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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 R E W O R D

卷首语

履行智库使命 推动全球抗疫合作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不仅成为世界性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同时也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峻挑战。而疫
情下的民粹主义、污名化等现象更加深了全球抗疫合作的挑战。在此形势下，中国积极应对疫情危机，取
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并积极组织国际抗疫援助。作为国际化的中国社会智库，CCG 也通过研究和发布专
题报告、举办系列线上研讨会、组织智库专家在媒体发声等多种方式助力全球抗疫合作。
今年二月，CCG 作为唯一的中国智库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举办了边会。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和美国前国务卿 John Kerry 发表了主旨演讲。期间，与会
嘉宾就如何对“脱钩”进行前瞻性讨论以促进实际解决方案、中美关系现状和防止大国竞争升级为类似“冷
战”的冲突等问题进行了深度研讨。慕安会上，CCG 还与国际公共卫生领域专家进行交流与探讨，分享了
CCG 在疫情爆发以来对疫情防控和其造成的经济影响的持续观察，并提出了多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并尽可
能降低经济损失的建议。
作为中国领先的国际化智库，CCG 一直致力于全球化、全球治理、人才国际化，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
研究，并将这些研究加以整理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为有关部门与人员提供更加全面与有价值的参考与分析。
同样，为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CCG 基于自疫情发生以来对疫情之下的中国与世界的持续关注和研究，结
合组织国内外专家就全球疫情发展下的国际问题展开的研讨成果，研究发布了中英文报告《加强多层次国际
合作，共抗全球疫情》（Strengthen multi-leve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fight the pandemic）。
报告系统性总结了中国应对疫情的十条经验，并就国际社会应如何发挥各国智慧促进全球抗疫合作的落实
提出了十条建议。CCG 还持续追踪和研判疫情在公共卫生、企业经营、行业发展、国际舆论等方面对我国
造成的影响，并提出针对性建言，同时汇聚 CCG 专家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对于疫情防控、经济恢复、社会
治理、国际关系及国际合作等相关建言，递交国家机关和各部委，持续为促进中国的抗疫和疫后经济恢复，
推进全球合作抗疫发挥智库咨政建言作用。
当前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一场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非但没有让世界变得团结，反而使得世
界正变得越来越对立和撕裂，国际上对于中国的误解和质疑声音不断，此时促进国际间的交流更为重要。
在国际间正常人员往来受到疫情影响的情况下，CCG 积极利用网络和全媒体平台，组织举办系列中英文线
上研讨会和论坛，设置疫情防控以及疫情下的国际合作、国际经贸关系、全球价值链、数字经济发展和国
际教育等相关议题，汇集了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商界领袖和官产学研各界精英等共同探讨疫情期间如
何开展国际合作与疫情对国际格局演变的长期影响等问题。会议通过国内外融媒体平台进行直播，系列节
目每期均有百万在线观看受众，并得到了国内外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
疫情改变了全球化的进程，关于这一必将载入历史的事件是全球化的终结
还是新生的讨论也不断见诸媒体。在这样的深刻变化下，智库的作用更加凸显。
关注现实，加强对策性、前瞻性研究，发挥公共外交作用，拉紧各国合作纽带，
是 CCG 的使命，也是 CCG 不断付诸努力与实践的。唯愿我们能够不负时代
重托和关注与支持 CCG 的各界人士的期待，凝聚更多国际间共识，推动更加
可持续，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

苗绿 博士
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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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动态
2019 杜克国际论坛成功举办 聚焦中美高
等教育合作
日 2019 Duke International Forum heralds new
age for Sino-US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12 月

16

2019 年 12 月 16 至 18 日，2019 杜克国际论坛在昆山

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原主席、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
会理事长陈昌智颁奖。同时获此荣誉的杰出人物还有，中
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杂交水稻之父、工程院院士袁隆平，
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屠呦呦，中国当
代作家、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著名经济学家、

杜克大学成功举办。本届论坛由昆山杜克大学中国创新研究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中国科学院院士施

与培训中心主办，以“迎接中美高等教育合作新时代”为主

一公，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题，汇聚了二十余位中美高等教育领域的教育者、学者、以

全国青联副主席马化腾，招商银行原行长、国际公益学院

及政策制定者齐聚昆山，共同探讨中美高等教育的合作框架

董事会主席马蔚华，华为公司创始人、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

与未来战略。昆山杜克大学常务副校长丹尼斯·西蒙（Denis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傅成玉等。

Simon）、昆山杜克大学校长冯友梅、港美中心主任、香
港中文大学教育管理与政策兼任副教授格林·夏夫（Glenn
Shive）等来自美国杜克大学、凯斯西储大学、俄亥俄州立
大学、南京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的五位校领导，以及数十位
教育者、学者及政策制定者出席本次会议并发言。全球化智
库（CCG）创始人、理事长王辉耀应邀在会上发表演讲。

《2019 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发布
Launch of 2019 Report on Chinese Overseas
日 Returnees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12 月

19

2019 年 12 月 19 日，全球化智库（CCG）与智联招
聘联合在京发布《2019 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报
告显示，“90”后，尤其是“95”后新生代海归正在发展
成为海归就业创业的主力军；国际关系变化对留学国家的
选择及回国进程产生影响；“具有国际视野”代替语言成
为海归在国内发展的主要优势；海归平均薪酬高于中位数，
海归的就业供需匹配仍存在失衡状况；海归可选择的城市
更多，“家乡”对于海归的吸引力显著上升。

CCG 理事长荣获“中国品牌 70 年 70 人”
CCG president recognized as one of China’s "70
日 Representatives in 70 Years "

12 月

18

2019 年 12 月 18 日，2019( 第十四届 ) 品牌年度人物
峰会暨中国品牌 70 年 70 人颁奖盛典在北京成功举办。本
次峰会围绕品牌理念、年度推崇、人物标识、卓越贡献四
大核心元素，表彰了“以中华情怀描绘品牌梦想蓝图，以
民族智慧开创品牌全球格局”的年度品牌人物。全球化智
库（CCG）理事长王辉耀获评“中国品牌 70 年 70 人”，
并接受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以及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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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获评“2019CTTI 智库最佳实践案
例” 南京大学与光明日报《CTTI 智库报
日 告（2019）》发布
CCG awarded Think Tank Best Practice Case in
2019 CTTI Think Tank Report

12 月

19

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增进文明交流互鉴：
《国
际理解教育在中国——现状与未来》报告
日 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在京举办
Enhancing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 and learning

12 月

26

2019 年 12 月 19 日，南京大学与光明日报社在京联
合举办“2019 新型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传播高峰论坛”，
并发布了《CTTI 智库报告（2019）》及 CTTI 来源智库
精品成果等多项基于 CTTI 的研究成果。“CCG 倡议入选
巴黎和平论坛，中国智库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案例被评
为“2019CTTI 智库最佳实践案例”。本届高峰论坛以“国
家治理现代化与智库新征程”为主题，聚集了智库管理部
门、中国智库索引 CTTI 来源智库、全国各级各类新型智库、
智库研究与传播界等数百位专家学者，就中国智库创新发
展展开研讨。

2019 年 12 月 26 日，全球化智库（CCG）与北京王
府公益基金会（BRCF）、南南国际教育智库研究院在北京
国际会议中心联合发布《国际理解教育在中国——现状与未
来》报告。南南合作促进会会长、外交部原副部长吕新华，
中国慈善联合会执行秘书长彭建梅，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副会
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民办教育分会副会长马学雷，南
南合作促进会副会长张秉海，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高书国，
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创始人、法政集团董事长王广发，北京
留学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桑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12 月 CCG 荣 获“ 一 带 一 路” 智 库 合 作 联 盟
2019 年度“品牌活动奖”
日 CCG wins 2019 Branded Activity Award of the
Belt and Road Think Tank Cooperation Alliance

26

2019 年 12 月 26 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在京召开“一
带一路”高端智库论坛暨“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
会第五次会议。全球化智库（CCG）再次受聘为“一带一路”
智库合作联盟理事单位，并荣获“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
盟 2019 年度“品牌活动奖”。开幕式由中联部副部长、“一
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共同理事长郭业洲主持，北京大学
党委书记邱水平、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十二届全国人
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赵白鸽在开幕式致辞。

政策学院教授、博导张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姜英敏，
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院博士王晓宁，全球化智库（CCG）
副秘书长许海玉以及来自国内、国际组织的代表和媒体记者
共同出席了当天的报告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活动。

王辉耀：汇聚人才之力助推海南高质量发展
Wang Huiyao: Attract talent to promote high日 quality development in Hainan

12 月

26

2019 年 12 月 28 日下午，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
研究院主办，海南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天涯商道”
系列公益讲座在海口成功举办，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
（CCG）理事长王辉耀教授以“中国国际人才创新创业与
海南自贸区（港）发展”为题主讲。本次活动有来自海南
省人才局、人社厅、科技厅、就业局等政府部门，以及社
科院校、各界企业的 200 多名代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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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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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Promote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rough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 CCG president
speaks at annual CSR ceremony

1月

7

2020 年 1 月 7 日，由经观传媒、《经济观察报》主
办的“第九届 (2019)CSR 年度盛典”在北京举办，来自
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讲述了不同的社会责任故事。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
耀受邀参加会议并以“推动全球气候和环境治理，把握国
际多边合作的重要契机”为主题发表演讲。王辉耀博士指
出，近年来，中国在气候和环境治理方面成果显著，为其
他国家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经验。未来，中国还将对全球
碳交易市场机制的健全与合作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
国际治理体系理应变革和完善，需要多边主义，而中国一
直是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与践行者。未来，中国将会积
极发挥大国作用，履行更多的大国责任和义务，与世界各
国一道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

CCG 主任获聘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团荣
誉委员
日 CCG president made honorary committee
member of Chinese Culture Promotion Society

1月

11

2020 年 1 月 11 日，中华文化促进会（简称文促会）
在京成功举办迎春聚会暨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团荣誉委员
聘任仪式，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博士被聘为中
华文化促进会主席团荣誉委员，是受聘的唯一智库代表。同
时获聘文促会主席团荣誉委员的还有音乐家廖昌永、舞蹈家
沈培艺、戏剧家陈薪伊、演员斯琴高娃、画家尼玛泽仁、书
法家管峻、文化学者许纪霖、主持人陈铎等 61 位文化界知
名人士。中华文化促进会名誉主席高占祥、中华文化促进会
主席王石及部分在京副主席等出席本次活动。王石表示，这
些知名人士在文化艺术方面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对响应中央
号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国际交往中心怎么建？王辉耀建议：“软
硬兼施”才能打造世界级大都市
日 Developing a hub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 Wang
Huiyao: Building a world-class metropolis requires
both "hard" and "soft" dimensions

1月

14
美国西北大学中国校友会首届年会在京举行
First annual meeting of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日 China Alumni Association held in Beijing

1月

11

2020 年 1 月 11 日晚，美国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中国校友会首届年会在北京瑞吉酒店隆重举
行。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院长弗兰切斯卡·科尔内
利 (Francesca Cornelli) 和来自北京和上海的校友，以及
各界人士等 170 余人参加了活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
务副院长潘庆中，全球化智库 (CCG) 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
耀，以及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资深顾问钱镜受邀参加
活动，并同科尔内利就教育国际化进行圆桌对话。西北大
学北京校友会副主席薛博中主持了圆桌对话。

近年来，北京通过举办国际会议、开展友好城市交往、
提高国际交通便利化等举措，不断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建设，
成效显著，但关于国际交往中心的研究还相对较少，需进
一步细化。在北京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期间，北京市政
协委员、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
带来“关于在京举办国际人才组织合作论坛的提案”、“关
于提升北京国际旅游吸引力的提案”、
“多维度推进北京‘国
际交往中心’建设”等多份提案，为推进国际交往中心积
极建言。王辉耀认为，北京市可采取政府主导、民间配合
的策略，全方位、多层次、广角度地开展国际交往中心建
设工作。“大到开设‘国际节’、放宽签证时长，小到大
学开设英语课、酒店里能看国外电视节目和浏览国外网站，
在硬件设施足够强大的同时，提升软件配给，才能有效推
进国际交往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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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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Hudson Institute expert Richard Weitz talks
China-US security ties at CCG

第 56 届慕安会开幕 CCG 应邀参加并举办
研讨会
日 CCG attends 56th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and holds seminar

1月

2月

13

14

2020 年 1 月 13 日，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高 级 研 究 员 及 政 治 和 军 事 分 析 中 心 主 任 理 查 德· 威 茨
(Richard Weitz) 博士到访全球化智库（CCG）北京总部，
以“中美安全关系的现状及未来”为主题发表演讲，并和
与会专家围绕中美关系、国际安全等多个话题展开研讨。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CCG 特邀高级研究
员丁一凡，CCG 高级研究员、美国广播公司 (ABC) 电视
网前副总裁哈维·佐丁，CCG 高级研究员、CGTN 评论
员莫天安，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对外
经贸大学 - 美国 TBC 项目中国电影学客座教授滕继萌，清
华 - 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资深研究员赵通和 CCG 秘书长
苗绿等出席研讨。会议由 CCG 副主任高志凯主持。

2月

7

CCG 高级研究员在 Kantipur Conclave 会
议上就如何应对互联互通带来的挑战发表演讲

日 CCG senior fellow speaks at Kantipur Conclave

conference on how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of connectivity

2020 年 2 月 7
日 至 8 日，Kantipur
Conclave 2020 会 议
在 尼 泊 尔 成 功 举 办。
该会议由尼泊尔最大
的 媒 体 集 团 Kantipur
Media Group（KMG）
主办，本届会议以“重
新构想连通性”为主题，尼泊尔总理 KP Sharma Oli 致辞。
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 Andy Mok（莫天安）受
邀参加会议，并做主旨演讲。
在演讲中，莫天安主要讨论了以下三个方面：重新构
想连通性的重要性，哪个国家更能有效应对由于互联互通
带来的深刻变化和挑战及其原因，组织机构如何帮助国家
和社会有效应对因对连通性的新理解而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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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2020 年 2 月 14 日，第 56 届慕尼黑安全会
议在德国慕尼黑召开。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慕安会主席沃尔夫冈·伊申格尔在开幕式
上发表讲话。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将作为中方
代表应邀出席会议，并应约于当地时间 15 日发表主旨演讲。
CCG 理事长王辉耀也应邀参加本次会议。CCG 作为唯
一的中国智库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与慕安会联合举办主题
晚宴——“中美冷战？迷思与现实”（“The US-China
cold war? myth and reality”），为从贸易和安全的角
度审视美中双边关系、减少两国间的误解、加强交流搭建
了国际平台。参加本次会议的还有， CCG 资深副主席高
振东、CCG 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苗绿以及 CCG 副秘书长
唐蓓洁等。

LATEST NEWS AND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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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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CCG co-founder and secretary-general, Miao Lu,
recognized as a "2020 Munich Young Leader"

2月

14

当地时间 2 月 14 日至 16 日，科尔伯基金会（Körber
Foundation）和慕尼黑安全会议（MSC）将在德国联合
发起慕安会青年领袖论坛，以第 56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外围
论坛的形式召集 25 位“2020 年慕安会青年领袖”（2020
Munich Young Leader），与参加第 56 届慕安会的高级
别代表共同研讨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热点话题，并参与会议
计划。CCG 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苗绿博士被推荐为“2020
年慕安会青年领袖”之一，是唯一一位被推荐的来自中国
的青年领袖。科尔伯基金会国际事务执行主任 Nora Muller
为本次论坛主讲人。

开展交流活动期间，CCG 理事长王辉耀、联合创始人
兼秘书长苗绿拜访了德国最大的智库之一——德国国际政
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 (SWP)，并和 SWP 全球问题部部长
Steffen Angenendt, SWP 全球问题部副研究员 Nadine
Biehler、David Kipp 和 Amrei Meier 就双方的未来合作
进行了深入交流。

CCG 与 WWD 携手行动 助力中国时尚产
业的创新变革与可持续发展
日 CCG and WWD work together to help China's
fashion industry innovate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月

28

CCG 全球时尚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响应 WWD 发起的
全球时尚新行动，与时尚创变者携手，共同挖掘中国思想、
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风尚与生活美学中的可持续发
展元素，助力中国时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将时尚文化产
品塑造为传承与传播中国文化的“可视化载体”，通过“中
国文化的时尚叙事”，构建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民心相
通的“日常化沟通方式”。

CCG 线上研讨会一： | 中美“战疫”合作
与全球经济影响
日 CCG online seminar: How can China and US
cooperate to fight COVID-19

3月

19
CCG 赴德“二轨外交” 促进中德交流与合作
CCG visits Germany to promote China日 Germany relations

2月

15

2020 年 2 月中旬，全球化智库（CCG）专家团赴德
国柏林开展多项交流研讨活动，积极推动“二轨外交”，
旨在加强中德交流与合作。在为期三天的活动中，CCG 专
家团拜访了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研究所 (SWP) 以及文
明对话研究所（DOC）柏林办公室，与相关专家学者展开
交流与研讨。此外，CCG 专家团还与国际移民组织全球移
民数据分析中心 (IOM GMDAC) 主任 Frank Laczko 和国
际大都会项目国际指导委员会委员、卡尔顿大学 ( 加拿大
渥太华 ) 移民与人口流动政治学副教授 Martin Geiger 开
展午餐会，双方就未来的合作展开交流。

2020 年 3 月 19 日，全球化智库（CCG）以“中美‘战
疫’合作与全球经济影响”为主题举办线上研讨会，邀请了
相关专家学者就在疫情下的中美合作展开讨论，为促进中美
共同抗击疫情，抵御疫情对于全球经济的冲击贡献智慧。本
次研讨会由 CCG 副主任高志凯主持。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CCG 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
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CCG 高级研究员，商务
部欧洲司原司长孙永福；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外交学院战
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苏浩；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
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滕建群；同济大学智库首席
专家，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夏立平；CCG 特
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
徐洪才以及中央党校教授许正中参加了本次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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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线上研讨会二：中国方案能为各国抗
疫带来什么？
日 CCG online seminar: What can China's
experience with COVID-19 offer the world?

3月

25

2020 年 3 月 25 日，全球化智库（CCG）以“中国
经验能否为世界所借鉴？疫情折射的全球化问题与趋势”
为主题举办线上研讨会，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企
业家就疫情下的中国经验与国际合作、疫情对全球化发展
的影响及其所折射出的全球化问题等话题展开交流研讨，
为各国一道战胜疫情贡献智慧。本次研讨会由 CCG 一带
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黄日涵主持。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CCG 特邀高级研
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原
副所长丁一凡；CCG 常务理事，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精准医
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董增军；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
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和 CCG 特邀
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参
加了此次研讨会。

CCG 研究报告 | 加强多层次国际合作，共
抗全球疫情
日 CCG Report: Strengthen multi-leve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fight the pandemic

3月

30

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
不仅给全球公共卫生
安 全 带 来 巨 大 挑 战，
也对世界经济造成巨
大冲击。3 月 26 日，
二十国集团 (G20) 领
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
别峰会通过视频会议
的 方 式 召 开， 并 发 表
联 合 声 明， 各 方 承 诺
采取一切措施抗击疫
情、 保 护 生 命、 重 振
经 济， 并 将 启 动 总 价
值 5 万亿美元的全球
经济振兴经济计划，向国际社会传递出各国合作应对疫情、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积极信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发表演讲，表达了中国同国际社会携手抗击疫情、支持多
边协调合作、稳定世界经济的坚定决心和积极态度。
本篇报告是全球化智库（CCG）基于自疫情发生以来
对疫情之下的中国与世界的持续关注和研究，结合组织国
内外专家就全球疫情发展下的国际问题展开的研讨成果，
系统性总结了中国应对疫情的经验，并就国际社会应如何
发挥各国智慧促进全球抗疫合作的落实提出相关建议。

12

CCG 线上研讨会三：全球商界如何携手抗
击疫情，共同应对经济挑战？
日 CCG online seminar: What role does the business
community play in coping with a pandemic?

4月

1

2020 年 4 月 1 日，全球化智库（CCG）以“全球商
界如何携手抗击疫情 应对经济挑战”为主题举办线上研讨
会，邀请了来自中国欧盟商会、中国美国商会、中国英国商
会、中国澳大利亚商会等商会代表和负责人，以及相关领域
的专家学者以及商界精英等就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政
府以及跨国公司在应对世界经济下滑中扮演的角色、针对世
界经济下滑的应对和政策等话题展开交流研讨，为全球抗击
疫情、重振经济建言献策。本次研讨会由 CCG 副主任高志
凯主持。CCG 主任王辉耀，安可顾问总经理 Jeff Astle，
中国澳大利亚商会北京首席执行官 Nick Coyle，CCG 特
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崔凡，中国美国商会主席
Greg Gilligan，中国英国商会前主席 Clare Pearson，中
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 (Joerg Wuttke) 和 CCG 顾问、中
国保监会原副主席周延礼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CCG 线上研讨会四：中加医疗团队交流抗
疫经验 CCG 举办线上研讨会
日 CCG online seminar: Sino-Canada medical
experience exchange in response to COVID-19

4月

2

2020 年 4 月 2 日，全球化智库（CCG）与多伦多大
学亚太顾问委员会联合举办了全球抗疫线上研讨会，中国
抗疫前线经验丰富的医护专业人员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
学院的专业医疗团队进行了经验交流。
本次研讨会由多伦多大学亚太顾问委员会成员王旭
阳主持，上海瑞金医院临床病毒研究所所长张欣欣、浙江
大学邵逸夫医院呼吸科主任葛慧青、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
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周勇进行经验分享，多伦多大学医学院
医 疗 专 家 组 Salvatore Spadafora, Lynn Wilson, Glen
Banndiera, Richard Hegele, Patricia Houston, Dionne
Gesink, Xiaolin Wei 和 Trevor Young 参与研讨。此外，
CCG 副秘书长刘宇、项目助理程鹏，生物学家吴东，加拿
大驻华使馆 Eric Pelletier 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相
关医疗团队也参加了本次会议。

LATEST NEWS AND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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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线上研讨会五：疫情下的数字经济“新
基建”到底如何建？
日 CCG online seminar: Why "new infrastructure"
matters -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COVID-19

4月

9

2020 年 4 月 9 日，全球化智库（CCG）以“疫情下的
数字经济‘新基建’”为主题举办线上研讨会，邀请了相关
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家等就疫情与疫情下数字经济“新基建”
的发展现状、挑战和应对，如何推动数字科技创新应用，数
字经济的未来发展空间以及政府和企业在推动“新基建”发
展的角色等话题展开研讨，旨在为抓住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历
史机遇，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为重振疫情下的世界
经济注入新动能建言献策。CCG 秘书长苗绿主持了本次研
讨会，CCG 常务理事，量化派创始人周灏；CCG 特邀高级
研究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CCG
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
CCG 一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
院长黄日涵；启明星辰集团助理总裁蒋蓉生；CCG 常务理事，
普华商业集团董事长翟山鹰以及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王健参与了本次研讨会。

CCG 专家学者就中美如何落实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如
何促进有大量需求的药品和医疗用品的双边贸易的发展，
如何评估疫情爆发造成的中美间的紧张局势等话题展开研
讨，旨在增进中美两国的人文交流，为在全球共同抗疫
的关键时期的中美合作拓展机遇。CCG 理事长王辉耀主
持了本次会议，美国总商会中国中心主任王杰（Jeremie
Waterman），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前世界银行驻
华代表杜大伟（David Dollar），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龚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
Craig Allen，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费和中国
研究项目副主任兼中国商务与政治经济研究课题主任甘思
德 (Scott Kennedy)，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IIE)
高级研究员、雪城大学经济学教授 Mary Lovely，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吕祥以及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王勇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CCG 入选清华大学“智库头条号指数”排
名前十
日 CCG ranks in top ten of the "Think Tank Headline
Index" of Tsinghua University

4月

13

CCG 线上研讨会六：中美顶级智库学者深
度对话 中美紧张局势未来走向
日 CCG online seminar: How will COVID-19 impact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Experts
from China and the US discuss

4月

9

2020 年 4 月 9 日， 全 球 化 智 库（CCG） 以“ 新 冠
疫情背景下，中美经贸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举办线上研
讨会，邀请了来自美国主流智库、商会的领导者和代表与

日前，《清华大学智库大数据报告（2019）——今日
头条版》（以下简称《报告》）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智库研究中心和北京字节跳动公共政策研究院联合发布。
全球化智库（CCG）入选《报告》优秀智库名录，并在
“TB-TTI 2019：智库头条号指数”排名中位列全国前
10 位。
《报告》指出，新媒体推动全球政治生态、决策体系、
治理模式产生深刻变化，各国智库都在积极地利用新媒体
平台与社会公众密切互动，传播智库观点，增加智库曝光率，
发挥智库社会影响力。根据《报告》，在 1065 家中国智库中，
2019 年有包括 CCG 在内的 78 家智库通过头条号运营的
方式在今日头条平台共发布文章 2.2 万篇，阅读量达 3.97
亿次；有 886 家智库在今日头条平台受到创作者关注，引
用文章达 79.15 万篇，阅读量达 109.06 亿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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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线上研讨会七：CCG 举办线上闭门
研讨会 探讨如何在“新基建”中加强知识产
日 权保护
CCG online seminar:How to strength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for "new infrastructure"

4月

14

在“十四五”到来之际，中国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
基建）也正在进入快车道。在此背景下，2020 年 4 月 14 日，
全球化智库（CCG）邀请多位专家、学者与企业界代表举
办了线上闭门讨论会，围绕“新基建”与知识产权保护主
题展开交流讨论。
本次研讨会由 CCG 副秘书长张伟主持，CCG 高级研
究员、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原局长杨益，CCG 常务理事、
WeBranding 品牌顾问集团创始人及 CEO 丁丰，中国社
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副研究员
韩冰，原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发明专利审查部正处级高
级审查员、中国通信学会知识产权中心高级顾问何春晖，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知识
产权法学研究会理事孙彥，北京工业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
院长、科技创新学院副院长杨登才，高通（中国）副总裁
张小林，CCG 副研究员吴梦启等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此外，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秘书长罗小淇、高通（中
国）政府事务总监谭晓龙、高通（中国）副总裁郭涛等参会。

CCG 线上研讨会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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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CCG online seminar: How is COVID-19 impacting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4月

17

2020 年 4 月 17 日， 全 球 化 智 库（CCG） 以“ 新 冠
肺炎如何改变国际教育未来蓝图？”举办线上研讨会，邀
请了数位知名国际高校与中外合资大学的校长、专家与学
者就疫情下国际教育的未来发展、线上教育的广泛应用对
国际教育产业结构的影响以及中美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对国
际教育的未来发展和中国的人才培养战略的影响等话题展
开交流研讨，旨在增进国际社会对疫情下的国际教育发展
议题的学术交流，为在全球共同抗疫的关键时期的国际合
作拓展机遇。本次研讨会由 CCG 主任王辉耀主持。美国
国际教育协会（IIE）总裁高级顾问 Peggy Blumentha，
美 国圣路易斯华盛 顿 大 学 名 誉 校 长 Mark Wrighton，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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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薛澜，昆
山 杜 克 大 学 常 务 副 校 长、CCG 国 际 委 员 会 专 家 Denis
Simon，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CCG 国际委员会专
家 Jeffrey Lehman，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国际事务副校长
David Fleshler，墨尔本迪肯大学协理副校长、CCG 特邀
高级研究员沈伟，西交利物浦大学创业家学院（太仓）副
院长 Stuart Perrin 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中国中心主
任、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张忠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CCG 线上研讨会九：来自中美欧资深专家
谈疫情下的 WTO 未来
日 CCG online seminar: The role of the WTO in
fighting COVID-19

4月

20

2020 年 4 月 20 日，全球化智库（CCG）举办国内首
次以疫情下的 WTO 为主题的线上研讨会，邀请了数位国内
外知名权威专家学者就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多边经贸
机制体制遭受的挑战、中美如何应对全球衰退的局面等话题
展开讨论，提供疫情中世界经济走向的新视角，进一步维护
多边贸易体系的持续发展。本次研讨会由 CCG 主任王辉耀
主持。前世贸组织总干事、巴黎和平论坛主席、CCG 国际
委员会专家 Pascal Lamy，世贸组织副总干事 Alan Wolff，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CCG 高级研究员霍建国，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美国前代理贸易代表，CCG 国
际委员会专家 Wendy Cutler，前世贸组织上诉机构首席法官、
中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事务特聘教授 James Bacchus，对外贸
易经济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屠
新泉以及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CCG 特邀高
级研究员李永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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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线上研讨会十：关键时刻的中欧连线
如何应对共同的挑战？
日 CCG online seminar: Perspectives on China-Europe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midst the
pandemic

4月

23

长、北京市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博士应邀围绕“疫
情下的中美关系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全球化趋势”为
北京市政协领导班子做报告，并和共同在场的北京市政协
主席与领导班子成员进行座谈交流。此次会议是北京市政
协举办的第三次座谈交流会，此前，分别邀请全国政协常委、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和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先后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和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作报告并座谈交流。

博鳌对话：疫情冲击下的全球化、自由贸
易和供应链
日 Boao dialogue: COVID-19 vs. Globalization

4月

29
2020 年 4 月 23 日， 全 球 化 智 库（CCG） 以 中 欧
合作的全新视角举办相关主题的线上研讨会，邀请了中欧
知名权威专家学者、商界精英围绕中欧如何合作抗击疫情
展开研讨，提供疫情中欧关系走向的新视角，进一步增进
中欧关于抗击疫情的合作与交流。本次会议由 CCG 理事
长王辉耀主持。巴黎和平论坛总干事、CCG 国际委员会
专家 Justin Vais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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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对话研究所首席
执行官兼执行董事会主席 Jean-Christophe Bas，意大
利 国 际 政 治 研 究 所 执 行 副 总 裁 兼 主 任 Paolo Magri， 北
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系教授、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査
道炯，中英企业家联合会执行主席、英国东亚委员会秘书
长麦启安，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亚洲研究中
心 主 任 Francoise Nicolas， 欧 盟 中 国 商 会 副 会 长 Sara
Marchetta 和 南 京 东 屋 电 气 有 限 公 司 创 始 人 兼 董 事 长、
CCG 常务理事闵浩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CCG 理事长应邀为北京市政协做“疫情
下的中美关系”主题报告
日 CCG president speaks on "China-US Relations
under COVID-19" for Beijing Municipal CPPCC

