济学家大

卫·布莱尔，荷兰驻华使馆白卡维，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董事局主席助理高英华，中国科技博客联合创始人白逸

轩，澳大利亚驻华使馆 Adam Clancy，《善良的天使》制

片人韩轶，洛可可创新设计集团董事长、洛客设计平台创

始人贾伟，德国驻华使馆王安娜，格鲁吉亚驻华使馆娜塔

莉亚·科瓦恰泽，三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李一田，埃及

驻华使馆 Mohammad Kawzaa，字节跳动内容战略经理

乔纳森·洛佩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约瑟夫·奥利弗·门

杜，阿塞拜疆驻华使馆参赞帕纳霍夫·乌格尔，DXC 科技

大中华区人力资源主管考沙尔·普拉卡什，俄罗斯驻华使

馆 Dmitry Oksyukovskiy，浙江鸿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

始人史洋，加拿大驻华使馆大使办公室主任苏言，中信资

本直接投资经理王安东，领英中国公共事务总经理王延平，

尚德机构首席增长官 CGO 张胜，哈萨克斯坦驻华使馆教

育参赞 Ulan Nukhitzhan，俄罗斯驻华使馆 Ivan Vlasov

等作为见证嘉宾参加启动仪式。项目在各界人士和青年领

袖代表的见证下正式启动。

百余位来自二十余个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高校、

智库、媒体等不同领域的杰出青年参加了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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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ed by UN China and Schwarzman College, Tsinghua university, on December 15, 2020, the launch of the Global 
Young Leaders Dialogue (GYLD) Program, jointly initiated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and the 
Academy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World Studies (ACCWS), was held in Beijing.

At the launch event, CCG President Wang Huiyao delivered welcome remarks and Mabel Miao, co-founder and 
secretary general of CCG, made an introductory presentation on the GYLD. Participants that gave opening speeches 
were Guo Weimin, deputy director of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Du Zhanyuan, presiden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CIPG); Marielza Oliveira, director and representative of UNESCO Beijing; H.E. Nicolas 
Chapuis, ambassador of Deleg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hina; H.E. Dominic Barton, ambassador of Canada to 
China; H.E. Luis Diego Monsalve, ambassador of Colombia to China; H.E. Mohamed Abd El-Sattar Elbadri, ambassador 
of Egypt to China and David Q. Pan, executive dean and professor of Schwarzman College, Tsinghua University.

CCG Hosts the Global Young Leaders Dialogue Program Launch

Guo Weimin noted that the GYLD is a 
good platform to promote exchange 
and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young leaders. He voiced hope 
that people will look at the world with 
equality, respect and inclusiveness,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mutual appreciation, learning and 
sharing to promot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Du Zhanyuan noted that youth is an 
important force for continuous global 
dialogue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voiced expectations that this 
platform will further stimulate global 
young people’s enthusiasm for 
dialogue, to spark ideas and trigger 
powerful voices.

Amakobe Sande, interim resident 
coordinator, UN China; Pascal Lamy, 
former director-general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Boris Ruge, 
vice-chairman at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MSC); Vincent Price, 
president of Duke University; Martin 
Raiser, World Bank's country director 
for China; Ronnie C. Chan, Chairman 
of Asia Society Hong Kong Center and 
Kishore Mahbubani, Singapore's former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UN) 
sent video messages.

In the welcome remarks, Dr. Wang 
Huiyao noted that young people have 
increasing impact on various fields and 
are the key to a sustainable, inclusive 
and stable society. Young leaders are 
the future decision-makers and guid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e 

emphasized that the Young Leaders Program will effectively identify and cultivate 
young international talent with insight and a broad perspective.

As the chief of the program, CCG Secretary General Dr. Mabel Miao introduced 
GYLD. She said, inspired by successful global youth leadership programs, the GYLD 
is designed to nurture the development of opinion leaders from diverse regions, 
sectors, disciplines, cultural and professional backgrounds. She noted that GYLD 
aims to develop a dynamic community network with the vision and influence 
to drive positive cross-cultural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She stressed 
that via open and extensive exchange, we seek to bring together enterprising, 
globally minded men and women under the age of 45, to debate and formulate 
action plans, proposals, and innovative solutions to the world’s most complex 
challenges. The GYLD embraces values such as internationalism, creativity, 
diversity and inclusiveness in global affairs. The GYLD focuses on areas ranging 
from globalization, global governance, multilateralism,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and public 
health. Miao also mentioned that in the future, the GYLD will develop programs 
including annual forums, workshops, seminars and symposiums, and joint research. 
Longer-term GYLD plans also include scholarships and grants, exchange programs, 
talent competitions, etc. where young leaders travel globally to meet their 
counterparts in person in post-pandemic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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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LD representatives, Theresa Tse, chairwoman of board 
committee of Sino Biopharmaceutical Limited; Noah Fraser, 
managing director of Canada China Business Council and 
Joshua Dominick, founder & organizer of Krankin'thru China, 
delivered feature speeches at the launch event hosted by 
CGTN news anchor Wang Guan.

The program launch is meaningful for global young leaders to 
exchange idea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contribute to global governance. 2020 marks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 Encountering global 
challenges such as the global pandemic, the UN has launched 
a global dialogue initiative calling on people to "Shaping our 
future together". Young people are the best representative of 
the future. How they view, think about and deal with these 
global challenges will determine the future world.

Guests that witnessed the launch included Ma Jia, deputy 
director of the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liaison at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Sun Ming, 
vice president of the Academy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World Studies (ACCWS); Tobias Beck, program manager, 
Friedrich Ebert Foundation; Tomas Fuentes Benitez, founder 
of Stokes; David Blair, senior commentator and economist 
of China Daily; Kavish Bisseswar, first secretary, Embassy of 
Netherlands; Gao Yinghua, assistant to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China Biopharmaceutical; Gian Marco Brizzolara, co-
founder of China Tech Blog; Adam Clancy, second secretary, 
Embassy of Australia; Han Yi, producer of Better Angels; 
David Jia, chairman of LKK Innovation Design Group and 
founder of LKKER Sharing Design Platform; Annakret Kornig, 
second secretary, German Embassy; Natalia Kvachadze, 
assistant to the Ambassador of Georgia to China; Li Yitian, 
founder of SANTIA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rporation; 
Mohammad Kawzaa, second secretary, Embassy of Egypt; 
Jonathan Lopez, content strategy manager, ByteDance; 
Joseph Oliver Mendo'o, Ph.D, Pek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ugar Panahov, counsellor, Embassy of 
Azerbaijan; Kaushal Prakash, HR leader of Greater China, DXC 
Technology; Dmitry Oksyukovskiy, third secretary, Embass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 Shi Yang, founder of Zhejiang 
Honghui Asset Management Co. LTD; Kim Ursu, chief of 

Embracing the spirit of globalization by name, 
CCG is making the most robust efforts possible to 
make the case for the principles of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ly, young voices are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force to reckon with in public 
policy discourse concerning globalization. Inspired 
by successful global youth leadership programs 
such as the Young Leader Forum at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World Economic Forum and 
One Young World Global Youth Forum, GYLD seeks 
to provide a platform that intersects with CCG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Forum and other signature annual 
conferences attended by influential members of the 
policy advisory, diplomatic, academic, and business 
communities from China and the globe. GYLD is also 
poised to cross-fertilize with other influential forums in 
China that concentrate on global issues.

The program is designed to nurture the 
developments of opinion leaders under 45 from all 
regions, sectors, and disciplines and foster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them that transcends 
borders.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from 
geopolitical upheavals, environmental and 
public health crises, and other global issu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uld benefit from an 
emerging generation of leaders keen on participating 
in key areas of global governance, multilateralis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GYLD, we aim to build a young leaders’ network 
with global reach. We encourage young leaders (aged 
18 to 45) from diverse backgrounds including in but 
not limited to: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NGOs and advocacy, arts, and 
literature, etc. to join us. The GYLD network also 
reaches out to global opinion leaders and esteemed 
leaders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gional 
groups, multinationals who have formed a critical 
mas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their role 
models and mentorships are sought and highly 
valued.

staff to the Ambassador of Canada to China; Anthony Wang, 
private equity associate, CITIC CAPITAL; Wang Yanping, public 
affairs general manager, Linkedin China; Zhang Sheng, chief 
growth officer (CGO), Suntech; Ulan Nukhitzhan, culture & 
educational counselor, Embassy of Kazakhstan.

Some 100 outstanding young people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universities, 
think tanks, media and other different fields from over 20 
countries participated in the launch.



80

SPECIAL TOPIC
特别报道

2020 年 12 月 16 日，由全球

化智库（CCG）主办的“国际青

年领袖减贫创新交流分论坛”在线

上举行。全球资深意见领袖和全球

各界青年领袖代表围绕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的第一项目标——减

贫展开对话，探讨如何加强全球青

年合作，运用前沿科技和新型商业

模式助力减贫。

国际青年领袖减贫创新交流分论坛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青年合作
及全球性挑战的应对创新

圆桌研讨 1 的主题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青年合作——从减贫到 2030 可

持续发展议程的其它目标”，该研讨由 CCG 副主任、秘书长苗绿主持。浙江

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霍丹·奥斯曼·阿比迪 (Hodan Osman Abdi)，Azure

高级顾问玛蒂娜·福克斯 (Martina Fuchs)，Asia House 智库执行总监查

理·汉弗莱斯 (Charlie Humphreys)，DXC Technology 公司大中华区人力

资源部主管考沙尔·普拉卡什 (Kaushal Prakash)，原 WTO 总干事高级顾

问、巴西前对外贸易部长塔蒂亚娜·拉塞尔达·普拉泽雷斯 (Tatiana Lacerda 

Prazeres)，浙江鸿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史洋参与研讨。

CCG 副主任、秘书长苗绿表示，对话和交流非常关键，特别对于年轻人，

能够一起相互理解和交流非常关键。这是为什么 CCG 发起“国际青年领袖规

划项目”，因为能够帮助年轻人，希望明天的声音能够被听到，青年之间能够

更好相互交流。我们应当进一步去使用不同的社会媒体的工具。同时，智库除

了生产知识，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形成更多的共识，建构更好的人际网络。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霍丹·奥斯曼·阿比迪 (Hodan Osman Abdi)

表示，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非常简单的理念，能够帮助我们年轻人更好地

发挥各自创新的力量，帮助社会进一步发展和增长。怎么能够更多地支持年轻

人的创新，索马里相关政策制定者包括提供种子基金，给小的企业或者是年轻

人提供贷款，但不是那么地有效，因为他们也需要更多其他的支持的基础设施，

他们需要特殊的政策，就像中国有专门的专项政策，有对固定年龄段的人相应

的优惠。需要在政策方面能够更好地布局，帮助年轻人更好地创新。我们可以

跟中国学习，可以用中国的能量，帮助整个世界其他地方。

Azure 高级顾问玛蒂娜·福克斯 (Martina Fuchs) 指出，她鼓励年轻人学

习更多的外语，现在有人工智能翻译，但是基本的交流技能在目前的世界里还

是非常需要的，这是无价的技能。在 2030 年，两亿多儿童都没有办法去上学，

有很多贫困地区的小孩的教育率非常

低，在很多贫困国家 79% 的人没有

办法受到教育，我们可以更多地给他

们提供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Asia House 智 库 执 行 总 监 查

理·汉弗莱斯 (Charlie Humphreys)

表示，WTO 在 2020 年贸易量降低

13%，全球贸易量 2020 年降低 9%，

整个经济形势走低，经济不稳定对年

轻人影响很大。我们必须要在这种情

况下保持贸易和商务活动的正常进行，

必须要去适应疫情带来的影响，确保

可持续的贸易模式。年轻的企业家可

以进一步地形成网络，进行更多的相

互对话，对于社会经济和个人都非常

有利。我们要充分地保持这种热情，

更多地去连接。

DXC Technology 公 司 大 中 华

区人力资源部主管考沙尔·普拉卡什

(Kaushal Prakash) 指出，要想真正

成为全球化的公民，去学习别的国家

的文化非常重要。他在公司里负责人

力资源，所以必须要考虑到各自的文

化背景。因此公司设计了专门的课程，

教员工去了解中国的文化，也把中国

的毕业生送到印度去进行相应的培训，

还有在软件公司方面进行培训等等。

从培训角度来说，DXC 可以帮助更多

的学生，和工作人员更好地去融合进

不同的文化。 

原 WTO 总 干 事 高 级 顾 问、 巴

西前对外贸易部长塔蒂亚娜·拉塞尔

达· 普 拉 泽 雷 斯 (Tatiana Lacer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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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zeres) 表示，巴西和中国的合作

关系非常近，但是两国人民缺乏相互

的真正认识。而新一代年轻人能够弥

补这样的遗憾和缺陷，有这样的能量，

有这样的希望，进一步地去学习两国

间的文化和历史，形成共同的视角，

特别是瞄准共同的利益。比如气候变

化、国家贸易、技术、性别平等以及

其他方面的问题都影响了年轻人，中

国和巴西的年轻人必须主动地去努力合作，需要更多的人去建立起双方连接的

桥梁。

浙江鸿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史洋指出，首先，今年中国疫情控制得

比较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措施去应对疫情，我们也可以从别的国家学习，

特别是医疗服务方面和研发以及疫情的推广等等。第二，建议当地政府需要在

政策方面，进一步地去防止金融对于社会的负面影响。很多国家有新的政策，

比如日本对中小型企业鼓励，俄罗斯花了 100 亿美元去支持失业的人群和家庭，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案例。

理中的角色、新冠疫情危机的应对、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包

括减贫在内的目标等话题展开研讨。本次研讨会由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教授、

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AGTO）副总干事盖铭远 (Martin Geiger) 主持。

圆 桌 研 讨 2 的 主 题 为“ 应 对

全 球 性 挑 战 中 的 青 年 创 新”。 会

上， 英 国 石 油 公 司（BP） 分 析

师、One Young World 组 织 BP 

大 使 李 锐 泽 (Rza Aliyev)， 阿

戈拉战略集团合伙人兼首席执行

官 蒂 姆· 格 里 特· 布 伦 克 (Timo 

Gerrit Blenk)，DOC 研 究 所 莫 斯

科 分 部 执 行 理 事 安 德 烈· 菲 利 波

夫 (Andrey Filippov)，Sinolytics

咨询公司欧洲研究部主任陈瑞华

(Markus Hermann)，Pure Terra 

Ventures 集团阿姆斯特丹分部拉

丁 美 洲 处 主 管 佩 德 罗· 罗 夫 莱 多 

(Pedro Robledo)，尚德机构公共

事务总监杨静就青年领袖在全球治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教授盖铭远 (Martin Geiger) 表示，由于受疫情影响，

很多人被迫待在一个地方，包括许多医护人员无法调配。而克服这一困境最好

的办法就是让国际留学生更多交流互动，能够让人员流动起来，不仅是学生，

在贸易等方面也应够流动起来。此外，他提出，人才整体的配置特别是对贫困

地区方面如何提供更合理的帮助，这一点在全球治理上非常重要。他提倡应鼓

励年轻人更好地去加入解决全球问题，用知识和新的技术去解决问题。

安德烈·菲利波夫 (Andrey Filippov) 认为，创新就需要有新的观念和价

值观。他建议，我们要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而作为青年领袖要进一步去加

强对话，要进一步协同，这样才能共同解决问题。他表示，当前大部分的研究

机构都聚焦于区域方面的问题。而我们不应仅要关心自己的问题，还要关注其

他区域的问题，我们要帮助他们更好地支持当地社区，帮助他们进一步促进创新，

这不仅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公共利益，是为了全世界的福祉。同时，我们要

鼓励青年领袖为社会经济发展建言献策，并能给提出这些方案的人予以奖励。

最后，他希望能有更多如国际青年领袖减贫创新论坛这样的论坛，以及像国际

青年领袖对话这样的项目，特别是新兴市场和新兴国家，可以与他们有更多合作，

让更加有创新力的领袖们帮助解决问题。

Sinolytics 咨询公司欧洲研究部主任陈瑞华 (Markus Hermann) 表示十分

支持 SDGs 中的减贫目标。他将此目标与中国的“十四五”计划结合提出，消

除贫困最终不仅仅是减贫，而是实现更加现代化的中国。他表示，中国在贸易

政策层面非常好，强调贸易不是“零

和游戏”和恶性竞争，而是需要贸易

政策，这非常重要。他提出，《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的签署让世界看到了其将增加贸易的

便利性。但在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

的当今，青年人要发挥作用去应对其

带来的种种挑战。他强调，青年领袖要

有分析能力，且要提倡跨学科发展。只

有青年领袖的价值观和 SDGs 的目标吻

合才能推动其发展实现。

尚德机构国际学院学术青年研

讨会主席杨静提出，全球消除贫困非

常关键的一点是要有高质量的教育，

因为有时“教育是唯一的出路”，但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获得高质量的教

育。她表示，教育的质量和公正性非

常重要，在线教育的方式或能帮助那

些没有办法能够获取好的教育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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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英 国 石 油 公 司 分 析 师、Nizami 

Ganjavi 国 际 中 心 副 秘 书 长 李 锐 泽

(Rza Aliyev) 提出，要想真正能够实

现可持续性发展，民间社会至关重要，

特别是西方政策的一些改变，一些公

司已将 SDGs 考虑到公司发展的规划

中。同时我们也要考虑要听到不同的

声音。他表示，新冠疫情之后更多的

合作核心是“能不能继续推动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其中可持续性教育

和提高人们的意识都至关重要。他强

调，保证青年对话、更好地促进交流，

对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至关重要。同

时，不管是在区域层面，还是全球层

面，甚至在社区层面等，多元化、互信、

On December 16, 2020,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held two online forums on poverty reduction as 
part of the Global Young Leaders Dialogue (GYLD). Global opinion leaders and young global leaders from various fields 
engaged in dialogue on poverty alleviation, which is the first goal of the UN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rticipants discussed how to promote poverty alleviation by strengthening global youth cooperation, utilizing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and developing new business models.  