4月

24

2020 年 4 月 29 日上午，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举行第
三次“疫情与经济”线上研讨会，以《疫情冲击下的全球
化、自由贸易和供应链》为主题，邀请全球化智库（CCG）
主任王辉耀、《世界是平的》作者 Thomas Friedman、
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软
实力”一词的提出者 Joseph Nye 和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
等思想者对话，中国国际电视台主持人田薇主持。论坛理事、
咨委、发起国使馆、会员、媒体合作伙伴和全球 2 万多位
观众在线观看并参与互动。

29

当前随着全球疫情发展，全球化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中美关系也出现新波折。4 月 24 日，北京市政协召开座谈
交流会，市政协主席吉林主持。全球化智库（CCG）理事

CCG 线上研讨会十一：科技界国内外专
家谈疫情下的中美科技创新
日 CCG online seminar: Technology and
coronavirus - Lessons and proposals from China
and the US

4月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各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强制隔
离措施，科技成为维持社会运转的一大支撑力量。然而，
科技公司的运转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疫情的沉重打击。国际
社会呼吁在全力抗击疫情的同时也需大力推动科技发展，
以 保 持 经 济 平 稳 运 行。2020 年 4 月 29 日， 全 球 化 智 库
（CCG）围绕科技与新冠疫情为主题举办了线上研讨会，
邀请了国内外科技界政策专家及资深从业者将就现阶段中
美两国的科技界发展、数字经济和“新基建”、疫情后经
济秩序等话题展开研讨，旨在促进国际科技交流，为全球
抗疫探索国际合作的新路径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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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动态
封面新闻公布 2019 十大新经济人物榜
单：VIPKID 米雯娟入选
2019 年 12 月 30 日，
2019 新经济年会”在北京举行，
并 公 布 2019 年 度 十 大 新 经 济
人 物 榜 单， 其 中 CCG 常 务 理
事、VIPKID 创 始 人 米 雯 娟 等
10 家企业创始人登榜。
据悉，十大新经济人物评
选是围绕新经济企业的社会责
任感、成长持续性、创新性前
瞻等多个维度进行公正、公平
且严格评选出 10 家优秀企业家，在过去一年里，他们分别
在各自的行业，带领企业快速成长，促进行业快速发展，
对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带来了广泛影响。VIPKID 成立于
2013 年 10 月，通过在线平台连接中国本土学生与远在北
美的英语老师，极大地推动全球优质教育资源的高效流通，
在短短 6 年间成为全球最大的在线青少儿英语教育品牌。
截至目前，VIPKID 目前拥有超 70 万名付费学员，遍布全
球 63 个国家和地区，每天课程数量超过 18 万节，在资本
的助跑下，弹药充足的 VIPKID 目前占据 68% 的市场份额，
稳坐在线青少儿英语教育行业的头把交椅。

梁建章首度网络直播的背后：携程助力
旅业复兴
3 月 23 日，CCG 资深副主席、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
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开启网络直播首
秀。在 1 个小时的直播中，梁建章卖掉价值 1000 万元的酒
店套餐。
梁建章的首次“直播带货”，可以视作是他用个人 IP
这种极具话题性的方式，为携程与海南省的合作做了暖场。
在这场座谈会上，海南省文旅厅与携程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根据协议内容，双方将在打造海南国际品牌形象、发展
夜间文旅经济、共享涉海南旅游企业信用信息、海南智慧旅
游岛服务提升工程等方面展开合作。
梁建章的直播与携程的规模化预售结合所形成的流量蓝
海，不仅丰富了 OTA 产品展示形式，同时有退改保障的产
品促销，有望带动旅游行业加速回暖。程平台已上线 3 万多
条“景 + 酒”自驾游套餐，恢复率近 4 成，国内低风险的
旅游目的地复苏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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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茅忠群：提升全
流程协同制造能力
疫情无法改变最本质的人性，新营销是大势所趋，但
这种趋势的根因是其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
我们在 2 月做准备，3 月重点做线上营销，4 月基本恢复
正常营销方式。同时，我们将继续以数字技术升级智能制
造全流程。近年来，方太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此次
疫情提醒我们，要继续推进数字化变革，提升全流程协同
制造能力。

砥砺前行：远东控股集团荣获“江苏高
质量发展标杆企业”
2020 年 1 月 9 日，由新华报业传媒集团主办的“江
苏数字经济高峰论坛暨颁奖典礼”在江苏南京举行，远东
控股集团凭借长期以来的高质量发展荣获“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江苏高质量发展标杆企业”，CCG 副主席、
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蒋锡培荣获“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最受尊敬的杰出苏商”。作为一
家民营企业，远东控股集团不忘初心，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出资 8296 万元成立全国首家资助身障人创业、就业培训
和岗位培训的远东慈
善基金会。蒋锡培在
2019 年 11 月 荣 获
“杰出社会企业家”
称号，并发布了“身
障人雪道计划”，持
续践行公益，展现出
最受尊敬的杰出苏商
形象。

华坚集团向非洲多国捐赠抗疫物资，获
世卫总干事点赞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蔓延。在获悉埃塞俄比亚
出现确诊病例后，CCG 副主席、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
与该国政府和使领馆进行了联系，并就有关需求进行了沟
通了解。有着“埃塞俄比亚工业之父”之称的张华荣表示：
“非洲国家抗击疫情的困难更大。非洲兄弟最需要什么物资，
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去采购和支援！” 3 月 18 日，华
坚集团即向埃塞俄比亚卫生部捐赠了首批防疫物。3 月 21
日，华坚集团捐赠的首批防疫物资运抵埃塞俄比亚总理府，
埃塞总理阿比·艾哈迈德·阿里出席捐赠活动，并在社交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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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人工智能商业应用 量化派入选
“2019 年度企业”

体发文，对华坚集团向该国捐赠防疫物资，支持埃塞俄比亚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示感谢。随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在该文下点赞。3 月 21 日下午，华坚集团在总部举行捐赠
仪式，向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赞比亚、刚果布、
吉布提、津巴布韦、乌干达七国捐赠第二批防疫物资。作为
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和走进非洲国家的标杆企业，华坚集
团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促进中非民心相通搭建了友谊之桥。

小红书联合心理专家为留守华人做心理
疏导
截至 2020 年 3 月 23 日，在 CCG 企业理事小红书海
外用户发布笔记中，“担心”一词提及量比 2 月同期增加了
73%，“焦虑”比 2 月同期增加了 209%。小红书联合中科
院心理所专家发起了“向上的春日”主题的公益直播活动中，
心理专家们针对海外华人提供了两场心理援助直播。此次心
理援助公益直播共有 15 名来自中科院心理所和心理机构的专
家参与，他们结合用户个人经历分析，为更多处境相似的网
友提供可参考的心理疏导方法，近 5 万网友观看了直播。

福布斯 2020 全球最佳创投人榜单发布
沈南鹏连续三年蝉联全球第一
2020 年 4 月 14 日，美国当地时间上午，美国《福布斯》
杂志公布了一年一度投资领域的“奥斯卡”—— 2020 年“全
球最佳创投人”榜单（The Midas List）。CCG 资深副主席，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连续三年蝉联全球第一，再
次刷新了由他创造和保持的华人投资家最高纪录。
《福布斯》在评选中称：“作为曾经的创业者，沈南
鹏已连续三年蝉联榜首，字节跳动、阿里巴巴等诸多领军企
业背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沈南鹏是字节跳动、美团点
评和拼多多的董事。得益于过去十多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的高
速发展，这三家企业现在是中国“新经济”领域市值排名前
三的科技公司，总市值高达 2000 亿美元。作为一路支持企
业成长的股东，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在三家企业的发展过程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福布斯》全球网站上，沈南鹏表示：
“Think long, dream big, act decisively – This is the
way to deal with business cycles.”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互联网周刊》等主办的 2019 年度
人物、产品、案例、解决方案、品牌、企业、服务等评选发
布活动在北京揭晓。其中，包括量化派、字节跳动等知名公
司入选“2019 年度企业”，CCG 常务理事、量化派创始人
兼 CEO 周灏也同时荣膺“2019 人工智能行业年度人物”奖项。
量化派作为数据驱动的科技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机器
学习等技术，为金融、电商、旅游、出行、教育、汽车等多
个领域的合作伙伴提供定制化的策略和模型。目前，量化派
已与国内外超过 300 家机构和公司达成深度合作。
量化派创始人兼
CEO 周 灏 表 示， 从
2014 年回国创办量化
派 开 始， 便 致 力 于 以
数 据 +AI 打 造 人 工 智
能 商 业 应 用， 打 造 更
加有活力的共赢生态，
从而推动经济的长期
可持续发展。

拥抱“新基建” 京东数科成立产业 AI
中心
为进一步加强在产业数字化领域的领先优势，将自身数
字科技能力加快实现产业化应用，全力参与国家“新基建”
建设，京东数字科技集团近日宣布成立产业 AI 中心。产业
AI 中心集成了京东数科集团旗下 AI 实验室、数据智能实验
室、智能风控实验室、智能城市研究院、农牧院士研究院、
资管科技创新实验室、区块链实验室、AI 机器人实验室等
多个科技研发机构的 AI 研发力量，聚集了来自全球各领域
的超百位顶尖人工智能技术专家，致力于将机器学习、深度
学习、知识图谱、计算机视觉、语音与自然语言处理等前沿
AI 技术实现产业级应用，服务于工业、农业、大宗商品流通、
金融、资管、零售、商旅出行、生活服务、广告营销、城市
公共服务等行业，推动产业数字化浪潮的快速前进。

智联招聘发布疫情期间求职形势预判：
12.2% 受访者明确放弃跨省求职打算
近日，智联招聘发布了一份关于招聘市场受疫情影响
的调研数据报告。报告显示，43.9% 的企业人事工作人员
表示疫情爆发后招聘规模不会变化，但也依然存在 38.8%
的企业尚不确定，这些企业的最终决策将会进一步改变招
聘规模的格局。12.9% 受访人因疫情放弃换工作的打算，
从求职者的角度来看，超过半数的受访员工认为疫情爆发
后的求职形势不乐观，同时有 44% 的受访者表示春节前
开始酝酿换工作，正在积极看更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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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永图

CCG 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

科技在创新中起到了引领者的作用
2020 年 1 月 18 日，“2019CCTV 中国创业榜样”颁奖典礼隆重举行，CCG
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参加了典礼，在谈到科技在创新当中发挥的作用时，
龙永图表示，科技是一个引领者的作用，而且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因为一个国
家的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一些巨大的原动力，而这个原动力就是我们自己的自主创新，
使得中国能够在经济方面，特别是在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在这
一点上，创新是起着关键的作用。

何亚非

CCG 联席主席、外交部原副部长

加强国际合作 共同应对疫情
随着疫情的发展，目前已成为全球非传统安全的重大挑战之一，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
高度关注。CCG 联席主席、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对此次疫情从外交和国际合作方面提出
几点思考：首先，中国对全球治理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进一步深化，深刻认识“中
国是世界的中国”，在互联互通如此紧密的“地球村”，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命运紧紧联系
在一起。其次，面对疫情施虐，大国合作和周边合作尤其重要。在特朗普政府锁定中国为
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以后，中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过去竞争与合作共存，合
作占主流，向竞争为主转变。第三，病毒无国界，合作是关键。不管以后疫情发生在世界
哪个国家，中美都有责任共同参与抗击疫情，为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为维护全球公共卫
生做出贡献。

梁建章

CCG 资深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

难关过后旅游业强势恢复
CCG 资深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近日在接受人民日报客户端
旅游频道采访时表示，和 2003 年非典发生时期相比，现在服务业占经济的比重明显上升，
我国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比 2003 年提升了 20 多个百分点。十几年过去了，旅游增长
近十倍。尽管这场疫情影响不容小视，但是一定会迎来难关过后的强势恢复，我们有这
个信心。在采访中，梁建章还提到：“非典结束之后的第一个月，旅游行业就迎来了‘报
复性增长’。到了当年 7、8 月份，携程的业务量就大幅度反弹，甚至超过了非典前的水平，
当年 12 月，携程在纳斯达克敲响开市钟。所以，全行业的从业者要有一定信心‘熬’过去。

马蔚华

CCG 资深副主席、招商银行原行长

慈善透明化是大方向，公益基金应像上市公司式信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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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资深副主席、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在接受搜狐财经 & 经济杂志访谈时表示，
过去企业家投身公益主要是把自己的财富捐给社会，来救助需要援助的人。但是随着国内
经济的转型升级，以及全球面临新的考验，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进一
步发展需要转型。“我们需要从新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在经过充分的调研和思考后，马
蔚华认为影响力投资可以有效帮助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未来公益慈善机构的规范化、透
明化是大方向。”马蔚华强调，公益慈善事业需要竞争，需要优胜劣汰。谁做得好，谁就
可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得到更多的资源。公益慈善机构应该按市场原则配置公益资源、按
现代企业管理方法管理公益组织、借助金融工具实现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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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忠群

CCG 资深副主席，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不仅要复工，更要尽快“复商”，企业伤不起
通过全国人民两个月的共同努力，国内疫情如愿得到控制。3 月 18 日内地实现零新增。
已有 15 个省级区域实现本地人员双清零（零新增 + 零现存病例）。但是海外疫情爆发，并
伴随境外输入病例大幅增加，3 月 18 日新增 34 例。CCG 资深副主席，方太集团董事长
兼总裁茅忠群呼吁：中国经济已经等不起了，企业也已经等不起了，复工、复产、复商的
势头绝不能逆转！要实现中国经济活动尽快常态化，唯有一招，在不闭关的情况下把境外
输入风险彻底隔离。如此消费者才会放心出门购物包括国内出差旅游等。要不断升级境外
输入防控措施，实施全封闭管理，使内地旅客无论如何都碰不到任何一个刚入境的人员。
如果不这样做，国内的疫情还有可能反复，更关键的是消费者安全感不足，复商的进程就
会受到较大影响。

蒋锡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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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要为人类社会解决实质性问题 做出实质贡献
CCG 副主席，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蒋锡培在接受《英
才》记者专访时表示，企业的本质是创造价值，要为人类社会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做出实
质性的贡献，这既包含创造经济效益，也包括社会效益，这是企业存在最本质的意义。蒋
锡培告诉《英才》记者，“诚信务实”是远东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以客户为核心真正了解
客户的痛点、需求，为客户创造价值，超越客户期望，从而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这种“信
任”还会随着客户的人脉关系进行扩散，最终作用于“品牌”，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反哺营销，形成良性循环。这是公共信任资本的高价值体现。远东集团会继续围绕“创造价值，
服务社会”的企业使命，始终坚持做能做的、想做的、该做的。

冷 炎

CCG 常务理事、戴姆勒大中华区执行副总裁

建议适当延续新能源车激励政策
2020 年 1 月 10 日 -12 日，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2020）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召开。在 11 日上午进行的中德汽车产业的创新与转型及与能源交通体系的融合发展论坛上，
CCG 常务理事、戴姆勒大中华区执行副总裁冷炎先介绍了戴姆勒应对新能源变革的战略，
全球汽车产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根据规划到 2039 年戴姆勒向电动化转型，实现乘用
车新产品的碳中和。最后冷炎呼吁，应适当延续新能源车激励政策如购置税免税，确保所
有符合国家标准的新能源车享受同等的路权和牌照权；第二，确保政策落实全国一致，取
消地方保护；第三真正让市场决定技术指标，让客户选择技术和产品。

张黎刚

CCG 常务理事、爱康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疫情之后，健康体检会发挥更大价值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很多行业按下暂停键，健康体检服务也是其中之一。CCG 常务理事、
爱康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张黎刚表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于健康体检、健康管理
行业带来的危机是短暂的，他相信，作为预防医疗的重要角色，健康体检将在疫情过去之
后更大发挥“健康守门人”的价值。此外，疫情全面暴发后，爱康的医护人员就开始志愿
奋战在抗击疫情的一线。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深圳、贵州等各地的爱康员工、专家、
医护团队用着不同的方式积极参与全国各个地区的疫情防控工作。经过这次生命的“历练”，
疫情结束后，公众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一定会有更加刻骨铭心的认识，对于自身的健康一
定会更加重视，对于健康管理的需求一定会放大，这对于健康管理行业的灾后重建是发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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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在第 56 届慕安会发声
推动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

当地时间 2 月 14 日至 16 日，第 56 届慕尼
黑安全会议（MSC）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作为世
界安全形势与欧美关系的风向标，慕尼黑安全会
议为各国加强沟通、化解危机提供了重要机会。
大会今年有近 500 位全球高级别层面的政策决策
者参加，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也应
邀了参加本次会议。CCG 作为唯一的中国智库在
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举办了边会——与 MSC 联合
举办主题晚宴，并与北约（NATO）安全防御类
中心（COE CSW）联合举办了圆桌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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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February 14 to 16, the 56th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MSC) was held in Munich, Germany. As a bell-weather for the
world security situ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MSC provided important opportunities
for countries to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and address pressing
issues.Nearly 500 high-level decision makers participated.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also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As the only Chinese think tank
to hold side events at the MSC, CCG held a themed dinner with
MSC and co-organized a roundtable seminar with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and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Operations in Confined and Shallow Waters (COE CSW) .

COVER REPORT

封面文章

弥合困境，减轻中国南海的潜在冲突

CCG 与北约安全防御类中心首次联合举办
“南海主题研讨会”

Greminger, 经 合 组 织 秘 书 长 José

Ángel Gurría 以及北约秘书长 Jens
Stoltenberg 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以及来自政治、
学术等各界的领导人物，与会嘉宾围
绕会议主题“西方缺失”以及当前国
际热点问题展开讨论。清华大学战略
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傅莹和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全球化
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吴士存
等中方代表也均参会。CCG 理事长
王 辉 耀 也 应 邀 参 加 本 次 会 议。CCG
作为唯一的中国智库在慕尼黑安全会
议上举办边会，与北约（NATO）安
全防御类中心（COE CSW）联合举
办圆桌研讨会。

唯一中国智库在慕安会上联合举
办研讨会，探索如何减轻中国南
海潜在冲突
当 前， 由 于 中 国 对 南 海 局 势 的
当 地 时 间 2020 年 2 月 14 日， 第 56 届 慕 尼 黑 安 全 会 议 在 德 国 慕 尼 黑

叙述并没有被西方完全理解。西方社

召开。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慕安会主席沃

会认为“中国似乎接受了被国际社会

尔夫冈·伊申格尔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作

潜在地孤立，同时又在寻求加强其在

为中方代表应邀出席会议，并应约于当地时间 15 日发表主旨演讲。据大会

国 际 舞 台 上 的 作 用”， 而 这 些 正 亟

方介绍，今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为期 3 天，共吸引了近 500 位全球高级别政

需 来 自 中 方 的 解 释。 在 本 次 慕 安 会

策决策者参加，其中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美国国防

上，CCG 首次与 COE CSW 合作，

部长 Mark Esper, 荷兰首相 Mark Rutte, 加拿大总理 Justin Trudeau，

于 14 日联合举办圆桌研讨会“弥合

奥 地 利 总 理 Sebastian Kurz, 科 索 沃 总 统 Hashim Thaçi, 立 陶 宛 总 统

困 境 – 减 轻 中 国 南 海 的 潜 在 冲 突”

Gitanas Nauseda, 阿 塞 拜 疆 总 统 Ilham Aliyev, 阿 富 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总
统 Mohammad Ashraf Ghani, 美国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美国国务

（"Bridging troubled waters -

卿 Mike Pompeo, 德国联邦议院议长 Wolfgang Sch äuble, 德国国防部长

South China Sea"）， 与 会 人 员 探

AnnegretKramp-Karrenbauer, 德国外交部长 Heiko Maas, 加拿大国防部
长 Harjit Sajjan, 新加坡国防部部长黄永宏 （Ng Eng Hen）, 俄国外交部长

讨了众多有关中国南海安全的核心问

Sergey Lavrov, 印度外交部长 Subrahmanyam Jaishankar, 土耳其国防部

国目前对南海局势的立场和叙述，探

长 Hulusi Akar, 也门外交部部长 Mohammed Al-Hadhrami, 伊拉克外交部

讨预防冲突行为和合作的可能性。

alleviating conflict potential in the

题，旨在帮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

长 Mohamed Ali Al-Hakim, 伊朗外交部部长 Mohammed Javad Zarif，

会 上，CCG 理 事 长 王 辉 耀 以

日 本 外 务 大 臣 Toshimitsu Motegi, 欧 洲 安 全 与 合 作 组 织 秘 书 长 Thomas

及 COE CSW 主 任 RA 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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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ck 海军少将致辞。会议由英国皇
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Chatham House)
研 究 员 Bill Hayton 主 持。 欧 洲 外
交 事 务 委 员 会 副 委 员 长 Reinhard
Bütikofer、 新 加 坡 国 防 部 长 黄 永 宏
（Ng Eng Hen）、马来西亚国防部
长默罕默德·萨布以及中国南海研究
院院长、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吴士
存发表讲话。
CCG 理事长王辉耀在致辞中表
示， CCG 很高兴本次与 COE CSW
合作，联合举办了以南海为主题的圆
桌会，并邀请了相关专家就相关话题
展开研讨，旨在搭建沟通和交流的平
台，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信
任，积极发挥中国智库的作用。中国

而参会的国际嘉宾也均对南海问题表示高度关注，并达成部分共识，即欧

南海问题一直备受关注。美国历史上

洲和亚洲各国都将拥护航行自由原则；解决争议应恪守国际规则；合作仍应是

也曾承诺在主权争端中不偏袒任何一

解决争议的重要路径；多边主义是解决争议的核心。此外，来自欧洲的参会嘉

方，并声称它只想确保地区水域的航

宾表示，欧洲与中国既有竞争关系又有合作关系，欧洲在南海争议中可以起到

行自由。但美国的相关政策似乎存在

一个平衡的作用。例如，欧洲联网项目可以帮助西太平洋地区发展经济，缓解

着某种内在的矛盾，即它声称不想卷

争议区域对资源开发的需求。其次，欧洲也可参与到“一带一路”中，这可缓

入争端，却又在相关地区复苏业务，

解该区域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疑虑，对区域而言亦是双赢的结果。

甚至将中国称作“加剧紧张局势的主
要根源”。但事实上，在建立国际海
洋秩序方面，中美两国的共同点多于
矛盾。

会 议 邀 请 的 参 会 嘉 宾 有， 斯 洛 伐 克 总 统 Zuzana Caputova， 黎 巴 嫩 副
总 理 兼 国 防 部 长 Zeina Akar Adra， 亚 美 尼 亚 共 和 国 外 交 部 长 Zohrab
Mnatsakanian，阿曼外交部部长 Yusuf bin Alawi bin Abdullah，摩洛哥驻
德国大使 Zohour Alaoui，尼日利亚驻德国大使 Yusuf Maitama Tuggar，

中 国 南 海 研 究 院 院 长、CCG 特

以色列国防部军政部门负责人 Zohar Palti，北约盟军海事司令部司令 Keith

邀高级研究员吴士存提出南海局势演

Blount，德国联邦武装部队海军参谋长，海军上将 Andreas Krause，德国联

变的五大趋势，第一，有关声索国的

邦国防部准将 Axel Deertz，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内阁首脑 Despina Spanou，

单边行动将成为南海海上形势再度动

新 西 兰 总 理 和 内 阁 部 国 家 安 全 副 行 政 长 官 Tony Lynch， 英 国 议 会 下 议 院

荡的主要诱因；第二，
“南海行为准则”

国 防 特 别 委 员 会 会 长 Tobias Ellwood， 丹 麦 外 交 部 欧 洲 - 大 西 洋 安 全 特 别

（COC） 案 文 磋 商 或 将 面 临 难 以 预

代 表 Jorgen Gammelgaard， 欧 洲 议 会 绿 党 党 团 代 表 团 副 主 席 Marketa

料的困难；第三，南海法理斗争或将

Gregorova，德国联邦议院德国联盟 90/ 绿党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言人 Omid

再度激化；第四，在某些国家推动之

Nouripour，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 Zalmay Khalilzad，爱沙尼

下，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可能会越

亚共和国外交部政策规划总干事 Eerik Marmei，美国财政部欧洲高级政策

行越远；第五，美国和越南在南海问

顾 问 Julia Green Friedlander， 拉 脱 维 亚 外 交 部 欧 洲 事 务 国 务 秘 书 Zanda

题上的合作可能制造出新的“黑天鹅

Kalnipa-Lukasevica，德国基民盟 / 基社盟 (CDU/CSU) 议会党团经济与能

事件”。对此，他提出，中国应与美国、

源 委 员 会 委 员 Joachim Pfeiffer， 德 国 联 邦 议 院 国 防 委 员 会 成 员 Berengar

东盟协调好“三大关系”，处理好国

Elsner von Gron，德国联邦议院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小组国防委员会成员、

际与国内、维权与维稳、大国与周边

2019 慕安会青年领袖 Siemtje Moller，德国联邦总理府安全政策军事方面

国家这“三对矛盾”，完成岛礁后续

干事，慕安会青年领袖 Ann-Kristin Otto，美国当代德国研究所董事会主席

建设、推动海上合作以及 COC 文本

Jacques E. Brand，Vista Equity Partners 首 席 执 行 官 兼 董 事 Amitabh

磋商等“三大任务”，为南海带来稳

Desai，阿尔法战略咨询公司合伙人 Dorian Ducka，日内瓦人道主义对话中

定秩序。

心执行主任 David Harland，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里国际中心政治学教授、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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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主任 Michael C. Horowitz，斯德

治事务和安全政策助理秘书长 Bettina Cadenbach，美国东西方研究所高级

哥 尔 摩 自 由 世 界 论 坛（Stockholm

研究员 Maja Picevic，帕兰提尔科技公司高级顾问 Wendy Anderson，德

Free World Forum）理事长 Oscar

国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中东与非洲地区高级研究员 Annette Weber，

Jonsson， 意 大 利 国 际 政 治 研 究 所

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安全理事会团一秘 Axel Mario Gugel，“Munchner

副 主 席 及 执 行 董 事 Paolo Magri，

Sicherheitskonferenzverandern” 项 目 会 议 观 察 员 Anja Ufermann，

欧 洲 外 交 学 院 院 长 Katarzyna

基 尔 大 学 亚 太 战 略 与 安 全 中 心 研 究 员 Sarah Kirchberger， 俄 罗 斯 国 立 高

Pisarska，荷兰智库 Clingendael 研

等 经 济 大 学 研 究 员、 慕 安 会 Junior Ambassador Tatiana Valyaeva，

究所总监 Monika SieDhian Ho，瑞

Deutsche Cyber-Sicherheitsorganisation GmbH （DCSO）风投公司威

士 投 行 Vontobel Holding AG 首 席

胁情报研究员 Jiro Minier，慕尼黑安全会议 Junior Ambassador Benjamin

执行官 Zeno Staub，挪威国际事务

Fogel，莫斯科亚太经合组织商务咨询委员会候补委员 Georgy Oganov，

研究所所长 Ulf Sverdrup，国际反恐

纽约时报编委 Carol Giacomo，《德国明镜周刊》政治版作家 Konstantin

研 究 中 心 所 长 Renske Veer， 清 华

von Hammerstein，Politico Europe 驻 法 国 记 者、2018 慕 安 会 青 年 领 袖

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Rym Momtaz， 德 国 Augen geradeaus 编 辑 Thomas Wiegold 和 德 国

肖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公

Redattions Netzwerk Deutschland 副主编 Gordon Repinski 等。

共外交处负责人 Nicola de Santis，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计划主任
Janka Oertel，俄罗斯国际警察协会

参加本次会议的还有， CCG 资深副主席高振东、CCG 联合创始人兼秘
书长苗绿以及 CCG 副秘书长唐蓓洁等。

主席 Yury Zhdanov，欧洲航空航天
和国防工业协会国防事业部部长 Kai
Horten， 欧 洲 改 革 中 心 高 级 研 究 员
Sophia Besch， 美 国 强 生 公 司 驻 柏
林 办 公 室 主 任 Sebastian Gaiser，
菲利普·莫里斯公司非法贸易预防主
任 Kristin Reif， 德 国 新 策 略 中 心 发
展 总 监 George Seutaru， 世 界 粮
食 计 划 署（WFP） 战 略 协 调 和 支 持
司 战 略 协 调 顾 问 Mustakin Waid，
新 美 国 安 全 中 心（CNAS） 高 级 研
究 员 兼 能 源， 经 济 与 安 全 计 划 主 任
Elizabeth Rosenberg，北约组织政

“西方缺失”引热议，中国声音消误解
今年慕安会的主题是“西方缺失”，意在探讨西方影响力的衰退以及由此
带来的后果。对此， CCG 理事长王辉耀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将“西
方缺失”定为会议主题反应的是西方对自身的合理认知，以及西方世界自身的
检讨、反思与回顾，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过长时间发展再
次进入一个受限的过程中。
此外，本届慕安会也关注中东局势、全球经贸摩擦、气候安全、太空安全、
右翼极端主义和技术与创新带来的安全挑战等问题。
当前，西方对中方的发展方式和一些语术还存在误解，但通过像在慕安会
这样高规格的国际平台上发出中国声音，将有利于消除误解、增进西方对中国
的理解与信任。

CCG co-hosts Maritime Security Roundtable at the 2020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To promote better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and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Operations in Confined and Shallow
Waters (COE CSW) of the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co-organized a side event at the 56th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MSC) under
the theme of “Bridging troubled waters - alleviating conflict potential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n February 14, 2020, in Munich, Germany.
During this roundtable, CCG President Wang Huiyao and Director of COE CSW RA
Christian Bockdelivered speeches. Bill Hayton, associate fellow of the Asia-Pacific
Programme at Chatham House, chaired this sem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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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and
chairman of the Delegation for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European
Parliament; Ng Eng Hen, minister of
Defense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Mohamad Sabu, minister of Defence
of Malaysia etc. also shared their
opinions.
They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reached some consensus
over dispute settlement during the
seminar. They agreed that Europe
and Asia should obey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principle; that dispute
settlement should follow international
rules; that cooperation should be
an important pathway for dispute
settlement; and that the core of
settlement should be multilateralism.