CCG Hosts GYLD forum on Poverty Reduction

互相学习都非常重要。

阿戈拉战略集团合伙人兼首席执行官蒂姆·格里特·布伦克 (Timo Gerrit 

Blenk) 表示，减贫不仅是某一特定国家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问题。一个“去

腐败”、能提供更加透明开放的环境、能够让人民更多参与进来、能够让人们

互信的全球治理方案是关键。其次，好的全球治理标准也十分重要，尤其是议

程计划的制定。政府应该要和企业、智库等机构组织展开合作，进一步去定义

治理的标准，把好的治理作为一种标杆去执行，以此为设计的议程和计划才会

让更多的人愿意加入进来。

Pure Terra Ventures 集团阿姆斯特丹分部拉丁美洲处主管、阿根廷青年

与公民组织前副部长佩德罗·罗夫莱多 (Pedro Robledo) 提出，水和贫困息息

相关。例如，在非洲，妇女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去取水，她们没有办法工作，

没有办法去学校。如果不解决水的问题，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穷人。他表示，

政府和公共机构必须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要找到具体的解决方案，同事需

要有企业、私营部门的投资和创新。他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参与到全球

峰会和国际会议中，发出更多声音，更重要的是希望更多青年领袖能加入到决

策群，真正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将声音变为现实。

The theme of Webinar One was ‘Global 
Youth and the SDGs: Visions, Actions, 
and Innovations’, moderated by Mabel 
Miao, co-founder and secretary-
general of CCG. Panelists included 
Hodan Osman Abdi,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Martina 
Fuchs, senior advisor of Azure Strategy; 
Charlie Humphreys, director of 
Corporate Affairs, Asia House; Kaushal 
Prakash,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DXC 
Technology; Tatiana Lacerda Prazeres, 
former senior advisor to the WTO 
director-general and former foreign 
trade secretary of Brazil; and Shi Yang, 
founder and CEO of Zhejiang Honghui 
Asset Management Co., Ltd.

Mabel Miao noted that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of ideas are crucial for 
young people to work together and 
understand each other. This is the 
reason why CCG initiated the GYLD. Miao 
said CCG hopes the dialogue will help 
young people communicate better with 

each other and let the voices of tomorrow be heard. In addition, she added that to achieve 
this, we should utilize different forms of social media. She said that apart from generating 
knowledge, think tanks should also help forge consensus and build better networks to link 
young people across different communities.

Hodan Osman Abdi noted tha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will 
allow youth to be an innovative force to enable our societies to continue to grow 
and develop. She referred to the examples of policymaking in Somalia and China 
and emphasized that we need to provide youth with innovative platforms, basic 
infrastructure and special policies to effectively help young people create and innovate.

Martina Fuchs encouraged all young people to learn languages. She said that 
although translation can be increasingly be done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mmunication skills are still priceless. She said that in 2030, more than 200 
million children will still not be able to go to school. Fuchs noted that access to 
education for children remains limited in some underdeveloped areas and that we 
should do more to support these children.

Charlie Humphreys noted that trade has fallen markedly in 2020, resulting in economic 
instability which has had a great impact on young people. He emphasized that we must 
strive to maintain regular trade and busines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and adapt 
to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trading models. Humphreys 
suggested that young entrepreneurs can form networks to facilitate dialogue, 
benefitting both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Kaushal Prakash stated that when it comes to global citizenship, divers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Prakash said that to become real global citizens, people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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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 and appreciate what is different in other cultures and 
countries. He added that because of this, his company has 
designed special courses to help employees to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and also sent Chinese graduates to India 
for the same kind of courses as well as training related to 
software.

Tatiana Lacerda Prazeres noted that relations between Brazil 
and China are close, and while people of both countries still 
lack real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 younger generations 
can work on these shortcomings. She noted that mutual 
understanding is the basis for trust and that new generations 
bring new curiosity, energy and hope, raising the potential for 
cooperation. She added that issue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trade, technology, and gender equality affect young people in 
both China and Brazil, and that they must take the initiative to 
work together and build bridges between both sides. 

Shi Yang said that each country has adopted different 
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 pandemic and that we can learn 
from other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regard to medical services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e also suggested that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launch policies to mitigate negative 
economic impacts on society. Yang said that many countries 
have launched new policies, such as Japan's incentive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Russia spending $10 
billion to support unemployed people and families.

Webinar Two was moderated by Martin Geiger, associate 
professor at Carleton University. The discussion took the 
theme of “Fostering Global Cooperation in Response to 
Global Challenges: Perspectives from Young Leaders.” 
Panelists included Rza Aliyev, analyst at British Petroleum 
(BP) and ambassador of One Young World; Timo Gerrit 
Blenk, partner and CEO of Agora Strategy Group AG; Andrey 
Filippov, executive director of DOC Moscow Office; Markus 
Hermann, director of European Research at Sinolytics; Pedro 
Robledo, head for Latin America at Pure Terra Ventures; Eva 
Yang, chief representative for the Academic Youth Seminar, 
Global Department of Sunland Education.

Martin Geiger noted that the pandemic has pose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China and the world. He said 
that due to the pandemic, many people have been forced to 
stay in one place, including many medical staff who could not 
be deployed to where they are needed. Geiger stressed that 
the best way to overcome this challenge is to boost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addition, 
he argued that talent allocation,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providing support to underdeveloped areas, is crucial for 
global governance. He said that young people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solving global problems by 
applying new knowledge and technologies.

Andrey Filippov said that innovation requires new ideas 
and values. He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learn lessons from 
history, and that young leaders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and dialogue to solve problems together. He 
noted that most research institutions currently focus on local 
issues, but that people should also care about problems in 
other regions. Filippov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provide 
more support for different local communities and help to 
promote innovation, not only for profit, but also for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global well-being.

Eva Yang raised the point that access to quality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reducing poverty. She said that 
there are deepening gaps in education in the world, which 
i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we need to address. Yang stressed 
that the quality and inclusiveness of education are very 
important, and that online education may help areas where 
it is difficult to access educational resources. 

Markus Hermann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poverty 
reduction goal among the SDGs. He noted that the signing of 
RCEP is an encouraging sign for global trade, but that there is 
still a need for young people to play a role in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that trade protectionism brings. He emphasized 
that young leaders need to empower themselves with 
analytical skills and advocate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He also said that development can only be achieved when 
the values of young leaders are aligned with the SDGs.

Rza Aliyev said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ivil society is very important. He said that 
some companies have taken the SDGs into account in 
their development plans. At the same time, he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different voices, 
and that promoting exchange and dialogue are crucial in 
finding solutions to problems. Rza also noted that diversity, 
awareness and trust are critical for the youth in both regional 
and global dimensions.

Timo Gerrit Blenk stressed better governance as a key 
means to poverty reduction, such as fighting corruption 
and mismanagement and creating a more transparent 
environment that can encourage the involvement of more 
people. He added that governance standards should be 
raised, especially regarding agenda setting. Timo suggested 
that governments should cooperate more with enterprises, 
think tank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to define the standards 
of governance, serving as a benchmark to be implemented 
and attract more people to take part in agenda-setting.

Pedro Robledo said that the current water crisis is tightly 
related to poverty, that the people most affected by it are 
the poorest. For example, in some places in Africa, women 
spend several hours every day getting water, limiting their ability 
to go to work or school. Pedro argued that governments and 
public institutions must solve such problems by finding specific 
solutions, but that there is also a need for investment and 
innovation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He voiced hopes that more 
young people can participate in global summit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policymaking to let their voices be he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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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4 日，由全球化

智库（CCG）主办、宾夕法尼亚

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联

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智库创新年

会在北京举办。论坛旨在持续捕

捉全球局势变化的最新动态、解

决全球智库发展的迫切问题、寻

找智库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模式，

为中国和国际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提出智库方案。此次论坛采取线

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来自多

国的智库负责人和资深专家在论

坛上研讨，二百余位智库界人士

通过线上线下参与了本次论坛，

来自全球的 260 万观众观看了论

坛直播。

论坛开幕式上，CCG 理事长王

辉耀表示目前全球化处在十字路口，

美国大选结束，今早拜登团队已正式

交接，拜登任命其新的外交工作团队。

在此关键节点，举办此次论坛非常有

意义，以智库视角探讨中国与世界的

合作，中国与全球化的未来发展。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主

任麦甘 (James G. McGann) 博士

在 致 辞 中 表 示，TTCSP 与 CCG 主

办第五届中国智库创新年会深感荣幸。

此次论坛主要聚焦于智库面临的挑战，

必须要面对现实，要与合作伙伴共同

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将会有一系列举

措帮助世界回归常态。智库工作模式

需要重新思考，行动时循序渐进。只

有通过智库联合努力，更加智慧，更

好、更快，更加敏捷，才能够经受住

风浪冲击。中国智库在全世界范围之

内的确重要。未来，中国在全球范围

内的发挥作用将与日俱增。

中联部原副部长、CCG 顾问于

洪君在主旨发言中表示，进入新世纪

20 年，国际力量对比转变，区域一体

化和经济全球化同步推进。世界大变

革、大发展、大调整的广泛深刻性、

复杂性不稳定性空前突出。以普遍规

则为基础，以政策协调为手段，以多

边机制为平台，以共存共融为目标的

世界新秩序，需要有大智慧，需要开

展大交流，需要推进大合作，超越价

值观差异，社会制度分歧，社会发展

水平差距，全球治理理念之争。求同

存异，缓解对立、管控危机，预防冲突，

所以要共同负起责任。中美两国应当

做出一些符合人类社会共同期待的负

责任的新举措，新贡献。

CCG 举办

第五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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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当代中国

与世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刚毅在主

旨发言中表示，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

经验，必须跨越彼此国境相互交流，

只有这样，两国才能够更好地发展。

学术交流需要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同

时也能够提供更好的、更容易改善的

空间。可以共同去探讨中美关系和谐

发展的共同领域，需要中美两国人民

能够对另一国人民有足够的同情心，

应该有这种同理心，只有这样，才能

更好了解两国文化的共通之处，才能

成为两国共同合作的基石。

来自多国的智库专家与学者就各分论坛研讨主题展开热烈讨论。论坛

一以“拜登时代的全球智库——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由麦甘博士主持。大

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 Emma Ashford，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David 

Dollar，清华 - 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 (Paul Haenle)，卡托研究所

贸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Dan Ikenson，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际经贸中心主任

Terry Miller，CCG 理事长王辉耀就作为重塑新冠疫情后全球化进程中的重

要角色，全球智库如何开展以政策为导向的研究，为政策制定者建言献策，

并引导公众舆论，提供信息展开研讨。

论坛二以“智库与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与创新”为

主题，由 CCG 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刘宏主持。“一带

一路”科学组织联盟（ANSO）执行主任、中科院国际

合作局原局长曹京华，国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柴高峰，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世界资源研究

所（美国）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方莉，商务部研究院原

院长、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霍建国，清华大学苏世民

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潘庆中，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

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张蕴岭就疫情下智库发展立足创

新意识增强跨文化背景的交流与沟通以及新形势下，智

库创新未来发展机遇以应对当前挑战展开研讨。

论坛三以“在地缘政治剧变中促进全球合作 - 中欧

智库视角”为主题，由 CCG 高级研究员、CGTN 商业

与科技评论员 Andy Mok 主持。CCG 副主任、高级经

济学家 David Blair，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处

项目经理蔡廷建，巴黎和平论坛总干事 Justin Vaiss，

比利时布鲁盖尔智库高级研究员 Grégory Claeys，中

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CCG 特邀高级研

究员崔洪建，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

社会科学院原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意大利国际政治研

究所执行副所长 Paolo Magri，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

所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夏添恩 (Tim Summers)，商务

部欧洲司原司长、CCG 高级研究员孙永福，北京大学

国际战略研究院学术委员、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查道

炯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积极消极

影响以及从智库视角出发，如何促进中国、欧洲与美国

以及其他区域建立更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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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四以“大变局中的中国民间社会智

库如何发挥更大作用”为主题，由 CCG 副

主任兼秘书长苗绿主持。安邦智库宏观研究

中心主任贺军，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

价中心主任李刚，腾讯研究院副院长李刚，

团结香港基金会（OHKF）社区推动主管毛

玲凤，CCG 理事长王辉耀，盘古智库执行

秘书长王岳，零点有数董事长袁岳，察哈尔

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周虎城就国内外复杂多变

的形势，民间智库如何适应新环境下的新角

色以及如何结合优势研究领域，积极面对大

变局下的机遇与挑战展开讨论。

中联部原副部长于洪君，中国外文局原副局

长、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刚

毅，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国

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柴高峰，上海哔哩哔哩

科技有限公司政策研究院陈彩银，对外经贸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世界资源研

究所（美国）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方莉，海

国图智北京中心秘书长关照宇，安邦智库宏

观研究中心主任贺军，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

霍建国，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

主任《智库理论与实践》副主编李刚，腾讯

研究院副院长李刚，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孙

永福，北京市金杜法律研究院院长欧阳振远，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副院长潘庆中，中

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

莉丽，盘古智库执行秘书长王岳，中制智库

研究院副院长谢良兵，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智

库主任邢乃贵，零点有数董事长袁岳，中国

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察哈尔学会常

务副秘书长周虎城见证了该联盟网络发起。

作 为 在 中 国 举 办 的 全 球 智 库 论

坛，“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已连

续成功举办四届。全球数十个国家、

国际组织，上百家智库，数百名海内

外战略、经济、商业领域的研究机构

和团体代表曾参与往届活动。本届论

坛聚焦新变局下全球智库面临的挑战

和应对，对于全球智库更好地创新发

展，加强合作有着重要意义。本届论

坛获得北京东宇全球化智库基金会，

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阿登纳基

金会，宾大沃顿中国中心的支持。

论坛上还举行了中国社会智库联盟发起仪式，CCG 副主任兼秘书

长苗绿博士介绍了社会智库联盟网络。该联盟网络旨在搭建平台，促进

社会智库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加强社会智库间的协同，为新时期更好发

挥智库二轨外交、建言献策作用，促进我国政策市场的繁荣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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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ovember 24, 2020, the fifth Annual China Think Tank Innovation Forum was held in Beijing, organized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and co-hosted by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y Program (TTCSP)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he forum aimed to discuss the latest changes in the world, address pressing issues 
for global think tanks, explore innovative model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s, and offer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ore than 200 think tank experts participated in the 
forum through online and offline channels, and 2.6 million view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atched the live broadcast 
of the forum.

CCG & TTCSP Co-Host the 5th China Global Think Tank Innovation Forum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CCG President Dr. Wang Huiyao 
said that now globalization is at a crossroad, with the US 
election over and the official transition to Biden's team 
underway. This is a critical moment to discuss China's 
cooperation with the world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nk tanks.

Dr. James G. McGann, director of TTCSP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aid in his speech that TTCSP and CCG are 
honored to host the fifth Annual China Think Tank Innovation 
Forum, which focuses on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ink tanks. 
McGann said that we need to face the reality that there 
will be no new normal, and work with partners to deal with 
future uncertainties. He pointed out that think tanks need to 
rethink their traditional operating models, and only through 
joint efforts to become smarter and more agile will they be 
able to weather the storm. McGann noted that Chinese think 
tank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orld.

Yu Hongjun, former vice-minister of the CPC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and CCG advisor, and Wang Gangyi, former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and senior 
fellow of Academy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World Studies 
(ACCWS) delivered guest keynotes.

Yu said that in the first 20 years of the new century,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balance has shifted, with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dvancing 
simultaneously. He said that the world has experienced 
unprecedented changes, developments and adjustments. Yu 
said that a new world order based on common rules, with 
better policy coordination, multilateral mechanisms, and 
coexistence and integration as goals requires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to transcend differences in values, social 
systems, disparities in social development levels, and 
disputes over global governance. Yu suggested that we need 
to seek common ground while accommodating differences 
to ease confrontation, manage crises, and prevent conflict. 
Moreover, we need to shoulder joint responsibility. He 
also mentioned that China and the US need to take new 
responsible measures and make contributions in line with the 
common expectations of human society.

Wang suggested that both the Chinese and the U.S. stories 
need to be shared across borders, and this is important for 
the successful corporation of the two countries. He pointed 

out that academic exchanges are in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both countries and can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achieving 
improvements are easier to achieve. He suggested that 
we need people from both countries to have empathy for 
each other, which can help deepen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and help the two countries to work 
together.