Maritime disputes should not be a destabilizing factor in US-China
relations
CCG President Wang Huiyao delivered a speech. Wang pointed out that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has been important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it might be the
"likeliest potential flashpoint" amidst current US-China relations' uncertainties.
He mentioned that America's policy contains "an inher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its claim to stay out of local disputes and the resurgence of its operations in the
region.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der, Wang further argued that the US and
China ought to share more common ground than differences since the two
countries have long continental coastal lines and a large area of territorial sea,
and hold a similar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to safeguard the Pacific Ocean's order.
Therefore, there should be similar concepts with regards to rules on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dispute settlement in order to reach consensu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is manageable and may be dealt with via
claimants' cooperation
Wu Shicun, president of National Institute for South China Sea Studies also made
remarks.
Wu said some negative factors and uncertainties may be rising and there would
be some trends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For example,
some claimants may try to intensify the South China Issue by taking unilateral
actions, complicating the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C) textual
negotiations and so on.
Wu said that China should coordinate its "three majo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US, ASEAN and other claimants to deal with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To bring
stability and safe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 should also achieve "three major
tasks" with ASEAN countries to have the follow-up construction of the island and
reefs, maritime cooperation, and the consultation over the COC text.

Europe can play a role in balancing the maritime dispu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articipants including Reinhard Bütikofer, the Greens/EFA coordinator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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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they said that the
Europe-China relationship has been
competitive and cooperative. Europe
may play a role in balancing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For example,
Europe could jo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which can mitigate
regional worries about China's strategic
intentions and could bring mutual
benefit.

Is the world becoming less
Western?
For more than 50 years,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MSC) has
assembled more than 450 senior
decision-makers as well as thought
leaders to debate pressing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Westlessness" is the topic of the
2020 MSC, aiming to shed light on
the phenomenon of the reduction
of western influence and its
consequences. CCG President Wang
Huiyao shared his understanding,
noting that selecting this topic in the
first place reflects the western world’s
self-perception and reflection.
Besides defense and security policy,
cyber security and technology, human
security, economic and resource
security and other pressing global
security concerns were addressed in
this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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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举办慕安会中美晚餐会
探索解决中美争端的可能与方案

当 地 时 间 2 月 14 日， 第 56 届
慕 尼 黑 安 全 会 议（MSC） 在 德 国 慕
尼黑举行。本届会议以“西方缺失”
为主题，旨在探讨世界安全形势与欧
美关系新风向。会议共吸引了来自政
界、商界和学术界等领域的超过 500
位全球高级别的决策者和研究人员参
加，包括数十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以 及 100 多 名 外 长 和 防 长。 当 日，
CCG 作为慕安会唯一来自中国的非
官方合作伙伴，与慕安会联合举办主
题晚宴——“中美冷战？迷思与现实”
（"The US-China cold war? myth
and reality"）， 为 从 贸 易 和 安 全 的
角度审视美中双边关系、减少两国间
的误解、加强交流搭建了国际平台。

性 的 担 忧。 在 此 背 景 下，CCG 与 慕
安会联合举办“中美冷战？迷思与现
实”主题晚宴。本次圆桌座谈会上，
CCG 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2020 慕
尼黑青年领袖苗绿对会议背景进行了
介绍，CCG 理事长王辉耀主持会议，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
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傅莹和美国前国务卿 John Kerry 发
表了主旨演讲。期间，与会嘉宾就如
何对“脱钩”进行前瞻性讨论以促进
实际解决方案、中美间不会爆发“新
冷战”的原因、中美关系现状和国际
社会哪些建议能够防止大国竞争升级
为类似“冷战”的冲突等问题进行了
深度探讨与交流。

自 中 美 贸 易 摩 擦 以 来， 中 美 双
边关系的竞争性使得不少国际专家开
始寻找历史类比，甚至将如今的中美
类比为 1914 年的英德。更多的人开
始担心中美将“脱钩”并进行“新冷
战”， 这 也 加 剧 了 对 国 际 秩 序 稳 定

出席晚宴并参加讨论的嘉宾还
有：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总检察长
John Demers， 哈 佛 大 学 肯 尼 迪 政
府 学 院 创 始 院 长 Graham Allison，
德 国 前 驻 华 大 使、 宝 马 基 金 会 主 席
Michael Schaefer， 美 国 前 国 务

卿、 耶 鲁 大 学 杰 克 逊 全 球 事 务 学 院
杰 出 研 究 员、 美 国 前 国 务 卿、 慕 尼
黑安全会议顾问委员会成员 John F.
Kerry，Agora Strategy Group AG
高 级 顾 问、 前 德 国 驻 英 大 使 Peter
Ammon， 慕 尼 黑 安 全 会 议 副 主 席
Boris Ruge， 美 国 和 平 研 究 所 所
长 Nancy Lindborg, 布 鲁 金 斯 学 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 高 级 研 究
员 Thomas Wright， 墨 卡 托 中 国 研
究所所长 MikkoHuotari，大西洋理事
会常驻高级研究员 Ian Brzezinski，
投 资 管 理 公 司 Investcorp 执 行 主 席
Mohammed Maahfoodh Alardhi，
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国际关系和联
络处高级副总裁 Henry Alt-Haaker,
洛 克 菲 勒 兄 弟 基 金 会 总 裁 Stephen
B.Heintz， 德 国 电 信 ( Deutsche
Telekom) 公共和监管事务高级副总
裁 Wolfgang Kopf，“ 防 御 一 号 ”
执 行 编 辑 Kevin Baron， 德 国《 时
代 周 刊》 首 席 国 际 通 讯 员 Matth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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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ß， 伦 敦《 经 济 学 人》 副 主 任 Edward Carr， 宾 夕 法
尼亚大学佩里国际中心政治学教授、临时主任 Michael
C.Horowitz，2013 慕尼黑青年领袖、香格里拉对话会亚

太安全高级研究员郭林，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
心副主任肖茜，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宝时得科技
董事长兼总裁、CCG 资深副主席高振东等。

CCG holds side event on China-US relations at the 2020 MSC
From February 14 to 16, the 56th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MSC),on
the theme of "Westlessness,"was held
in Munich. The event brought together
more than 500 high-level international
decision-makers, including 35 heads
of state, over 100 foreign and defense
ministers, and leaders from politics,
business, academia and civil society
to discuss current crises and future
security challenges.
On February 14, CCG, as MSC's only
non-official Chinese partner, co-hosted
a dinner on the theme of "US-China
Cold War? Myth and Reality" with
the MSC. This side event aimed to
provide a platform to openly exchange
opinions, ideas, and potential solutions
for critical China-US relations issues
through the lenses of trade and
security.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now
frequently characterized as a rivalry.
Some are searching for historical
analogies, even looking back to 1914.
More start to worry about a new
kind of cold war driven by the notion
of "decoupling." From trade and
investment to technology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many see signs of
bifurcation, exacerbating concerns over
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is context, CCG and MSC co-hosted
the dinner, with introductions by Mabel
Miao, co-founder and secretary-general
of CCG and a Munich Young Leader for
2020.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CG and
counselor for China's State Council,
gave the welcome speech. John
Kerry, former US secretary of State,
and Fu Ying, deputy chairwoman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of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delivered special addresses. The
central questions the discussion s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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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ddress include: How can discussions about "decoupling" be geared to promote
practical solutions? What is old and new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ed 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Which proposal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help prevent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from
escalating into a cold-war-like conflict?
Participants also included John Demers,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for National Security,
Department of Justic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Graham Allison, Douglas Dillon
professor of Government, Harvard Kennedy School, Harvard University; Michael Schaefer,
ambassador (ret), chairman of BMW Foundation Herbert Quandt; John F. Kerry,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istinguished fellow for Global Affairs,
Jackson Institute for Global Affairs, Yale University, member of the Advisory Council,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Peter Ammon, senior advisor of Agora Strategy Group AG
and former ambassador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to the United Kingdom; Boris
Ruge, vice Chairman of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Nancy Lindborg, 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for Peace; Thomas Wright, senior fellow of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Mikko
Huotari, director,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Ian Brzezinski, resident senior fellow
of The Atlantic Council; Mohammed Maahfoodh Alardhi, executive chairman ofInvestcorp
International Ltd. ; Henry Alt-Haaker, senior vice presid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Liaison Word, Robert Bosch Stiftung; Stephen B. Heintz, president of 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 Wolfgang Kopf, senior vice president for Group Public and Regulatory Affairs,
Deutsche Telekom AG; Kevin Baron, executive editor of Defense One; Matthias Naß, chief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t of Die Zeit; Edward Carr, deputy director, The Economist
London; Michael C. Horowitz,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im director of Perry
World Hous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ynn Kuok, senior fellow of Asia-Pacific Security,
Shangri-La Dialogue, Singapore and Munich Young Leader 2013; Xiao Qian, deputy director,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Wu Shicun, president,
National Institute for South China Sea Studies; and Gao Zhendong, chairman and president,
Positec, senior vice chair,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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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前国务卿克里：
避免造成灾难性错误的可能性，中美应合作
以实现更好愿景
当 地 时 间 2 月 14 日， 美 国 前 国 务 卿 约
翰·克里（John Kerry）在全球化智库（CCG）
与慕安会联合举办主题晚宴——“中美冷战？
迷思与现实”（"The US-China Cold War?
Myth and Reality"）上发表了主旨演讲。

美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

叙事的方式会影响人们对事情的看
法。眼下，人们正在为“冷战”创造条件。
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整个讨论，围绕的是
我们会不会和欧洲——我们的朋友在持
续数月的华为问题上发生对抗？我的发
言不代表特朗普政府，我只是想表达我
对某些事情的一些看法。

到 1784 年，以及鸦片战争和各个力量对抗和平衡的时代，还记得一
直与中国进行贸易的第一艘商船吗？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有多少飞
行员在中国获救？有多少 “驼峰”飞行员坠机在中国？是你们救了他
们，他们才能回家。

我们时而同仇敌忾，遗憾的是，时而不在一条战线上。我们是两
个不同制度的国家。现在，我们很乐意看到中国正在解决存在的一些
“没有人能在这场‘贸易战’中获得胜利， 有悖于我们价值观的问题。关于人类生命的价值观，不是美国和西方
也没有人想要‘贸易战’”
世界所独有。从中世纪到“强权就是正义”的时代，这种理念最开始
我们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在这场摩擦上面。 从欧洲兴起。继“三十年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终于试
在我还担任国务卿期间，我发现在处理重大的 图团结起来，建立起一个世界秩序，以制止人们相互残杀并为世界创
全球性问题时，需要的是和懂得尊重和实事求 造更美好的未来。回想一下人类的至暗时期，1915 年，第一次世界大
战是有史以来最可怕、最愚蠢、最没有必要发生的战争。这次战争使
是的人打交道。
人类见证了最惊人、最荒诞的杀戮。首领站在战壕中，吹一声口哨，
当前世界很迫切的现实是，我们其实有更
接下来数百人爬上墙，然后他们都在下一场浪潮中死去。
好的选择。两个伟大的国家不应自动陷入使我
我反战，那绝对不是自我标榜的。因为战争对我们的国家和整个
们分裂的角色，从而妨碍世界解决真正重要的
世界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所以我对来自中国的朋友说，我们必须
问题。
非常理性和谨慎。衡量历史，当前我们必须往前看。中国现在有 14 亿
我认为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我们之间有差
人，是美国人口数量的三倍，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异吗？是的，我们之间有非常大的差异。但是，
美国将永远不会停止推动某些事情，我们相信我们的信仰。但是，
如果你追溯美国和中国的历史，你会发现中美
合作有着非常了不起的一段历史。你可以追溯 中国不喜欢我们做的某些事情，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公平竞争，

27

COVER REPORT

封面文章

强迫技术转让，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决定等这些事情，我们
必须非常谨慎地来对待。
如果我们彼此之间没有就如何弥合差异抱有根本性的
尊重，我们将无法避免一个混乱的世界，然后将我们推向
我们真正不希望去的方向。我们认为商业应该有公平的赛
道，认为不应有干预、操纵以及货币等问题。然而，这场“贸
易战”并没有解决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
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做到了让大家坐下来谈谈怎么
处理矛盾和分歧，每年开展双边经济与安全对话。如今中
美关系经历了三年的动荡和混乱，而回到了原点。现在的
贸易谈判到底是关于什么 , 增加关税只会提高商品的价格，
我们也有一再强调的意识。

“是否存在对华为的恐惧？”
在座的各位都很聪明，有些机密的事情我们无法在这
里讨论。我在竞选美国总统时，曾经起诉过俄亥俄州。为
什么？因为它计算票数的算法，这种算法，实际上是将每
五票中的一票投给了另一方，当投票关闭时，该算法消失，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就是网络世界的现实。我们现
在真正应该做的我们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着手做的事情，
那就是网络规范。
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基础，中美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
行合作。我们为何不能讨论如何真正实现以低廉的成本迅
速的开发 5G 技术呢？如何保证问责透明和对等，以确保
双方都互惠互利？对于安全，中国可能也和我们有同样的
担忧。为什么？美国的 Stuxnet 系统就曾经被运用到伊朗，
成功的推迟了他们的拥核进程，这件事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朋友们，我为什么要对你们说这些呢？我成长在上世
纪 60 年代，那时我们上学时经常伏在桌子下，双手抱头，
为核武器袭击做准备。这就是当年人民的日常，直到里根
和戈尔巴乔夫都看到，我们有 5 万个导弹互相瞄准对方，
我们走错了方向，我们正在浪费数万亿美元，我们需要结
束这种疯狂。
现在的我们该怎么办？朋友们，想想我们曾经走过的
路。当年参议院批准美苏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我参加了这个过程。今天的世界可以不必重复过去，但前
提是伟大的领导者站出来提供不同的选择。习近平主席在
达沃斯填补奥巴马离任留下的空缺时，当时我也在，倾听
他发表了奥巴马本来也想在会上表达相同意思的演讲。
习近平主席发表了出色的演讲，在开放、公平贸易等
等议题上，他是一个优秀的领导人，有着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听到一些看法，认为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衰退，本世纪
是亚洲的世纪、中国的世纪，而不是美国的世纪。最近我
参加了一个会议，有俄罗斯人站起来说，我们不需要美国，
我们不需要西方国家，这是俄罗斯的世纪，这是中国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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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俄罗斯与中国同在。对于这些看法，我们不太同意。
在座的 Graham Allison 教授是我很敬仰的朋友， 他有一
本非常出色的书很快就要出版了，届时大家可以一起讨论
修昔底德陷阱，还有强国竞争等内容。

中美间没有必要开启新一轮“冷战”，相反可在气
候领域加强合作
我始终相信中国和美国没有必要开启一轮新的“冷
战”。我代理美国代表团去巴厘参加 APEC 峰会的时候，
当时美国政府正在面临停摆。顺便说一句，如果你是中国
人、俄罗斯人或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你看见美国政府停
摆，连预算都没法通过，你会不会坐在那儿问你自己，为
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今天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可以谈论他们的政府如何更快
地做出决定以及他们不需要什么。我们将教育我们的孩子
们，民主在今天受到了考验，因此我们必须有远见，我们
必须对我们想要的世界有愿景，这就是领导力。
我已经就气候变化议题研究了 35 年。自首次里约热
内卢地球峰会以来，我参加过每一届会议。老布什总统在
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上签署了一项自愿协议。我去过京
都，和戈尔等人在那儿进行谈判。我们达成了《京都议定
书》。但我们无法在参议院中推动它。为什么？因为中国
做得还不够。我们无法在参议院提出这个建议，因为美国
人说，为什么中国不减排，为什么美国就应该减排？所以
朋友们，我们应该一起行动起来。在担任国务卿时，我荣
幸地带领我们的谈判团队参加了巴黎气候大会。那时，我
去了中国，习主席在我面前做出了决定。我们在同一个小
组中一起合作直到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
堂一起宣布中国和美国将会共同削减排放。你知道发生什
么了吗？整个世界都知道美国和中国开始合作了，它传达
了一个信息，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巴西也无法避免削
减排放。
我们去巴黎时，我们达成了这项协议。196 个国家参
加了巴黎大会并且表示我们不会保证可以将地球的温度涨
幅保持在 2℃，但是很有希望，我们会尽力将这个信息传
递到市场。196 个国家 / 地区正在尝试做同样的事情。
朋友们，想想吧，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是新能源市场。
今天这个市场有 45 亿用户。在未来三年内，它将有 90 亿
用户。它已经是一个数万亿美元的市场。这将创造数以千万
计的工作机会，根据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和马克·卡尼
的估计。我们保证，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共同实现这一目标。
当我从战争中回来后，我就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在
反对声中，在我们的体制下，美国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案，
安全饮用水，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沿海地区管理，濒危物
种保护等相关法案。因为有识之士站出来发声，我们创建
了我们的国家环境保护机构。现在每个人都会站出来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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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环境发声。在这个问题上，我比过去更加奋勇。如果我们没有完成这些工作，
我的子孙将会继续奋斗。
但当前的事实是，美国、中国、欧洲和印度的排放量还在上升。难怪这些
孩子罢课上街抗议，对我们这些成年人表示愤怒。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我
们要赚更多的钱，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做成更多的成绩，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冷
战”？我们应该一起应对气候危机。朋友们，我们还应该花时间与世界其他国
家共同探讨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昨天在南极是 70 华氏度，一周前我知道报道
的是华氏零下 65 华氏度，这已经够糟糕了。
我去过南极洲。科学家告诉我情况是这样的：温暖的水从冰壳流过，融化
了冰，这个不稳定性能够使得整个巨大的冰川滑落到海洋中。现已发现冰洋流
的移动速度比以往快 76％。在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甲烷正从冻土带的永久冻
土地面中倾泻而出。
我知道我从习主席那里学到了一件事，我们共同努力，一起合作，并带领
世界达成了《巴黎协定》。现在，我们必须比以前更加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在电池存储领域，我们正处于突破的边缘。中美两国应共同努力，并组成
一个国际财团，以加快问题的解决。我们应该与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
合作，进行创新练习，以发现我们将如何采用负排放技术或者是任何可以解决
问题的方法。
让我整理一下我的思绪。当我代表我的政府宣布我们政府停摆时，我遇到
了一群外交部长，他们对我说：“国务卿，我们对你的政府关闭了这件事感到
难过。我可以请你吃饭吗？我们的飞机可以送你回家。”这很尴尬。
在与习近平主席的谈话中，我问他，“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多合作？”他跟
我说，听着，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做的事情叫做“一带一路”倡议，而
且我们将在世界各国投资。我说，“主席先生，这个想法听起来很不错，我们
为什么不一起做呢？”他给出了回应。但我们政府的运作没有允许这个对话变
成现实。
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坐下来谈谈这个项目，中国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花费了上
万亿美元，但我不得不说，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将人工智能与
量子计算结合使用。我们有能力在大范围内运行智能电网，通过智能电网，我
们可以将风能，太阳能，水力发电和生物燃料融合在一起，然后将这些电输送
到我们国家的任何地方，我们为何不共同努力来发展这种技术呢。
这可能会改变当前中美两边的态度，或者代替“冷战”，我们需要与气候
变化议题进行对话。我们共同努力，使世界变得更好。因此，我希望中国在这

个新世界中认真思考这个倡议。在 21
世纪的曙光中，我们不能停留在总是
为了“冷战”而战，或者总是被旧思
维困住。看看当今冲突最严重的中东
地区，伟大的亚伯拉罕宗教的发源地，
是全世界在社会、政治、经济和安全
领域融合程度最低的区域。
朋友们，让我们在 2020 年想想
当我们为世界共同努力的场景。王毅
先生，他非常高效，非常开放，随时
准备工作。每次我对他，或对杨洁篪，
对李克强或其他人说，您是否仍准备
与美国合作以帮助开发这些领域并改
变世界？每当他们说“是”时，我们
都愿意这样做。因此，我希望今晚的
讨论不要回到“冷战”范式的轨道，
我们将讨论如何更好实现更好的愿景
并避免造成灾难性错误的可能性。非
常感谢大家。
随后，在讨论环节，克里表示，
中 美 两 国 必 须 努 力 通 过 寻 找 共 识，
从而重建互信。他指出，当前美国政
治受煽动情绪影响较重，并非建立在
事实基础上，这并不有利于解决当前
中美间面临的挑战。同时，中国也应
正视自己被国际社会误解的因素和原
因。他表示，中美两国都应更加“克
制”和“成熟”。此外，克里还提到，
美国对中国的部分商业行为感到不
满，这亦是美国两党达成的共识。最
后，克里强调，他十分不愿看到中美
间理性的相互理解被吸进一个可怕的
困境，中美应共同努力避免犯下这种
错误。

Former US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speaks at roundtable held by CCG
John Kerry, former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cently gave a speech on China-US
relations at a roundtable hosted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at the 56th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MSC).
The event, held on February 14, was

hosted by CCG in its capacity as the MSC's only non-governmental Chinese partner. The
theme of the event was "US-China Cold War? Myth and Reality."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CG and counselor for China's State Council, gave welcoming remarks. John Kerry, former
US Secretary of State, gave a speech.
Wang said that the roundtable aimed to provide a platform to openly exchange opinions,
ideas, and potential solutions for critical China-US relations issues through the lenses of
trade and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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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one's ever won a trade war. No
one won this one.
Kerry remarked that the US and China, as
two great nations, should not automatically
fall into a role that drives each other apart
and pushes the world away from dealing
with critical challenges.
The former US Secretary of State said
that although the two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systems, the US and China have
nonetheless enjoyed deep interactions
throughout history. For example, US
trade with China commenced in 1783
when the vessel Empress of China sailed
from New York Harbor. Through ups and
downs, trade between the two economies
has continued. During WWII, China also
launched rescue missions to save the lives
of US pilots "flying the hump."
Kerry described the horror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world wars, saying that after
these devastating conflicts, the world tried
to put together a more stable, peaceful
system. Kerry famously testified against U.S.
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 and was
an anti-war campaigner.
In his speech, Kerry also described how he
worked for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New Start
treaty, which requires the US and Russia
to reduce nuclear stockpiles so that within
seven years of ratification neither deploys
more than 1,550 strategic warheads.

"No need for China and the US to lead the world into a new cold war"
Kerry pointed out that there is no need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lead the world
into a new cold war. In the discussion after his speech, he reminded the audience that "war
is the failure of diplomacy," a failure to balance interests that every country has.
Kerry observed with regret that US politics has moved from being based on facts to
emotions, and said that China needs to factor that in and be restrained and mature. He
also noted about the bi-partisan nature of the consensus that has emerged around China's
unfair trading practices and went on to warn about the US and China being sucked, against
rational understanding, into a place where terrible mistakes could be made, suggesting
there are many areas of potential cooperation such as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to tackle climate change

Kerry encouraged China, destined to be the
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to carefully
think about measuring history against
where the US and China are heading to.

Over many decades, Kerry has devoted considerable efforts to push for public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Last year he formed World War Zero, a new bipartisan coalition of world
leaders, business executives and celebrities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Concerns about Huawei
controlling 5G networks?

Describing witnessing first-hand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in Antarctica, Kerry
emphasized that "this is the challenge we ought to be spending our time talking about here
and ever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Kerry said that the US would like to see
5G developed as fast as possible if it can
guarantee accountability, transparency, and
mutuality. However, he did note concerns
about "back doors" and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rules for cybersecurity,
which creates risk for politics and many
other fields, making effective cybersecurity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Kerry acknowledged that China probably
has the same fears the US has, noting
that the US had planted a program called
Stuxnet into Iran, which delayed their
nuclear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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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ry said that raising awareness of climate change and the need for clean solutions could
help change attitudes, so instead of a cold war, we have a war against the climate crisis.

Kerry appreciated that China had worked with the US to lead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tackle climate change under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said both sides shoul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fighting climate change. For example, China and the US could work
togeth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battery storage through a joint consortium, and Chinese
universities or research institutions could work with institutions in the US to innovate
negative emission technologies.

Who is the speaker?
John Kerry, (born December 11, 1943, Denver, Colorado, U.S.) is a US politician who served
in the Senate (1985–2013) and who was the Democratic Party's nominee for president in
2004. He later was Secretary of State (2013–17)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President Barack
Ob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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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秘书长作为

2020 年慕安会青年领袖参加论坛

当地时间 2 月 14 日 -16 日，科尔伯基金会和慕安会联合举办的慕尼黑安全
会议青年领袖论坛召开，以第 56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外围论坛的形式召集 25 位
“2020 年慕安会青年领袖“（2020 Munich Young Leader），与第 56 届慕
安会的高级别代表共同研讨外交与安全政策等国际热点话题，并参与会议计划。
CCG 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苗绿博士被推荐为“2020 年慕安会青年领袖”之一，
是 2020 年唯一一位来自中国的参会青年领袖。
本次论坛汇集了来自 20 多个国家的政府部门、国会、智库、媒体及企业
等机构与组织的 25 位杰出青年代表与包括德国国防部长 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 新 加 坡 国 防 部 部 长 黄 永 宏（Ng Eng Hen）, 印 度 外 交 部 长
Subrahmanyam Jaishankar，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傅莹，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Pris
Faisal bin Farhan Al Saud），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主席 Eric Schmidt
及挪威前首相 Gro Harlem Brundtland 在内的多位慕安会参会嘉宾就现行国际安
全体系、国家军事策略及慕安会相关事项进行深入地研讨。科尔伯基金会国际事
务执行主任 Nora Muller 为本次论坛主讲人。慕安会理事长 Wolfgang Ischinger
与科尔伯基金会执行董事会成员 Thomas Paulsen 为本次论坛赞助人。
在为期两天的慕安会青年领袖论坛上，苗绿博士作为唯一来自中国的青年领
袖备受关注。她表示，与中国相关的话题是本届慕安会最为关心的话题，几乎每
场研讨会必然提及中国。
会上，苗绿博士代表慕安会青年领袖向包括德国国防部长，美国国家人工智
能安全委员会主席，印度外交部长，挪威前首相在内的参会嘉宾提问。她就德国
与欧盟如何在多边协调及技术安全领域发挥恰当的作用、美国如何看待中国不使
用波音飞机等美国的先进制造品这一市场现象、印度为何不加入 RCEP、印太战

略和“一带一路”之间有怎样的合作
与竞争、西方世界在发展多边主义之
路上该如何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
国家合作从而应对世界挑战等话题与
参会嘉宾进行交流与探讨。
此外，苗绿博士还指出，中国所
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概念超越
了盟友概念，为全球化发展做出了理
论性贡献。谈及如何让更多人认同这
一理念，她认为，一方面，中国的实
际行动很重要，要不断地在探索中实
践。另一方面，像 CCG 这样的民间
智库在国际上设置相关议题，参与相
关活动，作为民间智慧在全球化过程
中更多地走出去，才能更好地传播人
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为中国发声，
也可以更多地影响到国际社会。
25 位“2020 年 慕 安 会 青 年 领
袖” 包 括， 德 黑 兰 中 东 战 略 研 究 中
心 研 究 员 AbasAslani， 印 度 人 民
党（BJP） 国 家 媒 体 负 责 人 Rohit
Chahal， 格 鲁 吉 亚 外 交 部 副 政 治 主
任 Ketevan Chumbadze， 匈 牙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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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会 议 员 Márta Demeter， 德 国 海
军第一装甲中队 "Oldenburg" 舰指挥
官 Alexander Dubnitzki， 意 大 利 议
会议员 Yana Ehm，黎巴嫩总理萨阿
德· 哈 里 里 的 国 际 事 务 顾 问 Karma
Ekmekji， 欧 洲 议 会 议 员 Claudia
Gamon，加拿大副总理办公室政策主
任 Vincent Garneau，阿曼皇家法院
高 级 经 济 学 家 Mohamed Al-Hinai，
德国联邦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 Gyde
Jensen，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民议会议
员 Aleksandra Jerkov， 以 色 列 议 会
议员 Gadeer Kamal-Mreeh，北马其
顿共和国总理顾问兼总理内阁首席谈
判代表 Bojan Marichikj，全球化智库
（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苗绿，
布拉迪斯拉发国防部国务秘书特别顾问
MiroslavMizera，印度尼西亚团结党主
席 Grace Natalie Louisa NG，德国联
邦总理府第 213 分部（与中东、亚洲
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双边关系）主管干事
Colin Nippert，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

级研究员 Peter Rough，俄罗斯外交部国际组织司一等秘书 Victoria Stegniy，日
本参议院议员 Hiromi Takase，马里结构性改革与公民社会关系部部长 Amadou
Thiam，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欧洲和欧亚大陆部工作组成员 Hannah
Thoburn 以及墨西哥外交部社会传播负责人 Roberto Velascoálvarez。
其中，CCG 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苗绿博士是唯一一位被推荐的来自中国的代
表。自 2008 年联合创立 CCG 以来，苗绿博士持续引领 CCG 发展，使 CCG 连
续三年成为跻身全球智库排名前 100 强的中国社会智库，并在 2018 年成为首个获
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的中国智库。此次苗绿博士被推荐为“2020 年慕安
会青年领袖”，不仅是对苗绿博士的鼓励，更是对整个 CCG 团队工作的认可。

CCG Secretary-General joins the Munich Young Leaders
From February 14th to 16th, the twelfth
generation of Munich Young Leaders
gathered in the 56th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MSC).Mabel Miao, cofounder and secretary-general of CCG,
has been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2020 Munich Young Leaders" - the
only Chinese person among 25 "Munich
Young Leaders" selected from more than
20 nations.
During the two-day Munich Young
Leaders programme, Mabel Miao
talked with the German minister of
defence, chai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foreign minister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and the former prime minister of Norway. Mabel gave her insights and discussed how
Germany and the EU can play an appropriate role in multilateral coordination and
technical security, how the United States views China not using Boeing aircraft and
other advanced US products, why India opted out of RCEP, relations between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the Belt and Road, how to build consensus in a divided world, and
how the western world cooperates with non-western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to
meet world challenges and other topics.
Mabel pointed out that the concept of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put forward by China goes beyond the concept of allies and has made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globalization. In terms of the promotion of this concept, she believes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actual action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re important.
On the other hand, think tanks such as CCG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related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and fora to set relevant agenda, striving for space for voices
from China and making a 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bout the Munich Young Leaders program
Since 2009, the MSC and Körber-Stiftung have been organizing the Munich Young
Leaders (MYL) program, bringing together young leaders in the fields of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to discuss a broad range of topics with high-ranking participants of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and take part in the program of the conference.
Speakers at previous sessions of the Munich Young Leaders programme have included
Ursula von der Leyen, president-Elec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Mohammad Javad
Zarif, foreign minister of Iran, Ng Eng Hen, defence minister of Singapore, as well as Fu
Ying, vice chair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at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Beijing, and Christine Lagard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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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赴德“二轨外交”
促进中德交流与合作
2020 年 2 月中旬，全球化智库（CCG）专家团赴德国柏林开展多项交流研讨活动，积极推动“二轨外交”，
旨在加强中德交流与合作。
在为期三天的活动中，CCG 专家团拜访了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研究所 (SWP) 以及文明对话研究所
（DOC）柏林办公室，与相关专家学者展开交流与研讨。此外，CCG 专家团还与国际移民组织全球移民数据
分析中心 (IOM GMDAC) 主任 Frank Laczko 和国际大都会项目国际指导委员会委员、卡尔顿大学 ( 加拿大渥
太华 ) 移民与人口流动政治学副教授 Martin Geiger 开展午餐会，双方就未来的合作展开交流。

加强中德智库交流，促进国际智
库合作
开 展 交 流 活 动 期 间，CCG 理 事
长王辉耀、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苗绿
拜访了德国最大的智库之一——德国
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 (SWP)，
并 和 SWP 全 球 问 题 部 部 长 Steffen
Angenendt, SWP 全球问题部副研究
员 Nadine Biehler、David Kipp 和
Amrei Meier 就双方的未来合作进行
了深入交流。
德国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
（SWP）成立于 1962 年 , 是德国乃
至欧洲最大的智库之一。50 多年来致
力于为德国联邦议会和联邦政府以及
经济工作者和公众提供外交政策问题
分析。敏锐精专的研究人员造就了研
究所的超群声望。SWP 不仅提供即
时信息的分析和对策建议，同时关注
于全面分析工作的执行。研究所非常
重视对研究重点保持独立性。研究所
最初主要应对裁军问题，现在研究领
域已拓展至从传统安全政策到气候变
化及能源短缺带来的政治挑战等诸多
方面。

探索国际机构合作，助力研究新
发展
此外，CCG 理事长王辉耀还拜访
了文明对话研究所（DOC）柏林办公
室，并和 DOC 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

事会主席 Jean-Christophe Bas、顾问兼研究和政策部主管 Berthold Kuhn 就
双方今后在研究和活动两个方面合作的相关事宜进行了沟通与交流。
此 外， 为 进 一 步 探 索 双 方 未 来 在 研 究 领 域 的 合 作，CCG 理 事 长 王 辉 耀
还 和 DOC 莫 斯 科 办 事 处 执 行 主 任 AndreyFilippov，DOC 布 鲁 塞 尔 办 事 处
顾 问、 布 鲁 塞 尔 自 由 大 学 教 授 Richard Higgott，DOC 莫 斯 科 办 事 处 首 席
运 营 官 Ekaterina Gerus、 政 经 部 研 究 主 任 Vladimir Popov、 高 级 研 究 员
BehroozGharleghi、副研究员 Heather Brown 和研究助理 Ekaterina Jarkov
进行了视频会议。
而此前，DOC 监事会主席 Vladimir Yakunin 曾到访过 CCG 北京总部，并
就国际秩序的文明维度、“一带一路”下的亚欧大陆发展机遇、未来国家地区的
发展挑战以及新世界秩序中的核稳定等话题发表演讲，并同与会嘉宾深度交流。

致力全球人才治理，积极打造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CCG 理事长王辉耀、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苗绿还应邀参加了午餐会，与国
际移民组织全球移民数据分析中心 (IOM GMDAC) 主任 Frank Laczko 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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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会项目国际指导委员会委员、卡
尔顿大学 ( 加拿大渥太华 ) 移民与人口
流 动 政 治 学 副 教 授 Martin Geiger 就
CCG 与 IOM GMDAC 未来在人才流
动研究和活动上的合作展开交流。午
餐会后，CCG 理事长王辉耀还接受了
IOM GMDAC 的采访，就全球人才流
动议题发表相关看法。
此 前，Frank Laczko 和 Martin
Geiger 还曾参加 CCG 在第二届巴黎
和平论坛上举办的以“人才流失：更
好地利用全球人才”为主题的国际人
才组织联盟会——国际专家研讨论坛，
就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和全球人才治
理等话题和与会嘉宾进行了深入研讨，
为进一步完善联合会筹建方案，吸引
国际社会参与提供了帮助。
此外， CCG 研究员陈肖肖曾于
埃及参加由 IOM GMDAC 与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举办的关于移
民数据的会议。在本次午餐会期间，
双方还考虑今后可在北京合作举办这
一会议的区域会议。

作为全球领先的国际化智库，CCG 长期致力于全球化、全球治理等领域的
研究。CCG 持续关注国际关系的发展，除了通过举办相关议题的圆桌研讨会，
还积极发挥智库 “二轨外交”作用，积极“走出去”，在海外主办高规格论坛、
研讨会等交流活动，拓展交流渠道。在刚刚结束的第 56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MSC）
中，而此次德国系列活动的开展，是 CCG 为推动中德“二轨交流“而做出的全
新学术和民间交流举措，将为推动两国人文交流与合作贡献智库力量。

CCG visits Germany to promote China-Germany relations
In February 2020, CCG experts went
to Berlin, Germany to participate in
several exchange seminars as part of
Track II dialogues to strengthen ChinaGerman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During the three-day visit, CCG
experts visited 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SWP) and the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DOC) in Berlin to
conduct exchanges and discussions.
In addition, CCG experts had a lunch
meeting with Martin Laigko,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s Global Migration
Data Analysis Center (GMDAC),
and Martin Geiger,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teering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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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s of Huma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at Carleton
University, exchanging ideas on future cooperation.

Strengthen China-Germany think tank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During the visit, Wang Huiyao, CCG president, and Mabel Miao, CCG co-founder
and secretary-general, visited 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SWP), one of the largest think tanks in Europe. They also exchanged
views on future cooperation between CCG and SWP with SWP Head of Research
Division Steffen Angenendt and SWP associate researchers Nadine Biehler, David
Kipp and Amrei Meier.
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SWP) is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institute that advises the German Bundestag and the
German government on questions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SWP also advises decision-maker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levant to Germany including the European Union, NATO and
the United Nations. SWP is one of Europe's leading think tank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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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focus on new developments
Wang Huiyaoalso paid a visit to the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DOC) in Berlin and discussed
future cooperation in research and
activities with Jean-Christophe Ba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nd chairman of
the executive board of DOC, as well as
Berthold Kuhn, consultant and head of
Research and Policy.
To further explore research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Wang also held a video
conference with Andrey Filippov,
executive director of DOC Moscow
Office; Richard Higgott, adviser of
DOC Brussels Office and professor of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Ekaterina
Gerus,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of
DOC Moscow Office; Vladimir Popov,
research director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s of DOC Moscow
Office; Behrooz Gharleghi, senior
researcher of DOC Moscow Office;
Heather Brown, associate researcher
of DOC Moscow Office, and Ekaterina
Jarkov, research assistant of DOC
Moscow Office.
CCG maintain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DOC. Vladimir Yakunin, chairman
of the DOC Supervisory Board, visited
CCG's Beijing headquarters and spoke
on the civilizational dimen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opportunities in Asia and Europe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nuclear stability in the new world order, having in-depth exchanges
with participants at the event.

Global talent governance and build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latforms
Wang Huiyao and Mabel Miao also participated in a lunch meeting with Frank
Laczko,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s Global
Migration Data Analysis Center (GMDAC) and Martin Geiger,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teering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Project,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s of Huma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at Carleton
University. They exchanged views on future cooperation between CCG and
GMDAC in research and activities on talent mobility. Wang was then interviewed
by GMDAC, sharing his opinions on the topic of global talent mobility.
The experts also discussed the possibility of co-hosting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Migration Statistics (IFMS) in Beijing in the future. In January, CCG researcher
Chen Xiaoxiao took part in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Migration Statistics (IFMS)
in Egypt,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and 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DESA).
Previously, Frank Laczko and Martin Geiger
participated in the sub-session "Brain Drain: Making
Better Use of the World’s Talent", organized by
CCG at the 2019 Paris Peace Forum, discussing the
Global Talent Organization Alliance and global talent
governance. This helped with preparations for the
Global Talent Organization Alliance and attracted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China's leading non-governmental think tank,
CCG focuses on research of globalization,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ddition
to organizing round-table seminars, CCG also hosts
high-profile forums and seminars overseas as part
of Track II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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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我”格局打造国际化的
高振东： 中国高端品牌
Collectively building a high-end international
brand

On February 14, 2020, Gao Zhendong,
the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POSITEC,
pointed out that “Westlessness”
can be understood as a widely felt
anxiety stemming from uncertainty
surrounding long-term goals of the
West and the lack of a common
position at the 56th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MSC). He thinks that
Westlessness reflects the main
problem now facing the West – being
shackled in the circle of the ‘West’
and clinging to the superiority of the
West over the non-West. Gao said this
is a narrow egocentric perspective
that fails to grasp the big picture of
our globalized world.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a large number of companies with
long-term vision and determination
have stood out. Unlike stereotypes
many hold in the West, many Chinese
companies are now improving
themselves in term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Under this trend,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the West and
others not only becomes meaningless,
but also hinders global development.
POSITEC is one such Chinese company
with a global vis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Gao Zhendong, POSI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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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振东，CCG 资深副主席，宝时得集团创始人、总裁

has transformed successfully. In 2004, Gao successfully launched the high-end
brand WORX for electronic tools in the UK.
With a long-term vision in corporate strategy, Gao has a dream of "creating a
high-end brand around world." He believes that innovation and openness can
keep the brand alive, and innovative strategies and talent can make a brand
succeed. Over the past 10 years, POSITEC has entered the main markets in
Europe and America, and its overseas marketing subsidiaries are widely spread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His courage and resourcefulness has led the POSITEC
to the world and formed a great image for Chinese outbound investment in the
world.
“‘西方缺失’可以理解为一种被广泛感受到的不安，这种不安源于‘西方’
持久目标的不确定性和‘西方’共同立场的缺失。‘西方缺失’论，恰恰反映
出西方现在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把自己桎梏在‘西方’圈子内，突出‘西方’
相较于‘非西方’的优越感，是一种注重自身‘小我’的偏狭视角，而缺乏全
球化时代应有的‘大我’格局和眼光。”2020 年 2 月 14 日，宝时得科技（中
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裁高振东在对第 56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MSC）的主
题“西方缺失”进行解读时说道。
事实上，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目光长远、敢想敢做的企业纷纷脱颖
而出。区别于西方以往的刻板印象，如今许多中国企业在知识产权创新、绿色
环保、国际化等方面日臻完善。在此趋势下，“西方”与“他者”的二元对立
不仅失去了意义，更有碍发展。
宝时得便是这样一家具有全球化“大我”格局与眼光的中国企业。在高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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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带领下，宝时得成功转型，2004 年首次将宝时得自创的高端电动工具品

年，高振东随即敏锐地认识到，仅靠

牌 WORX/ 威克士成功投向英国市场。高振东在企业战略上高瞻远瞩，怀揣“创

代工会永远处于产业价值链底端，要

立世界高端品牌”理想。他坚信创新和开放才能使品牌永葆活力，以战略创新

实现长远发展，必须要有自主品牌。

和人才建设成就品牌，10 年来在欧美主流市场攻城略地，海外营销子公司遍布

从技术角度来说，贴牌代工不太可能

欧美主要国家。他面对风险未雨绸缪，冷静洞悉全球经济市场动态。他的胸襟

获得领先于市场的核心技术。“在电

胆魄与远见卓识，不仅带领宝时得品牌走向世界，更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

动工具行业，机械制造领域里，迟早

的形象增辉添色。

有一天大家质量差不多。”在这种情
况下，竞争的是劳动力成本，是不可
持续的。

高瞻远瞩惊险转型打造国际高端品牌

然而，从品牌角度来说，那时候

“企业一定要做好长期冲突的准备。企业要且必须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一

全世界的电动工具品牌数量有限，中

旦最坏的情况出现了，也不至面临致命的打击。”从企业的角度来看，高振东

国人做自主品牌“十有八九是不成功

不仅高瞻远瞩，敏锐地把握住了长期趋势，而且具备企业家强烈的风险意识和

的”，高振东说。进退维谷之际，他

忧患意识。在高振东的引领下，宝时得集团已发展成为一家集电动工具研发、

决定孤注一掷拼一把，“只有创立自

制造、营销于一体，拥有国际知名电动工具品牌的跨国公司。集团拥有美国、

主品牌，才有可能找出一条新路，否

英国、意大利等十多家海外分公司，意大利、澳大利亚两大海外研发子公司，

则就是‘等死’。”

以及苏州、张家港、越南三大制造基地。
“你可能失去了眼前利益，但是更要看到长远利益，并且决定下来到底该

为了成为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主
人，宝时得迎来了漫长的准备期。品

怎么做。”谈及企业发展道路上经历的几次惊险转型，高振东感慨万分。1994

牌定位、产品、零售渠道、物流渠道，

年，创业之初的宝时得是一家电动工具出口贸易公司，以外贸为主业，代理出

走向自主品牌之路落实起来是“摸着

口国内电动工具。虽然刚开始只有 4 个人创业，但当时国外买方和国内卖方信

石头过河”。宝时得决定通过与零售

息严重不对称，市场需求量大，加之国家政策较有利，公司当年就实现了将近

商结盟等方式学习如何根据市场需求

3000 万美元的营业额，而当时中国电动工具出口总创汇不到 2 亿美元。

去提升产品品质、设计产品的能力，

高振东坦言，当时越是成功，他的心里越是不踏实。在 1995 年，宝时得

并开拓营销渠道，增进对国外市场的

从贸易转向实业。可由于制造和贸易截然不同，转型过程中困难重重，一开始

理解。这也是当时面临转型时高振东

盈利很少，直到 1997 年宝时得开始大规模为博世、百得等多家世界知名电动

一直思考的事：“跟世界这么多著名

工具品牌做贴牌订单，形势才开始转好，但“OEM（贴牌生产）模式和成本

品牌做贴牌生产的时候，我们学习的

战略是否可以支持公司的长远发展？”一直是萦绕在高振东心中的问题。1999

是旧产品的设计规范和产品的制造规
范；跟零售商这块做实有品牌的时候
是学习到的是市场的需求。理解客人
到底需要些什么，国外市场上需要些
什么，再根据需求来设计产品。在这
个过程中间，当然我们又结交了很多
的大型零售商，解决了渠道的问题。”
等这些问题渐渐明朗，宝时得就开始
设计产品。首先需要思考的是，这产
品要让消费者能够接受，跟已有的一
些品牌要有差异，要有比它更好卖的
卖点等等。
建立自有品牌绝非一帆风顺，面
对阻碍，高振东坦言：“你必须要有
个决心，不能说三心二意。”2003 年，
正是转型的关键时期，宝时得突然接

高振东在 CCG 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发言

到了一家国际电动工具巨头 60 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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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振东获得 CCG 颁发的“智库公益创新奖”

产品的贴牌大订单。接下这一单，公
司至少几年“衣食无忧”，而接单则
意味着长达 5 年之久的自有品牌战略
布局的节奏完全被打乱，等于间接扼
杀了自己的品牌。为了专注于自主品
牌战略的实施，宝时得权衡利弊以后，
最终选择婉拒这笔订单。
高振东坚定地认为，如果不做自
主品牌，“迟早有一天会被人赶走”。
这 份 远 见 卓 识 在 后 来 得 到 了 应 验。
“正是因为知道品牌的路不好走，所
以战略上需要有这么长时间的准备，
想办法尽量能够把失败的可能性降
到 最 低。” 经 过 6 年 的 精 心 布 局，
2004 年，宝时得在英国推出了自主
品 牌 WORX， 产 品 以 过 硬 的 质 量 和
鲜亮、时尚的玩具造型，迅速打开市

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作为一家中国人的民族企业，高振东自创业之初就将“致力持续创新、引
领工具革命、改善人们生活、推动社会进步”作为宝时得的企业使命，强调坚
持履行企业公民的使命和责任，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从而实现企业更大的价
值。高振东说，这些其实是企业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系列环环相扣、
无缝衔接的实践理念。“从企业的生产经营、企业的目标、如何来作业，中间
一整套都是非常有机、环环相扣、无缝链接的。这种连续的运营中，并没有几
张皮现象。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不同的东西。”
依托品牌战略、科技创新和自主研发，集团多年来获得了无数国际权威奖
项，并赢得了客户和终端用户的一致赞誉和高度好评。如今的宝时得正在为创
建属于中国的国际品牌、为中国民族企业的持续发展、推动电动工具的变革和
进步探索着一条积极的发展之路。这其中，持续创新的理念贯穿在宝时得企业
发展的整个过程。提供开放的平台，鼓励所有员工提出对产品、营销等方面的
创意和想法，献计献策……正是基于对创新的热衷和推崇，宝时得不断促使着
创新团队创造更高质量、更高品质、更优的人机设计产品。
敏锐的市场观察力也是宝时得不断前进的创新点之一。高振东认为，优秀

场，当年销售额达到了 2000 万美元。

的产品并不一定在于技术上的重大突破，而在于是否契合市场真正的“痛点”。

这 之 后， 宝 时 得 先 后 在 2004 年 和

在高新科技不断更新迭代、大数据革命的浪潮下，高振东对品牌价值创造的最

2016 年收购了美国 Rockwell、德国

终目标保持着清晰而冷静的认识。“创新不是说为了创新而创新，一定是为消

Kress 两大境外品牌，“品牌之路”

费者而创新的。”品牌能够成功的唯一钥匙，就是人无我有，品牌能为消费者

不断深化。

及最终的使用者创造更好的价值，而“给消费提供更大的价值，只有创新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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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跟着人家后面学习抄是不可能的！”只有先明确了品牌创新的目标、使命，

的 关 注。 宝 时 得 曾 于 2012 和 2014

才能去考虑如何进行高效地创新，才能真正持续地引领研发团队。

年两次荣获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通过将目标使命和策略结合起来，不断地重构，从而使企业走向世界前
列。”高振东将他对创新的理解付诸企业发展的实践过程。如今，宝时得现拥

认证的白金标签，成为低碳制造的模
范企业。

有意大利、澳大利亚、苏州等三个研发机构，先后在全球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甚至宝时得的新总部也融合了国

进行了自主品牌的商标注册和专利申请，特别是在中国、美国及欧洲部署大量

际领先的环保设计理念。主体办公楼

专利。截至当前，宝时得已在全球申请专利超过 6700 件，其中创新发明专利

采用先进环保材料与技术，有效利用

占比超 50%，位居全球同行前列；在电动工具领域创造了几十个世界领先的技

太阳能、雨水、地热等可再生能源，

术，带动了世界电动工具技术的革新，赢得了业界的认可。

减少电能消耗，于 2017 年得到了美

宝时得成功地运用了“基本专利 + 外围专利”的专利战略，从而使专利产
品有效地占领了国际市场；在中国市场，宝时得将继续依托全球专利布局，全
面保护产品与技术的创新成果，推动威克士在国内持续、健康、有序的发展。

国 LEED（Leadership in Energy
& Environmental Design） 国 际 性
绿色建筑认证系统铂金级认证。
从 日 常 办 公 到 企 业 产 品 设 计，

宝时得独特的创新理念，为其在国际市场的不断前行定下了良好的基调。

宝时得不仅将绿色环保的理念贯穿始
终，还将这一理念深入细化到了企业

以绿色环保理念引领企业发展

运行的方方面面。正是秉持着这种将

如今绿色环保已成为全世界人们关注的话题。作为有着高度社会责任感的

社会责任与企业文化融为一体的态

企业，宝时得始终走在行业前列，率先推出绿色环保的企业文化理念，在集团

度，宝时得在全球相关产业内备受好

内部掀起了绿色制造、绿色研发、绿色办公以及绿色生活的文化氛围。在高振

评。

东心中，绿色环保的理念应贯穿着整个公司的生产、生活、经营和产品整个过程，
即中间的产品设计、生产制造、工作生活空间等方面都需要践行绿色环保理念，
如产品设计过程要减少浪费，充电式工具逐渐代替汽油工具；制造环节节能减
排；员工的工作、生活空间符合绿色办公的理念。
作为致力于打造国际化高端自主品牌的宝时得来说，绿色环保的文化理念
在国内外市场都深入人心，也是其品牌的其中一项定位、价值所在。“一个企
业的主张，即使不引领，也要不掉队。”高振东说，单纯的捐款、捐树等公益
举措不是不好，但只有找到真正和企业核心理念相契合的潮流方向，在企业擅
长的领域发挥环保精神，企业发展和绿色环保事业才能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协会认证，汽油割草机能够排放出相当于 11 台新型汽
车排放出来的污染量。在一年适宜的季节中，OPE 的排放量占到了所有污染
气体的 5%。多年以来，电动割草机一直不为用户所接受。交流割草机拖着杂
乱的电源线、直流割草机续航时间太短，这两类电动割草机又都不具备汽油割
草机的强大功率。所以，既然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又怎能去谴责用户污染环
境呢？
2009 年，宝时得研发了 Intellicut WORX ECO 零污染系列，是直流割草
机的革命性创新，史无前例地将单次充电割草面积扩大到了 1500 平方米。这
款新型割草机配备主动割草技术，能够根据实际负载自动调节马力，使其拥有
了比汽油割草机更好的性能。完美的电动工具产品不仅要拥有优秀的实用性能，
更要兼具优秀的人机工程设计和良好的环保指标。宝时得的产品正是秉持了这
样的研发设计理念，在帮助用户完成工作的同时，更注重呵护用户健康、保护
生态环境。
此外，宝时得花费数百万元引进全套先进的节能环保生产设备，减少生产
过程中的“三废”排放和能源消耗，曾吸引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内的社会各界

“一带一路”和“走出去”中的
民营企业
“一些企业专注国内市场，一些
企业只关注世界市场的一部分，比如
只关注美国或者非洲。”在高振东看
来，当前的一个企业如果不做全球化，
就很难活得长久。在全球化大背景下，
企业很难固守自己一方天地。因此，
需要企业能从对全球化市场的认知转
变到企业全球化的认知。
“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带来新
的机遇，“走出去”道路上投资主体
呈多元化发展，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
占比中不断攀升。制造业的海外发展
势头依然强劲，在中国“智造”输出
的过程中也涌现出众多民营企业。
作为行业内的隐形冠军，宝时得
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就在国际舞台
上和顶尖的国际工业企业同台竞技，
因此高振东非常关注“一带一路”和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情况，在媒体
报道中时常就企业家的角度提供一些
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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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高振东对企业全球化战略布

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体而言，美国的影响力以及美

局的经验，“一带一路”有国家战略

国的叙事方式和逻辑，已经不是很多人的认同了，同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得到

的考虑，而企业其实也有现实的考量。

了很大的提升。”

多边主义是解决市场冲突的要义，世
界各国与中国既有竞争关系也有合作
关系。特别是，随着欧洲参与到“一
带一路”中，该区域对中国战略意图
和中国企业的疑虑逐渐缓解。企业需
要利用好“一带一路”战略来平衡全
球市场的布局。
其 次 企 业 需 要 舍 弃 投 机 性， 发
挥实干的精神。高振东谈到，无论是
否存在有利的政策条件，都应该埋下
头来做好企业自己的事。“真正要做
好企业、了解市场、理解需求、理解
市场的特殊性，在市场能够站稳脚跟
的时候，再考虑国家政策层面上的支

作为在海外市场发展自有品牌的优秀企业家，高振东对中美双边关系对两
国及国际合作与发展的影响也非常关注。在由 CCG 主办的慕安会“中美冷战？
迷思与现实”主题晚宴上，高振东出席会议，并就中美间不会爆发“新冷战”
的原因、中美关系现状和国际社会如何防止大国竞争升级为类似“冷战”的冲
突等问题，与来自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等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度探讨与
交流。
主题晚宴结束以后，高振东还与同参会的美国司法部部长助理就相关问题
展开了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交谈中，高振东发现美国的官员对中国缺乏一定
程度的了解。“所以我在想，我们需要更多民间外交的平台，需要更多民间的
声音。”高振东说，当官方外交沟通渠道不畅通、沟通效果欠缺的时候，民间
外交提供了一个相对缓和的国际交流平台。一方面，非官方层面的积极沟通有
利于减少两国间的误解；另一方面，应当利用好舆论宣传这方利器，把握舆论
的主动权，传播中国故事，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

持。”高振东建议说。同时，无论企

对于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高振东认为，短期来说，中美的矛盾冲突

业是否需要开拓“一带一路”市场，

会成为主流，然而矛盾冲突会持续多长时间，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但另一

都一定要理解当地市场的状况。“企

方面，中美双边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最特殊的一对双边关系，当今世界

业是基于满足当地市场需求这样一个

上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等等一系列我们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没有中美两国

过程而成功存在下来。”高振东这样

的共同协作，一个问题都解决不了。因此，不管短期中期来看，中美两国的矛

强调。

盾和冲突不是难以调和的，最终还是要回到如何来解决当前我们人类面临的问
题上，最终还是会走向合作。

国际舞台上的中国企业家
2020 年 2 月，以 “西方缺失”
为 主 题 的 第 56 届 慕 尼 黑 安 全 会 议
（MSC）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会议有
近 500 位全球高级别层面的政策决策

疫情下的企业应对
而自 2019 年底以来，人类便面临着一项全所未有的重大挑战——新冠肺炎
疫情的爆发。目前疫情在全球蔓延，不但威胁着全人类的健康安全，也对各国经
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冲击。对此，高振东站在企业家的角度，对疫情影
响的广度、深度以及中国企业应采取的应对措施等问题分享了他的观点和思考。

者参加。作为中方企业家和 CCG 的
资深副主席，高振东出席了会议，并
跟我们分享了对会议焦点话题的深刻
见解。
在解读“非西方化”时，高振东
提到，“非西方化”的第一个表现是
指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对世界格局有所影响；第二个表现是
西方在处理各种国际事务时的方式不
同于以往，并以这种分析方法为基础，
讨论该如何界定“非西方化”、各国
该如何应对等。
对此，高振东感慨说，这个世界
已经发生了巨变。习近平总书记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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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振东认为，短期的问题在于全球需求的萎缩和生产工作的困难。
新冠疫情的发生具有偶然性。此前中国社会停摆，经济受到冲击，中小
微企业难以为继，大型企业也措手不及，很多制造业企业现在仍处于艰
难的复工复产阶段。当疫情发展到全球大流行阶段，在欧洲、美国等国
家确诊病例数字逐渐攀升，全球市场的需求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另外，
他也看到近期一些企业同行在复产复工中遇到的困难，比如上下游企业
衔接困难、缺乏原材料或者零部件、劳动力匮乏等。
他判断后续市场需求的极度萎缩，实际上是企业将会面临的更大的
难题，属于中期的影响。“特别是我们依靠全球市场的企业来说，后期
难点肯定还没有全部到来。”高振东说。由于全球市场的低迷对中国市
场的波及，无论企业是否布局全球市场，中国企业都将面对全球价值链
断裂、受阻所带来的挑战。长期来看，影响则是企业会对数字化营销、
网络营销等进行重新布局。国外目前提倡的在线办公，指的是整个公司
都可以在家办公，这加速了企业经济形态的改变和重组。
高振东对此次疫情带来的短、中、长期的影响有清晰的认识，对市
场动向的变化有敏锐的嗅觉。“我们要基于此调整企业的运营，来适应
这种变化。”他说。面对疫情的冲击，宝时得的应对措施有条不紊，规
避风险，刺激需求，自我修炼等方面多管齐下，稳定了企业经营，收到
了良好的效果。
应对短期影响，除了积极推进复工复产，宝时得及时补足供应商的
工人缺口，加速恢复生产能力。
应对中期影响，疫情导致全球范围内很多实体店难以正常运营，实
体店销量萎缩，宝时得于是加强亚马逊平台上的线上网店销售，调整、
拓宽线上渠道。其次，为保证美国、欧洲等地的企业正常运作，宝时得
近期在美国进行了压力测试，测试线上基础设施和运作流程是否能保障

特的“二轨外交”作用，是世界了解中国、

企业需求。此外，宝时得也保证第三方的物流供应商、售后服务供应商

中国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在两国之间

等的持续化的工作机制。

存在矛盾和冲突时，需要有各种因素去促

应对长期影响，高振东认为消费者的行为体系将会产生变化，因此

成合作，各种官方的平台很难能够缓和关

宝时得正加速全球线上销售平台的建设，调整销售模式，以应对此次疫

系，因为他有自身的根本冲突，这样造成

情对其全球业务开展带来的冲击。

很难缓和的时候，民间的力量有的时候可
以发挥着意想不到的作用。”