Think tank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many countries had 
a lively discussion on the various topics during the sub-
forums. The opening panel was moderated by James G. 
McGann with the theme of "Global Think Tank in the Biden 
Er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Panelists included Emma 
Ashford, resident senior fellow of Atlantic Council; David 
Dollar, senior fellow of Brookings Institution; Paul Haenle, 
director of Carneigie-Tsh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 Dan 
Ikenson,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Trade Policy Studies, CATO 
Institute; Terry Miller,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Heritage Foundation; and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CG. They discussed how global think 
tank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reshaping globalization in 
the post-COVID world, can conduct policy-oriented research, 
offer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policy makers, provide the 
public with information, and inform their opinions.

The theme of panel two was “Think Tanks and the COVID-19 
Crisis: Challenges and Innovations,” moderated by Mike Liu, 
vice president and senior fellow of CCG. Panelists included 
Cao Jinghua,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Secretariat of the 
Alliance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Organizations (ANSO) 
and former director-general of the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IC),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Chai Gaofeng, vice president of State Grid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Dai Changzheng, dean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Fang Li, director of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Beijing Office; Huo Jianguo, former director of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CAITEC) and CCG senior fellow; David Pan, executive dean 
and professor of Schwarzman College, Tsinghua University; 
Wang Lili, deputy dean of National Academy of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Zhang 
Yunling, member of Presidium of Academic Division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and directo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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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CASS (online). 
They discussed how to promote 
innovation-based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ink tanks 
from diverse cultural backgrounds 
under COVID-19 and generate future 
opportunities for think tanks to meet 
current challenges.

Panel three’s theme was “Fostering 
Global Cooperation during Geopolitical 
Upheavals: Perspectives from Chinese 
and European Think Tanks.” Moderated 
by Andy Mok, CCG senior fellow and 
CGTN commentator for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 participants included 
David Blair, vice president and senior 
economist of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Cai Tingjian, 
senior manager of Konrad-Adenauer-
Stiftung Beijing Office; Justin Vaïsse, 
director-general of the Paris Peace 
Forum(online); Grégory Claeys, senior 
fellow of Bruegel (online); Cui Hongjian,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nd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European Studies,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CIIS) and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Huang Ping, senior researcher 
at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World and former director of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Europe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nline); Paolo Magri,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ISPI and Chair T20 
Italy (online); Tim Summers, senior 
consulting fellow of the Asia-Pacific 
Programme,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online); Sun Yongfu, CCG senior 
fellow and former director-general of 
the Department of European Affairs, 
MOFCOM; Zha Daojiong, member of 
Academic Committee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and CCG senior fellow 
(online). They discussed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geopolitical structures in 
the world and ways for China, Europe, 
the US and other regions to build better 
relationships.

Panel four, “China’s Nongovernmental 
Think Tanks in Changing Times: A 
New Role to Play?” was moderated 
by Mabel Miao, co-founder, vice 
president and secretary-general of 

CCG. Panelists included He Jun, Director of Macro Research, ANBOUND; Li Gang,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hinese Think Tank Research and Assessment, Nanjing 
University; Li Gang, vice president of Tencent Research Institute; Angela Mo, Head 
of Community Engagement, 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online);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Xin Wang, president of 
China Manufacturing Think Tank; Wang Yue, executive secretary-general of Pangoal 
Institution; Yuan Yue, Chairman of Dataway Horizon; Zhou Hucheng, executive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Charhar Institute. They discussed how private think 
tanks can adapt to new roles in the new environment given the complex and 
changing situation in China and abroad, and how to combine the advantages of 
research fields to addres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a changeable era.

The Private Think Tank Alliance was also launched at the forum, follow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alliance by Dr. Mabel Miao, vice president and secretary-general 
of CCG. The alliance aims to build a platform to promote exchange,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among private think tanks, to leverage the role of think tanks in 
track II diplomacy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contribute to the prosperity of 
China's policy market.

The witnesses of the launch included Yu Hongjun, former vice minister of CPC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and CCG advisor; Wang Gangyi, former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and senior fellow of Academy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World Studies (ACCWS);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Chai Gaofeng, vice president of State 
Grid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Chen Caiyin, member of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of Bilibili; Dai Changzheng, dean and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Fang Li, 
director of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Beijing Office; general secretary of 
Intellisia Institute in Beijing; He Jun, Director of Macro Research, ANBOUND; Huo 
Jianguo, former director of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CAITEC); Li Gang,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hinese Think Tank 
Research and Assessment, Nanjing University and deputy editor of Think Tank: 
Theory & Practice; Li Gang, vice president of Tencent Research Institute; Sun 
Yongfu, former director-general of the Department of European Affairs; Ouyang 
Zhenyuan, dean of the King & Wood Law Institute; David Pan, executive dean and 
professor of Schwarzman College, Tsinghua University; Wang Lili, deputy dean of 
National Academy of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Wang Yue, executiv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Pangoal Institution; Xie Liangbing, 
deputy president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 Manufacturing Think Tank; 
Xing Naigui, director of the Educ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nk Tank ; 
Yuan Yue, Chairman of Dataway Horizon; Zhang Yunling, member of Presidium of 
Academic Division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and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CASS; Zhou Hucheng, executive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Charhar Institute.

As a global think tank forum held in China, the Annual China Global Think Tank 
Innovation Forum has been successfully held for four consecutive years. Dozens of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undreds of think tanks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Chinese and oversea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n the fields of 
strategy, economics and business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past events. The forum 
focuses on the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of global think tanks in light of the new 
changes, aiming to help global think tanks innovate an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The fifth Annual China Think Tank Innovation Forum was supported by Dongyu 
Globalization Think Tank Foundation,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onrad Adenauer Foundation 
(KAS); and Penn Wharton China Center (PW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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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4 日， 由 全

球 化 智 库（CCG） 主 办、 宾

夕 法 尼 亚 大 学 智 库 研 究 项 目

（TTCSP） 联 合 主 办 的 第 五

届中国智库创新年会在北京举

办。论坛举行了中国社会智库

网络发起仪式。该网络旨在搭

建平台，促进社会智库之间的

交流和合作，加强社会智库间

的协同，为新时期更好发挥智

库二轨外交、建言献策作用，

促进我国政策市场的繁荣贡献

力量。

2015 年，中央《关于加强中国

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印发，其

中明确提出，社会智库是中国特色新

型智库的组成部分，要探索社会智库

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营造

有利于社会智库发展的良好环境。

2017 年，中央《关于社会智库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对优化社会智库发

展环境提供了指导与支持。顶层设计

利好下，我国社会智库发展迈入繁荣

发展全新时代，政策影响力不断扩大，

国际知名度有所提升。

社会智库由于管理相对灵活，研

究相对独立，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

可增加政府决策的可选择性、科学性

与民主性，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

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智库正在成为国

家及地方科学民主决策，推动社会发

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中国已成

为国际秩序构建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参

与者，智库外交在中国对外交往进程

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社会智库能够不断地产出有益见

解，也要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提升社会智库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就

要解决和完善社会智库在开展研究过

社会智库协同网络发起
加强社会智库合作   发挥更大作用

CCG Launches the China Private Think Tank Alliance 

程中的机制保障和优化问题，中国社会智库网络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起。

在发起仪式上，CCG 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苗绿博士介绍了社会智库网络，

该网络致力于促进社会智库开展研究合作，提升社会智库政策研究建言献策的

水平，为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思想及话语体系做出重要贡献。通过发挥智库的

协同效应，促进中国社会智库在良性发展的快车道上越走越好，越走越远，为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和支撑，也能够推进我国的公共外交的

发展与繁荣，进一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联部原副部长、CCG 顾问于洪君，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当代中国与

世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刚毅，CCG 理事长王辉耀，国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

柴高峰，上海哔哩哔哩科技有限公司政策研究院陈彩银，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院长戴长征，世界资源研究所（美国）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方莉，海国

图智北京中心秘书长关照宇，安邦智库宏观研究中心主任贺军，商务部研究院

原院长霍建国，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智库理论与实践》副

主编李刚，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孙永福，北京市金杜法律研究院院长欧阳振远，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副院长潘庆中，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副院长王莉丽，盘古智库执行秘书长王岳，中制智库研究院副院长谢良兵，教

育与可持续发展智库主任邢乃贵，零点有数董事长袁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

委员张蕴岭，察哈尔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周虎城见证了该网络发起。

在会上，举办了以“大变局中的中国民间社会智库如何发挥更大作用”为

主题的论坛。论坛由 CCG 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苗绿主持。安邦智库宏观研究

中心主任贺军，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李刚，团结香港基金会

（OHKF）社区推动主管毛玲凤，CCG 理事长王辉耀，盘古智库执行秘书长王岳，

零点有数董事长袁岳，察哈尔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周虎城就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

势，民间智库如何适应新环境下的新角色以及如何结合优势研究领域，积极面

对大变局下的机遇与挑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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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积极推动进出口、外商投资、对外投资协调发展。这一过程中，有两个重要标志：

RCEP 的签署和加入 CPTPP 的呼声日益高涨。中方积极考虑加入 CPTPP，是中

国对外开放、支持地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RCEP 通过降低关税和非

关税壁垒，促进亚洲一体化，该协议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更多机会。12 月 4 日，

安理会“联合国同非盟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举办。国际上多边主义正在重启，全球

化正在复苏。未来 CPTPP 也将成为多边主义的平台。

拉赫玛特·奥斯曼大使在致辞中表示，上个月非盟会议重点探讨了非洲大陆自由

贸易区的相关问题，会议上的相关宣言和文件为今后的自由贸易区具体工作的开展做

出了规划，这说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已经变成了现实，非盟采取的相应行动需要世

界各国的参与。中国在各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要，尤其是中国的“十四五”规划也

必将会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以至全球的经济和社会格局都产生重大的影响。

六十国代表出席 CCG 大使圆桌
讨论“十四五”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王辉耀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

拉赫玛特·奥斯曼 
非洲联盟驻中国代表

2020 年 12 月 8 日，全球化智库（CCG）举办大使圆桌会议，会议以“‘十四五’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为主题，

对“十四五”规划中的国际合作新机遇、如何加强中国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合作等进行解读。CCG 主任

王辉耀、非洲联盟驻中国代表拉赫玛特·奥斯曼大使，喀麦隆驻中国大使、非洲驻华使团团长马丁·姆帕纳大使致开幕

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介绍了中国“十四五”规划。六十余国大使、公使、

参赞等驻华使馆代表就实践中的多边经济合作，跨境贸易和自由贸易区的前景等进行了分享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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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姆帕纳大使在致辞中表示，非盟致力于实现区域一体化与和平稳定，非洲

领导人和人民的终极目标一直是社会经济发展。目前非盟在农业、贸易、矿业等方面

已有战略性倡议，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有利于落实 2063 年议程，会成为非洲国家的

机会，推动非洲自由贸易和社会经济发展。要实现自由贸易，需要富有成效的伙伴关

系。因此，中非关系非常重要。双方应共同探索，增强中非合力，实现互利共赢。

朱民介绍了中国“十四五”规划。他表示，“十四五”规划的特点，是以人民为

中心。中国不断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人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要形成真正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必须要应对很多的不确定性。中国采用了“双循环”

战略，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同时运行，因为中国需要国际合作，中国需要国际市场的

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管理等等，这也是我们从过去四十年里学到的经验教训。

马丁·姆帕纳 
喀麦隆驻中国大使，非洲驻华使团团长

朱  民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

张华荣 
CCG 副主席，华坚集团董事长

竺兆江 
传音控股董事长

庞新星 
四达时代集团董事长

随后，非洲大陆

自贸区贸易促进与项

目主管弗朗西斯·曼

格尼介绍了非洲大陆

自贸区最新进展。华

坚 集 团 董 事 长 张 华

荣，传音控股董事长

竺兆江，四达时代集

团董事长庞新星作为

企业代表分享了在非

投资的经验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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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圆桌讨论环节中，阿塞拜疆驻

华大使杰纳利·阿克拉姆，爱沙尼亚

驻华大使安德烈·安佳，安哥拉驻华

大使若昂·萨尔瓦多·多斯桑托斯·内

托，贝宁驻华大使西蒙·阿多韦兰德，

布隆迪驻华大使马丁·姆巴祖穆蒂马，

非盟驻华大使拉赫曼·塔拉·穆罕默

德· 奥 斯 曼， 佛 得 角 驻 华 大 使 塔 尼

亚·罗穆阿尔多，冈比亚驻华大使马

桑内·纽克·金特，津巴布韦驻华大

使马丁·切东多，喀麦隆驻华大使马

丁·姆巴纳，肯尼亚驻华大使萨拉·塞

雷姆，莱索托驻华大使塞特纳尼，利

比里亚驻华大使杜德利·托马斯，利

比亚驻华大使艾哈迈德·塔布里，卢

旺达驻华大使詹姆斯·基莫尼奥，马

达加斯加驻华大使罗班松·让·路易，马拉维驻华大使查尔斯·纳蒙德维，马

里驻华大使迪迪埃 . 达科，毛里求斯驻华大使王纯万，莫桑比克驻华大使玛丽

亚·古斯塔瓦，尼日利亚驻华大使巴巴·艾哈迈德·吉达，塞拉利昂驻华大使

欧内斯特·恩多马希纳，圣多美与普林西比驻华大使伊莎贝尔·多明戈斯，坦

桑尼亚驻华大使姆贝尔瓦·凯鲁基，突尼斯驻华大使迪亚·哈立德，乍得驻华

大使迈蒂纳·朱恩贝，阿富汗驻华使馆商务参赞穆斯塔法·贾马尔，奥地利驻

华使馆商务参赞迈克尔·伯杰，哈萨克斯坦驻华使馆商务参赞苏丹·金扎库洛

夫，格鲁吉亚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大卫·皮皮那什维利，美国驻华使馆经济官

员凯文·米尔斯，美国驻华使馆政治官员吴亭，挪威驻华使馆公使汤柯纳，葡

萄牙驻华使馆政务参赞亨里克·安涛，意大利驻华使馆商务参赞法布里奇奥·科

斯塔等出席会议。  

出席本次大使圆桌会议的还有来自阿联酋、埃塞俄比亚、澳大利亚、布基

纳法索、丹麦、多哥、俄罗斯、法国、刚果、古巴、韩国、荷兰、吉布提、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加蓬、科摩罗联盟、科特迪瓦、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南非、南苏丹、

尼日尔、苏丹、乌干达、新加坡、赞比亚等国家驻华使馆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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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cember 8, 2020,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held the Ambassadors Roundtable on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Period of China’s 14th Five Year Plan", which concentrated on He new opportunitie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YP), and ways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fCFTA).

60 Countries Diplomats Join in CCG Ambassadors Roundtable

The opening remarks were delivered 
by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CG; H.E. Rahamtalla M. Osman,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African Union (AU) to China; and H.E. 
Martin Mpana, ambassador of the 
Republic of Cameroon, dean of African 
Ambassadors Group. Zhu Min,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Financial 
Research at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former deputy managing director of 
IMF, introduced the highlights of China’s 
14th FYP. Ambassadors, counselors and 
embassy representatives of more than 
60 countries discussed the prospects 
for multilater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ross-border trade and free trade 
zones.

In his opening remarks, CCG President 
Wang Huiyao said that China’s 14th 
FYP proposes to make full use of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resources, 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mports 
and exports, foreign investment and 
outbound investment. He highlighted 
two features in this process: the signing 
of RCEP and growing voices for joining 
CPTPP.

Wang noted that China has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CPTPP. It is a further 
demonstration of China’s commitment 
to openness, free trad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he world. 
He also said that by reducing tariff 
and non-tariff barriers, RCEP will be 
a catalyst for Asian integration and 
solidify China’s position in the hear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Wang also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AfCFTA. 
He said that exploring new markets 
in Africa is a promising pathway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going global”, 
despite various challenges such as 
the lack of deep knowledge of local 
realities and gaps in infrastructure and 

talent. On December 5, the AU held the 13th extraordinary session of AfCFTA. 
Multilateralism and globalization have been revitalized. In the future, CPTPP will be 
a platform for multilateralism.

H.E. Rahamtalla M. Osman,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African Union to 
China, mentioned the holding of the 13th extraordinary session of AfCFTA by AU 
last Saturday, where the assembly adopted the declaration and the commencement 
of trading as scheduled for the 1st of January 2021. He said this testifies that 
AfCFTA is now a reality and all these steps undertaken show the determination 
of African Union member states to quickly achieve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continent. He noted that the upcoming of 14th FYP has draw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H.E. Martin Mpana, ambassador of Cameroon to China and dean of African 
Ambassadors Group, said that the AU is committed to regional integration, peace 
and stability, and the ultimate goal of African leaders and people has always 
bee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Currently, the AU has strategic initiatives in 
agriculture, trade, mining, etc. The establishment of AfCFTA is conducive to the 
Agenda 2063 and will be an opportunity for African countries to promote free 
trade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He emphasized that the China-Africa 
relationship is very important for free trade. Both sides need to make efforts 
to enhance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and achieve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Zhu Min,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Financial Research at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former deputy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IMF, introduced the 
highlights of China’s 14th FYP. He pointed out key features of the 14th FYP: its focus 
on high-quality growth over a high growth rate and its people-centric approach. 
The economist also accentuated the significance of "dual circulation", underscoring 
that it fundamentally requires smooth circulation in the domestic economy. 
However, he stressed that this does not mean isolated domestic circul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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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ed that competition from around 
the world can spur Chinese companies 
forward. He mentioned that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omestic market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will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to stimulate and to 
push China's technology and upgrading, 
moving up the value chain.