民间智库可搭建起面向全球的沟通桥梁

作为优秀的中国企业家，高振东不仅
把居安思危的创新理念和绿色环保的责任

作为 CCG 资深副主席，高振东十分认同 CCG“以全球视野，为中

意识贯彻到企业和产品的方方面面，更是

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的定位。他认为世界发展到现在，

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品牌的实力和蓬勃生

全球化是必然的趋势，国家、企业都要顺应这个变化，“不走全球化的

机。作为最早“走出去”的民营企业中的

道路，企业就不可能发展，国家就不可能强大”。

一员，他深刻地感受到全球化势不可挡的

高振东称赞 CCG 在全球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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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巨大成果，认为其参与推动
和影响了诸多国家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政策、增进了西方对中国的理解与
信任，是国内外主流媒体获取思想创新和观点交锋的优秀思想库。
在参加慕安会后，高振东观察到社会智库促进民间交流，起到的独

劲头，以及西方与中国深化合作、相互理
解的潜力。作为 CCG 资深副主席，高振
东相信，面向未来，CCG 将能进一步增
强“二轨外交”的影响力，在搭建起面向
全球的沟通桥梁等方面将会发挥更多民间
智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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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大《全球智库报告 2019》发布，
CCG 在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单中大幅 提升 18 位
2020 年 1 月 30 日，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 2019》（2019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在纽约、华盛顿、伦敦、巴黎等全球近 150 个城市盛大发布。在报告的全
球智库排名系列榜单中，全球化智库（CCG）在 15 个榜单中获得高度认可，并在 2019 年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单中位
列第 76 位，较 2018 年大幅提升 18 位，连续三年入选世界百强智库，也是唯一入选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
《全球智库报告》由 James G. McGann 领衔的 TTCSP 自 2006 年起每年发布一期，至今已连续发布十四年。十四年来，
报告已建立了一套客观公正的研究体系，通过每年对全球智库进行综合评价与排名，研究全球各国智库在政府与社会中的作
用，引导各国智库为搭建社会与政府间的桥梁付出努力。本年度的报告根据全球智库综合排名、分布区域、研究领域和特殊
成就四大类别，共列出 51 个分项榜单。其中，中国智库上榜的榜单数量达 40 项， CCG 在 15 项排名中均榜上有名。
过去一年中，中美关系的发展跌宕起伏，国际局势充满了不确定性因素。为探索百年变局之下的机遇与挑战，CCG 不
仅通过圆桌研讨会、主题演讲等形式接待来自全世界各国学者、专家以及国际机构组织代表的来访，成为国际交往的重镇之一，
还为寻求共赢积极搭建沟通平台，充分发挥民间智库设定议题、促进国际交流的作用，并持续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智库的
声音，在维护国际秩序、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加强国际关系等相关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获得了国际各界的认可。
在全球顶级智库综合榜单中， CCG 再次进入全球顶级百强智库，名列第 76 位，较 2018 年上升 18 位，连续三年
成为唯一入围世界百强榜单的中国社会智库。
2019 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单（上榜中国智库）
序号

智库名称

排名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CICIR）

1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

38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CIIS）

50

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DRC)

56

5

清华 - 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

58

6

全球化智库（CCG）

76

7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IISS)

81

8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SIIS)

96

在分布区域类别的“亚洲大国（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智库百强榜单”中，共有 27 家中国智库上榜，CCG 以
第 18 名位列中国社会智库首位。
同时，CCG 在《全球智库报告 2019》发布的多个项目榜单中也有着卓越表现。
在特殊成就类别中，CCG 在入选“2019 全球最佳社会智库”的 144 家智库中表现突出，位列全球智库第 37 位，
蝉联中国社会智库第一。
在“2019 全球最佳机制性合作智库”榜单中，CCG 位列全球第 25 名，是唯一入选该榜单的中国智库。
在“2019 全球最值得关注智库”100 强榜单中，CCG 也以全球第 22 名连续三年成为上榜中国智库的首位。
CCG 长期以来持续推动政策研究，在“2019 全球杰出政策研究智库”榜单中位列第 60 位，较去年提升两位，是为数不
多的上榜中国智库中的唯一社会智库。同时，CCG 连续两年上榜“全球最佳外交政策及国际事务智库”与“全球最具公共政
策影响力智库”，其报告《数字革命：中国如何在国内外吸引数字贸易机会》也被甄选为 2019 最佳智库政策研究报告之一。
管理运营对智库，特别是需要募资的社会智库来说，是与政策研究一样重要的工作，也是衡量智库发展水平的标准。
在这方面，CCG 上榜了“2019 年经费少于五百万美金的全球最佳运营智库”，位于第 47 位，表现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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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CCG 在“2019 全球最佳质量保证和完整策略及程序智库 68 强”中为唯一上榜的中国智库，位于第 28 位，
展现了 CCG 在业界的公信力。
在创新运用方面，CCG 被甄选为“2019 全球最佳创意或模式创新智库”，名列全球智库第 43 位，排名较 2018
年有所提升，并已连续在上榜中国智库中成为首位。
在媒体及网络信息运用上，CCG 在“2019 全球最佳媒体应用智库”、
“2019 全球最佳互联网应用智库 60 强”、
“2019
全球最佳社交媒体及网络运用智库”三个榜单中分别位列 48、25 及 68 位，成为为数不多的被甄选上榜的中国智库。
作为《全球智库报告 2019》榜单排名过程的一部分，2019 年，TTCSP 全球智库数据库中列出的所有 8248 个智
库都被联系并鼓励参与提名和排名过程。除了 68191 多名记者、政策制定者、公共和私人捐助者以及 TTCSP 名单上的
职能和区域专家外，还邀请了 3974 多名专家完成提名和排名调查。此外，TTCSP 还组织了由来自不同行业及学科背
景的数百位专家组成的专家评审团对排名过程进行审核和评估。今年，TTCSP 还借助新媒体——网站和社交媒体向更
广泛的受众传播有关今年指数标准的信息。其全球智库排名因评选过程的广泛参与和过程设计的严谨与公正，成为当今
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智库排名体系。
今年，TTCSP 邀请了全世界数百个主办国、规划委员会成员和合作机构在全球近 150 个城市举办智库活动。数十
家国际著名智库及一百余位来自相关领域的各界精英参加了于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华盛顿总部举办的报告发
布会，CSIS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John J. Hamre、哈德逊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Kenneth R. Weinstein、华盛顿智
库史汀生中心 (Henry L. Stimson Center)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Brian Finlay、非洲经济转型中心 (ACET) 主任兼高级顾
问 Rob Floyd、北极研究所 (Arctic Institute) 总裁兼执行总监 Victoria Herrmann 等多家智库的领袖及 TTCSP 负责
人 James G. McGann 和美国白宫记者 Daniel Lippman 出席研讨。CCG 受邀参加本次发布会，CCG 副秘书长许海
玉代表出席。发布会历年场面盛大，极具影响力，发布日更是被誉为“国际智库日”。
作为连续三年跻身世界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全球化智库（CCG）长期致力于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等领域研究，并
积极参与并促进各界人士就相关领域的交流探讨，已成为中国推动全球化的代表智库。CCG 在 2019 年不仅在权威的
国际排行榜中获得高度认可，在国内多个榜单也获得很高评价。在南京大学与光明日报社发布的《CTTI 智库报告
（2019）》中，CCG 获评“2019CTTI 智库最佳实践案例”。此外，CCG 再次受聘为“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
理事单位并荣获“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 2019 年度“品牌活动奖”。在由人民网举办的第四届中国教育智库年会暨首
届未来教育创新成果颁奖典礼上，CCG 荣获最具影响力智库奖。此外，为发挥中国智库主动在国际重要多边场合设置全球
治理议题、参与全球治理规则设定的重要作用，也为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化进程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方式，今年，
CCG 全球数字经济联盟（D50）倡议再次入选本届巴黎和平论坛全球治理方案之一。而作为第一个正式获得联合国经社
理事会 (ECOSOC) 非政府组织“特别咨商地位”的中国智库，CCG 在世界最重要的全球治理平台上积极发出中国声音，
为中国智库更充分参与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开拓了崭新模式。

CCG ranked among world’s top 80 think tanks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has been ranked
in Top 100 think tanks worldwide, rising from 94th to 76th in
2019, as well as earning a spot in 15 other categories in the
2019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Launch events in
over 150 cities across the globe, including New York, Paris,
Washington DC and London, marked the release of the report
on January 30, 2020.

Overall Ranking
2019 TOP THINK TANKS WORLDWIDE
(Chinese Think Tank rankings)

Since 2006, 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GGTTI)
report has raised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think tanks play
in governments and civil societies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 the 14th consecutive year that the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TTCSP)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has released this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annual report.
This year's report contained a total of 54 rankings, spanning
the four major categories of overall ranking, region, area of
research and special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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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third year in a row, CCG has been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world's top 100 think tanks – the only Chinese nongovernmental think tank to make this list. Furthermore, this
ranking has risen significantly to number 76, up 18 places
from last year. CCG also ranks in 15 categories in the report.

Regional Rankings
In the Top Think Tanks in China, India,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category, which ranked 27 Chinese think
tanks, CCG came in 18th, claiming the top place among
Chinese independent think tanks.

Special Achievements Rankings
CCG also featured in a diverse range of lists in this year's
GGTTI rankings in the special achievement categories.
CCG ranked 37th in the Best Independent Think Tank
category, earning the top ranking among Chinese think tanks
for the third consecutive year.
CCG also ranked 25th in the 2019 Best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Involving Two or More Think Tanks and 28th
in 2019 Best Quality Assurance and Integrity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as the only Chinese think tank in both lists.
Furthermore, CCG ranked highly in the Think Tank to Watch
in 2019 list, coming in at 22nd globally and highest-ranking
Chinese think tank in the list for the third consecutive year.
In the area of policy studies, CCG ranked in 60th in the 2019
Think Tanks with Outstanding Policy-Oriented Research
Programs list, 120th in the 2019 Top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ink Tanks list, and 66th in 2019 Think
Tank with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on Public Policy list.
CCG's report The Data Revolution: How China Can Capture
the Digital Trade Opportun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was also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best policy study-reports produced
by a think tank in 2019.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are as important as policy
research for think tanks, especially for non-governmental
think tanks like CCG. CCG ranked 47th in the Top Think Tanks
with Annual Operating Budgets of Less Than USD 5 Million
USD.
In terms of innovation, CCG ranked 43rd in the list of Best
New Idea or Paradigm Developed by a Think Tank and was
ranked first in the list of selected Chinese think tanks.
CCG also ranked 48th, 25th, 68th respectively in the Best Use
of Media (Print or Electronic), the Best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Best Use of Social Media and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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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 all, CCG once again entered the top 100 think tanks
comprehensive rankings in the "2019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becoming the only Chinese non-governmental think
tank to feature in the top 100 list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2019 was another remarkable year for CCG, with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s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global economy undergo profound changes. CCG
has been activ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is year,
attending numerou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holding
seminars, often as the only non-governmental Chinese think
tank or institution present. As the only think tank in China
who has been granted "Special Consultative Status" by the
Economics and Social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 (ECOSOC),
CCG has built up its international platform by co-hosting
several forums. Throughout the year, CCG also continued to
host a series of global events to facilitate policy formulation
and exchange of ideas. Moreover, to promote new
academic and non-governmental exchange and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CG organized a series of "CCG
Roundtable Discussions" at its Beijing headquarters to
share insights, featur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ambassadors,
experts from think tank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bout the 2019 GGTTI report:
The 2019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GGTTI) marks the
fourteenth year of continued work by TTCSP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and emerging global trends of think
tanks worldwide.
This year, all 8,248 think tanks cataloged in the TTCSP's
Global Think Tank Database were contacted and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nomination and ranking process. In
addition to over 68,191 journalists, policy makers, public and
private donors, and functional and regional area specialists
on the TTCSP listserv participated and over 3974 fully or
partially completed the nomination and ranking surveys.
Finally, a group of peers and experts was asked to help
rank and review the list of public policy research centers of
distinction for 2019.
To refine and validate the generated ranking lists, TTCSP
assembled Expert Panels comprised of hundreds of members
from a wide variety of backgrounds and disciplines.
Additionally, new media – the website and social media
presence – helped to communicate and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about criteria for this year's Index to a wider
audience. Given the rigor and scope of the nomination
and selection processes, the rankings produced thus far
have been described as the insider’s guide to the global
marketplace of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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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归 70 年 70 人”榜单发布，
致敬新中国成立杰出海归代表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海归人才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9 年 12 月 18 日， 在由教育部、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欧美同学会 ( 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 ) 和广州市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9 中国海外人才交流大会暨第 21 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上，全球化智库（CCG）
与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联合发布“中国海归 70 年 70 人”，致敬 70 年间取得开创性成果的海归代表人物。
这是 CCG 和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连续第五年在“海交会”上发布该领域的权威榜单，入选本次榜单的有巴
金，白春礼，陈吉宁，万钢，崔天凯，龙永图，卢迈，邓稼先，钱学森，施一公，王辉耀，王俊峰，杨澜，杨振宁，
钟南山，胡舒立，张懿宸，李彦宏，郎朗，郎平，陈凯歌等七十位在政界、科研、学术、金融、商界、医药、教育、
文艺、体育等领域有着杰出表现的留学人员。

在国家有关部委大力支持下，“海
交会”已成功举办 20 届，目前已成为
国内规模最大、开放度最高、覆盖所
有海外人才的、在海内外最具影响力
的海外人才与科技信息交流平台。本
届“海交会”以“智汇、创新、共赢”
为主题，以“面向海内外，智汇大湾区”
为宗旨，参会人员达 30000 人次。

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优秀代表，最终经专家组评选推出“中国海归 70 年 70 人”。

教育部数据显示，20 世纪五六十
年代，我国向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派
遣留学生约 1.8 万人，其中 90% 以上
流向前苏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国
留学生数量增长迅速，1978 年至 2018
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达
585.71 万人，留学目的地遍布欧美发达
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同时，
留学回国人数稳步提升，365.14 万人在
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
业群体的 84.46%，高层次人才回流趋
势明显。70 年间，广大留学人员在几乎
所有的历史节点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 他们是中国科教事业的奠基人，为我国科教体制改革、人才培养做出卓越贡献；

中国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世界级国
际人才良性循环现象，新时代的海归
群体逐渐成为推动中国融入全球化的
重要力量，为推动中国全球化进程、
搭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做出了重
要贡献。值此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C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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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位在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对国家发

本次榜单推介的 70 位杰出海归代表均在科教文卫各个领域取得了开创性成
就。他们凭借着与时俱进的国际视野和扎实的学术理论基础，不仅在多个领域开
创了先河，更推动中国全球化进程，提升中国在各个国际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本
次“中国海归 70 年 70 人”体现出以下特点：
◎ 他们是中国大国崛起的关键力量，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捍卫者与核心智囊团；

◎ 他们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搭建起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 他们是中国创新创业风向的引领者，开创了新的商业模式，塑造着新的创业文化；
◎ 他们是国际组织“掌门人”，推动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话语权；

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坛“六大楷模”之一的巴金，带领中科院实现了中国科研
机构在海外零突破的白春礼，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任驻美大使崔天凯，为全球其
他城市治理大气污染提供了“北京经验”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 , 第一
位受聘于世界顶级的柏林爱乐乐团和美国五大交响乐团的中国钢琴家郎朗，建立
了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的李彦宏，让“女排精神”成为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
的中国女排总教练郎平，助力中国打开世贸组织大门、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开启
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的龙永图，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
“中国导弹之父”、
“中
国自动化控制之父”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中国海归研究第一人、
首个进入世界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的创办者王辉耀，打破了国际法律服务领域由
外国律师垄断的局面、成为中国律师走向世界的一面旗帜的王俊峰，作为申奥大
使曾两次代表中国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著名主持人杨澜，执掌中信资本、主导收
购全球最大跨国快餐连锁企业麦当劳中国项目的张懿宸，至今唯一获得戛纳国际
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华人导演陈凯歌等人入选“2019 年度中国海归 70 年 70 人”。
“海交会”以“面向海内外，服务全中国”为宗旨，通过展览、论坛等一系
列活动，以更积极、开放、有效的方式聚才引才，努力实现新的创新突破，为广

45

SPECIAL TOPIC

特别报道

大的国内需求单位和海外高层次人才
搭建一个相互了解、沟通、交流的平
台。作为中国领先的国际化社会智库，
CCG 长期致力于人才国际化等领域的
研究，连续多年出版国际人才蓝皮书
系列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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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在“海交会”发布“中国海
归 70 年 70 人榜单”，旨在致敬新中
国成立以来的 70 位优秀海归代表，表
彰其杰出贡献，同时为新时期海归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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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选“2019 年度中国海归 70 年 70 人榜单”的杰出代表包括（按姓氏音序排列）：
巴

金

白春礼
陈冯富珍
陈吉宁
陈凯歌
陈十一
陈 竺
程开甲
崔天凯
邓稼先
董建华
杜占元
傅成玉
龚 克
顾方舟
韩启德
侯云德
胡舒立
金立群
郎 朗
郎 平
李稻葵
李彦宏
梁建章
刘 鹤

林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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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学大师，中国作家协会原主席，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中国科学院院长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深化医疗卫生体制
改革领导小组首席顾问
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中国环境保护部、原部长
中国内地著名导演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欧美同学会会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原顾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任驻美大使
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核工业部科技委
副主任，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原党组书记兼董事长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WFEO）主席
中国病毒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长
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
原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原会长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
财新传媒创办人、社长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
国际著名钢琴家，联合国和平大使
世界排球名将，中国女排总教练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百度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携程旅行网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党组成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

刘永坦
柳 芳
柳 青
龙永图
卢 迈
闵恩泽
潘建伟

钱七虎
钱学森
钱颖一
屈冬玉
沈南鹏
施一公
史久镛
孙家栋
万 钢
王辉耀
王俊峰
王

石

王 兴
吴敬琏

著名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专家，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秘书长
滴滴出行总裁，高盛亚太区原董事总经理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发展
高层论坛秘书长
中国石油化工催化剂专家，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
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卓越
创新中心主任
防护工程专家、军事工程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
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西湖大学校董会主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原院长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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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湖大学首任校长，清华大学原副校长
联合国国际法院原院长，中国外交部
原法律顾问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原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科学技术部原部长
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
国务院参事，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中国法学会律师
法学研究会会长，金杜律师事务所创始人
万科集团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
WWF 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中国区主席
美团网创始人兼 CEO
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
原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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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良镛
吴文俊
谢家麟
熊晓鸽
徐光宪
徐小平
薛 澜
薛其坤
杨 澜
杨振宁
姚期智
叶笃正
叶培建

易 纲
张朝阳
张 磊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原副所长
IDG 资本全球董事长
亚洲化学联合会原主席
真格基金创始合伙人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原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
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院长
阳光媒体集团主席、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
世界著名物理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中国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空间科学与深空探测
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懿宸
张月姣

赵厚麟
郑哲敏
钟南山
朱光亚
朱 民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委副书记
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高瓴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耶鲁大学亚洲发展委员会主席
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
首批专家委员，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
原大法官、外经贸部条法司司长
俄罗斯电信科学院外籍院士，
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
国际著名爆炸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中国著名呼吸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华医学会原会长
中国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中国海归 70 年 70 人
背景介绍
教育部数据显示，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向前苏联等
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约 1.8 万人，其中 90% 以上流向前
苏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国留学生数量增长迅速，1978
年至 2018 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达 585.71 万人，
留学目的地遍布欧美发达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同
时，留学回国人数稳步提升，365.14 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
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 84.46%，高层次人才回流趋
势明显。中国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世界级国际人才良性循环现象，
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防科技建设到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
与现代化建设，再到“入世”后经济显著开放，改革稳步推进，
中国深刻影响了世界，70 年间，广大留学人员在几乎所有的
历史节点都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凭借着与时俱进的国际视野
和扎实的学术理论基础，在各行各业中异军突起，不仅迅速填
补了我国在多个领域中的空白，缩小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
差距，还在多个领域开创了先河，使中国迈上国际舞台的中央。

理了约 300 位来自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
各个领域，在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对国家发展做出过巨
大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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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归 70 年 70 人”。

特点分析
“中国海归 70 年 70 人”主要涵盖来自科教文卫、
政府机构、国际组织等各个领域，对中国经济社会各
方面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杰出代表。
◎ 他们是中国科教事业的奠基人，为我国科教体制
改革、人才培养做出卓越贡献；
◎ 他们是中国大国崛起的关键力量，是改革开放的
坚定捍卫者与核心智囊团；
◎ 他们是国际组织“掌门人”，推动中国深度参与
全球治理，提升国际话语权；

调研、分析与推荐方式

◎ 他们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搭建起中国与世
界沟通的桥梁；

全球化智库（CC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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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们是中国创新创业风向的引领者，开创了新的
商业模式，塑造着新的创业文化。

List of 70 Influential Returnees in 70 years of PRC released
On December 18, 2019, to honor outstanding returnees and
encourage students overseas to work and start businesses in
China,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and China
Global Talent Society (CGTS) released the list of 70 Influential
Returnees in 70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the
2019 Convention on Exchange of Overseas Talents and 21st
Guangzhou Conven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Scholar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is the fifth year that CCG and CGTS have
released this authoritative list at the conference.

Representing returnees
China has developed a unique form of international talent circulation
since 1978. In the new era, returnee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 vital
force to promote China's globalization and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build brid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On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CCG
research group selected 70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s from 300
individuals who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untr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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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成玉

龚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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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启德

屈冬玉

沈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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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久镛

易 纲

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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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 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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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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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石

王 兴

吴敬琏

吴良镛

朱光亚

朱 民

development since 1949. The research used various methods including
surveys, questionnaires, forums, seminars, andnews monitoring.
Seventy returnees were recognized for outstanding career
吴文俊
林毅夫
刘 鹤 promoting
刘永坦 China's
柳 芳
achie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They 谢家麟
have been a vital force in China's rise, helped to build up
China's science and education, served as messengers of
eastwest cultural exchange, leaders of China'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ism, and head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徐小平
柳 青
龙永图
卢 迈return of
闵恩泽
The noticeable
trend of the
high-level talents
Data薛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how that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nearly 18,000 Chinese students went to socialist
countries for study, 90% of them to the Soviet Union.

澜

The number of China's overseas students has risen rapidly since
杨振宁
姚期智
潘建伟
钱七虎
1978.
From 1978
to 2018,钱学森
the total钱颖一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reached 5.86 million. Study estinations span all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s well as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屈冬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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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群

沈南鹏

施一公

史久镛

易 纲

张朝阳

张懿宸

钟南山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 noticeable trend of high-level talent
returning to China. The number of students overseas returning
to China has steadily increased. 36.5 million people chose to
return
to China
after they completed their studies, accounting
熊晓鸽
徐光宪
for 84.46% of the completed study group.

About the Conference
The Convention on Exchange of Overseas Talents strives to
build a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domestic enterprises and
薛其坤
杨 澜
overseas
high-level
talents through exhibitions, forums, and
other activities. The 2019 conference was co-organiz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Association of
China),and
Guang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 The theme
叶笃正
叶培建
of the 2019 Convention was “wisdom, innovation and winwin."Nearly 30,000 individuals participated in this conference.

张 磊

张懿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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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理事 小红书
小红书由毛文超和瞿芳于 2013 年在上海创立 , 总部位于上海新天地，在北
京设有分公司，武汉设有研发中心和用户服务中心，目前员工总计超过 2000 人。
小红书以 "Inspire Lives" 为使命，用户可以通过短视频、图文等形式记录生
活点滴，分享生活方式，并基于兴趣形成互动。凭借真实、美好、多元的社区氛围，
小红书已成为年轻人不可替代的生活方式平台和消费决策入口，具有制造流行和
热点的能力。目前小红书用户数已超过 3 亿，其中 70% 用户是 90 后，并持续快
速增长。
小红书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将人与信息高效精准匹配，成为了爆款和
品牌的孵化器。小红书社区目前内容覆盖时尚、个护、彩妆、美食、旅行、娱乐、
读书、健身、母婴等各个生活方式领域，每天产生超过 30 亿次的笔记曝光，汇
聚了全球 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诸多品牌口碑。依靠用户生产的海量真实笔记，
小红书已经成长为全球最真实的消费口碑库，更成为新品牌尤其是新国货品牌，
取得用户信任的关键一步。

企业理事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2009 年 10 月成功登陆创业板，
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拥有水利水电工程总承包壹级资质，从业人员近 2000 人。
公司始终专注和致力于全球农业、农村、水资源问题的解决和服务，是集农业节
水灌溉、农村污水处理、农民饮水安全，“三农三水”业务、水利信息化、智慧
水务等全产业链方案解决商，可提供从项目规划、投融资方案、工程设计、施工、
管理、服务为一体的系统化解决方案。
大禹节水集团将秉承“以大禹治水精神做大禹节水事业”的企业精神，践行
“让农业更智慧让农村更美好让农民更幸福”的企业使命，以国计民生、乡村振
兴为已任，以保障国家和世界粮食安全和水安全为宗旨，以解决农业农村发展中
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指数为目标，以提高农业水肥利用效率、
生产效益和改善人类生态生存环境为引领，坚持科技创新、模式创新、管理创新，
朝着打造节水灌溉世界百年名企不懈努力奋斗。

企业理事 LinkedIn（领英）
LinkedIn（领英）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职场社交平台，创建于 2003 年，总
部位于美国硅谷。领英的愿景是为全球 30 亿劳动力中的每一位创造经济机会，
进而绘制世界首个经济图谱。截止 2020 年 1 月 29 日，领英全球会员总数已超
过 6.75 亿，覆盖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会员总数已逾 5,000 万。领
英于 2014 年正式宣布进入中国，并持续为个人会员和企业客户提供优质的本地
化产品和服务。2019 年，领英经过在华五年的实践和探索之后，升级了本土化战略，
正式启动中国战略 2.0。领英以社交为根基，最大化地利用全球平台和海量数据，
携手重量级行业伙伴，将“连接”更进一步，推出“一站式职业发展平台”。领
英致力于在连接人脉的基础上为中国职场人在职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提供更丰富
和全面的价值，陪伴他们成长的每一步，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连接无限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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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 芳
CCG 常务理事
小红书创始人
瞿芳，推动科技改变生活方式的创新企业家。自 2013 年与毛文超共同创
立小红书以来，瞿芳一直凭借自己开拓的视角、敏锐的消费洞察和创新的思维，
帮助公司并推动行业不断攀升新的高度。作为互联网创业女性的代表，2019 年
5 月，瞿芳入选美国权威商业媒体《Fast Company》2019 年度百位商界最具
创新力人物。2018 年 12 月，瞿芳荣获新浪财经“2018 中国十大经济潮流人
物”；同年 11 月，瞿芳入选 36kr“36 under 36——36 位 36 岁以下了不起
的创业者”榜单。2018 年 2 月，瞿芳入选福布斯中国 2018 商界 25 位潜力女
性榜。2017 年底，瞿芳荣登腾讯“我是创始人”荣耀榜榜单，并获颁《人民日
报》2017 年度中国品牌创新人物奖。同时，《创业邦》杂志也连续两年评其为
“最值得关注的女性创业者”（2015、2016）。

王浩宇
CCG 常务理事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MBA（基础设施金融）。中国农业大学和美国普度
大学经济学及管理学双学士学位。
2013 年 5 月参加工作，现任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美国仁
鸿金基金董事长兼 CEO。任职期间，在继承公司传统业务战略发展规划基础
上，布局“三农三水”（农业高效节水、农村安全供水、农民污水治理）新产
业定位和八大业务板块协同发展。在新的战略部署下，有效完善了公司产业结
构，实现了公司在产业上下游链条的大集成，基于其在 PPP 项目运营方面所具
备的扎实的理论和实操经验，参与磋商谈判和签订的 PPP 项目框架协议订单超
过 200 多亿元，并创造性的成立了大禹资本集团，在企业发展战略规划设计、
资本运作、PPP 项目运营、海外市场开拓等方面具表现出了高强的领导力和决
策力。

王延平
CCG 常务理事
领英中国公共事务总经理
王延平先生现任全球最大职场社交平台领英（LinkedIn）中国公共事务总
经理，全面负责领英中国公共事务团队，制定中国公共政策整体战略，推动领
英经济图谱项目在华落地，同时负责管理平台合规运营、内容审核、客户服务
等团队。他同时担任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理事。2018 年以来，他带
领团队先后发布《中国数字人才现状与与趋势研究报告》、《中国 Top 15 城市
人才迁徙洞察》、《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趋势洞察报告》等专业期刊收录。
王延平先生在加入领英硅谷互联网之前，他服务于中国互联网，曾任当当
网副总裁；百度公司公共事务总监，兼中国民营文化产业商会副秘书长等职。
在加入互联网行业前，王延平先生曾就职于北京政府多个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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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山鹰
CCG 常务理事
普华商业集团董事长
翟山鹰，现任普华商业集团董事长、普华助梦创新教育专项基金副主任、
中国投资协会管理咨询委员会培训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会成
员等职务。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财大、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
武汉大学等十余家国内著名大学系统地教授金融专业课程。
在金融行业拥有超过 20 年的从业经验，曾在多家国有金融机构、外资金融
机构、政府主管金融的有关部门和民营金融企业均担任过领导职务。
二十余年来一直以创建符合中国特色的金融理论为目标，专注研究适合中
国国情的基础金融理论思想，目前自创的金融理论、金融体系和金融模式在众
多的实践操作案例中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金融理论得到了充分的实践验证。
目前已在“喜马拉雅听”、“搜狐视频”、“今日头条”等国内多家自媒
体平台开设了金融专项课程，上传了数百套内容 100% 原创的商业、金融课程，
拥有超百万的收听人群和近千万“粉丝”。

董瑞萍
CCG 常务理事
康宝莱（中国）对外事务副总裁
董瑞萍于 2018 年 1 月加入康宝莱，担任康宝莱集团中国区对外事务部副
总裁的职位。加入康宝莱之前，董瑞萍任职于 Xylem 前身 ITT，在对外事务领
域拥有近 15 年的领导经验。此前，她负责领导艾默生中国及福特中国的业务发
展、综合管理及对外事务。
董瑞萍在机械、电子、自动化及 B2B 行业拥有 30 多年的工作经验，并在
政府事务、企业传播、企业社会责任、人力资源及业务拓展等领域积累了扎实
的专业知识，是全面型领导者及团队建设者。
董瑞萍拥有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及整合营销传播
专业毕业证书，以及中美工商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曾秀莲
CCG 理事
小红书合伙人
小红书合伙人，全面负责公司市场营销与对外事务、公共政策、组织与企
业文化、行政及全国各分公司事务。
2017 年，曾女士参与了在匈牙利举行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高峰论
坛”，并作为唯一的中国创新企业上台演讲。
在加入小红书之前，曾女士曾在汇丰银行和腾讯公司任职，多次接待重要
国家领导人及国际首脑，有着丰富的政策与公共事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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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战疫”合作与全球经济影响

第 一 期

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对全球供应链和需求链均造成沉
重打击，加之全球股市震荡，全球经济受到重大影响。当前，
中国抗击疫情已取得阶段性成效，而美国疫情正向全境蔓延，
确诊者数量猛增。中美面临着抗击疫情的不同形势。此前，
关于疫情的源头和防治等问题，中美间也上演了大国外交博
弈。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中美关系与中美合作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此次全球抗击疫情的成效，并将影响疫
情下全球经济的复苏。
2020 年 3 月 19 日，全球化智库（CCG）以“中美‘战
疫’合作与全球经济影响”为主题举办线上研讨会，邀请了
相关专家学者就在疫情下的中美合作展开讨论，为促进中美
共同抗击疫情，抵御疫情对于全球经济的冲击贡献智慧。

高志凯
CCG 副主任
中国不是美国的敌
人，中国人民是美国
人民的朋友，中美合
作对中国有利，对美
国也有利。

苏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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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凡

霍建国

孙永福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CCG 高级研究员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
合作研究院原院长

CCG 高级研究员
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

通过经贸方面的对话
和对现有协议的履行
方面的合作，来遏制
中美经贸关系恶化的
苗头。

滕建群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
研究中心主任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美国研究所所长

中美双方应相互理
解，双方抗疫应对方
式、管理方法不同，
但是应相互尊重。

疫情的影响是很现实
的，甚至有人说疫情可
能对中美关系，特别在
供应链方面的影响超
过“贸易战”，这是一
个非常严峻的事实。

特朗普大选获胜与否跟
这次疫情的应对和经济
的变化会有直接关系，
随着整个事态的发展，
有可能会使得中美关系
的未来走向出现一些微
妙的变化。

夏立平

中美应从现在开始
在科技、抗击疫情，
特别是疫苗研发等
方 面 加 强 合 作， 在
贸易方面能够相互
支持，相互合作。

徐洪才

同济大学智库首席专
家同济大学国际与公
共事务研究院院长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
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

要以协调合作稳定作
为基调来推进中美关
系，关系越困难，越

中美在贸易合作方面
现在是一个契机。我们
不仅要创造条件落实
好第一阶段的经贸协
定，而且要扩大贸易。

要讲友好！

许正中
中央党校教授
当前全球供应链被扯
断的风险远远大于过
去美国的“脱钩”。

FEATURE STORY

专题

扫码观看直播回放
Scan the QR code to watch the Video

CCG online seminar: How can China and the US cooperate to fight
COVID-19 and economic downturn
As the on-going COVID-19 pandemic continues to spread globally,the global economy will suffer from the impact
of quarantined consumers and disrupted supply chains. As the two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play a vital role in fighting the epidemic and its impact on the global economic.
On March 19, 2020,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held an online seminar, bringing together
several experts and scholars to discuss China-US cooperation on the coronavirus,sharing views on mitigating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on the global economy.
Victor Gao
CCG Vice President Victor Gao said that
China is not an enemy of the US, and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re friend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s beneficial to both
countries.
Cui Fan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and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UIBE) emphasized that China and the
US can prevent deterioration of China-US
trade relations through more economic
and trade dialogue as well as cooperat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S-China
phase one trade deal.
Huo Jianguo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and vice
chair of China Society for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tudies and former director
of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said
that the result of the US 2020 election
would be impacted by this epidemic and
economic changes. As the entire situation
unfolds, there may be some changes in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Sun Yongfu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and
former director-general of Department
of European Affairs of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pointed out that China and
the US should strengthen collabor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specially in
vaccine research to combat the coronavirus,
and should support and cooperate in trade.

Su Hao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Strategy and
Peace Studies at the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stressed that China and the US
should understand that the two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fight against
COVID-19, and they should respect each
other.
Teng Jianqun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and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for American
Studies and Center for Arms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t the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CIIS),
said that it is a fact that the COVID-19
pandemic may have more impact on
US-China relations due to the disrupted
supply chain, compared to the effects of
the trade war.
Xia Liping
Dean and professor of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ongji University, emphasized that China
and the US should cooperate to promote
the positives of US-China relations. The
more complicated the situation is, the
more we should maintain our friendship.
Xu Hongcai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and
deputy chief economist of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CCIEE), said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ow have an opportunity in
terms of trade cooperation.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work together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hase-one trade
agreement, but also find ways to expand
trade.
Xu Zhengzhong
Professor of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said that the risks
of current disruptions to global supply
chains due to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are much higher than that because of USChina "decou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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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案能为各国抗疫带来什么？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
发对中国人民的生命安
全和健康造成重大威胁，
也对世界卫生事业形成
严 峻 挑 战。 目 前， 中 国
抗击疫情已取得阶段性
成果，中国为全球公共
卫生事业做出的努力和
付出也得到了国际社会
肯定和支持。而随着新
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
各国相继出台抗疫措施，
中国也尽己所能向一些
国家提供帮助，为各国
抗疫提供中国经验。而
这次疫情也充分折射出，
各国在全球化时代更加
休 戚 与 共， 密 不 可 分，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
独善其身。
2020 年 3 月 25 日，
全球化智库（CCG）以
“中国经验能否为世界
所借鉴？疫情折射的全
球化问题与趋势”为主
题举办线上研讨会，来
自相关领域的专家、学
者和企业家就疫情下的
中国经验与国际合作、
疫情对全球化发展的影
响及其所折射出的全球
化问题等话题展开交流
研讨，为各国一道战胜
疫情贡献智慧。

陈文玲

崔洪建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
研究所所长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
展研究所原副所长

中国的经验能不能用？完全可

在防疫抗疫这个过程中，我们

未来中国要心态更加平和一些，

以用。那为什么没用呢？关键

可以加强和欧洲国家经验共

我们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只

是因为东西方文化差异以及对

享、经验分享以及合作，包括

有这样才能够解决国际社会对

中国的认同感不够。

在物质上以及机制上的合作。

中国在抗疫中的相关舆论问题。

扫码观看直播回放
Scan the QR code to watch the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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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增军

黄严忠

王勇

黄日涵

CCG 常务理事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精准医
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
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
高级研究员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

CCG 一带一路研究所
执行所长

关于抗疫，我们的责任应该站
在全人类的角度，哪里有火，
我们要去救火，然后互相帮忙，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放下小
我，要帮人如帮己。

一个好的公共政策，应该在两者
之间找一个平衡的点，但是平衡
点不是中点，它是要随着疫情的
变化，和本国实际的政治经济、
社会状况不断地做出调整。

国际合作应对全球经济的危
机，需要国际政策的协调。当
前看来，我们和 2008 年相比，
在全球框架下进行合作，进行
国际政策的协调还不够。

在全球抗疫的关键时期，中国
智慧和中国力量在全球的作用
已经开始体现出来。

CCG online seminar: How can China and the US cooperate to fight
COVID-19 and economic downturn
The COVID-19 outbreak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public health and the global economy. In our interconnected world, no
country can overcome the pandemic alone.
On March 25, 2020,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held an online seminar to discuss what China's experience
with COVID-19 offer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seminar featured experts, scholars and entrepreneurs from related fields to
discuss China's experience infighting coronavirus and ways to impleme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s well as share views on
the epidemic's impact on globalization.
Chen Wenling
Member of the CCG Academic Council and chief economist of
the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 (CCIEE),
said that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preconceptions towards China
had hindered some western countries in drawing lessons from
China's experiences.
Cui Hongjian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and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for
European Studies of the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CIIS), pointed out that in the process of fighting the epidemic,
China and European countries should promote experience sharing
and cooperation on resources and mechanism.
Ding Yifan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and former deputy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World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DRC) emphasized that in the future,
China should put more efforts on settling misunderstandings
towards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Dong Zengjun
CCG executive council member and CEO of CST Biological
Reagents Company Asia Pacific and general manager of CST
China, said that we should consider our responsibilities as
human beings regard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We ought to
help each other and share the same future.

Huang Yanzhong
CCG Academic Council member and senior fellow for Global Health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aid that good public policy
should strive for a balance rather than simply a"midpoint", meaning
that policy must be continuously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of each country.
Wang Yong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and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y Studies at Peking
University, said that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s needed
to cope with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Compared to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as been lacking.
Huang Rihan
Executive director of CCG Belt and Road Institute, said that in
this critical period, China should contribute more to fighting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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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商界如何携手抗击疫情，共同应对
经济挑战？

新型冠状病毒正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在各国努力遏制新冠病毒时，疫情也深远地影响着世界经济格局发展。同时，
随着疫情全球蔓延，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还在持续加深，与世界制造业中心“脱钩”的呼声在美国境内四处响起。种种
挑战之下，各国经济和主要跨国公司受损严重，正承受着疫情带来的多重痛苦和不确定性。
2020 年 4 月 1 日，全球化智库（CCG）以“全球商界如何携手抗击疫情应对经济挑战”为主题举办线上研讨会，
邀请了来自中国欧盟商会、中国美国商会、中国英国商会、中国澳大利亚商会等商会代表和负责人，以及相关领域的专
家学者以及商界精英等就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政府以及跨国公司在应对世界经济下滑中扮演的角色、针对世界经
济下滑的应对和政策等话题展开交流研讨，为全球抗击疫情、重振经济建言献策。

王辉耀

高志凯

CCG 主任

CCG 副主任

在疫情造成的全球性危
机面前，所有国家无法
独善其身。世界应加强
多层次国际合作，共同
应对挑战。

个人认为种族主义和新
冠病毒一样“恶毒”，
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都
应受到谴责。种族主义
会加深人类在应对新冠
疫情中的挑战，我们应
团结起来反对种族主义。

Greg Gilligan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
即使疫情对在华美企造
成影响，40% 受访的中
国美国商会会员仍表示
他们将维持原计划的投
资水平，这一比例较上
月调查结果有大幅上升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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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 Astle

Nick Coyle

安可顾问总经理

中国澳大利亚商会北
京首席执行官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这次中国应对新冠疫情

中澳在合作抗疫方面已

危机的一整套经济刺激

经取得一定成果，希望

方 案， 较 2008 年 更 切

未来能有更多的合作。

实有效、更有针对性，

未来中澳的挑战可能还

推动中国经济向利好形

是在于地缘政治方面。

各国应相互合作。面对当
前疫情造成的经济挑战我
们需要的是制定标准和回
退（rollback）原则，而不
是保护主义政策。在疫情
期间可以考虑降低关税。

势发展。

Clare Pearson
Coyle

伍德克
(Joerg Wuttke)

中国英国商会前主席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

纵观当前世界的挑战，
既不是德国与英国间的
“对抗”，也不是美国
与中国间的“对抗”，
而是全人类和病毒的“对
抗”。任何将当前挑战
转变为政治冲突的都完
全错失了重点。

我们需要通过协调财政和
货币刺激措施来限制经济
损失。到目前为止，协调
工作做的还不够。尽管最
近的 G20 特别峰会朝着
正确方向迈出了重要步
伐，但我们不能停滞不前。

崔凡

周延礼
CCG 顾问
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
我们应该扩大短期出口
信用保险的覆盖范围，
以在合理范围内减少保
险费，并通过加强与主
要贸易伙伴的合作，完
善与出口退税有关的政
策，以降低企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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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online seminar: What role does the business community play in
coping with a pandemic?
As COVID-19 rapidly spreads around the world, businesses
are increasingly under strain from supply-chain disruptions
and other impacts. Responding to the global crisis require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mong governments, the business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actors.
On 1 April, 2020,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held an online seminar, the third in a series, on the
theme of "Coping with a pandemic: perspectives from the
global business community". This event brought together
several senior representatives from international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China, experts and scholars as well as business
leaders to discuss topics such as the impacts of the coronavirus
on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nd the
business community in tackling the pandemic.

Nick Coyle
CEO and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Australi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Beijing, said that China and Australia have
achieved progress in cooperation in fighting the epidemic,
and hope to boost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Cui Fan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conomics (UIBE), emphasized that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cooperate and strive to reduce protectionism. He
suggested decreasing tariffs in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
Greg Gilligan
Chairman of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highlighted that although there is a crisis,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 membership of AmCham in China will maintain
previously planned investment levels, up 17% from last
month’s survey.
Clare Pearson
Former Chair of the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said that this is not the time for rivalry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She emphasized that we are living in an era of
a common struggle against the pathogen and that anyone
trying to turn this moment into a political conflict has
completely missed the point of where we are now.
Joerg Wuttke

Wang Huiyao
CCG president, pointed out that no countries can face this
global crisis alone. He said the world should strengthen
multi-leve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fight the pandemic.
Victor Gao
CCG vice president, said that all kinds of discrimination will
make the fallout from the coronavirus even more harmful
and dangerous.
Jeff Astle
Managing director of APCO Worldwide Shanghai, said that
the economic stimulus package China has launched to cope
with the crisis due to the pandemic is more effective and
targeted than that launched in 2008.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stated that better coordination of fiscal and monetary
stimulus measures would be beneficial to limit the economic
damage caused by COVID-19, as coordination is still lacking
at present.
Zhou Yanli
CCG advisor and former vice chairman of China Insurance
Regulatory Commission, said that we should expand coverage
of short-term export credit insurance, and also improve
policies related to export rebates to reduce cost burdens
on enterprises, while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with major
trading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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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数字经济“新基建”到底如
何建？

疫情发生以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的
作用凸显，全球数字经济迎来大发展。从当前疫情困局
看，“新基建”不仅有助于稳投资、稳增长、促消费，
是化解疫情不利影响，实现经济平稳有序发展的重要方
法。而从长期来看，以“新基建”为牵引，夯实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对引燃“十四五”产业动力新引擎、
助力数字经济发展、构建智慧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苗 绿

CCG 秘书长

新基建也要依赖过去建设
老基建“铁公机”一些好
的经验和方法，尤其是开
放给更多的发展主体，比
如说国企、民营企业、外
资企业共同参与，这对我
们国家未来一带一路发展
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黄日涵
CCG 一 带 一 路 研 究 所
执行所长，中国数字经
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加 强“ 新 基 建” 对 于 中
国 的 重 要 意 义 是 什 么？
六个字：实现弯道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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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灏

2020 年 4 月 9 日，全球化智库（CCG）以“疫情下的数
字经济‘新基建’”为主题举办线上研讨会，邀请了相关领域的
专家学者、企业家等就疫情与疫情下数字经济“新基建”的发展
现状、挑战和应对，如何推动数字科技创新应用，数字经济的未
来发展空间以及政府和企业在推动“新基建”发展的角色等话题
展开研讨，旨在为抓住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历史机遇，加快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进度，为重振疫情下的世界经济注入新动能建言献策。

CCG 常务理事量
化派创始人

数字经济和新基建将会促
成 的， 不 仅 是 产 品 和 工 具
创新，也是商业模式创新，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是重中
之重。

蒋蓉生

启明星辰集团助理
总裁

“ 新 基 建” 加 速 着 整 个 社
会 的 数 字 化 转 型， 也 使 得
网络安全及数据隐私风险
加 速 攀 升， 将 直 接 或 间 接
影响经济发展。

张连起

霍建国
CCG 高 级 研 究 员，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
合作研究院原院长

CCG 特 邀 高 级 研 究
员全国政协常委、中
国税务学会副会长
从 生 产 看，“ 新 基 建” 为
抢占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高
点创造了条件。

翟山鹰

CCG 常务理事，
普华商业集团董事长

“新基建”一定要从企业入
手，因为中国的商业主体核
心还是企业，所以企业自身
对于数字经济的应用，会给
我们自己的“新基建”造成
一个特别大的应用场景。

数字“新基建”还在起步阶
段，还是要“放它一马”，
给它一个充足发展的环境
和条件。我坚信发展“新基
建”是正确的，当然关键是
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

王 健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
经贸学院教授
数字经济“新基建”的关键
就是要做到普惠性，让每一
个人、每一个企业都能够实
实在在地获得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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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new infrastructure” matters: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COVID-19
Recent policy making discussions have paid growing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new infrastructure" that supports
the digital economy, such as 5G networks and data. The building of new infrastructure is seen as a way to help China's
economy bounce back after the fallout of COVID-19.
On April 9,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hosted a webinar titled "Investing in a digital economy: The 'new
infrastructure' program in response to COVID-19." The webinar focused on China's digital fu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frastructure” amidst the ongoing pandemic. Experts, scholars,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business community had
an in-depth discussion spanning topics like the roles of government and corporations in constructing "new infrastructure",
digit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new infrastructure."

Mabel Miao
CCG general-secretary, pointed out that
previous experience in constructing
infrastructure will aid the task of
building "new infrastructure." She also
stressed the advantages of diverse
sources of capital participating in the
investment process.
Zhou Hao
CCG executive council member,
founder and CEO of QuantGroup,
said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new infrastructure" can boost the
innovation of products and tools, as
well as business models, enhancing the
innovative capability of companies.
Zhang Lianqi
member of the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and managing partner of
Ruihua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said that in terms of production,
"new infrastructure" will help China's
competitiveness in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uo Jianguo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vice
chair of China Society for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tudies and former director
of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said
that developing "new infrastructure" is
the right direction to advance China's
economy, which requires a proper
environment with sufficient support.

Huang Rihan
Executive director of CCG's Belt and Road Institute, said that strengthening new
infrastructure can help China’s economy to advance and overtake.
Jiang Rongsheng
Assistant president of Venustech, emphasized that "new infrastructure" accelerat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but also creates risks in terms of cybersecurity
and digital privacy, which can impact economic development.
Zhai Shanying
CCG executive council member and chairman of Peogoo, said that the building of
"new infrastructure" should start from enterprises, which are the core of trade and
commerce, and that their applic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open broad vist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frastructure.
Wang Jian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of UIBE and director of
APEC Cross-Border E-Commerce Research Center for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said
that the key to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new infrastructure" is inclusiveness. Every
company and individual should be benefit from its use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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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顶级智库学者深度对话
中美紧张局势未来走向

二十国集团 (G20) 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此前召开，强调疫情无国界，全球应团结一致应对疫情威胁。然而，
中美两国因病毒来源和互驱记者等问题在过去一个多月外交争端升级，自 2018 年以来就已饱受贸易争端困扰的中美经
贸关系亦呈现出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这无疑加深了各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担忧。在疫情蔓延全球的危机时刻，国际社会
呼吁中美两个大国合作抗疫，共同应对全球经济挑战。
2020 年 4 月 9 日，全球化智库（CCG）以“ 新冠疫情背景下，中美经贸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举办线上研讨会，
邀请了来自美国主流智库、商会的领导者和代表与 CCG 专家学者就中美如何落实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如何促进有大
量需求的药品和医疗用品的双边贸易的发展，如何评估疫情爆发造成的中美间的紧张局势等话题展开研讨，旨在增进中美
两国的人文交流，为在全球共同抗疫的关键时期的中美合作拓展机遇。

王辉耀
CCG 理事长

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
中美间的协调与合作对
全球抗疫，维稳全球价
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
以及为疫情后的全球经
济复苏注入新动力均十
分重要。

杜大伟
（David Dollar）

龚 炯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前世界银行驻华代表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中美或许可以合作解决
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在
全球公共事务中发挥重
大作用，如开展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计划、暂停
或减免债务偿还等。

疫情或将加快美国的政
治两极分化，其政治格
局或将偏向民主派，从
而对 2020 的美国大选
产生一定影响。

甘思德
(Scott Kennedy)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费和中国研究项
目副主任兼中国商务与政
治经济研究课题主任

我们不应低估当下疫情的
危机性。在疫情中我们面
临的一些挑战是来自于部
分政府治理不善的后果，
如果国际社会不去正视这
些问题，那我们将会面临
更糟糕的处境。

How will COVID-19 impact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Experts
from China and the US discuss
On April 9, 2020,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hosted an online seminar titled "COVID-19:
Opportunity or challenge for US-China trade and
beyond?". Scholars from US think tanks, senior
representatives from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CCG
experts discussed topics such as the US-China phase one
trade deal, bilateral cooperation on medical supplies, and
current US-China fr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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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Lovely

吕 祥

王 勇

Craig Allen

王杰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 (PIIE) 高级研
究 员、 雪 城 大 学 经 济
学教授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
研究员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会长

（Jeremie Waterman）
美国总商会中国中心
主任

尽管有人质疑中美合作
抗疫的可能性，但我们
已看到两国在个人防护
用品上的协调与合作。
国际社会应持续推动中
美两国合作抗疫。

疫情下的经济危机与以
往非常不同。传统的经
济危机往往是供给侧出
现了问题，而现在是同
时出现了供给与需求两
侧的问题。

此次疫情暴露了中美合
作中的一些问题，即两
国缺乏政治上和战略上
的信任，这也是中美经
贸关系的根本问题。

疫情下，中美更应平稳
地执行第一阶段协议，
并以此作为建立信任的
积极举措，推动双边关
系的发展。

目前部分国家实施的出
口管制令人担忧，特别
是对于医疗用品和个人
防护设备方面的管制。
我们需继续合作，以确
保这种贸易保护主义不
会进一步扩大。

Wang Huiyao

Scott Kennedy

CCG president, said that at this critical moment, the US and
China could set an example of global cooperation and should
play a leading role in fighting the pandemic by working together
while preventing disruptions that affect the whole world.
Jeremie Waterman
President of the China Center at the US Chamber of
Commerce, highlighted the worrisome trend of protectionist
export controls around the world, specifically concerning
medical supplies and PPE. He said that greater cooperation is
needed to ensure that such trends do not exacerbate further.
David Dollar
Senior fellow of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ointed out that
China and the US could work jointly to address the crisis
fac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play a major role in global
public affairs, such as launching IMF plans and suspending or
reducing debt repayment obligations.
John Gong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UIBE), said that US politics may become more polarized after the
pandemic. He said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is likely to shift towards
the Democrats, impacting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Craig Allen
President of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USCBC), said that
in this bleak time, the US and China should strive for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phase one agreement as a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 promoting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Senior advisor and trustee chair in Chinese Business and
Economics of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said that we should not understate the challenge that we
face as a result of COVID-19. He linked the current crisis to poor
governance over many years and said if we do not face it up to
this, the impacts of this pandemic will be severe.
Mary Lovely
Senior fellow of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and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Syracuse
University, said that we should push for mor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ough many people doubt
prospects for progres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She noted
shipments of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s an example of beneficial cooperation.
Lu Xiang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for America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stated that
the current crisis is unprecedented. He noted that while
economic crises usually stem from issues with demand,
we currently face major challenges on both the supply and
demand side.
Wang Yong
Director and professor of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t Peking University, exp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unity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He noted that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with US-China commercial relations
at present is the shortage of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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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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近期公布，全球目前已有 187 个国家实施了全面范围内停
课措施，全球 15 亿学生正在“失学”。另一方面，在疫情
的推动下，在线教育行业迅速发展，为各国提供了教育新
模式……疫情正在深刻影响着国际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发展。
2020 年 4 月 17 日，全球化智库（CCG）以“新
冠肺炎如何改变国际教育未来蓝图？”举办线上研讨会，
邀请了数位知名国际高校与中外合资大学的校长、专家
与学者就疫情下国际教育的未来发展、线上教育的广泛
应用对国际教育产业结构的影响以及中美间日益激烈的
竞争对国际教育的未来发展和中国的人才培养战略的影
响等话题展开交流研讨，旨在增进国际社会对疫情下的
国际教育发展议题的学术交流，为在全球共同抗疫的关
键时期的国际合作拓展机遇。

王辉耀

Peggy Blumenthal

CCG 主任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
总裁高级顾问

国际教育是搭建国际理解的桥
梁。因此，尽管当前国际教育
面临诸多挑战，但国际社会应
增进交流与合作以共同应对。

在反全球化情绪高涨的今天，
只有让每个阶层、每个国家、
每个机构都真正地受惠于国际
教育，才能展现发展全球化、
国际教育的真正意义。

Mark Wrighton

薛 澜

Denis Simon

Jeffrey Lehman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名誉校长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
CCG 学术委员会专家

昆山杜克大学常务副校长
CCG 国际委员会专家

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
CCG 国际委员会专家

由于旅行限制导致的面对面交
流明显减少等因素，疫情现在
的确对国际合作造成一定程度
的威胁。但同时，疫情的爆发
也确实很好地说明了为国际合
作建立好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我们实际上可以从疫情中学到
很多新事物来丰富教育的传统
模式，即通过研究这些出现的
新事物，来思考如何用它们来
增强、完善教育和学习模式。

未来不是一个线上线下教育二
选一的局面。运用恰当的话，
先进的技术可以丰富学生的体
验。疫情敦促我们继续向前看，
为未来努力，这是我们从中得
到的重要启示。

显然，疫情蔓延全球将为我们
的工作带来重大变化。但我认
为，在国际教育领域，并不会
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发生颠
覆性的变化。

How is COVID-19 impacting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as already been impacted dramatically by COVID-19. These changes give a glimpse of how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ay evolve in the long term.
On April 17,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held a webinar titled "How will COVID-19 change the
landscap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he online seminar brought together educators, scholars, and experts to
discus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ilemmas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resulting from the worldwide COVID-19
outbreak, as well as providing insights and perspectiv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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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Fleshler

沈 伟

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国际事务
副校长

墨尔本迪肯大学协理副校长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线上模式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主
要体现在学术和社交与课外活
动两个方面。我认为未来应发
展混合式的教学模式，既包括
线上又包括面对面教学。

旅行禁令、对国际学生的支持和
签证方案这三个因素对学校在
展现开放性、多样性和对国际
学生的关怀和责任中十分重要。

Wang Huiyao
CCG president, said tha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s vital to bridge the global divides and increas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He called for
enhanced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tackling
challenges fac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eggy Blumenthal
Senior counselor to the President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IE), emphasized that
we should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at
every economic level, in every country and in every
institution to benefit from available resources to
fulfill the miss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ark Wrighton
Chancellor emeritus at the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said that the pandemic threatens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s travel restrictions
have limited in-person interactions. The pandemic
also illu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for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Xue Lan
Dean of the Schwartzman College at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CCG expert advisor, pointed out that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process of fighting COVID-19 to
enrich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enhance education and learning models.

Stuart Perrin
西交利物浦大学创业家学院
（太仓）副院长
人们说病毒无国界，我认为国
际教育也无国界。我们不应让
新冠病毒成为阻挡国际教育持
续进步、发展的障碍。

张 忠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中国
中心主任、CCG 学术委员
会专家
回顾过去几年的发展，我们会
发现全球化被滥用了，社会只
注重效率、公司只注重盈利。
因此，我们的教育内容应有所
改变，改变当前的局面。

Jeffrey Lehman
Vice-chancellor at the New York University Shanghai and CCG international advisor,
said that the pandemic will bring about big changes in human behavior, but that these
changes are not going to be quite as sweeping as some people might imagine.
David Fleshler
Vice provost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the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said that developing a blended model that takes advantage of both face-toface and online education is important. Such a combination can enrich the
curriculum and offer students more flexibility
Shen Wei
Associate pro-vice-chancellor at the Deakin University and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thought that the travel ban, support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visa schemes have an impact on signaling openness, diversity, and care
and responsibility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art Perrin
Associate principal of Entrepreneur College at the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said that while the coronavirus knows no border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lso should know no borders. He said we should not let COVID-19 be a
barrier to the development and continued 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John Zhang
Director of the Penn-Wharton China Center and CCG expert advisor, said
that educational content should change in response to the overreach
of globalization in recent years. He said that society and businesses are
intensely focusing on efficiency and profitability.