Later, Dr. Francis Mangeni, head of 
Trade Promotions & Programs, AfCFTA, 
presented the latest progress of AfCFTA. 
Entrepreneurial representatives Zhang 
Huarong, president of Huajian Group; 
Zhu Zhaojiang, president of TRANSSION 
Holdings; and Pang Xinxing, president 
of StarTimes shared their experience of 
investment in Africa.

In the session of ambassadors' 
comments and discussion, ambassadors 
included H.E. Rahamtalla M. Osman,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African Union to China; H.E. Joao 
S. Santos Neto, Ambassador of the 
Republic of Angola; H.E. Akram 
Zeynalli, Ambassador of Azerbaijan; 
H.E. Simon P. Adovelande, Ambassador 
of the Republic of Benin; H.E. Martin 
Mbazumutima, Ambassador of 
Burundi; H.E. Tania S. Y. Romualdo, 
Ambassador of the Republic of Cabo 
Verde; H.E. Martin Mpana, Ambassador 
of the Republic of Cameroon, Dean of 

African Ambassadors Group; H.E. Maïtine Djoumbé, Ambassador of the Republic of 
Chad; H.E. Mr Andres Unga, Ambassador of Estonia; H.E. Masanneh Nyuku Kinteh, 
Ambassador of the Republic of the Gambia; H.E. Sarah Serem, Ambassador of 
the Republic of Kenya; H.E. Setenane Lechoo Daniel, Ambassador of the Kingdom 
of Lesotho; H.E. Dudley M. Thomas, Ambassador of the Republic of Liberia; H.E. 
Ahmed M.A Tabuli, Ambassador of the State of Libya; H.E. Jean Louis Robinson 
Richard, Ambassador of the Republic of Madagascar; H.E. Charles E.Namondwe, 
Ambassador of the Republic of Malawi; H.E. Didier Dacko, Ambassador of the 
Republic of Mali; H.E. Wong Yen Cheong Marie Roland Alain, Ambassador of 
the Republic of Mauritius; H.E. Maria Gustava, Ambassador of the Republic of 
Mozambique; H.E. Baba Ahmad Jidda, Ambassador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 H.E. Mr. James Kimonyo, Ambassador of the Republic of Rwanda; H.E. 
Isabel Domingos, Ambassador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Sao Tome and 
Principe; H.E. Ernest M. Ndomahina, Ambassador of the Republic of Sierra Leone; 
H.E. Mbelwa Kairuki, Ambassador of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H.E. Dhia 
Khaled, Ambassador of the Republic of Tunisia; H.E. Martin Chedondo, Ambassador 
of the Republic of Zimbabwe.

Panelists also included Mustafa Jamal, Economic Counsellor, Embassy of 
Afghanistan; Dr. Michael Berger, Commercial Counsellor, Austrian Embassy; David 
Pipinashvili, Minister Counsellor, Embassy of Georgia; Fabrizio Costa,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unsellor, Embassy of Italy; Kinzhakulov Sultan, Commercial Counsellor, 
Embassy of Kazakhstan to China; Tom Knappskog, Deputy Mission, Embassy of 
Norway; Henrique Antao, Political Counsellor, Embassy of Portugal; Kevin Miles, 
Economist Official, US Embassy Beijing; Ting Wu, Political Officer, U.S. Embassy 
Beijing.  

Participants of the Ambassador Roundtable also included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embassies of Australia, Burkina Faso, Comoros,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Côte d'Ivoire, Cuba, Denmark, Djibouti, Ethiopia, France, Gabon, Guinea, 
Guinea-Bissau, Mauritania, Morocco, Netherlands, Niger, Russia, Singapore, South 
Africa, South Korea, South Sudan, Sudan, Togo, Uganda,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Zam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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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11 日至 13 日，第三届巴黎和平论坛在法国巴黎举行。由全球化智库（CCG）倡

议的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Alliance of Global Talent Organizations, AGTO）在本届论坛上

举行了成立仪式，并就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未来将如何推动全球人才流动治理创新进行了研讨。

“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 (AGTO)”
在第三届巴黎和平论坛上发起成立

巴黎和平论坛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倡议发起，旨在推动多边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每年汇聚上百项

全球治理创新方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巴黎和平论坛论坛上做了视频致辞，表示论坛成立以来，

为各方增进相互了解、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多边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重要平台，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后疫情时代多边主义等是此次会议聚焦的重点议题。

法国总统马克龙、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帕斯卡尔·拉米、塞内加尔总统萨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阿根廷总统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

比利时首相亚历山大·德克罗、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挪威首相埃尔娜·索

尔伯格、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葡萄牙总

统马塞洛·雷贝洛·德索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泰国总理巴育、

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斯托、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瑞士联邦总统西莫内塔·索马鲁加；联合

2019 年 4 月 10 日，CCG 与北京市驻港澳人才联络处主办的“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闭门研讨会”在香港举办。
来自国内外的国际组织代表，高校学者、行业专家、北京市人才部门负责人及驻海外人才联络处代表围绕“国际
人才组织联合会”的筹备进行了深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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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希姆·施泰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安东尼奥·维

托里诺、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戴

维·比斯利、欧洲核子研究组织总干事法比奥拉·贾尼奥

蒂、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国际劳工组织总干

事盖·莱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亨丽埃塔·福尔、

国际商会秘书长约翰·丹顿、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冯慧兰、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联合国妇女署执行

主任普姆齐莱·姆兰博－恩格库卡、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首

席执行官塞斯·伯克利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等

也参加了本届论坛。由于疫情影响，本届论坛以线上邀请

活动为主，但吸引了全球超过 1 万名各界人士参会。

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是由全球化智库（CCG）发起的

一个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致力于达成一个国际人才交流合

作、互利共赢的普遍共识，建设一个全球人才的对话、协调、

合作机制。该项目曾在近千个世界各地全球治理项目申请

中成功入选 100 个首届巴黎和平论坛展示推广项目，并应

邀在第二届巴黎和平论坛上举办了全球人才流动治理的分

论坛，再次得到了巴黎和平论坛和国际各界的认可，去年

该项目还应邀在 OECD 全球会议上展示。

AGTO 总干事，CCG 创始人王辉耀博士在成立仪式

上指出当前在民间层面，全球治理在国际人才流动领域还

存在空白，成立这样一个国际非盈利组织将很好填补这一

空白。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导致人员流动几乎停滞的背景下，

如何推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人才流动是全球关注的话题，

也是 AGTO 的重要目标。

AGTO 主 席， 杜 克 昆 山 大 学 前 美 方 校 长 Denis 

Simon 博士表示，希望将 AGTO 建成一个系统精干而运

转有力的国际组织，其组织架构将包括理事会、顾问委员会、

秘书处、研究部和行政部等。

AGTO 研究部主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前副

院长 David Zweig 博士从研究角度阐述了 AGTO 的未来

规划。他认为首先要对 AGTO 主张的相关概念做标准化阐

释，比如什么是人才。进而，AGTO 可以相关的数据信息

和最佳实践进行整理分析，形成相关年度全球人才流动报

告和给各国政府政策建议。

AGTO 顾问委员会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委员

会委员 Mehri Madarshahi 博士认为人才在可持续发展、

工业发展和社会创新等领域都至关重要。因此，AGTO 的

合作伙伴应涵盖政府、企业、学术机构、国际组织、非政

府组织等各类组织。

本次成立仪式由 AGTO 副总干事、卡尔顿大学教授

Martin Geiger 博士主持。在此次成立仪式之前，Geiger

教 授 还 于 11 月 12 日 在 巴 黎 和 平 论 坛 平 台 上 还 应 邀 对

AGTO 进行了大会推荐项目路演（Pitch），详细介绍了

AGTO 的创立背景、目标和未来计划，并回答了线上观众

提出的相关问题。

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王辉耀博士最早于 2016

年提出成立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的设想和倡议，得到了国

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兴趣。过去几年来，全球化智库（CCG）

围绕这一倡议开展了深入研究，并在北京、香港、华盛顿、

巴黎等地组织了多场专家论证，并在巴黎和平论坛、经济

合作组织会议等平台进行展示，将这一组织从一个概念不

断推向落地。疫情以来，AGTO 已举办多场全球人才流动

领域的线上研讨会，邀请了几十位世界各地的大学校长，

全球劳工组织主席，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代表，国际猎头

协会主席，领英公司负责人，人力资源公司代表等多次研

讨全球人才流动的治理与合作。

下一步，AGTO 将召开国际顾问委员会会议，正式启

动团体会员邀请和招募，开展国际人才流动的相关研究和

合作，发布全球人才流动报告，并计划于 2021 年在香港

举办首届全球人才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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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ovember 13, 2020, the Alliance of Global Talent 
Organizations (AGTO) was launched at the third edition 
of the Paris Peace Forum, accompanied by an expert 
panel to discuss the main objectives and perspectives of 
the AGTO.

AGTO launched at the Third Paris Peace Forum

Supported by the President of France Emmanuel Macron, 
the Paris Peace Forum was founded in 2018 to tackle global 
problems and strengthen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n 
2020, for the third consecutive year, the Paris Peace Forum 
assembled global leaders including heads of states and 
governments, CEOs of major multinationals, as well as civil 
society actors to advance concrete solutions to the enormous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o rebuild 
a better and more sustainable world.

Participants included Emmanuel Macron, president of France; 
António Guterres,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Audrey Azoulay, director-general of UNESCO; Thierry Breton, 
European commissioner for the Internal Market; and Tedros 
Ghebreyesus, director-general of WHO.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third edition of the Paris Peace Forum was 
held online.

At the Paris Peace Forum, the Alliance of Global Talent 
Organizations, an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proposed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completed its soft launch with an 
expert discussion on November 13. As a new platform for 
knowledge-sharing and capacity-building and to facilitate 
international dialogue on global talent mobility, the AGTO 
addresses a significant gap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responds to challenges in global cooperation on talent flow, 
now further intensified by the global pandemic.

During the soft launch and online panel, five AGTO exper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discussed various paths to develop 
this promising alliance.

Wang Huiyao, Director General of AGTO and president 
of CCG, elaborated on  AGTO’s role in policy advice and 
informing enhanced governance of talent mobility. According 
to Wang, in the future, AGTO would like to establish talent 
management as a distinct competitive advantage, matching 
talent to global needs and facilitating international mobility.

Denis Fred Simon, chairman of the AGTO and senior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 of Duke University, outlined the structure 
of AGTO. The main operational body will include the AGTO 
Council, a steering committee, a secretariat, a research body, 
a consultancy, and a fund management department.

David Zweig, AGTO’s director of research and professor 
emeritus at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cussed AGTO’s research agenda to turn itself into a hub 

for talent-related research. This includes efforts to create 
common terminology and standardized,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definitions for key terms and data to inform all 
discussions, comparisons, and dialogue about global talent 
issues.

Mehri Madarshahi,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teering 
Committee of AGTO and UNESCO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reativ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essed the need 
to identify stakeholders to enhance cooperation on talent 
mobility. Mehri proposed boosting mechanisms for talent 
governance to fully utilize talents and to facilitate credentials 
at their destination with the help of different entities like 
NGOs, private sectors, and policymakers.

The launch and panel were moderated by Martin Geiger,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AGTO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s of Migration and Mobility’ at Carleton University. 
Before the launch, Martin Geiger presented the AGTO project 
via the online Paris Peace Forum platform, during which he 
outlined the motives and mission behind the AGTO.

AGTO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Paris Peace Forum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since its inauguration. With the support 
of CCG, AGTO has organized a series of events such as 
a roundtable discussion in Hong Kong and webinars on 
talent mobility amidst COVID-19. The project has earned 
widespread support from different sectors of society, 
includ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representatives from 
influenti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GOs, and renowned 
scholars.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membership, AGTO welcomes all 
relevant entities to join with  AGTO’s activities in the area of 
talent mobility,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provide 
innovative policy and governance solutions. For the next step, 
AGTO is expected to hold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develop membership, conduct 
data- and topic-based talent research, and publish the Global 
Talent Mobility Report. AGTO is also engaged in holding the first 
edition of the Global Talent Conference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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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百合倪张根：
一位中国企业家的“普世价值观”

补充采访：

记者：

中国的大部分价值观，其实跟全世界基础的价值观是相同

的，所以跟真正的普世价值也是相通的。

我不想谈论政治，但是我自己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也遇到

一些事情。比如今年 9 月中旬，我去美国，跟原合作伙伴有一

场官司。我跟对方律师讲，这场官司 50% 是为我和梦百合打的，

50% 是为中国人打的。特别是在中美现在的政治环境下，我只

是想来发一个声，否则舆论一边倒的话，第一对中国人是不公

平的，第二会误导舆论。

我们中国人相信积小善，相信平衡，有时候我们不能太看

重利益，而是要为自己的精神、自尊去做一些事情，这有点像

围棋里面先把棋走厚，或者“后中先”的味道，道理都是相通的。

所以我所理解的普世价值，有一个很基本的方面就是互相

尊重。当然还包括平衡，比如付出和回报的平衡，尊重和谄媚

的平衡，自己的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平衡等。

在日前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倪张根谈及对“双循环”和“普
世价值”的理解，随后接受了观察者网的补充采访。

梦百合是一家经营记忆绵床垫系列产品的 A 股上市企业，公司
从 ODM代工模式做起，目前正在积极自建品牌，一边自建海外销售
渠道，一边打回国内市场。

但在倪张根看来，不论是“逆全球化”还是疫情，都可以看作中国
企业可以“长肌肉”的机会。公司也的确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10 月
底公布的 2020 年三季报显示，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45.3 亿元，同比增
长 71.53%。

许多围棋爱好者可能因“MLILY 梦百合 0 压床垫杯”世界围棋公开
赛而知晓梦百合。倪张根先生确实是一位围棋爱好者，围棋中的“本手”
思维、均衡思想、积小善长期获利、互相尊重的观念等等，都在其为
人和创业过程中有所体现。他认为，这些中国人的价值观与世界是相
通的，因而是一种“普世价值”。

演讲：

大家好，很荣幸参加这次论坛，我对“双循环”

的理解是，首先全球化应该是不可逆的，原来的国际化、

改革开放要继续做，同时国内效率要更高。

从一个创业者的角度，我认为，这次的“逆全球

化”和疫情过程，都是我们中国企业“长肌肉”的机会。

我们在疫情之前及期间，在国外开了 3 家工厂，收了 1

家美国西岸的企业，从圣迭戈到西雅图都有布局。此外，

有一家新项目合作方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疫情最严重

的 3 月 20 日左右，这家新合作方德国企业严重亏损，

当时一个月要亏七八百万美元。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

在一片怀疑声中，我坚定给予支持，这是梦百合品牌全

球化布局史上重要的一个合作。我们“走出去”以后，

要跟德国人、西班牙人交朋友，把这种普世价值传导出

去。之前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渠道去表达，现在走出去的

中国企业或者中国人，都是这样的传导渠道。

以下是演讲和补充采访内容：

James Ni, Founder of Mlily Brand and Chairman 
of Healthcare Co., Ltd.:
"Universal Values" of a Chinese Entrepreneur

倪张根
CCG 副主席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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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这种平衡和这种分寸感，我尝试用一种围棋的思维去
理解，能不能看作一种“本手”的态度，因为蛮横和软弱
都不会体现效率，能否这样理解？

倪张根：

用围棋的“本手”来比喻我们在对待产品、客户等各
方面追求平衡的价值观，这个提法特别好。

我是一个倡导平衡的人，我们要为客户创造价值，这
需要重视客户，但对客户过于迁就和谄媚是不可取的。

如果过于软弱迁就，那么就会鼓励对方习惯于压榨自
己，如果在一段合作关系中只有客户一方赚钱。为了防止这
种情况，我们公司的价值观强调“公司自尊高于客户利益”。

这个话题延伸开去，还有我们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
我们尊重供应商，同时也要给予足够压力，对方应该给我
们提供的是最好的产品和合理的价格。

还包括我们内部管理者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其实所有
人都是一条绳子上的利益攸关体，都需要相互尊重。

记者：

在海外业务实践中，这样的价值观能否得到认可？

倪张根：

我认为普世价值非常关键。

我希望我的表达和实践至少慢慢影响一些人，可能我影

响不了别的企业，但至少我收购的境外企业，都可以这样去

管理，这个建立信任的过程很艰难，时间周期很长，但是我

们必须立即开始去做。作为走出去的企业，应该是这种过程

的参与者，然后才有资格在未来得到全球化更多红利。

我在创业之初写过一句话，“真诚是一种阴谋，一种

让人无法拒绝的阴谋”，这个纸条现在还放在湖畔大学的“老

物件”展厅里面。

我痛感于我们有些出口贸易商，或者某些买办机构的

人，崇洋媚外的气质特别明显。

有些中国工厂在别人压价的时候，往往敢怒不敢言，

却偷偷摸摸把品质调低，结果外国客户又说中国人偷工减

料，没有诚信，但是说这个话的人自己有没有想一想，前

面压价那么狠的是谁？这就叫恶性循环。

而我采用另一种态度。当别人压价的时候，我就会告

诉他，如果你再压价，我就需要降低品质，最后所有合作

者都会说 No，不能降低品质，那这个价格也不能再动了。

结果大家都能接受，就说明这也是普世价值。

记者：

那您怎么看待长期信用与短期收益的关系？

倪张根：

短期的收益一定不能伤害长期信用，也就是说短期的

收益一定要为长期的信用让路。

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坚持不做硬床，不碰乳胶，不碰

椰棕，只做记忆绵产品？我认为这也是普世价值，记忆绵

是全球绝大多数人认可的，能够平衡舒适度和支撑的一种

产品。

这是我们的品牌人格画像，我不愿意为了迎合市场去

做一款产品，从短期来说可能因此牺牲一些利润，但从长

期来说，我们的专注会得到更多消费者的理解、认可和喜爱。

记者：

梦百合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赞助围棋的联赛，这对梦

百合本身的品牌形象有帮助吗？是否会创造长期价值？

倪张根：

我认为是有帮助的。

这是一种综合的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情背后也是一种

平衡。确实因为围棋，有很多人做了我们的加盟商，因为

围棋有很多人买了我们的产品，如果再放眼 10 年，可能搞

不清楚到底是我为围棋做的贡献多，还是围棋给我反哺的

东西多，就像围棋本身讲究一种均衡感。我坚信“积小善”

的力量，正确的事情坚持时间越长，得到的回报越多，归

结起来还是天道酬勤。

记者：

我觉得这件事和之前谈的内容是相通的，中国的围棋

和走出去的企业，都可以成为一种普世价值的载体。

倪张根：

是的，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尊重，关于平衡，关于

短期和长期利益等等，其实我们公司那么多年每一步都努

力按这个思路走，急功近利的表现比较少，也阶段性地取

得了一些好的结果。

来自 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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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S 中国区新掌门：

线负责人。29 岁离开新东方后，下一个转身，她已是 ETS

中国区的掌门人。

提及自己的职场之路，王梦妍并未多费词句，只将努

力并取得成功当作一种习惯，“做事要拿出百分之百的把握，

甚至要有百分之一百二的准备，这个结果就肯定不会 差。”

推动 ETS 本土化改革

加入 ETS 中国区并担任负责人后，王梦妍常感到肩负

着巨大的责任和使命。不仅要做正确的事，还要做对未来发

展有益的事情。要努力将中国的声音带向世界，引领 ETS

的革新。“仅仅完成常规的标准化动作已经不足以应对中国

的行业发展。”她很果断地对《留学》记者说。

国家地理学习出版社中国区总经理王璐谈起王梦妍时，

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想到梦妍，我最先想到是她对教育的

热情，对人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梦妍是那种远远向你走

来，你很难不注意到她的那种人，从她身上能感受到洋溢的

生命力。她永远精力充沛，真诚待人，对世界充满好奇。她

既有女性领导者特有的敏感细腻，也有对市场准确的判断和

顽强的奋斗精神。”

在她的领导下，ETS 中国对整个 ETS 总部的影响力

持续增加，并打造出更为贴近中国市场的风格。

考务、市场、商务关系都是王梦妍要考虑的方面，例

如从前完全由教育部考试中心负责的考务，2019 年所有的

考点和考试日期公布都与 ETS 中国进行了对接，相关内容

也会及时发布在 ETS 中国办公室的微信公众号上。

她向《留学》记者介绍，顺应政策，ETS 中国与政府

的合作愈加密切。“政府需要提升公民英语水平，那么就可

能会有测试的需求或者定制化测试的需求，我们正在与各级

人生道路规划清晰
想做的事要做到极限

王梦妍目标明确且充满信心的特质让记者印象深刻，她

本人的履历可以算作典型优等生的评价范本。在上海外国语

大学英语系就读本科期间，成绩优异的她选择早早开始探寻

自己的职业道路。确定教育领域方向后，她在培训机构担任

讲课老师，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她这种对专业明确

规划的经历，帮助她顺利申请到剑桥大学教育专业研究生。

留学归来，对出国留学领域充满信心的王梦妍正式投身

职场后，在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2012 年的全球管理培训生

招聘中成为唯一的女性职员。在俞敏洪身边进行工作轮岗了

一段时间，很快，24 岁的她便开始独立负责业务板块组建

学习中心。

勇于接受挑战的她，对教学质量和产品设计进行了严

格的把控，事无巨细，成功将项目打造成了新东方的标杆。

仅仅过了两年，便因杰出业绩被提拔为集团美国低龄项目条

让托福考试聆听中国声音
Miranda Wang, Country Manager of 
ETS Assessment (Beijing) Ltd.:
Let TOEFL Listen to the Voice of China

王梦妍
CCG 常务理事
ETS 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中国区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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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相关部门进行这方面的探讨。目前，我们与北京教育考试院和上海教育考

试院均签署了合作备忘 录，将就某些具体领域展开深入合作。”

对国际学校这一托福考生的重要来源，她更是亲力亲为，积极与各国际学校

开展合作，一天之内访问两三个学校是常有的事。对待工作如此事无巨细、兢兢

业业，使王梦妍成为业界公认的“劳模”。

培训机构也在王梦妍的工作版图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她正致力于拓展与各家

机构合作的方式。如最近 ETS 中国开始与机构的新媒体矩阵合作，发布权威精

准消息，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这样的双赢举措受到了机构和留学家庭的欢迎，

也极大提升了托福考试信息的传播效率，加强了 ETS 中国与考生的联系。

推动托福考试更加接地气
托福家族在中国未来可期

托福作为第一个被教育部考试中心引入的国际标准化测评，在中国已有 38

年的历史，几乎伴随了中国整个教育改革的历程。

但即便是如此老资格的测评考试，有时大众也难免对它有所误解，以为只有

去美国留学才考托福。

在王梦妍的带动下，以往“高冷”的托福考试逐渐转变为更加人性化的产品。

从 2019 年起，ETS 开始做出一系列的改变，包括提供“个人最佳成绩”（My 

Best Scores）服务、缩短 30 分钟考试时间、缩短两次考试的最短间隔时间、

推出下午场考试、缩短出分时间等等，体现了托福考试对考生反馈的持续关注和

优化考试体验的不懈努力。

说起 2019 年以来托福考试做出的改变，王梦妍举了个例子，道出它们背后

的全局观念与人性化考量。

托福考生年龄逐渐下沉，18 岁以下考生的占比达到了三分之一以上，考试

时间过长对小孩子的专注力是很大的挑战。为更好地服务考生，2019 年 8 月 1

日起，托福考试时间缩短约半小时，阅读、听力、口语三科时间做了调整，让考

生能更加集中注意力，更好地发挥出他们的水平。

如今，对中国的青少年英语学习者而言，托福家族系列产品如 TOEFL 

Junior, TOEFL Primary, TOEFL ITP 有多重优势。以 TOEFL Junior 为例，

不仅成绩可用来申请美国和加拿大的私立中学，而且这些产品与托福考试同处一

个家族体系，所有工作团队的研发思路是一致的，这也就为广大学校和青少年提

供了一个科学而系统的标准化测 评。

对此，她举了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就像人们定期需要体检，来确定身体

哪个部位需要锻炼。我们可以给学校一个选择，用于日常性的英语评测，进而提

供一个科学和权威的报告，帮助老师和家长去给孩子做下一段学习的规划和判断。”

记得自己是女性
忘记自己是女性

尽管已是中国国际教育领域能够独当一面的杰出女性，王梦妍却并不想刻意

强调自己的“女性领导者”身份。在她这里，强悍的专业技能和优雅的外表并不

互相矛盾，事业和家庭也不是天生的对手。

而她的秘诀，便是“记得自己是

女性，忘记自己是女性”。

“记得”并非用自己的女性身份

多做要求。正如王梦妍所说，“在职场，

凭借女性的标签只能获得短暂的青睐，

在行业内长期发展，不可能通过女性

身份获得特殊优待。”在她看来，女

性可以利用好自身感觉敏锐、注重细

节等特质，顺势而为。

很多人只看到了王梦妍工作光鲜

的一面，却不了解这背后付出的艰辛

和努力。比如每一次新政全球公布的

前夕，她都有可能需要 24 小时待命，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且做好危

机公关的预案。

正是对多种角色的掌控力和远见，

让王梦妍在职场上步伐坚定地不断前

进，家庭是她事业的“助燃剂”而非“绊

脚石”。“成为母亲之后，比起满足

孩子的日常需求，我更在意的，是为

孩子树立人生榜样，为他的人生提供

有益的启示。”

我们有理由相信，王梦妍这位巾

帼不让须眉的职场精英，今后必将一

如既往地以对事业无限的热忱和激情

带领她的团队，继续在 ETS 改革的辉

煌乐章中奏响中国强 音！

来自《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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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性别平等。虽然我们在课程中会讲全球性别平等的

现状，但知识有时只能停留在表面，并不能引发深度思考。

模拟一天当地女性后，他们真正理解了为什么要倡导性别平

等。所以我们设计特训营的时候，就是从知识、技能和价值

观三方面考虑的。

企业观察报：学生们反馈如何？

潘军：反馈特别好。我们期望通过优质的项目设计，让

学生们在培养有关能力的基础上，对社会问题有深度思考。

      基金会是在企业做公益的大背景下诞生的

企业观察报：缘何发起成立公益基金会？

潘军：北京法政集团发展近三十年来，始终坚持承担社

会责任、参与公益事业。我们希望把公益事业常态化、专业

化，所以在 2016 年 7 月，发起成立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

这实际上是在企业做公益的大背景下诞生的。

二十六年前，在国内教育、医疗资源不均衡的情况下，

社会责任是考量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

日前，记者采访了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潘军女

士。在企业家潘军看来，发起成立公益基金会，是对企业文

化的一种反哺，通过联合共建等方式，启迪和引导更多青少

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是她最愿意看到的事情。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精英领袖

企业观察报：近日，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发起“推动

性别平等·培养国际理解力”2019 青少年领袖特训营——

走入联合国。缘何要发起走出国门的特训营？

潘军：我们希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能够参与国际事

务的精英领袖人才，这种人才需掌握什么能力呢？除了领导

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外，批判性思维、创新精神、同理心以

及终身学习能力都同等重要。

我们希望以一种轻松、能够体验和易于接受的方式，

让青少年去深入领会。所以设计了“青少年领袖特训营”等

青少年愿意参与的项目。

企业观察报：特训营是一个出口，如何让学生们打开

国际视野？

潘军：核心是希望他们在性别平等和国际理解教育这

两方面有切身体会。特训营中，联合国妇女署的老师为他们

讲授性别平等课程，学生们还走访了曼谷的特色社区，并走

进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由外交官员为他们讲外交知识，让他

们亲身感受。

这种体验与普通参观不一样，也与其他游学项目不同。

企业观察报：不同在哪里？

潘军：主要有两点。一是国际理解力。比如参观泰国

社区及贫民区时，我们不仅走访，还让学生们体验了当地女

性的一天。通过不同文化的撞击，学生会更加理解当地文化。

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潘军：

近日，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联动全
国多个省市 39 名青少年，在泰国曼谷
完成了为期一周的“推动性别平等，培
养国际理解力”2019 青少年领袖特训营。
通过培训，学生们逐步学会关注并参与
“性别平等”这一社会议题，并通过性别
视角切入，建立“国际理解力”这一核心
能力。

PAN Jun, Chairwoman of the Board of Beijing Royal Charity Found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the Key to Considering the Success of a Company

潘  军
CCG 常务理事
法政集团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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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完全依靠政府解决所有实际问题。于是，我们在建设社

区的同时，投资设立了 K-12 学校和三甲医院，不但解决了

社区配套设施问题，而且引领了区域经济发展。教育和医疗

都关乎国计民生，是良心事业，所以我们对此一直都怀着敬

畏之心。

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己任，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不

仅对社会有助益，也对企业自身的成长有帮助。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企业观察报：你认为基金会能够为企业带来什么？

潘军：基金会能反哺企业，与企业文化相得益彰，为

企业文化升级赋能。温家宝曾说，企业家身体里应该流淌着

道德的血液，回馈社会最好的方式是投资教育和医疗。他讲

这番话时，我们的产业布局已到位，学校与医院已经办起来

了。后来国家也做了一些导向型支持，倡导非公资本进入教

育和医疗行业来承担社会责任，而我们走在了政策前面。

企业做得越大，社会责任也越大，这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同道中人加入公益。通过发起成立公益基

金会，希望凝聚更多社会力量，把爱心放大，这是我们的初衷。

企业观察报：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有什

么不同？特点在哪里？

潘军：作为企业基金会，和企业发展一脉相承。我们

也希望我们培养的学生有家国情怀，同时也倡导集团全体员

工具有公益基因。通过发起公益项目，让每个员工以及家庭

参与进来。

企业观察报：基金会目前主要项目是面向青少年群体

的“倡导性别平等”和“培养国际理解力”，为什么开展这

两个项目？

潘军：基金会聚焦教育和医疗，致力于更深远地解决

社会问题。教育方面，既要助力培养优秀的国际化人才，也

要立足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这是基金会的初心和理念。

基金会结合国内外政策背景和自身资源优势，开展有

关青少年国际理解教育项目。通过与联合国妇女署这一国际

权威机构及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的合作，致力于性别平等方

面公益项目的探索。借助此项目，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性

别平等观、批判思维和全球化视野，还切实地促进和推动了

国家平安校园和预防校园暴力战略的实施。

企业观察报：针对国际理解力以及性别平等项目，基

金会有什么长远规划？

潘军：在国际理解力领域，基金会努力将项目打造成

国际理解教育信息、交流“平台”，对目前国内国际理解教

育开展现状进行详实的研究和调研，探索、建立可行的教师

能力建设模式，开发可复制的学生活动模式，进而推动这一

领域模式和标准的建立、推动相关概念在中国发展。

性别平等领域，目标是通过影响政策制定者、教育工

作者、青少年、家长及其他相关方，帮助中国及亚太地区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少年树立积极、健康、包容、创新的性

别观念；响应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中国实现

实质意义的性别平等。

      企业和公益需要良性发展

企业观察报：作为企业基金会，是否把商业的方法与

公益相互结合？

潘军：我们是做企业的，做公益的，更希望通过“商

业的手段，公益的心态”实现价值。如果想打造一个良性的

可持续的公益项目，我觉得需要运用一些商业的手段，公益

心往往是有好的想法，而商业的方法是将好的想法有效地变

成现实。

目前大家都在说“商业的手段，公益的心态”的重要性，

但这也要把握一个度。我非常反对以公益之名行商业之实的

行为。要切记，做公益并不是单方的给予，同时也有收获。

企业做公益不能抱着施舍的心态或者求回报，否则就不是公

益而是“功利”了。

企业观察报：阿里巴巴合伙人孙利军先生经常说一句

话，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你怎么理解？

潘军：我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文化的内涵。大家

都说三流的企业靠制度，一流的企业靠文化。文化的建立是

一点一滴积累的，无论企业做什么，企业的领导层、决策人

在发展企业的同时，能够非常关注社会责任，我觉得是考量

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

基金会在倡导性别平等以及国际理解力方面力量有

限，希望更多的机构和个人加入，我们希望能够从我们自

身做起，从而影响到政策的制定者、教育的从业者，最重

要的是希望能够在我们尝试的这些公益项目中培育出一批

国际型的领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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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移民报告 2020》蓝皮书

国际移民总体增速放缓 区域内迁移频繁

全球化智库（CCG）和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课题

组研究发现，国际移民发展呈现新特征。首先，国际移民

总体增速放缓，区域内迁移频繁。2019 年国际移民增长率

进一步回落至 2005 年水平，为 9.15%。多个 OECD 国

家（美国、德国、英国等），获得永居的移民数量出现明

显下滑。区域内人口迁移频繁，2019 年各大洲区域内移民

规模总和约为 1.43 亿，约占国际移民总数的 52.6%，相

比 2015 年增长 12.3%，高于国际移民总体增速。

第二，移民劳工数量持续增长，地理集中趋势明显。

国际劳工组织估算，2017 年全球约有 1.64 亿移民劳工，

占国际移民存量的 64%，流向 OECD 国家的劳务移民持

续增加，2017 年同比增长了 6%。约有 1.11 亿的劳务移

民流向高收入国家，占比 67.9%，下降 6.8 个百分点。这

与近年来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高收入国家不断收紧劳务

移民政策有关。流出国的劳动力短缺，侨汇形成一定经济

弥补。

近日，《中国国际移民报告 2020》（以下简称“报

告”）在第五届国际移民研究高峰论坛发布。报告由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全球化智库（CCG）和西南财

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共同研究编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副总编蔡继辉出席论坛并作会议发言。《中国国际移民

报告 2020》以多元视角，对国际人口迁移现状与趋势、

世界主要移民目的国移民政策趋向，并展望了后疫情时

代的世界移民发展。

报告指出，截至 2019 年 , 全球的国际移民已经达

到 2.72 亿人，占全球人口的 3.5%。从国际移民洲际分

布，超过半数的国际移民目的地是欧洲和亚洲，2019 年

欧洲和亚洲分别接纳了 8230 万（30.14%）和 8356 万

（30.86%）国际移民，北美则为 5865 万（22%）。

亚洲国际移民增速显著。处于工作年龄的国际移民占国

际移民数量的 74%，20 岁以下的移民比例略有下降。

约有 1.76 亿（2/3）的国际移民居住在高收入国家。

Annual Report on Chines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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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门槛；放宽签证条件；迅速获得永居（积分 70 分以