Denis Simon
Executive vice chancellor at the Duke Kunshan
University and CCG international advisor, said that
online and face-to-face interaction are not "eitheror" alternatives, or that online channels are simply
a weaker substitute for face-to-face interaction. He
said advances in technology add value to the overall
student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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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欧资深专家谈疫情下的 WTO 未来

新冠病毒已在全球范围内感染了超过 240 万人，造成约
16 万人死亡，导致了全球经济衰退。各国采取的抗疫措施间
接推动了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从供应链中断到个人防
护用品短缺，这场国际危机突出了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
性。疫情下如何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多边
贸易体制？ WTO 又该如何在全球疫情应对中发挥作用？
2020 年 4 月 20 日，一场首次以疫情下的 WTO 为主题
的研讨会跨越多国在线上举办，汇聚多位来自 WTO 和中国
的资深权威专家，两个半小时的交流里，他们深度解析疫情中
世界经济走向、多边经贸机制体制遭受的挑战和中美如何应对
全球衰退的局面。点击视频，观看全球化智库（CCG）线上
研讨会第九期。

王辉耀
CCG 理事长
WTO 成员国应更加积极地为
全球抗击疫情、复苏世界经济
提出更多方案。而作为世界两
大经济体，中美应承担大国责
任，加强中美经贸合作，助力
全球经济复苏。

Pascal Lamy
前世贸组织总干事
巴黎和平论坛主席
CCG 国际委员会专家

当前疫情主要影响国际交流的五
个方面，包括预防措施（即出台
一些措施保护其人民免受伤害，
强调谨慎主义而非保护主义）、
补贴、环境、出口限制以及限制
人员流动。WTO 和多边贸易体
制机制应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
这是贸易保持开放的基本条件。

Alan Wolff

霍建国

世贸组织副总干事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
副会长、CCG 高级研究员

此前 G20 召开特别峰会，并承诺
出台一系列抗击疫情的方案和措
施，固然向国际社会传递了积极信
号，但同时应在实施这些措施时
注重透明度。此外， WTO 应更加
注重助推国际协调和合作，例如
加强在疫情知识方面的共享、疫
苗方面的研究合作等就十分重要。

国际社会应合作推动 WTO 改
革，包括改革针对进出口关税
的谈判规则、贸易政策审查机
制以及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下
的上诉机构，以让其发挥更大
作用。

The role of the WTO in fighting COVID-19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caused unprecedented disruption to the global economy and world trade.
On April 20,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held a webinar titled "The world under fire: The role of
the WTO in a global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webinar brought together leading WTO experts and
academic scholars to discuss topics like the effe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the role of
the WTO in the response of the pandemic, as well as the way to promot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ackling challenges resulting from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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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dy Cutler

James Bacchus

屠新泉

李 永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美国前代理贸易代表
CCG 国际委员会专家

前世贸组织上诉机构首席法
官、中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事
务特聘教授

对外贸易经济大学中国
WTO 研 究 院 院 长、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专家委员
会副主任、CCG 特邀高级
研究员

在购物与交流方面，我们也对
电子商务越来越重视，因此我
们也将更快地迎来电子时代。
电子商务谈判目前变得更加重
要，但仍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才
能使它超过设定的目标。

全球治理不仅在经济上，而且
在许多其他方面，都远远落后
于全球一体化。全球治理系统
性的危机需要系统性的解决方
案，需要多边努力，各国共同
合作。

中美两国共同愿意承担大国责任，
对恢复 WTO 的权威、规范世界
贸易并与那些破坏性的贸易措施
作斗争十分关键。但是任何一方
都不必等待对方先行动，两方可
以各自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商业环境将发生变化，因为各
国政府正在从自己的角度考虑
应对 , 他们对全球化业务的容忍
度可能会受到影响。从 WTO
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思考是
否有机会加强全球供应链。

Wendy Cutler

Wang Huiyao
CCG President Wang Huiyao suggested that the WTO should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addressing the crisis facing world
trade due to the pandemic. All the members of the WTO
could make more proposals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Pascal Lamy
Former director-general of the WTO and chair of the Paris
Peace Forum, introduced five impacts of the pandemic 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including the need for precautionary
measures to protect people, subsidies, environmental
impacts, export restrictions, and restrictions on the
movement of people.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WTO and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should keep levelling the playing
field, which is a basic condition for trade to remain open.
Alan Wolff
WTO Deputy Director-General Alan Wolff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ransparency of measures and policies that
the G20 countries have committed to in responding to
COVID-19. He called for mor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specially on sharing
information and vaccine research.
Huo Jianguo
Vice chair of China Society for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tudies
and CCG senior fellow, called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cooperate to promote WTO reforms. He suggested the WTO
should reform the negotiation rules for import and export
tariffs, as well as the Trade Policy Review Mechanism and the
Appellate Body in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Vice president of the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ASPI) and
former deputy USTR, said that e-commerce negotiation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his period but still
need to improve. She expects e-commerce to grow in terms
of shopping and communication.
James Bacchu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Global Affairs at the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and former chief judge of the WTO Appellate
Body, said that global governance has trailed far behind global
integration, not only economically, but in many other aspects.
He said systemic risk requires systemic solutions through
multilateral effort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Tu Xinquan
Professor and dean of the China Institute for WTO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UIBE) and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believed that
WTO authority could be revived to regulate world trade and
overcome destructive trade measures only when both the US
and China are willing to take responsibilities to the WTO.
Li Yong
Deputy chair of the Expert Committee at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AIT) and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said that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going to
shift because governments only consider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ir own perspectives, which could lower tolerance
towards globalized business among the governments. WTO
needs to seek an opportunity to strengthen supply 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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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的中欧连线 如何应对共同
的挑战？

世卫组织近期称，如果各国无法团结，全球无
法达成合作，那最糟糕的时刻还在后面。面对疫情，
国际合作成为了首要任务，但以国为单位的抗疫措
施使得民族主义与多边合作正面冲突，在为了避免
跨国传染而关闭国家边境的同时，贸易往来也受到
了阻碍。欧盟作为跨国政府合作的典例也不可避免
地陷入了两难境地。此外，中欧关系的良好发展也
因疫情影响而受到考验，中欧之间原定今年举行的
一系列高层峰会遭到延后，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
的达成也再一次地成为了待定事项。在多重危机下，
欧盟的发展与中欧关系的走向尚不明朗。
如 何 评 估 欧 洲 国 家 现 阶 段 和 防 疫 控 疫 措 施？
如何在稳控疫情的同时恢复经济活动？如何让欧盟
在应对整个欧洲疫情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未来中欧
贸易投资前景如何？中欧如何合作挑战应对新冠挑
战？ 2020 年 4 月 23 日，全球化智库（CCG）以
中欧合作的全新视角举办相关主题的线上研讨会，
邀请了中欧知名权威专家学者、商界精英围绕中欧
如何合作抗击疫情展开研讨，提供疫情中欧关系走
向的新视角，进一步增进中欧关于抗击疫情的合作
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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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

Justin Vaisse

CCG 理事长

巴黎和平论坛总干事
CCG 国际委员会专家

作为世界三大经济体，中国、
欧洲和美国应摒弃偏见，在
推动多边主义、加强合作以
共同抗击疫情上发挥更多领
导作用。

面对疫情危机，没有任何国
家 能 够 独 善 其 身。 我 们 或
许需要一个囊括国家、非政
府组织、基金会、私营部门
以及每个公民等组成部分的
垂 直 型 多 边 主 义（Vertical
Multilateralism） 来 应 对 当
前人类共同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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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Christophe Bas

Paolo Magri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
研究所所长、CCG 特邀高
级研究员

文明对话研究所首席执行
官兼执行董事会主席

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执
行副总裁兼主任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
系教授、CCG 学术委员会
专家

中 欧 之 间 有 所 差 异， 但 应
当 保 持 互 信。 互 相 尊 重 而
非声讨才是重启疫情后合
作的重中之重。

这场危机暴露了现有国际
结构本身的严重弱点，但
同时也为应对挑战开启了
对话的机会之窗，这是当
前十分必要的。

我希望欧洲和中国继续在
目前的合作基础上再接再
厉，巩固脆弱的多边治理
体系。中欧在气候问题合
作上有很好的经验，相信
可以在其他领域也能做得
更多。

我们需要看到在这次疫情中
欠发达地区对疫苗及其他医
疗用品的需求，通过中欧合
作，形成专利池，降低疫苗
生产成本，开放医疗采购渠
道，真正地帮助世界各地抗
击疫情。

麦启安

Francoise Nicolas

Sara Marchetta

闵 浩

中英企业家联合会执行主席
英国东亚委员会秘书长
无论未来形势如何，最迫切
的需求仍是全球的统一行
动。如果国家间仍旧相互指
责、存在深深的误解 , 人类
的前景将无疑十分严峻。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
究员和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欧盟中国商会副会长

欧盟内部一直以来都存在着
不同的声音，因此并不太可
能有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抗疫
方案，但正如让莫内所说，
“欧洲因危机而和”，我们
终究会找到办法，平稳地渡
过疫情。

在中国的欧洲公司目前保
持乐观情绪，预计不会出
现大规模的投资外流。但
随着疫情全球蔓延，我们
预计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将
会疲软。

査道炯

南京东屋电气有限公司创
始人兼董事长、CCG 常务
理事
我们始终需要全球化，以
降低运营成本并从各地企
业那里获得更好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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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29 日，
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
全球化智库（CCG）于成
都 举 办“ 中 国 人 才 50 人
论 坛” 暨 人 才 发 展 与 绿 色
发展研讨会。2019 年，恰
逢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 年，
也是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
究院建院 10 周年，借此良
机， 并 基 于 发 展 研 究 院 的
两 个 重 要 研 究 领 域， 此 研
讨会发布了两部重要研究
报 告， 即《 四 川 人 才 发 展
报 告（2019）》 和《 新 时
代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研 究》。 此 外， 研 讨 会 还
邀请了人才与绿色发展研
究 领 域 的 知 名 专 家 学 者，
围 绕“ 人 才 发 展”“ 绿 色
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
进行讨论，为四川打造国际
门户枢纽和内陆开放高地，
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为推动
西南地区人才结构战略性调
整，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资
源开发和引进政策，建立具
有国际 竞 争 力 的 人 才 制 度
优势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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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才 50 人论坛”：
创新人才发展战略 助力西部绿色发展
CCG hosts the China Talent 50 Forum
and launches report on Sichuan talent
development
研讨会由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
院长、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
耀教授主持，以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党
委副书记卓志教授致辞开始。卓校长在
讲话中祝贺西财发展研究院成立 10 周
年并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嘉
宾参加在西财举办的中国人才 50 人论

坛暨人才发展与绿色发展研讨会。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王晓初先生
发表了题为“发挥中国特色人才制度优
势，培养造就更多优秀人才”的主题演讲。
著名经济学家、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
院名誉院长李晓西教授以“发展研究院
绿色发展成果回顾”为题进行主题发言。

FEATURE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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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史代敏会见部分参会代表

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卓志教授致辞

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
主持会议

CCG 顾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
副部长王晓初

CCG 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西南财经大学发
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李晓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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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成都市人才办主任彭崇实

CCG 高级研究员
中组部人才局原副局长李志刚

在以“人才发展战略”为主题的
集中讨论过程中，《四川人才发展报
告（2019）》正式发布。成都市委组
织部副部长、成都市人才办主任彭崇
实，中组部人才局原副局长李志刚，
以及社科文献出版社皮书分社社长邓
泳红分别就“人才发展”议题进行了
主题发言。近 30 位专家学者们就《四
川人才发展报告》以及相关议题进行
了广泛而深入地圆桌讨论。

研究工作大力给予了支持。

《四川人才发展报告》皮书系列
由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
长、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
CCG 理 事 长 王 辉 耀 教 授 领 衔， 联 合
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与 CCG 共
同编写。
《四川人才发展报告（2019）》
是 CCG 自 2017 年 推 出 的 人 才 发 展
报告系列第三部，同时也是西南财经
大学发展研究院的系列智库研究成果。
《四川人才发展报告（2019）》
分为六个部分，包括了总报告、管理
实践、政策研究、行业发展、专题分
析 和 社 会 调 查， 共 18 篇， 汇 集 了 成
都市委组织部 / 人才办、中国科学院
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战略
咨询研究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
川省发展与改革研究所、四川大学、
四川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全球
化智库（CCG）、深圳前海中铁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等十余所单位的研究成
果。特别是成都市委组织部长、成都
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元坤，成
都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成都人才办主
任彭崇石欣然接受约稿，对该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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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文献出版社皮书分社社长邓泳红

该报告聚焦四川现代人才治理体系，提出四川人才强省已经迈入 3.0 时代，
加快省级人才治理体系，全面提升人才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积极构建全域、
创新、开放、协调的人才发展理念及相应的落地机制，已成为新时代四川人才
发展及工作的核心课题。报告中还提出融入国家重大战略的人才治理现代化发
展思路，包括以优带弱，建立差异化区域人才格局；引企入校，建立网络化校
企创新集群；以产聚才，建立国际化人才开放通道；分中有合，建立一体化人
才协调机制。
全球化智库作为中国领先的国际化智库，致力于国际人才、人才竞争力、
人才发展环境等方面的研究。自成立以来，在人才全球化领域持续深耕，不断
拓展相关研究，在出国留学、海归发展、来华留学、国际移民、出入境旅游、
华侨华人和国际教育等领域取得丰富研究成果。自 2012 年起，CCG 在社科
文献出版社连续出版“国际人才蓝皮书系列”丛书《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
力报告》、《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
报告》等，旨在推动我国“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本次《四川人才
发展报告（2019）》和《新时代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发布，CCG
再次为加强地方人才发展与治理，进一步提升成都的人才竞争力及绿色经济可
持续发展力，不断深化人才强国战略充分发挥了智库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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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时尚文化产业
助力可持续发展

全球时尚文化产业
——“CCG
研究中心 成
”立仪式圆满落幕

A global fashion and culture industry research
center was launched by CCG,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Hempel Group and China mind
Interculture Group, in Beijing on December 2,
2019. The center aims to provide intellectual
support to boost innov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fashion industry, advising on global
risk, national strateg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The center is established at a time when
China's consumer market is going through
rapid changes that require fashion and textile
industries to seek integrate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hile building world-class
industry clusters and modernized industrial
chains. Meanwhile, to meet the demands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 in China, the
fashion industry also needs to expand its basic
capabilities and elevate the quality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CCG launches the Global Fashion and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2019 年 12 月 2 日， 全球化智库（CCG）、汉帛集团、华意
国际时尚文化集团在 CCG 北京总部共同举办了“CCG 全球时尚文
化产业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中国时尚产业创新发展座谈会。CCG
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 , 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汉帛集团总裁高敏 , 华意
国际时尚文化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WWD 中国董事长刘炳森出席本
次活动并发表讲话。CCG 理事长王辉耀，中国服装协会专职副会长、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周一奇等消费文化专家、时尚文化产业专
家及 CCG 学者出席了此次活动。全球化智库（CCG）副秘书长张
伟担任主持。
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与中国消费市场的快速变化，中国时尚纺
织服装与时尚产业需要发挥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的资源集聚和产业
协同优势，推进世界级先进纺织集群建设，建设现代化产业链。中
国新消费群体的理念正在不断地升级，对中国与国际时尚产业提出
新的需求，中国的时尚产业需要对他们的需求进行回应与引导，并
进 一 步 提 升 产 业 基 础 能 力 和 产 业 链 水 平， 迫 切 需 要 加 快 推 动 品 牌
的高质量发展。在现阶段的全球变局与国内新消费模式的转变下，
CCG、汉帛集团、华意国际时尚文化集团成立“CCG 全球时尚文化
产业研究中心”，旨在助力正在进行新旧动能转换与全球化布局的中
国时尚与服装产业，从全球风险、国家战略、行业发展、公共政策等
战略层面对中国时尚与服装产业进行创新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协助
增强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国际话语权与全球竞争力。
在“CCG 全球时尚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CCG 秘
书长苗绿，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汉帛集团总裁高敏，华意国际时尚
文化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WWD 中国董事长刘炳森就研究中心的成
立发表了演讲。

71

FEATURE STORY

专题

苗 绿

高 敏

刘炳森

CCG 秘书长

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汉帛集团总裁

华意国际时尚文化集团创始人兼
董事长、WWD 中国董事长

CCG 秘 书 长 苗 绿 首 先 对 出 席 本
次会议的嘉宾与参会媒体表示了欢迎。
她表示，从制造业的角度来说，中国
是最大的时尚产品生产国，也是最大
的时尚产品消费国。但是，在时尚产
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缺乏时尚创意和
文 化 符 号 的 创 意 环 节。CCG 是 引 领
创新的国际化社会智库，在中国文化
需要创新传承与国际传播的新时代，
“CCG 全球时尚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的成立将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聚集
海内外各方面的资源，为中国的时尚
文化产业跨境、跨界融合和创新发展
提供研究支撑，为国家相关产业政策
规划提供决策参考，为全球时尚文化
产业创新发展打造国际交流平台，助
力中国文化产业的全球化。

中 国 服 装 协 会 副 会 长、 汉 帛 集
团 总 裁 高 敏 介 绍 了“CCG 全 球 时 尚
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成立动机与背
景。她提到了自己深受影响的打造以
“ZHI”（ 质 量、 智 慧、 智 能） 为 中
心的全产业链生态的概念。她总结道，
成立研究中心是希望唤醒大众对时尚
产业的重视，同时希望在全球范围内
通过时尚产业来输出和引入更好的资
源，实现资源的交流与互换。

华意国际时尚文化集团创始人兼
董事长、WWD 中国董事长刘炳森谈
到了中国纺织业的制造和消费量与受
国际重视度不匹配的问题。通过汉、
唐朝与英、俄以往的全盛时期的对比，
他认为中国历史更有底蕴，但是中国
文化一直没能很好地走出去。他表示，
CCG 全球时尚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
与未来的发展，旨在帮助改变中国现
状，协助促进中国在全世界中与人交
流、被人接受甚至是提高国际话语权。

周一奇
在随后召开的中国
时尚产业创新发展座谈会
上，与会嘉宾就时尚产业
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等议
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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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装协会专职副会长、中国
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
中国服装协会专职副会长、中国服
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周一奇认为，时尚
文化体系包括时尚研究、教育、人才培
育等方面。中国服装产业的产业链优势
具有相当的国际竞争力，但时尚文化体
系还相对薄弱，中国的时尚文化体系的
全面建设还有很大空间，CCG 全球时
尚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成立向建设时
尚文化体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张 柠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
究中心主任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张柠表示，时尚是年轻人的事业，
全球化时代中国开始学习时尚文化，也
是开始注意到年轻人就被重视了起来，
这是一个“老年政治”国家的进步。

FEATURE STORY

专题

王辉耀

黄 薇

焦 培

CCG 理事长

“故宫·宫喜龙凤呈祥”非遗婚
纱设计师、“天锦地绣·华夏大美”
刺绣艺术展策展人、WWD 首席
创意官

中国服装协会秘书长

CCG 理 事 长 王 辉 耀 表 示， 全 球
化 进 程 中， 中 国 在 经 济 领 域 异 军 突
起，但是文化、时尚领域仍是后来者，
所以这方面的发展需要研究与创新。
时尚文化是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部分，
CCG 全球时尚文化研究中心可以为
中国具有吸引力与影响力的软实力提
供展示平台，同时推动中国时尚文化
走向世界，丰富国际时尚产业，增添
国际多元化色彩。

“故宫·宫喜龙凤呈祥”非遗婚
纱设计师、“天锦地绣·华夏大美”
刺 绣 艺 术 展 策 展 人、WWD 首 席 创
意官黄薇表示，现在的中国时尚创作
将东方文化转换成世界语言，这是一
条很长的道路，需要持续的努力。而
CCG 全球时尚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
将汇聚中国时尚文化产业的推动者，
提供共同持续性发展时尚产业的机会。

中国服装协会秘书长焦培认为全
球时尚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成立恰逢
其时。中国服装产业规模大，但是国际
地位不尽如人意。现今，中国服装产业
的新定位是时尚、科技、绿色，同时中
国的纺织服装行业也形成了社会责任体
系。此外，通过与服装产业及跨界沟通
的形式，坚持推动可持续发展与知识产
权保护。新成立的研究中心也可以将这
些贡献及努力传播到国际平台上去。

郭漫思
WWD 国际时尚快讯主编

朱少芳

刘 宇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专职副主席

CCG 联合国妇女项目协调人、星
心桥文化传播首席执行官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专职副主席
朱少芳认为，中国时尚需要寻求在国
际语境中表达自己的方式，也要通过
设计教育包括整体的素质教育来提升
从业人员的基础审美素质。同时，研
究东方文化及知识产权保护都是现阶
段逐步落实的建设项目，中国时尚文
化产业正在进步。

CCG 联 合 国 妇 女 项 目 协 调 人、
星心桥文化传播首席执行官刘宇表示，
CCG 全球时尚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可
以引领时尚文化产业的发展。她认为，
对时尚的感知可以涵盖对文化的认识，
同时，通过着装等方式，时尚也可以
将文化符号传递出去。

WWD 国际时尚快讯主编郭漫思
表示，时尚文化产业媒体的责任在于当
下什么东西是时尚，更在于传递时尚产
生的原因、时尚文化的根源与包含在其
中的创意，这也是专业媒体的标准。作
为时尚专业媒体，完善培养大众审美的
教育的同时，也引导客户用理性的商业
态度来看待时尚产业，因为时尚不仅
仅意味着消费，时尚产业的背后是严
谨与理性的商业态度与商业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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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全球化智库（CCG）学
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研究所教授。曾任东亚研究所新
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他是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罗特里
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
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
同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
外部关系研究，研究领域包括民族主
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
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
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
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
系、中国政治等。

郑永年教授在 CCG 发表演讲：

中美是否会完全“脱钩”
2020 年 1 月 21 日，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教授在 CCG 北京总部以“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
为主题发表演讲，并就相关问题和与会嘉宾、媒体展开交流与讨论。
以下为演讲文章节选：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就中美关系交流一下。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
要。其中很多的问题其实我也没有答案，今天提出来和大家一起思考。

中国应成为“自己长大”的经济体
我以前在波士顿的时候请教过一位资深学者，我说美国为什么对中国这么
情绪化？这位学者说美国是一个使命性的国家，就是要改变其他的国家，美国
认为应该改变中国，也相信能够改变中国。但问题是美国改变不了中国。还有
一点，现在我们这边也有很多人说是不是我们太高调了，放弃了“韬光养晦”
政策。这个我觉得也不可以解释中美关系的变化。我 1981 年上北大的时候，
中国人均 GDP 还不到 300 美金，那时候“韬光养晦”是很容易的，但现在中
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了，所以当时所说的“韬光养晦”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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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
了，这表明我们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是国际体系的一
部分。但问题是大家都没有意识到我
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这次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的
签署，不仅对美国好、对中国好，对
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好事情。在这次的
中美贸易战中，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因
为中国的产业转移而得到了好处，但
这个好处也只是临时的，如果中美公
开对抗，没有一个国家是会受益的。
之前，美苏之间发生了冷战而一战时
欧洲国家之间则发生了战争，这个问
题大家要好好思考一下：欧洲国家间
当时的经济互相依存度不比今天中美
之间的低，为什么他们就发生了“热
战”？目前有一些机会主义色彩的美
国学者已经在说中美间已经开始“冷
战”了。我们以前也说，中美是“夫妻”，
不会分家。但事实并非如此。
欧洲国家在一战、二战时期因为
联系太紧密了，解决不了问题，很痛
苦，大家说要不然打一仗算了。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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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决不了，就想外部输出。所以
那时候列宁的分析是很正确的，帝国
主义内部的矛盾解决不了，就要往外
输出，所以他们发生了战争。因此，
即使中美经贸关系密切，我们也不能
掉以轻心。

是两国技术“脱钩”，美国就更强大了呢？或者是美国更安全了呢？美国也有
头脑清醒的人意识到，如果技术“脱钩”，中国自己发展出一套独立的系统，
那么美国就更不安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大家才比较安全。

美苏间为什么发生冷战？尽管他
们在二战期间都是反法西斯的，但他
们间没有任何关联，既没有贸易的来
往，也没有人员的交往，冷战便是最
好的选择，你不要理我，我也不要理你。

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至少可以分化美国对中国形成的所谓的“统一
战线”。以前华尔街、军工系统、安全系统一起形成了一个统一战线，给中国
施加压力，这次签署，华尔街经济部门看到了它的利益。特朗普还是做了一些
好事，把那些强硬派遏制了一下。另一方面，“斗争”方面可能也会深化下去，
尤其在地缘政治等方面，因为美国还是“老大”，要保护其“老大”的地位。
这次为什么美国要这样对待中国呢？以前中国的发展方向不明确。80 年代美国
是最开心的，因为我们自己提了两个口号，即“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
美国说这个好，这正是美国所希望的方向。89 年事件以后有了一个大转型，美
国领导整个西方制裁中国。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之后局势又得到了改变。中
国真正地开放了，尤其是十六大提出了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即党内民主引导
人民民主。美国人觉得这也很好，符合他们所期待的方向，因为中国共产党有
7000 多万党员，党内民主先做起来，再社会民主。同时，九十年代美国一直
在和中国进行民主和人权的对话。但十八大以后我们宣布自己有中国模式了。
尽管我们强调说不搞模式输出，但同时我们也说中国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模式，
其他国家可以参考。这样，美国就害怕了。美国清楚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我们
自己也清楚了自己的制度。无疑，中美之争的背后就是一个制度之争。

这样看来，我倒觉得中美之间的
贸易依存度减少一点，相对的“脱钩”
一点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两大经
济体，贸易依存度太紧密了，任何一
边一动，大家都是感觉到很疼，
“脱钩”
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怎样平稳地“脱
钩”是很关键的，现在贸易的谈判就
是一种平稳的下降。中国从两位数的
经济增长到现在的 6%，平稳的下行
对自己和整个世界都是有好处的。同
样，中美间平稳地慢慢减少一些贸易
依存度也是有好处的。大家要理性，
这样对整个世界都好。
其实我们对这次中美“贸易战”
应当有很大的反思。以前我们太理想
化了，总觉得自由贸易是天经地义的，
一定会存在的，我们采取向世界市场
进行采购就可以了。但现在看来，这
样是不行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
像以前的方式发展，中国可能会变成
像拉美那样高度依赖西方市场，高度
依赖西方技术，自己永远长不大的经
济体。尤其是中国原创性的东西太少，
像华为这样中国较好的企业，有相当
一部分技术仍依附于西方。而哪怕一
个 东 西 99% 的 国 产 化，1% 的 核 心
技术掌握在人家的手里，人家不给你，
你还是不行。汽车工业发展那么多年，
我们自己原创性的东西有多少？我们
的航空工业飞机的发动机是别人的，
航天领域的很多芯片也是别人的，但
这些又很重要，是“大国重器”。这
些东西中国不是说不会做，是会做的，
但是没有压力就做不出来。所以，来
自于外部的压力比内部的压力更有效。
其实美国人现在也在考虑，是不

中美之争的背后是制度之争

制度之争也没有什么害怕的，只要制度是可持续发展的，我们自己觉得自
己的制度可持续发展最重要。从前，中国很多人尤其是自由派有幻想，相信我
们这个制度会变成美国式的制度，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美国的制度、
西方的制度从来没有超出过西方，西方之外哪个地方都没有成功，中东没有成
功，拉美没有成功，非洲没有成功。在很多国家，纸面上说多党制、宪政、自
由民主、法制什么都有，但实际上不是一样的。日本成功了，但自民党一直执政，
很多美国人也不认为日本是西方式的民主。日本是伪装成西方的民主，实际上
不是西方民主。中国真的如果像中国台湾这样变成了“西方式的民主”，也很
难走下去。90 年代初台湾跟新加坡的人均 GDP 是差不多的，现在台湾连新加
坡的一半都不到。你能说新加坡是西方式的民主吗？肯定不是的。中国现在确
确实实是找到了自己的“四个自信”，找到了自己的模式。我们可以学美国，
但我们永远变不了美国，美国也变不了中国。

只要中国持续开放、美国是资本主义，中美就不可能完全“脱钩”
未来是一个世界，两种体系；一个世界，两个市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
的市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有些国家跟美国多做一些生意，有些国家
可能跟中国多做一些生意，有些国家两边都做生意，但会做得比较辛苦一点。
这两个经济体之间不可能完全“脱钩”，这里有两个条件：
第一，只要美国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我想美国很少有可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
奥巴马想让美国走社会主义路线，他失败了。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美
国不会自我封闭，资本的走向是一定会走向能赚钱的地方。
第二，只要中国是开放的。中国也没有封闭起来的理由，闭关锁国的路线
没有可能性。80 年代人们总结的经验教训就是：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欧美留学，更不会“闭关“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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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要 这 两 个 条 件 存 在， 这 两 个
经济体就不会绝对“脱钩”，有些方
面的贸易依存度可能又会上升。为什
么？ 因 为 资 本， 美 国 的 资 本 走 向 哪
里？中国现在是最大的市场。以中产
阶级的规模来看的话，我们的比例可
能比美国还小一点，但是绝对数字已
经超过美国了——4 亿，美国的总人
口也就是不到 4 亿。所以说要华尔街
放弃中国市场是不可能的。如果华尔
街放弃中国市场，只是把这个市场转
让给日本或者欧洲，我不认为美国现
在想这样。从军事对抗角度来看，美
国也没有任何的可能性把西方国家团
结起来来对付中国。我想一点可能性
都没有，因为这个市场实在是太诱人
了。历史上看，是白宫听华尔街的，
而不是华尔街听白宫的。
当前这个阶段，他们或许临时结
成了统一战线，确实像冷战。但华尔
街实际上就是为了使中国更开放，要
赚更多的钱。这两年的贸易战，美国
对中国的外资没有减少多少，像马斯
克这样的大企业都在投资。其他的国
家比如说越南替代不了中国。如珠江
三角洲的产业链，并不是说其他国家
想形成就能形成的。有些西方国家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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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中国之后印度会成为另一个大市场。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印度还是很难实
现中国那样的市场。印度无论是自由、民主，还是法制，都是阻碍资本进入的。
有人认为 80 年代开始的全球化就是“两个主义”（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
的最有效的结合。确实是这样的，印度哪有能力来推动像中国那样的大规模的
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进大规模的全球化。不太可能，因为印度没有制度条件。
所以美国绝对不会放弃中国市场，没有任何的理由放弃，只要中国是开放的。
从技术上说，中国也积累了那么多年了。中国确实也要走自己的路，要找
到原创性的东西。如果没有原创性的东西也是很麻烦的，就要受制于人。现在
已经有大规模的研发投入，政府也要起到更好的作用。中国失去了海洋时代，
也失去了工业化时代，现在不能失去互联网时代。
有人说如果中美之间一不好，一发生冲突，中国会不会又封闭起来了？这
个问题也是需要考虑的。最近我一直在思考法国总统马克龙所讲的。他说西方
主导世界三百年，主要是三个国家，一是法国的启蒙运动提供了思想，二是英
国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工业化。他讲到美国的时候非常有意思，美国凭什么而崛
起？他说美国是从一战、二战中崛起的。这个表述非常有意思：美国凭什么而
崛起？凭战争而崛起。所以我们以前一直是讲和平崛起，我们现在也要思考，
怎么通过国际的“斗争”，如果不是战争的话。我们如何崛起，这是我们需要
考虑的。

中国新的“韬光养晦“——为自己创造国际机遇期
很多从前的思想还是要再考虑的，例如我们老说的“国际机遇”。邓小平
时代的国际机遇和今天的国际机遇是不一样的概念。前者的国际机遇是被动的：
国际上有这个机会，我们赶紧把它抓住。但如果今天继续用这个思路去考虑国
际机遇，我觉得是大错特错了。中国的今天已经可以为自己创造国际机遇，而
不是等待人家给我们国际机遇。我们要理性，中美两国的“热战”不可能，我
们有能力避免“热战”，“冷战”不可避免已经在进行，但并不是说我们就会
被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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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考虑如何构建一个新的
“韬光养晦”，而不是邓小平时代的“韬
光养晦”。我觉得这里的空间很大，
可以构建一个新版本的“韬光养晦”。
这需要人们理性去思考这些问题。

还有，国内极左、极右还是要少一些。我觉得“高级黑”和“低级红”都
太多了，这些东西害了自己的国家。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但我们要理性的民族
主义。中美两个大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打败对方的，只要不打败自己就行。
两个国家如果是理性的，天下就太平；一个国家理性、一个国家闹情绪，就可
能吵吵闹闹；若两个国家都是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

Professor Zheng Yongnian talks on China-US Relations at CCG
On January 15, China and the US signed
a preliminary trade agreement that will
help ease bilateral relations. However,
the potential for friction remains given
the rise of populism and protectionism.
What is the outlook for China-US
relations develop?

and International Steering Committee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cooperate with
the World Bank and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to promote the BRI.
Also, he suggested that China should consider joining CPTPP to open up more
opportunities.