上 3 年，80 分以上 1 年）；提前完成其在《未来投资战略

2017》中提出的在 2022 年底前引进 2 万名高层次人才的

目标。英国则取消人才签证的每年度发放上限，取消人才

签证申请者必须在抵英前确定其就业去向的限制；推出全

球人才签证、创业签证和创新者签证；全球人才签证持有

者工作 3-5 年可申请永居；新签证对申请人的英语能力提

出更高要求，反映出英国期望创业人才更好地融入当地。

多数欧盟成员国在 2018-2019 年间先后修改法律，放宽

非欧盟科研人员及学生在欧盟成员国境内流动的条件：其

中，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简化了在本国接受高等教育的非

欧盟留学生申请暂住许可和工作签证的流程，瑞典等国则

宣布放宽对研究和高等教育人士居留许可的发放限制；西

班牙、意大利、丹麦、法国等国为外国创业人才提供签证

与孵化器支持。美国则将绿卡配额向职业移民转移，将高

技能移民占比从 12% 提高至 57%；设置移民积分制度，

根据申请者年龄、文凭、技能水平等指标评定相应分数，

择优发放绿卡；通过《2019 年高技能移民公平法案》，吸

引科技人才。第二，多国扩大劳动力引进，“定向移民”

趋势明显。第三，难民管制趋于严格，国际治理前景难测。

第四，英国“欧盟定居计划”争议未休。

移民输出总量世界第三 赴欧移民存量增速明显提升

根据全球化智库（CCG）与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

研究编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际移民报

告 2020》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在世界上呈现出六个特点。

第一，移民输出总量世界第三，赴欧移民存量增速明显提升。

2019 年联合国经社部发布关于全球国际移民存量的报告

显示，中国大陆以约 1073.23 万的输出移民成为世界第

三大移民输出国。亚洲作为主要输出来源区域增速明显放

缓，由 2010-2015 年间的 7.36% 下降至 2015-2019 年

间的 0.16%。同时，北美作为传统移民目的区域，其同期

增速也呈现显著下降，由 30.95% 跌至 8.09%。

第二，美日加仍为主要移民目的国，新加坡移民存量

锐减。进一步从输出目的国家分布看，除中国大陆迁往中

国香港的 227.23 万人及迁往澳门的 29.76 万人外，2019

第三，家庭移民仍为永久性移民的主要渠道，但规模

略有收缩。 2017 年，流入 OECD 国家的家庭移民和家庭

陪伴移民合计约有 200 万人，占比高达 41%；其次是自

由流动（28%）、人道主义（14%）、劳工（11%）。随

着主要国家移民政策的整体收紧，家庭团聚的移民审批手

续变得更加严格，移民规模开始出现小幅收缩。2017 年美

国家庭移民数量下降 6%，新西兰、爱尔兰、挪威和韩国

分别下降 22%、20%、7% 和 5%。相比劳工移民，家庭

移民的社会贡献度往往更低，这主要体现在相对较低的就

业率与市场薪资水平上。

第四，国际移民管理体系取得一定成效，区域间协同

机制作用仍然有限。《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帮助各国制定

有效移民应对机制和协同方式。《东非共同市场议定书》

等区域协定促进了地区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经济发展。

欧洲极右翼势力抬头导致的多国退出《移民问题全球契约》，

以及 IOM 的 AVRR 项目受助人群的减少（2018 年同期

减少 12%）。

在世界主要移民目的国移民政策趋向方面。首先，“人

才战争”日渐激烈，引智政策逐步升级。比如日本，针对

高层次人才设立“高度专门职业 1 号 /2 号”签证，并通过

构建高层次人才积分制度进一步扩大高层次人才的引进规

模；日本通过调整积分标准及增设加分项降低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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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大陆输出移民前 20 大目的国构成无明细变化，美

国以 288.92 万人占据榜首，其次是日本的 78.48 万人以

及加拿大的 69.15 万人。对于移民输出前 20 大目的国的

梳理发现，其中发达国家 13 个，发展中国家 7 个，发达

国家占比略高于发展中国家。2015 年、2019 年中国大陆

输出移民前 20 大目的国见下图。

图 1  截至 2015 年、2019 年中国大陆输出移民前 20 大目的国

                        单位：人

2019 年
排名

国家 2015 年 2019 年

1 美国 2676697 2899267

2 日本 714570 784763

3 加拿大 645278 691489

4 澳大利亚 508870（5） 641624

5 韩国 609332（4） 620295

6 新加坡 448566 380145

7 意大利 200372 228231

8 英国 198472 225385

9 孟加拉国 162772 164917

10 西班牙 155713 164695

11 法国 114475 121172

12 德国 86291（14） 119093

13 印度 110098（12） 108286

14 新西兰 92602（13） 95185

15 泰国 74411 77581

16 印度尼西亚 72302 75511

17 荷兰 62708 70830

18 俄罗斯 56171 56157

19 南非 36583 41004

20 菲律宾 35952 37083

注：“2015 年”一列中括号内数据表示该国在 2015 年的排名。

第三，出国留学热潮不退，移民年轻化趋势显现。根

据 2019 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显示，2018-2019 学

年在美中国留学生数量达 369548 人，占国际学生总数的

33.7% ，继续蝉联最大国际留学生生源国；而根据《2019

年英国留学生报告》，中国大陆留英学生总数达到 10.6 万

人，占全英国际学生总数的 23.2%，增幅达 12%，成为

第一大来源国。低龄留学规模逐步扩大趋势愈发显现。近

十年来赴美就读高中的中国学生人数增长了 98.6 倍，远

高于本科阶段的 14 倍。

第四，赴美移民：直系亲属移民成为主体，投资移民

急速下滑。从职业移民中的 EB-5 签证类别（投资移民）

来看，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该类别签证的主要来源国，而

近年来这一签证占比持续下跌。根据美国签证年度报告统

计，2019 年，中国获得 EB-5 签证的人数为 3894 人，

是自 2015 年以来的连续“五连跌”，而其占全美同类签

证的比例更是进一步“缩水”，由 2015 年的 86.81% 下

滑至 2019 年的 4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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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全球征税（CRS）计划或影响高净值投资移民

流向与方式。随着 CRS 全球征税计划的不断推进，高资

产移民将在资产全球配置与移民地域选择上将更加慎重，

低税收及非 CRS 国家越来越受到关注，成为新兴高净值

投资移民群体合理避税的重要选择。

第六，移民服务规模增长迅速，专业化转型迫在眉睫。

近年来，中国输出移民的快速增长带动了移民及留学中介

行业的蓬勃发展。目前，传统移民服务内容主要偏向政策

咨询、申请运作及投资顾问等。然而，随着以美国为代表

的西方移民国家的政策收紧，加之信息透明化程度不断提

升，移民服务行业不可避免的将遭到新的挑战。传统借助

移民信息不对称来打造服务内容的模式将逐渐被淘汰，全

链条服务及专业化顾问形式将成为新的发展趋势。

后疫情时代世界移民发展展望 国际人口迁移规模
将明显收缩

全球化智库（CCG）和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课题

组对后疫情时代世界移民发展进行了展望。2020 年席卷

世界的新冠疫情成为近二十年来全球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

在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打击的同时，对于世界人口迁移与

中国移民发展也将带来深远影响。长期以来，由于国际人

口的频繁迁移与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通，世界早已联结地

球村，人类越来越成为命运共同体，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

的暴发将引发公众对于这种高度联结世界的重新思考。为

抗击疫情，世界各国纷纷采取限制入出境等“封国”、“封城”

措施，在短期内极大限制了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

国际人口迁移规模将明显收缩。

与此同时，疫情严重冲击全球供应链，本土产业链安

全再次回到经济发展的视域范围内，并受到各国政府的高

度重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重新受到西方社会的广泛

推崇，“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似乎正在加速显

现。2020 年 3 月 13 日，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进入“国家

紧急状态”，并签署暂停移民入境美国行政令。而在此之

前，世界各国为了防抗疫情，纷纷调整出入境与移民政策，

移民问题成为政党转移疫情所造成的社会矛盾的重要话题，

“反移民”思潮在部分西方国家进一步强化。在社会情绪

因疫情和停工停产冲击而显著波动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

民众易于将这种指责投射到离其最近的那部分“中国”，

即当地的亚裔移民。

国际智力流动或开启新模式。受疫情影响，许多国际

科技、人才交流活动从线下转为线上开展，客观上为虚拟

空间内的国际智力流动提供了新机会。尽管疫情期间人才

难以在实体空间内进行国际迁移，但虚拟空间内的国际智

力流动频率已大幅提升。例如，在线会议平台 Zoom 的

日均用户量已从 2019 年 12 月的 1000 万人剧增至 2020

年 3 月的 2 亿人。同时，部分国际知名高校也宣布，将于

2020 年秋季学期对无法抵达美国的外国留学生实施远程

授课。上述措施缓解了实体空间内人才交流趋缓带来的负

面效应，开辟了人力交流的新模式。

作为世界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CCG 长期致力于人

才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连续多年出版《中国留学发展报

告》、《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

《海外华人华侨专业人士报告》等多部有影响力的蓝皮书

和数十部人才研究著作，奠定了在国际人才研究领域的领

先地位。CCG 还连续多年与国际移民组织（IOM）合作，

研究编译《世界移民报告》中文版，该报告已成为国内外

政策制定者、研究者以及移民从业者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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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研究与展望 2020》

业生的发展情况进行“画像分析”，洞察高校毕业

生发展选择的方向与趋势，借此为高校毕业生、高

校在读学生、即将步入高校的新生，乃至高中毕业

班学生提前规划发展路径提供帮助。报告共分为三

大部分，分别总结了 U10 毕业生发展路径的选择去

向，分析了新冠疫情下的对出国留学和就业市场的

挑战，并就高校学生选择发展路径、如何促进高等

教育与职业培养发展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此外，

报告还在附录中分享了各城市层级中“双一流”高

校分布以及 U10 各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手册等信

息，供有关部门参考。

报告指出，U10 毕业生中，过半数本科毕业生

选择继续深造，超九成硕士和博士毕业生选择进入

职场。2019 年，U10 毕业生选择深造的比例增长

显著，一改 2014 年以来就业比例连续增长的趋势。

U10 毕业生出国留学比例持续增加，但赴美留学增

长率进一步放缓，赴英国、中国香港、法国、澳大

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留学的高校毕业生比例

逐年上升。

报告研究发现，不同发展程度城市的“双一流”

高校毕业生在发展方向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异：在发

展程度相对较高的城市，本科毕业生更愿意选择继

续深造，并在硕士毕业后进入就业市场；而在发展

程度相对较低的城市中，其本科毕业生更倾向于选

择就业，硕士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的比例则相对较

高。同时，不同学历层次的 U10 毕业生在国内的就

业行业选择中各有偏重。本科与硕士毕业生就业领

域更偏向于应用型行业，例如金融、消费品以及媒

体与传播等行业；博士及以上毕业生则在一定程度

上选择更具专业性的领域，如医疗和法律行业。

报告显示，高校毕业生领英用户中美首次就

业热门行业在排名上具有较高相似度。软件与信息

技术服务、制造业、教育、企业服务和金融行业是

高校毕业生领英用户在两国首次就业发展的主要行

业选择。此外，高校毕业生在中国就业更青睐消费

品、硬件与网络、媒体与传播行业，在美国就业

则更关注医疗、零售、休闲与旅游、非营利性行

2020 年 10 月 29 日，全球化智库（CCG）与领英中国（LinkedIn）联合举办了《高校校友观察：中

国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研究与展望 2020》发布暨研讨会。会上，CCG 与领英中国联合发布了报告《高校

校友观察：中国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研究与展望 2020》（以下简称“报告”）。

全球化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又为全

球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根据领英 (LinkedIn) 全球雇佣率数据，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世界范围内就业市场的招聘活跃度与 2019 年

相比显著降低，多数国家和地区雇佣率出现大幅下滑，全球高校

毕业生面临“最难就业季”。随着疫情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得到有

效控制，各地劳动力市场也不同程度地复苏起来。虽然我国就业

趋势稳步向好，但高校毕业生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在此背景下，

高校毕业生如何选择发展方向，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为了更好地助力高校毕业生发展，本报告基于领英平台大数

据，对我国十所“双一流”高校 ( 以下简称 U10) 超过 21.8 万毕

University Alumni Insights: Chinese Graduate Career Development Prospect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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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报告的部分要点：

1. U10 毕业生中，50% 以上本科毕业生选择继续
深造，90% 以上硕士和博士毕业生选择进入职场 

为探究 U10 毕业生发展路径，报告对 U10 毕业生

选择深造、实习和就业的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在 

2014-2019 年期间毕业的 U10 毕业生中，本科毕业生选

择深造的比例超过五成 (54.9%)，相对于进入职场来说，

U10 本科毕业生更希望能够通过继续深造，提升个人能力

和职场竞争力 ; 硕士毕业生与博士毕业生由于学历教育的

上升空间有限，选择就业的比例均超九成。

2. 2019 年，U10 毕业生选择深造的比例增长显
著，一改 2014 年以来就业比例连续增长的趋势。

根据报告中的 U10 数据显示，2014-2018 年 U10 选

业 和 公 共 管 理 行 业。 管 理 类 和 数 据

类技能正在成为各行业的代表性技

能。“管理”“项目管理”“战略规

划”以及“领导力”等管理类技能，

“Python”“Java”“C++”以及“数

据分析”等数据类技能是 U10 毕业生

就业热门行业的最具代表性技能。

值得注意的是，为进一步了解世

界发达经济体行业发展与就业岗位变

化的特点，探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中

行业发展与职位创新的可能性，课题

组对中外高校毕业生首次就业热门行

业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由于 U10

毕业生首次就业所在国分布中美国在

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中占比最高，

因此报告对高校毕业生领英用户在中

美的首次就业行业进行了对比，对比

数据分别为高校毕业生领英用户中国

就业情况和在美就业情况，高校毕业

生领英用户样本从 U10 扩大到具有在

美或在中国就业经历、毕业于 2014-

2019 年的所有高校毕业生，样本量

超过 5300 万。

报告显示，U10 毕业生在美就业

热门职位前十位中有三项与数据有关，

分别为数据分析师、数据科学家、量

化分析师，该现象并未出现在 U10 毕业生在中国就业热门职位前十位中。随着

数字经济在中国的创新发展，数据研究与开发需求将在更多行业中显现。

关于疫情对出国留学和我国行业发展带来的影响，报告研究发现，疫情爆

发以来，各国签证、出入境政策收紧，碍于多数国家的疫情防控仍处于攻坚时

期，留学将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在签证与出入境政策和疫情控制情况等因

素的影响下，留学目的地国可能更趋多元化发展。此外，疫情对我国行业发展

与转型带来挑战和机遇，高校毕业生在疫情和后疫情时代就业创业更趋灵活和

多元化。得益于疫情的有效控制，中国就业市场雇佣率已回升至去年同期水平，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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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深造的毕业生占比逐年减少，选择就业的占比逐年增加；

但在 2019 年，这一情况出现了反转，U10 毕业生选择深

造的占比出现大幅上升，比例增长超过 11 个百分点， 占

比达到三分之一。

3. 在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城市，本科毕业生更愿
意选择继续深造，并在硕士毕业后进入就业市场；
在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城市中，其本科毕业生更倾
向于选择就业，硕士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的比例则
相对较高。

4. U10 毕业生出国深造占深造总人数 70% 以上，
美国仍然是 U10 毕业生的主要留学目的地国，但
总体留学趋势呈多元化发展；国内升学招录名额供
不应求，竞争压力逐步加大。

报告指出，U10 毕业生出国深造人数在深造（包括国

内升学与出国留学）总人数中的比例超过七成。此外，报

告显示，美国仍然是 U10 毕业生的主要留学目的地国，但

受中美关系影响，U10 毕业生出国留学呈现出更加多元化

发展的态势。根据报告，U10 毕业生选择赴美深造的比例

高于选择在中国深造和去往其他国家和地区深造占比的总

和，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7 年

开始，赴美留学占比的增速开始放缓，并在 2019 年出现

占比增长接近停滞的情况，同比增幅仅为 0.1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其他发达国家的留学、工作和移民政策逐步放

开，U10 毕业生赴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留学占比呈上

升趋势。在宽松的留学与移民政策影响下，更多来自中国

大陆的毕业生选择去往英国、中国香港、法国、澳大利亚、

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深造。

同时，报告指出，国内深造的挑战是招录名额供不应

求，竞争压力逐步加大。

5. 国内就业占比增加，人才回流趋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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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在国内就业的毕业生占比逐年增加，人才

回流趋势明显。根据报告数据显示，U10 毕业生中首次就

业在中国的比例在 2014-2018 年间逐年增长，且 2018

年的增长尤为明显，从 73.5% 增加到 83.0%。从 U10 毕

业生出国留学与国外就业的数据对比看，虽然超过七成毕

业生在深造选择中倾向于去往国外，但超过八成毕业生的

首次就业所在国为中国，呈现出“出国留学—回国就业”

的良性人才环流趋势。中外经济发展状况及留学、就业、

移民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对中国国际化人才流动与人

才回流的影响更趋积极。

6. 国内就业中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最为热门。

表 1：U10 毕业生首次就业十大热门行业排名

此外，报告显示，国内就业热门行业 TOP10 中，软

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最为热门。据报告分析，从不同学历

的行业分布看，本科与硕士毕业生就业领域更偏向于应用

型行业；而博士及以上毕业生则在一定程度上对应更具专

业性的领域，如医疗、法律等，这些行业对学历要求也相

对较高。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了大量

就业岗位，且随着具有硕博学历以上人才的加入展现出巨

大的产业升级潜力。此外，非营利性行业也出现在各学历

毕业生的热门就业行业中。

7. 华为与腾讯最受 U10 毕业生欢迎。

根据报告 U10 毕业生热门就业企业排名显示，华为与

腾讯最受 U10 毕业生欢迎，跨国企业在华的发展同样蓬勃，

如微软、安永、亚马逊等。值得注意的是，排名前十的企

业中，包括腾讯、微软、网易和百度在内的大部分企业均

属于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U10 毕业生最喜爱的高校雇

主 TOP7 中，世界著名高校也悉数上榜。

8. 高校毕业生中美首次就业对比：热门行业相似
度较高，重点集中在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制造业、
教育、企业服务和金融行业；在中国就业更青睐消
费品、硬件与网络、媒体与传播行业，在美国就业
则更关注医疗、零售、休闲与旅游、非营利性行业
和公共管理行业。

报告分析，美两国在热门行业中具有较高的相似度，

一方面表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在重点产业领域

有赶超发达国家的态势，另一方面也展现出中美两国产业

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和人才对于产业发展的期待，在一定

程度反映出中美两国产业间合作与竞争的“新常态”。

报告显示，医疗行业在高校毕业生领英用户中国首次

就业的排名低于美国，且在医院与卫生保健这一次级行业

分类中的就业占比远低于美国，相关专业领域的人才发展

机制有待改善。类似的情况还包括旅游与休闲行业，该行

业在高校毕业生领英用户在美首次就业行业排名中进入前

十位，但未在中国进入榜单。此外，消费品行业则在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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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中国就业的热门行业排名中高于美国，主要源于中

国的轻工业较为发达，且拥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在生

产和销售两方面的优势推动了消费品行业的发展，也为高

校毕业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媒体与传播行业在高校

毕业生领英用户中国首次就业的行业排名中进入前十位，

但未在美国进入榜单。

9. 管理类和数据类技能正在成为各行业代表性技能。 

表 2：U10 毕业生五大热门就业行业最具代表性技能排名

报告表明，管理类和数据类技能正在成为各行业的代

表性技能。“管理”“项目管理”“战略规划”以及“领

导力”等管理类技能，“Python”“Java”“C++”以

及“数据分析”等数据类技能是 U10 毕业生就业热门行业

的最具代表性技能。

从 U10 毕业生不同行业的新兴技能与衰落技能 的发

展来看，科技行业越来越注重专业技能与创新，大数据与

人工智能等数据类技能兴起，原有的基础系统操作与 IT 服

务管理类技能正在被取代；非科技行业则更加关注产品价

值及专业服务能力，领导力和战略规划能力等管理类技能

愈发重要，原有的市场研究与宏观管理技能正在衰落。

10. 疫情和后疫情时代就业创业更趋灵活和多元化。

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各国签证、出入

境政策收紧，碍于多数国家的疫情防控仍处于攻坚时期，

留学将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在签证与出入境政策和疫情

控制情况等因素的影响下，留学目的地国可能更趋多元化发

展。此外，疫情对我国行业发展与转型带来挑战和机遇，高

校毕业生在疫情和后疫情时代就业创业更趋灵活和多元化。

报告表示，U10 毕业生就业的热门行业虽然在疫情中

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但普遍为维护人民生命健康、保障

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和战胜疫情提供了支撑；而在疫情得

到有效控制后，大部分就业热门行业则为职位发布恢复较

快、人才需求激增的行业。

11. 三方面建议助力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高等教
育对外开放、国际化人才交流与合作。

报告基于全国及 U10 毕业生发展情况，结合国内外留

学、工作及移民政策变化，报告高校毕业生发展 路径选择、

我国高等教育和职业培养发展方向、以及国家层面政策改

革三个方面提出建议，助力高校毕 业生职业发展、高等教

育对外开放、国际化人才交流与合作。

关于高校学生选择发展路径，报告从留学深造、国内

就业、就业行业选择三方面提出建议：留学趋势总体稳定，

建议不要因个别国家政策的收紧而取消留学计划，同时在

留学目的选择中可以更加多元化；就业市场的复苏不仅缓

解了国内就业市场的压力，还为高校毕业生在新的行业和

领域实现灵活就业创造了条件；医疗、非营利组织、公共

服务与管理行业成为高校毕业生实现自我与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优先职业选择。

关于促进高等教育与职业培养发展的建议，报告提出

三方面建议，包括：结合高校毕业生就业热门行业、职位

及新冠疫情对行业的冲击，针对性地培养产业发展、经济

创新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的人才；进一步促进教育对外

开放，加强中外合作办学力度，为中国学生在国内接受高

质量、国际化教育创造机会；完善高校就业指导与创新创

业服务能力，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实现促进高校毕业生

就业与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

关于国家政策方面的建议，报告提出四方面建议，包

括：抓住中国经济发展及疫情下留学人才“回流”的机遇，

通过建立长效人才引进机制吸引更多海外中国人才回国就

业创业；从国家政策层面，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鼓励就业模

式变革，为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和创新创业提供政策支持；

针对疫情对留学的带来的冲击，积极探索国内外教育体系

对接机制，加快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扩展更广泛的国际

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机制，为我国高校毕业生留学目的地

多元化选择及国际化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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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18 日，

“2020 中 国 留 学 人

员 创 新 创 业 50 人”

推荐榜单在教育部、

欧美同学会（中国留

学人员联谊会）、广

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 的“2020 中 国 海

外人才交流大会暨第

22 届中国留学人员广

州科技交流会”上发

布。傅晓田、金立群、

柳青、毛文超、薛澜、

钟南山、周琪、张文宏、

张亚勤等入选。

“2020 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 50 人”榜单在海交会发布 
多位抗击新冠脱贫攻坚杰出海归人物入选

2020 年，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

战，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冲击。在 2020 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大批归国留学

精英凭借着自身广阔的国际化视野与丰富而扎实的理论学术基础，引领着自身所属

的行业平稳度过疫情动荡期，在后疫情时代为大批后来者树立了行业标杆。他们不

仅在国内外创造了多个业内“首次”，推动了我国产业升级与转型，更通过自身躬

耕不辍，勇于探索和挑战的“创业家”与科学家精神，鼓舞了正逐渐走出疫情阴霾

的社会各界。

全球化智库（CCG）、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课题研究组通过走访调研、发

放问卷、组织专题论坛、研讨会、媒体新闻监测等方式，收集、整理了约 200 位来

自卫生、科学、教育、体育，以及文化等各个领域，2020 年在各自领域有着开创性

成就的优秀海归代表，经过专家组评选推荐出“2020 年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 50

人”。他们是 2020 年度中国留学人员的杰出代表，更是中国科技创新，产业革新，

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2020 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 50 人”涵盖人物，行业背景广泛，他们是公共

卫生、教育科研、投资金融、以及文体卫生等领域的杰出代表。综合来看，今年的

上榜人员具有以下突出特点：第一，坚守在抗疫一线，为中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作出

了巨大贡献。当“新冠”疫情肆虐之际，他们第一时间奔赴疫区，指导医疗救治，建

议并参与制定新冠肺炎防控政策，不顾生命危险救治危重病人，抓住疫情防控与救

治的要害，关键时刻做出关键之举。如中国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学专家吴尊友，复

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中国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

"50 Western Returned Chinese Scholars 2020" released at 
the Convention of Exchange of Overseas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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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抗击新冠、脱贫攻坚等工作中表现突出。他们积极应对疫情挑战，

突破重重障碍，探索新领域，开拓新模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同

时勇于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为抗疫做出了积极贡献。为助力国家打赢脱贫攻坚战，

他们或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孜孜不倦投身扶贫事业；亦或将本职工作与扶

贫相结合，用科技扶贫，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如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药研究所所长陈士林，拼多多创始人黄峥，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

第三，带领企业赴美上市，不断与国际前沿市场接轨。在全球新冠疫情、

中美关系紧张等不利背景下，他们带领企业赴美上市，成为在线教育、生物医

疗、物流、生活消费等行业的国际新生力量，他们中有多位学者型企业家，坚

持带领公司走自主创新的道路，深耕技术，扎实科研，成为各自领域的商业翘

楚。如北极光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邓锋，完美日记创始人黄锦峰，燃石医学创

始人、首席执行官汉雨生。

第四，女性人物表现突出，彰显创新创业中的女性力量。她们中有中国著

名企业掌门人、上市公司 CEO，也有跨国公司在华负责人、中国智库探路者，

她们用自己的成就和辉煌证明了女性的精神和力量。如凤凰卫视主持人傅晓

田，滴滴出行总裁柳青，全球化智库 (CCG) 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苗绿。     

第五，“85、90”后异军突起，宣告新生代逐渐成长为创新创业的中坚力量。

“85、90”后迅速成长，他们凭借创新和颠覆性的技术、产品与商业模式，

成为传统产业的赋能者，成为新兴产

业的探索者，亦为萧条的全球经济注

入新的活力。如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

心副主任付昊桓，小红书联合创始人

兼 CEO 毛文超，大禹节水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浩宇。

第六，在学术与科研上取得了具

有首创性的重大成就。他们以严谨的

科学态度，鲜活的探索力和创造力，

在空间物理学、化学、气象学、生物

医药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取得举世

瞩目的成就。如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

琪，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清华

大学智能科学讲席教授张亚勤。

第七，在国际组织中担任要职，

提升了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时的国际

话语权。他们在国际组织中担任要职，

有效提升了中国在国际公共事务中的

话语权，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在他们的带领下，中国迈向世界

的步伐将越来越快。如世界工程组织

联 合 会（WFEO） 主 席 龚 克， 亚 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        

本次是 CCG 连续第六年在国家

级的海外人才交流平台“中国海外人

才交流大会”上发布“中国留学人员

创新创业推荐榜单”。榜单的研究发

布，意在致敬优秀海归代表，表彰其

杰出贡献，为新时期海归人才回国创

业激发创新活力，引领留学人才回国

创新创业新方向。

2020中国海外人才交流大会暨第22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 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士林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
药研究所所长

邓  锋
北极光风险投资公

司创始人

邓宏魁
北京大学干细胞研

究中心主任

方爱之 
真格基金合伙人兼

CEO

付昊桓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

中心副主任

冯小明
有机化学家，中
国科学院院士

傅晓田
凤凰卫视主持人

龚  克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
会（WFEO）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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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  越
苹果公司副总裁及大
中华区董事总经理

黄锦峰
完美日记创始人

黄  峥
拼多多创始人

汉雨生
燃石医学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

金立群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行长

姜培学
清华大学能源与动

力工程系主任 

蒯佳祺
达达集团创始人

兼 CEO

刘  畅
新希望六和董事长

郎  平
中国女排总教练

柳  青
滴滴出行总裁

刘远立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
京协和医学院公共

卫生学院院长

龙  宇
贝塔斯曼亚洲投
资基金创始及管

理合伙人

毛大庆
优客工场创始人兼

董事长

苗  绿
全球化智库 (CCG)

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

毛文超
小红书创始人兼

CEO

潘建伟
中国科学院量子信
息与量子科技前沿
卓越创新中心主任

孙  洁
携程集团 CEO

吴  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
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

常务副院长

王  辰
呼吸病学与危重

症医学专家

王浩宇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坚
阿里云创始人 

王  石
万科集团创始人

王  兴
美团网创始人

吴尊友
中国疾控中心首席

流行病学专家

肖  盾
一起教育科技联合

创始人

薛  澜
清华大学苏世民

书院院长

薛其坤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俞  昌
安派科公司联合

创始人

杨惠妍
碧桂园董事局主席

印  奇
旷视联合创始人兼

CEO

姚檀栋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
研究所名誉所长，第
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

尤延铖
厦门大学航空航天
学院常务副院长

宗馥莉
宏胜饮料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

臧敬五
天境生物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

钟南山
中国著名呼吸病

学专家

周  琪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曾庆存 
气象学和地球流体
力学家、中国科学

院院士

宗秋刚
北京大学空间物理与
应用技术研究所所长

周其林
有机化学家，南开

大学教授

张文宏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感染科主任

张懿宸
中信资本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

张亚勤
清华大学智能科学

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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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G 部分活动一览
CCG  Events 2020

时    间 项    目    

2 月 14 日 慕尼黑安全会议推选 CCG 联合创始人苗绿为慕安会青年领袖

3 月 30 日 CCG 研究报告 | 加强多层次国际合作，共抗全球疫情

2 月 15 日 CCG 赴德“二轨外交” 促进中德交流与合作

3 月 19 日 CCG 线上研讨会 | 中美“战疫”合作与全球经济影响

1 月 7 日 以国际多边合作助推全球气候和环境治理——CCG 理事长在 CSR 年度盛典发表演讲

2 月 14 日 第 56 届慕安会开幕   CCG 应邀参加并举办研讨会

1 月 13 日 哈德逊研究所理查德·威茨 CCG 演讲：中美安全关系的现状及未来

3 月 25 日 CCG 线上研讨会 | 中国方案能为各国抗疫带来什么？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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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 CCG 线上研讨会 | 中加医疗团队交流抗疫经验 CCG 举办线上研讨会

4 月 1 日 CCG 线上研讨会 | 全球商界如何携手抗击疫情，共同应对经济挑战？

4 月 9 日 CCG 线上研讨会 | 疫情下的数字经济“新基建”到底如何建？

4 月 9 日 CCG 线上研讨会 | 中美顶级智库学者深度对话 中美紧张局势未来走向

4 月 13 日 CCG 入选清华大学“智库头条号指数”排名前十

4 月 14 日 CCG 线上研讨会 | CCG 举办线上闭门研讨会 探讨如何在“新基建”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4 月 23 日 CCG 线上研讨会 | 关键时刻的中欧连线如何应对共同的挑战？

4 月 20 日 CCG 线上研讨会 | 来自中美欧资深专家谈疫情下的 WTO 未来

4 月 17 日 CCG 线上研讨会 | 数位知名大学校长学者深度对话 疫情下的国际教育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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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日 CCG 主任线上对话国际专家 谈疫情后全球多边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5 月 18 日 CCG 线上研讨会 | 汇聚国内外粮食政策专家 CCG 举办首个国内粮食安全主题云会议

5 月 15 日 CCG 线上研讨会 | 中印外交官、企业家和专家学者齐聚 CCG 云论坛 谈中印抗
疫合作及危机下的亚洲发展

5 月 15 日 CCG 线上研讨会 | 企业如何在疫情危机中寻求生机？这些专家和企业家在 CCG 的云会
议上这么说

4 月 29 日 CCG 应邀参加博鳌对话：疫情冲击下的全球化、自由贸易和供应链

4 月 29 日 CCG 线上研讨会 | 科技界国内外专家谈疫情下的中美科技创新

5 月 25 日 CCG 主任应邀参加 ISPI 线上研讨会 同欧美专家谈中美关系与美国总统大选

CCG 线上研讨会 | 中美企业在全球抗疫中可发挥怎样的作用？5 月 19 日

6 月 5 日 CCG 线上研讨会 | 疫情下的全球人才流动

6 月 9 日 CCG 线上研讨会 | 48 国代表云端连线 CCG 参与主办全球智库抗疫合作云论坛

6 月 9 日 CCG 线上研讨会 | 48 国代表云端连线 CCG 参与主办全球智库抗疫合作云论坛

6 月 9 日 CCG 线上研讨会 | 时尚产业如何在疫情中寻求新机遇？ CCG 与 WWD 联合举办云论坛

6 月 11 日 CCG 副主任高志凯应邀参加芒克对话

6 月 12 日 CCG 线上研讨会 | 世界银行联合 CCG 首次深度解读《全球经济展望》

7 月 6 日 《中美民间抗疫合作分析——现状、挑战及展望》报告发布

7 月 13 日 CCG 在国际著名出版社出版英文新著《中国企业全球化：趋势与特征》

7 月 21 日 加纳驻华大使爱德华·博阿滕来访 CCG

7 月 21 日 CCG 研究著作《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20）》出版

7 月 14 日 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特肖梅·托加一行访问 CCG

6 月 24 日 纪念联合国宪章签署 75 周年线上专题论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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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1 日 北京市人才局一行到访 CCG

8 月 11 日 多国大使齐聚 CCG 线上会议展开疫情时期中非特别对话

8 月 12 日 CCG 理事长应邀参加 One Korea 国际云论坛

8 月 19 日 CCG 举办“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与国际协同”线上研讨会

8 月 13 日 古巴驻华大使访问 CCG，探讨中古合作前景

8 月 6 日 CCG 举办线上研讨会   与美保守派智库代表学者探讨中美关键议题

8 月 6 日 荷兰王国驻华大使贺伟民（Wim Geerts）一行到访 CCG

8 月 10 日 CCG 举办“后疫情时代教育对外开放背景下国际教育的未来”线上研讨会

8 月 4 日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到访 CCG

8 月 1 日 CCG 最新研究著作《世界华商发展报告（2019）》出版

8 月 19 日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美大部主任一行到访 CCG

8 月 21 日 CCG 与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联合举办线上研讨会

8 月 22 日 CCG 主任担当选为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

8 月 25 日 CCG 与联合国移民署联合发布《世界移民报告 2020》

8 月 26 日 CCG 举办线上研讨会探索疫情下的“一带一路”

8 月 26 日 CCG 理事长王辉耀应邀参加第二届中美贸易论坛

8 月 26 日 CCG 理事长应邀参加博鳌亚洲论坛举办的中欧经济合作线上圆桌会

8 月 28 日 CCG 数字经济委员会举办“大变局时代数字科技创新趋势座谈会”

7 月 21 日 CCG 智库专家拜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7 月 25 日 CCG 主任应邀参加 2020 全国人才在线峰会

7 月 31 日 CCG 理事长应邀参加全球名校长论坛举办的“疫情后的留学教育”专题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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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7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王镭一行到访 CCG

9 月 8 日 服务业扩大开放暨第七届企业全球化论坛成功举办  

9 月 8 日 CCG 在 2020 服贸会上发布“2020 外商在华投资企业推荐榜单”

9 月 8 日 CCG 在 2020 服贸会上发布《知识产权与亚太经贸一体化》报告

9 月 8 日 CCG 在 2020 “服务业扩大开放暨企业全球化论坛”上发起创建国际商会合作网络倡议

9 月 16 日 CCG 与戴姆勒联合举办线上闭门研讨会：中国与德国、欧盟的经济复苏：前景与挑战

9 月 11 日 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罗雨泽一行访问 CCG

9 月 11 日 中国科学院“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NSO）一行到访 CCG

9 月 8 日 CCG 在 2020 服贸会上发布 《2020 企业全球化报告——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新机遇》

9 月 17 日 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一行访问 CCG

9 月 17 日 欧洲应如何看待香港国安法？ CCG 秘书长对话全球慕尼黑青年领袖

9 月 18 日 CCG 线上研讨会：如何重启城市经济活力，加强人才治理能力？

10 月 23 日 CCG 主任王辉耀在第十六期日本圆桌论坛发言： 可以升级中日双边投资协定

10 月 22 日 土库曼斯坦驻华大使一行访问 CCG

10 月 27 日 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对话 CCG：希望人工智能能够解决不公平的问题

10 月 16 日 CCG 举办数字经济新基建研讨会

10 月 21 日 波兰驻华大使一行访问 CCG

10 月 15 日 CCG 主任王辉耀对话哈佛学者约瑟夫·奈

10 月 4 日 CCG 主任王辉耀对话诺奖得主

10 月 13 日 CCG 在 2020 年美中经济高峰论坛谈中美冲突及走向

10 月 2 日 CCG 主任王辉耀在雅典民主论坛上接受纽约时报专访

9 月 25 日 CCG 主任王辉耀与 25 国驻华大使谈疫情后的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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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1 日 CCG 举办 2020 年度主席会

11 月 12 日 CCG 发布：建言国家人才规划顶层设计《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 2020》

11 月 13 日 CCG 作为唯一中国智库受邀参加 2020 年全球智库峰会

12 月 16 日 “国际青年领袖减贫创新交流分论坛”举行

12 月 18 日 “2020 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 50 人”榜单在海交会发布

12 月 18 日 CCG 线上研讨会 | 搭建中德对话之桥

12 月 16—18 日 CCG 与凤凰卫视联合主办“与世界对话—太平洋未来论坛 2020”

12 月 5—6 日 第五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举办

12 月 8 日 六十国代表出席 CCG 大使圆桌 讨论“十四五”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12 月 15 日 “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启动 共同面对全球性挑战

11 月 11-13 日 “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 (AGTO)”在第三届巴黎和平论坛上发起成立

11 月 11-13 日 CCG 秘书长苗绿出席巴黎和平论坛

12 月 23 日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 2020》蓝皮书发布 亚洲国际移民增速显著

10 月 30 日 CCG 与韩礼士基金会举办线上研讨会：消除中美冲突风险：未来四年会是怎样？

11 月 8 日 CCG 举办“中国人才 50 人论坛”（杭州）

11 月 11-12 日 CCG 举办第六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 2020

11 月 5 日 CCG 主任王辉耀参加首届“海洋合作与治理论坛”

10 月 30 日 ANSO 与全球化智库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10 月 29 日 CCG、领英联合发布报告 洞察与展望中国高校毕业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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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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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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立俊　　中国前驻加拿大、印度尼西亚、瑞典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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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建设部副部长

乔　卫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侨联原副主席

CCG 国际专家委员会

CCG 顾问
沙祖康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中国裁军事务前大使

沈国放　　中国常驻联合国原大使、外交部原发言人

宋志平　　中国建材集团原董事长

孙振宇　　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中国驻 WTO 前大使

孙玉玺　　中国前驻印度、波兰、意大利、阿富汗大使

苏　格　　中国前驻冰岛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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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洪君　　中联部原副部长，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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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n Beebe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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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文顿·柏灵律师事务所 ( 北京 ) 合伙人，美国前助理贸易代表

Justin Vaisse   巴黎和平论坛总干事

Klaus Zimmermann   全球劳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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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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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亚非　　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

陈启宗　　恒隆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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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锡培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局主席

李学海　　威特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 

刘卫平　　卫龙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 CCG 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倪张根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任克英　　美银美林有限公司中国区主席及行政总裁

史　洋　　鸿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基金经理

俞敏洪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

张华荣　　华坚集团董事长

曹德旺　　福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振东　　宝时得集团创始人、总裁

洪明基　　洪氏集团副主席，合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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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王　石　　万科集团董事会名誉主席、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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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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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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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丰　　WeBranding 品牌顾问集团创始人及 CEO

董瑞萍　　康宝莱（中国）对外事务副总裁

段苏函　　深圳市分享成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

范劲松　　开润股份董事长

高　敏　　汉帛集团总裁 

郭　盛　　智联招聘 CEO

花醒鸿　　龙星基金董事总经理

黄锦辉　　利安达国际会计网络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首席合伙人

蒋忠远　　康付保集团创始人

冷　炎　　戴姆勒大中华区执行副总裁

李　晔　　默克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

柳　青　　滴滴出行总裁

毛大庆　　优客工场创始人及董事长，共享际创始人

米雯娟　　VIPKID 创始人及 CEO

闵　浩　　南京东屋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　军　　法政集团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邱宇峰　　杭州若比邻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CEO

瞿　芳　　小红书创始人

唐浩轩　　富爱达国际董事长

王　强　　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

王伯庆　　麦可思公司创始人、总裁

王浩宇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梦妍　　ETS 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中国区总经理

王胜地　　北京爸爸的选择科技有限公司 CEO

王兴华　　成都王府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王延平　　领英中国公共事务总经理

魏　雪　　TCL 文化传媒公司董事长，TCL 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

谢其润　　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徐　涛　　威盛集团全球副总裁

严望佳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姚晓蓉　　宝马集团大中华区 政府和涉外事务副总裁

翟山鹰　　普华商业集团董事长

张　鹏　　中子星创科创始人兼 CEO，联海资产董事长

张　毅　　金杜律师事务所中国管委会主席

张黎刚　　爱康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张亚勤　　百度公司原总裁，清华大学“智能科学”讲席教授

赵　斌　　高通全球高级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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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CG 理事
陆文奇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满　静　　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执行副总裁 

王　洋　　安能（海南）集团有限公司法务中心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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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依梦　　中美青少年教育发展基金会主席 

张亚哲　　真格基金董事、合伙人兼创业文化研究院院长 

曾秀莲　　小红书合伙人

◎ CCG 企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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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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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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终身教授

崔占峰　　牛津大学化学工程教授、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

丁学良　　香港科技大学名誉教授

董克用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

葛剑雄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海　闻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

黄仁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金　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李百炼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全球合作所副校长

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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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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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颖一　　西湖大学首届董事会主席

丘成桐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

　　　　　兼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

饶　毅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

施一公　　西湖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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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参事

孙　哲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项目联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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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晓波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原院长

吴士存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

项　兵　　长江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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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姚树洁　　重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

尹晓煌　　美国西方学院终身教授、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张燕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张　忠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中国中心主任

张蕴岭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原主任

赵穗生　　美国丹佛大学教授、中美合作中心主任

曾湘泉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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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民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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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陈全生　　国务院参事室研究员，国务院研究室工业交通贸易研究司原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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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研究院院长

崔洪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柴海涛　　商务部原政策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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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长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段培君　　中共中央党校战略学研究室主任

Harvey Dzodin　　美国 ABC 电视台前副台长

Evan Due（杜伊文）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北京）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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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　炯　　对外经贸大学经济系教授，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

　　　　　兼并反垄断研究中心副主任

高   柏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亚太研究中心教授

郭   岩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Martin Geiger（马丁·盖格）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高级研究员兼副教授

辜学武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化中心主任

何茂春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国际关系学系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国务院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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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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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文轩　　欧洲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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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严忠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

黄文政     “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

Martin Jacques（马丁·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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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志勇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李晓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教授 ,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

　　　　　首席研究员

李志刚　　中组部人才工作局原副局长

梁国勇　　联合国贸发组织投资和企业司法经济事务官员

林家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

林艺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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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裘蒂　　FT 中文网专栏作家

刘松柏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珠港澳经济研究院院长

龙安志 (Laurence Brham) 　　喜马拉雅共识组织创始人

罗林泉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中国前驻希腊、爱尔兰大使

陆　钢　　华东师范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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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克俭　　商务部亚洲司原司长、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原商务公使

吕　祥　　中国社科院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研究部主任

吕晓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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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far Uddin Mahmood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政策顾问，

　　　　　　　　　　　　　中巴经济走廊 (CPEC)  前特使

Ricardo Meléndez-Ortiz    “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创始人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

Tatiana Prazeres　 原 WTO 总干事高级顾问、巴西前对外贸易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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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春堡　　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沈　伟　　澳大利亚墨尔本迪肯大学副校长

沈建光　　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

寿慧生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与区域研究院美加研究中心主任

苏　浩　　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

苏　格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中国前驻冰岛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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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贤和　　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系特聘教授

宋立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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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继萌　　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屠新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

王　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王　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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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美国研究》编辑部副主任 

武　斌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高级研究员

谢　韬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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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世澄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许正中　　中央党校教授

杨　锐　　CGTN 原主持人，钛媒体国际事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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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平　　中国贸促会原副会长

查建中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张旭东　　美国纽约大学中国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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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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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团队
◎ 主任

◎ 副主任

◎ 秘书长

◎ 副秘书长

◎ 总监
◎ 主管

◎ CCG 高级研究员

◎ CCG 研究员

王辉耀  CCG 理事长兼主任

苗   绿  CCG 副主任兼秘书长

高志凯  CCG 副主任

汤   敏  CCG 副主任

刘延宁  CCG 副主任

崔大伟  CCG 副主任

刘   宏  CCG 副主任

David Blair      CCG 副主任

苗   绿 CCG 副主任兼秘书长

栾　丽 CCG 副秘书长 / 行政财务部行政财务总监

刘　宇 CCG 副秘书长

唐蓓洁 CCG 副秘书长 / 国际合作部总监

许海玉 CCG 副秘书长 / 媒体与公关部总监

张　伟 CCG 副秘书长 / 理事与活动部总监

郑金连 CCG 副秘书长 / 研究部总监

李　庆 CCG 研究部人才国际化研究组总监

王晓红 CCG 东莞人才发展研究院研究总监

于蔚蔚 CCG 研究部全球化研究部总监

侯少丽 CCG 研究部全球化研究组副总监

蔡　靖 CCG 对外合作部副总监

陈肖肖 CCG 研究部移民研究组项目经理

戴芙蓉 CCG 主任办公室经理

高云雪 CCG 理事与活动部高级经理

梁家欣 CCG 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行政经理

李　玲 CCG 媒体与公共关系部经理

吴雪宝 CCG 理事与活动部经理

吴菲怡 CCG 研究部地方课题研究组经理

赵映曦 CCG 行政财务部 IT 经理

赵占杰 CCG 媒体与公共关系部对外合作高级经理

张敬超 CCG 活动部经理高志凯 CCG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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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建国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

江　山 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原司长

康荣平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世界华商研究所所长

刘　宏 前 Infosys 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地区总裁

吕克俭 商务部亚洲司原司长

苗　绿 CCG 副主任兼秘书长

莫天安（Andy Mok）  CGTN 科技与企业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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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辉耀 CCG 理事长兼主任

郑金连 CCG 副秘书长 / 研究部总监

周小明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副代表

陈　亮 CCG 副秘书长，东莞人才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陈肖肖 CCG 副研究员
侯少丽 CCG 研究部全球化研究组副总监
李　庆 CCG 研究部人才国际化研究组总监
曲　梅 CCG 人才国际化研究部博士后研究员
唐蓓洁 CCG 副秘书长 / 国际合作部总监
王　薇 CCG 副研究员
王晓红 CCG 东莞人才发展研究院研究总监
吴菲怡 CCG 副研究员
吴梦启 CCG 副研究员
徐　磊 CCG 副研究员
于蔚蔚 CCG 研究部全球化研究部总监

张连起　　全国政协常委，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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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前副行长

翟　崑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

赵　宏　　中国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成员

周　敏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和亚裔美国人研究系教授

周玮生　　日本立命馆大学可持续发展学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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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满生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务副主任

周念利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贸组织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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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云汉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中央研究院政治科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朱旭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学术委员

支振锋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环球法律评论》副主编、

　　　　　《网络法治蓝 皮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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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香港委员会

◎ 名誉主席        
陈启宗 恒隆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

◎ 名誉副主席
梁爱诗 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香港特区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 

梁锦松 香港财政司前司长、香港南丰集团董事长

霍震宇 霍英东基金有限公司永远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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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为民　　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

黄国滨　　摩根大通全球投资银行中国区主管

蒋忠远　　康付保集团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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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国际食品产业基金、

　　　　　光明福瑞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屠海鸣　　香港豪都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　穷　　德意志银行投行业务中国区主管

陈　爽　　中集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方　方　　水木投资集团合伙人

洪明基　　洪氏集团副主席、合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 

罗俊图　　世纪城市集团副主席兼富豪国际酒店集团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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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 副主席
阎　峰　　国泰君安国际董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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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石集团大中华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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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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才 50 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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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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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国内外官产学各界人士政策交流互动的平台。

CCG 是被联合国授予“特别咨商地位”的唯一中国智库。

CCG 拥有国家颁发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独立设站资质，是唯一拥有该资质的社会智库。CCG 是中联

部“一带一路”智库联盟理事单位，财政部“美国研究智库联盟”创始理事单位，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

全国人才理论研究基地，人社部中国人才研究会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所在地。

CCG 在注重自身研究人员培养的同时，形成了两百余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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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发挥社会智库的民间交流与“二轨外交”作用，发展成为思想创新和观

点交锋的思想库，世界理解中国、中国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

成立十余年来，CCG 已成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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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中，CCG 位列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单第六十四位，连续四年跻身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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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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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has more than ten branches and overseas 
representatives and over 100 full-time researchers and staff engaged in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global migration. 
CCG has also become a hub of exchange between prominent figures in intellectual, policy advisory, 
diplomatic, and business commun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CCG is the only Chinese think tank granted Special Consultative Status by the United Nations.
CCG also offers nation-wide post-doctoral research program, the only nongovernmental think 

tank certified to do so by th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CCG is a member of 
the Belt and Road Think Tank Alliance,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US Research Think Tank Alliance 
esta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 National Talent Research Facility of the Central Coordination 
Group for Talent, the site of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Committee for Talents of th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While cultivating its own research teams, CCG has also built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network of 
more than 200 leading experts in China and overseas. CCG engages in ongoing research on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ontributing to policies relating to development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many countries, CCG has developed into a think tank providing new ideas, 
innovation and perspectives fo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edia. CCG also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non-governmental exchanges and “Track Two Diplomacy”, becoming a valuable platform to ai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After over a decade of development, CCG has grown into a significant think tank with global impact 
that promotes China’s globalization process. In the 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relea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he world’s most authoritative think tank ranking, CCG was 
again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world’s top 100 think tanks, ranking in 64th place globally. CCG was the 
first Chinese non-governmental think tank to achieve this feat and is consistently considered a leading 
Chinese non-governmental think tank in authoritative think tank evalu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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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国内分支机构

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
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 232 号国家数字家庭基地 B 栋 214

电话：86-20-31056144

传真：86-20-31056144

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
青岛市崂山区同安路 189 号青岛人才中心 206 （266061）

电话：86-10-65611038

传真：86-10-65611040

CCG深圳东莞人才发展研究院
东莞市松山湖管委会办公区 B3 栋 203、205

电话：86-769-22899326

传真：86-769-22899165

CCG香港委员会秘书处 
香港皇后大道 8 号 18 楼

电话：852-3162 3678

传真：852-3162 3680

CCG上海分会
上海市静安区铜仁路 299 号东海 SOHO 广场 43 楼

shanghai@ccg.org.cn 

CCG四川分会
成都市武侯祠大街 89 号

chengdu@ccg.org.cn 

全球化智库 (CCG) 总部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7 号汉威大厦西区 15 层 （100004）
电话：86-10-65611038
传真：86-10-65611040

理事加入
member@ccg.org.cn

捐赠及合作
cooperation@ccg.org.cn

网  站 
中文：http://www.ccg.org.cn
英文：http://en.ccg.org.cn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