On January 21, 2020, Zheng Yongnian,
director of CCG's Academic Expert
Committee and professor at the

Professor Zheng Yongnian said that as long as the US continues to practice
capitalism and China adheres to the course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t is
impossible for China and the US to completely "decouple." Globalization requires
that each country addresses its own domestic problems. Zheng said that it is time
for China to create its own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y instead of waiting for
one. 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allowing the market to play a dominant role is a
favorable way for China to make friends around the world. Zheng also noted that
rapid technological change poses challenges to existing no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will restructu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ast Asian Institute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delivered a
speech on "Current and Future ChinaUS Relations" at CCG headquarters in
Beijing. The speech provided a new
perspective on China's development
amidst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Related issues were
discussed with participants and media
representatives.

China should develop multilateral
trade cooperation to respond to
"economic NATO"
CCG President Wang Huiyao pointed
out that, despite the China-US phase
one agreement, there has also been
renewed movement on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among the US, Canada, EU
and Japan, raising the possibility of a
new "economic NATO" being formed.
Therefore, Wang suggested that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its mult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with
the EU, Japan, India, ASEAN, Canada,
Australia and other countries to
respond to challenges in the emerging
world economic structure.
Wang encouraged promoting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as an alternative
multilateral platform. New mechanisms
such as the BRI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Time for China to create its own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y

Seminar participants discussed topics such as multilateralism, solutions to
domestic problems, how China can create its own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y,
how China can expand its "circle of friends,"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Participants in the seminar included Sun Yongfu, former director of the European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Zhou
Xiaoming, former deputy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inese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Geneva, CCG senior fellow; Wang Kaiqian, director of China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Commerce Center of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Teng
Jimeng, professor of Chinese Culture and Film Studies in the Alliance Program of
Beijing Language & Culture University,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Gao Wei,
media commentator, CCG non-resident fellow; Miao Lu, CCG deputy director and
secretary-general; and Yu Lan, member of Chinese News Service (CNS) Editorial
Board.

Speaker's bio
Professor Zheng Yongnian is the director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He received his B.A. and M.A. degrees from Beijing
University, and his PhD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Zheng's papers have appeared in internationally refereed journals such a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Third World Quarterly
and China Quarterly. He is also the author of many books, including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Organizational Emperor,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De Facto Federalism in China,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He is also the editor of
many books on China and its foreign relations, including the latest volumes China
Entering the Xi Era (2014), China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2008), and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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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逊研究所理查德·威茨：

中美安全关系的现状及未来
2020 年是中美两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
期，中美安全关系的现状及未来不仅事关中
美两国的利益，更有关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2020 年 1 月 13 日，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高级研究员及政治和军事分析中心
主任理查德·威茨 (Richard Weitz) 博士到
访全球化智库（CCG）北京总部，以“中美
安全关系的现状及未来”为主题发表演讲，
并和与会专家围绕中美关系、国际安全等多
个话题展开研讨。
以下为演讲全文：
我在中国的谈话重点，也是我今天想要
讲的主题，即全球军备控制体系的瓦解。全
球军控体系正在瓦解，这有两个原因。
在军事层面的新科技发展将会冲击以华
盛顿和莫斯科为中心的全球军控体系
其一，我们在冷战时期建立了以美国的
华盛顿和苏联的莫斯科为中心的两极化军控
体系。但最近几年，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条款、
协议的出现与瓦解。有人说如果我们若不做
出行动，那么军控体系将会完全瓦解。
而这种体系的结构出现衰变的原因其实
是众所周知的。在过去，军控体系更多地关
注战略核武器，一般是由威力较高的核弹头
等组成。但现存的协议更多的是关注这些武
器的限制与透明化。不幸的是，我们现在可
以看到，如俄罗斯所说，一些非核能的新科
技武器已经拥有与核武器一样的战略影响力，
具有战略能力的新技术可能使传统的威慑计
算复杂化。这些改变武器类型的新科技在导
弹防御或战略型防御体系的应用，也包括高
超音速，太空，网络及人工智能等的应用。
而当我们还无法了解与估量如何合理运用这
些新科技时，他们可能已经大量地被运用到
了军事层面。即使只从核武器方面来看，它
们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分类和理解。
因此，在我看来，战略核武器和非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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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威茨博士曾担任美国国防部的政策幕僚，现在
为美国著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及政治和军事分
析主任，其研究领域包括欧洲、中亚和亚太及中国事务。理
查德·威茨博士出版了多部研究著作，如《哈萨克斯坦和欧
亚大陆的新国际政治》、《华盛顿如何应对危机》和《国家
储备政策：比较分析》等。

核武器之间的明显界线已经被打破。
尽管我们对非战略型近程武器的控制无需运用战略型军控，
但是现在涉及到用理念与实践分类的制裁已经没有了制定界线。
用非战略武器来衡量过去的全球重大核变化也并非易事。对于近
期的防御体系也是一样的。在过去，美国与俄罗斯致力于通过区
别武器的战略意义，或者根据武器的应用方向，来制约导弹防御
系统，例如通过细分武器的战略型利益来了解导弹防御系统。但
现在，科技的发展将武器的战略与非战略应用间的界线变得复杂，
使得越来越难以制约导弹防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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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及其他国家对全球军控体系
的影响越来越大
其二，越来越多的国家有了使用
战略型武器的军事能力。例如，许多
国家已经拥有远程导弹。随着越来越
多 国 家 的 军 事 能 力 发 展，1987 年 苏
联与美国双方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
这项仅局限于美俄两方的协议已经无
法作为当前全球军控的制约协议。我
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中国更多
地参与到全球军控体系里来，必须有
某种方式可以让中国加入到国际军控
及核相关战略政策中。以美俄两个核
国家为中心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New START） 将 在 2020 年 2 月
到期，我认为，这份条约或许会延期，
且会在五年之内续约。我始终认为这
项条约会被续签，我们也会着手完善
条约里更复杂的事情。

中国可以更多参与到全球军控体
系中
随着中国逐渐上升的军事能力
和卓越的经济能力，我认为中国可以
更多地参与到全球军控体系的建设上
来。同时，世界也应该意识到中国逐
渐增加的军事能力。在华盛顿，许多
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长期战略型军事
安全威胁，一份美俄之间的军控条款
必定会牵扯到中国。我不认为美国会
再去签署一份没有中国参与的军控条
款。 美 方 退 出 中 导 条 约《 美 苏 消 除
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INF
Treaty）不仅仅是因为对俄方未履行
条款义务的指控，也因为一些中方导
弹没有被此条约限制相关。制定的条
约没有考虑并衡量中方军事能力也将
成为接下来许多军控协定的重点。这
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可以更多地参
与到全球军控体系建设中去。
同时，中国在军事与经济层面的
崛起在近几十年里改变了许多战略型
政策。相较于过去，中国拥有了多种
多样的军事基地。考虑到中国现有并
将会持续发展的军事能力，中国或许
可以考虑开放增加更多军事透明度。

最后，我想用一个问题的解析来总结我的演讲，那就是中国为什么应该
参与全球军控体系。首先，如果中国不这样做，那么中国和其他国家至少将面
临着中、美、俄之间无止境的军备竞赛。除开一些军控上对军事力量的限制，
我认为更多的参与对中国的安全方面来说很值得。其次，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体系（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regime, NPT）面临瓦解的风险。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此条约缺
乏有效进展，也与其他原因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每一个战略军控条约
的瓦解都会对总体军控体系产生深远影响。举个例子，包括中美在内的很多国
家都对军控条约持怀疑态度。但我认为，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
可以更轻松地接受一些军控条约。
当然，这其中也会存在着一些挑战，例如第三方去签署如《新削减战略武
器条约》等条款时，有可能会担心所面临的不平等制约，如美、俄等原缔约国
将施加更多的限制在新缔约国上。在同一条约上，第三方缔约国不会同意在得
到了三个好处时，其他国家可以得到五个好处。所以，成为原有条约的第三方
缔约国的路子根本走不通。
我也在寻找新的办法，既可以让中国更多地参与到战略军控进程，也可以
避免中国成为缔约国。或许中国可以与美国、俄罗斯，北约等国家及组织协定
单方面措施。我们可以找到其他的机制来帮助中国在军控方面更多地表现自己
的领导力。我们也在寻找一种不强硬的、无需正式缔结条约的办法，一种介于
两者之间的办法。
谢谢！
随后，CCG 副主任高志凯，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丁一凡，清华 - 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资深研究员赵通及 CCG
高级研究员、美国广播公司 (ABC) 电视网前副总裁哈维·佐丁，CCG 高级研
究员、CGTN 评论员莫天安，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对外经
贸大学 - 美国 TBC 项目中国电影学客座教授滕继萌还对中国是否需要加入国
际军备控制体系、未来中美安全关系将如何发展、如何在世界范围内重建积极
的对话机制这几个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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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dson Institute expert Richard Weitz talks China-US security ties
On January 13, 2020, Richard Weitz,
senior fellow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Political-Military Analysis of Hudson
Institute gave a speech at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headquarters in Beijing. The speech
focused on China-US security relations,
the weakening of the global arms
control regime, and solutions to this
issue.

New technologies challenge and
complicate traditional global arms
control
Weitz pointed out that the current
global arms control regime was built
with a focus on the US and USSR with
strategic nuclear weapons in mind. New
weapons technologies such as missile
defense and AI have gradually attained
strategic capabilities that can complicate
traditional deterrence calculations. It is
thus harder to classify and control these
new technologies without an updated
arms control regime.

New technologies may be adopted
by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Secondly, Weitz noted that the current
arms control regime is at risk of collapse
due to the proliferation of strategic
capabilities to additional countries.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have military
capabilities, including new strategic
and non-strategic weapons like ballistic
missiles, which impact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system. He also said the current
treaty of arms control is too limited in
focusing on Washington and Moscow.
He suggested it is time to bring China
into this framework.

China could and should participate
in global arms control treaties
Weitz examined why China could and
should become more involved in formal
arms control reductions.
He said China's growing international
rol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that China has altered many of
its previously "unchangeable" foreign
policies in recent years. He suggested
China be involved in the global 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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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regime, not necessarily via a
formal treaty, but at least through some
measures that China could take with
the US, Russia and NATO, as military
dialogu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following roundtable discussion,
participants shared their opinions
related to Weitz's speech.

Victor Gao: China is already part
of the global arms control regime
Victor Gao, CCG vice president, said that
the US should better understand China,
especially Chinese thinking with respect
to nuclear weapons. Gao said China
already has arrangements with respect
to global arms control. For better ChinaUS relations, Gao said China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force of cooperation and
that China is always eager to promote
US-China relations.

Ding Yifan: Military dialogue is
important, as are other dialogues
Ding Yifan, senior fellow at National
Strategy Institute of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CC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agreed that China could consider US
concerns about China's absence in the
global arms control regime. However,
he said that China cannot always be the
role of moderator in military dialogue as
the US expects. Ding said that military
dialogue is important, but that dialogue
on other issues like climate change is
also important.

Zhao Tong: China has four factors
to consider when joining the
global arms control regime
Zhao Tong, senior fellow at CarnegieTs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
highlighted four factors that may
encourage China to get more involved in
the global arms control regime.
He said that China would get more
involved in global arms control regime
only if it helps to reduce economic
uncertainties amidst between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nd benefit China's
security with regard to the RussiaChina treaty. Zhao said the risk of new

technologies can be addressed only
through military dialogue. He added
that China could one day replace the US
in playing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global
arms control system.
Additionally, Zhao Tong pointed out that
China is uncertain about the US proposal
to invite China to join the global arms
control regime, which could be used as
a strategy to contain China.
Other experts that participated in the
discussion included Harvey Dzodin,
former vice president of the ABC
TV Network and CCG senior fellow;
Andy Mok, CGTN commentator and
CCG senior fellow; and Teng Jimeng,
professor of Chinese Culture and Film
Studies in the Alliance Program of
Beijing Language & Culture University.

Speaker’s bio :
Richard Weitz is Senior Fellow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PoliticalMilitary Analysis at Hudson Institute.
His current research includes regional
security developments relating to
Europe, Eurasia, and East Asia as well
as U.S.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ies.
Before joining Hudson in 2005, Dr. Weitz
worked for shorter terms at the
Institute for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fense Science Board,
Harvard University', and other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r. Weitz has authored or edited
several books and monographs,
including Promoting U.S.-Indian Defense
Cooperation (2017); Enhancing the
Georgia-US Security Partnership (2016);
Parsing Chinese-Russian Military
Exercises (2015); China and Afghanistan
After the NATO Withdrawal (2015);
Reforming U.S. Export Controls Reforms
(2015); Turkey's New Regional Security
Role: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2014); Rebuilding American Military
Power in the Pacific (2013); Global
Security Watch—China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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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增进文明交流互鉴：

《国际理解教育在中国——现状与未来》报告
Enhancing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s and learning
This report is China's first systematic
study initiated by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of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covering theory,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The report summarizes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Chines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outlines prospects for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The first part introduces the origins and global influence of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concept in China.

The report aims to support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of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 with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t has four
sections.

The fourth part, based on the aforementioned basis, presents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China's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The second part covers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conducted by Chinese
schools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covering curriculum, teachers, foreign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nd evaluation.
The third part, from empirical and quantitative dimensions, introduces
the results of the sampling assessment of the revised PISA global
competency framework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Participants engaged in in-depth discussion around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issues related to it, including the futur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comprehensive cultivation for global
talent.

文 明 的 繁 盛， 离 不 开 求 同 存 异、 开 放 包 容； 人 类 的 进 步，
离 不 开 文 明 交 流、 互 学 互 鉴。 而 国 际 理 解 教 育（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正是以责任、公正、平等、自由、
包容、和解、人性等为核心价值，倡导加强不同文明、文化之间
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借鉴，以构建更加包容的世界，促
进世界和平、合作与交流，建设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为此，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加强“国际理解教育”，
在青少年心中打牢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热爱和平、维护正义、
共同进步的思想根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基础。
2019 年对于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今年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里程碑——这是中
国更好地理解世界、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新时代，更是国际理解
教育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的新时代。历年来，世界各国以及包
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经济与合作组织 (OECD)
在内的国际组织 , 都为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支持与
丰富的实践经验。国际理解教育被引入中国后，得到中国教育界的
重点关注，并且，越来越重视，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有中国特色的
新探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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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一章 背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准备与人才储备
1. 中国的扩大开放战略与 UNESCO 的国际理解教育理念方向一致
2. 中国在国际理解教育领域的三大基本特色
3. 国际比较：西方国家、东亚地区、中国 21 世纪以来的国际理解教育思路
3.1 尊重共享：西方社会对于国际理解教育的探讨
3.2 本土认同：东亚地区对于国际理解教育的认识
3.3 新形势新导向：中国对于国际理解教育的认知发展

第二章 行动：中国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探索
1. 中国学校国际理解教育实践
1.1 课程设置形式多样，以学科渗透为主
1.2 师资培训：以职后培训为主，多用“在地国际化”形式
1.3 对外交流与合作深化，搭建网络平台
1.4 定性与定量评价结合，有效驱动发展
2. 中国非营利组织国际理解教育实践
2.1 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致力于推动中国国际理解教育走向世界
2.2 中国其他公益组织的国际理解教育实践

第三章 效果：中国国际理解教育实践效果
—— 以全国公立学校抽样调查为例
1. 调查背景
1.1 框架修订
1.2 具体抽样方案
2. 总体情况
2.1 总分对比
2.2 指标对比
3. 描述性统计亮点
3.1 本土文化自信 3.2 全球议题了解 3.3 学生未来就学 / 就业倾向
4. 独特变量
4.1 经济基础：国际理解教育发展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
4.2 家庭资本：国际理解教育发展的重要背景
4.3 师资力量：国际理解教育发展的核心变量

第四章 展望：中国国际理解教育发展的未来
1. 政府加强顶层设计，保障政策落地
2. 发挥非营利组织优势，构建教育共同体
3.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资源支持
4. 学校深化实践，多维并举
4.1 加强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宣传，在深度与广度上提升共识
4.2 聚焦师资培训与专业成长，提升国际理解教育领导力
4.3 鼓励探索多元教育方式，优化课程供给

CCG 国际教育相关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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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本报告较为全面地刻画了国际理解
教育在当今中国的理念基础、实践现状与未来发展
路径，总结了国际理解教育发展过程中展现出来的
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以期为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当
代的教育实践提供一种视角，为中国携手国际社会
共同构建以理解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共
识基础。
具体来看，本报告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
介绍了国际理解教育的起源与全球影响力，并论述
了中国对国际理解教育的总体认知，即从教育目标
的角度看，国际理解教育是中国为共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提供思想准备与人才储备的重要路径。国际理
解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有良好的基础。
报告第二章对以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为代表
的中国非营利组织在国际理解教育的实际推动中扮
演的重要角色做了阐述说明。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
通过“两个方面”的发展格局，与“贯穿式”的国
际理解教育实践体系，发起中国首个以国际理解教
育为主旨的公益项目，将富于中国特色的国际理解
教育经验与智慧带到国际舞台上分享。
报告的第三部分从实证和定量的维度，介绍了
依据中国国情修订后的 PISA 全球胜任力框架抽样
测评结果，探索中国国际理解教育的部分发展现状。
本次调研收回有效问卷 2403 份，其中 2313 份为
对学生的调查问卷。总体来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家长教育水平与海外经历、教师教学能力及对国际
理解的态度，是影响学生国际理解的核心变量。
报告的第四部分提出了中国国际理解教育的
四大未来发展倡议。一是倡议政府加强顶层设计，
保障政策落地，引领发展方向；二是倡议非营利
组织发挥独特优势，积极筹措资金，搭建资源平
台，构建教育共同体；三是倡议企业承担社会责
任，提供相应资源，进一步明确并支持人才需求；
四是倡议学校深化实践，优化课程供给，多维并
举，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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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多层次国际合作，
共抗全球疫情
CCG Report-Strengthen
multi-leve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fight the
pandemic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poses a
huge threat not only to public health,
but also the global economy. On March
26, a G20 Extraordinary Virtual Leaders'
Summit was held to discuss the crisis.
In a communique issued at the end of
the summit, G20 leaders committed
to a united response to fight the
pandemic,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mandate
and injecting over $5 trillion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as part of targeted
fiscal policy, economic measures, and
guarantee schemes to counteract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impacts
of the pandemic.
The G20 summit has sent a positive
signa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face current challenges from the global
pandemic. At this critical juncture,
this report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summarizes China’s
experience in dealing with the outbreak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on global
cooperation to fight the virus and its
economic fallout. It draws on ongoing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unfolding
outbreak and recent seminars CCG has
hosted featuring Chinese and foreign
experts.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正在全球
蔓延，不仅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
巨大挑战，更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
击。3 月 26 日， 二 十 国 集 团 (G20)
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通过视
频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特别峰会发
表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
炎特别峰会声明》，强调疫情无国界，

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团结一致应对疫情
威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演讲，
表达了中国同国际社会携手抗击疫
情、支持多边协调合作、稳定世界经
济的坚定决心和积极态度。

在此背景下，全球化智库（CCG）
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 发 布 报 告《 加
强多层次国际合作，共抗全球疫情》。
本报告基于自疫情发生以来 CCG 对
疫情之下的中国与世界的持续关注和
研究，结合组织国内外专家就全球疫
情发展下的国际问题展开的研讨成
果，就中国应对疫情的经验作了系统
性总结，并就国际社会应如何发挥各
国智慧促进全球抗疫合作的落实从世
界经济、全球价值链、卫生及安全等
多个角度提出十条建议。

以下为报告部分要点：
报告首先就中国应对疫情的经验
作系统性总结，并指出总结中国抗疫
经验并不是号召他国“抄作业”，而
是因为随着疫情蔓延到更多国家，在
多国呈暴发态势，中国的抗疫经验可
以为各国抗疫提供一些参考。首先，
中国形成了中央统筹，国务院启动联
防联控防疫机制。在中央政府强有力
的统筹指挥下，疫情期间的公共卫生、
经济、交通运输、社会安全等一系列
工作得以协调有序安排，从中央层面
为疫情防控、病人医治、经济维稳、
居民生活等工作扫清障碍。
在抗疫中，中国展现出了“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的高效资源调配能
力，集全国之力对疫情中心进行重点
支援。湖北用“封城”为全国和世界

83

RESEARCH
研究

争取了抗疫时间，而集全国力量驰援湖北也为抗疫取得关
键进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在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后，3 月
18 日，湖北省第一次出现零新增确诊病例。
在疫情中，公众的恐慌情绪往往比病毒本身还具有破
坏力。因此中国搭建政府 - 社会沟通渠道，透明公开疫情
发展信息。具体方式包括，武汉疫情全面爆发后，中央下
令各地政府严格执行公开信息的政策，中央政府以及各地
方政府对各项疫情信息都坚持透明公开，每日更新；对新
冠病毒的源头追溯、病理研究、治疗方案、疫苗开发以及
各种防疫知识，采用多种手段“硬核”科普和推广；突出

运用大数据技术和各个媒体平台搭建了“辟谣”机制，每
日固定对各种不实信息和恶意谣言进行纠正和披露等。
此外，报告总结的中国应对疫情经验还包括：严厉管
控社交距离，执行全面的非药物干预措施；动员基层，快
速有效地落实抗疫政策；全国调配，物流保障，确保生活
物资供应安全平稳；大数据抗疫，互联网 + 应用加强社会
商业互联；及时发布多层级政策，减轻企业负担，稳定经
济；复工复产与加强防疫并举，稳定疫情前提下恢复经济；
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公开信息分享经验。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现在，一些海外国家所面临的
抗疫形势十分严峻。3 月 28 日一天全球新增确诊病例达 54479 例，美国在数日内感染人数就超过了 10 万，
意大利、西班牙等重灾区死亡人数不断攀升，一些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也可能成为下一波疫情“震中”，国际合
作抗疫刻不容缓。G20 在应对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稳定世界经济方面发挥了领导性作用，3 月 26 日召开
的 G20 特别峰会及时提振了世界各国携手应对疫情的信心。为更好贯彻落实 G20 国际合作抗疫举措，CCG
从世界经济、全球价值链、 卫生及安全等多个角度提出十条建议。
首先，报告建议应支持多边合作平台开展抗疫高层外交，充分发挥 G20 在全球抗疫合作及稳定全球经济
中的作用。此外，世卫组织是国际卫生工作指导和协调的权威机构。然而，由于受到各种质疑、资金不足、约
束力不够等原因，世卫组织在推动全球防疫上所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因此，报告建议应支持世卫组织等在全
球抗疫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建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协调合作机制。例如，可尽快召开世界多国部长会议
甚至可通过联合国组织召开各国首脑会谈，就国际疫情监测及诊疗方案合作、各国支援世卫组织资金物资等达
成基本共识，形成以世卫组织为核心的国际抗疫合作协调枢纽。

报告还建议通过国际合作维稳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和
产业链，为重振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首先，要加强宏观
经济政策协调，协力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其次，各国同心
协力，修复全球价值链。同时，鼓励各国家和地区因地制
宜出台促进消费回补释放的政策，积极发展新型基础建设。

作加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等。

另一方面，中美两国政府因病毒来源和互驱记者在过
去一个多月外交争端升级，但深受疫情直接困扰的是两国
民众和企业。因此，面对人类共同的挑战，报告建议中美
可加强沟通对话，就双边医疗物资贸易及推进全球抗疫合
作达成共识。

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对国际合作
发展的一次重大考验。各国政府及人民需认真思考什么才
是阻碍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威胁。曾经的“太平世
界，环球同此凉热”在不分国界的病毒威胁下，暴露出全
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脆弱、大国间战略竞争的加剧、人
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淡薄、东西方文化的割裂等问题，
更反映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此，
报告最后倡议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振国际多边
合作信心。

此外，报告还建议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加入全球战疫，
促进应急物资贸易便利化与供应链合作；维护地区安全稳
定，集中精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合力为卫生系统脆弱的
地区和国家提供援助；鼓励各国共享疫情研究数据及成果，
支持多国合作开展药物及疫苗研发；鼓励地方政府和社会
力量开展不同形式的捐赠援助，为全球抗疫合作凝聚更大
力量；确保全球农产品贸易稳定，通过区域及多边体系合

本报告是 CCG 针对全球疫情应对的最新研究成果。
作为国内领先的关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社会智库，自疫
情发生以来，CCG 就对疫情之下的中国与世界持续关注
和研究，并举办了以抗疫合作和如何复苏世界经济等为主
题的系列线上圆桌研讨会，旨在为促进国际合作，共同抗
击疫情，以及抵御疫情对于全球经济的冲击贡献中国智库
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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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
关于女性成长

柳青
CCG 常务理事
滴滴出行总裁
滴滴是领先的一站式移
动出行平台，同超过数千万车
主及司机一起，为超过 5.5 亿
用户提供全面的出行和运输服
务。平台年运送乘客超过 100
亿 人 次。 柳 青 于 2014 年 7 月
加入滴滴。她在北京大学和哈
佛大学分别取得计算机学士和
硕士学位，并获得纽约大学商
学博士荣誉学位。

2
商界基本是一个男人主导的世
界，你在这里面的女性自我意识
有多强？

文章选自虎嗅

1
身为一名资深职业女性，你对女性成长有何建议，你为此做了什么？
（我在想）怎么帮助一个职业女性去规划自己未来 30 年的职业？这是一
种打破透明的玻璃的天花板的想法。
我 在 将 近 4 年 前 在 滴 滴 挑 头 成 立 了 一 个 叫 DDWN（DiDi Women's
Network，滴滴女性联盟）的组织。因为我自己原来在投行的时候，确实是有
一个明显的感知：就是不管你的能力强弱，你总是觉得你的事业想到一半就得
中间突然间暂停。你谈了恋爱、结了婚、生了小孩，然后怎么办？会有很强的
焦虑感和不安全感。所以，大部分我聊过的很多女孩子，都会只说我未来 5 年
打算怎么样，她不会说我未来 30 年要怎么样。但你要跟一个男生聊，他真的会
跟你聊未来 30 年的。
我几乎能打包票，基本上大部分女生，活得洒脱的还是少数，大部分女生
都还是要想这些问题的。这点上我确实觉得有点不平等，她是在为家庭的一种
付出，她不是说她在满足个人的一些需求，说“玩疯了，然后不打算工作”，
不是这种。我觉得挺遗憾和可惜的。

我倒不会站在男性女性的角度去
思考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不是特别
认同大家给人贴标签，就很多女孩子
给自己贴个标签，说“我是女汉子”，
我心想为什么要贴女汉子？能力强就
是能力强，不是女汉子。或者说，工
作狂就是工作狂，她也不是女汉子。
当然，有可能我自己眼中的自己
跟别人眼中的自己不一样。也许你看
我很女性化，我不知道啊，但我自己
心中是从来没有这种感觉的。我觉得
大家都比较正常吧，有些女性温柔一
些，有些女性阳光或者说刚一些，每
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状态，我相信我也
有比较柔软的一面，但我也有比较刚
的一面，然后也有比较勇敢的一面，
也有比较脆弱和懦弱的一面……不同
状态不一样。
所以我确实不太从这个角度去思
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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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对女性的重要性？
我觉得工作对女性是一个很好的东
西。为什么呢？因为在工作中受到挫折
的可能性更高——当然在家里也很多，
我知道很多女性在家里也是一言难尽。
当然，我倒不觉得就是说一定就
要工作，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一种
方式是吧？我觉得独立还是蛮重要的，
但是我也很羡慕很多人。
我觉得尽量还是能够找到内心的
一种独立吧。

4
你在“总裁”与“母亲”的角色
之间会觉得失衡吗？
我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平衡得很好
的人，就像你看我们现在这种状态，
大家能感觉到。真的谈不上平衡得好，
绝对不优雅，然后经常有负罪感。
这 也 是 我 另 外 一 个 体 会。 那 种
对孩子的负罪感会使得你有时不会去
享受跟他们在一起的过程了。在有限
的时间相处里面，我今天也还是在摸
索——绝对不算是说分享经验——不
断地打磨一个怎么适合我们的家庭，
大家一起又能亲密、又能帮到他们、
也帮到我的一种模式。

5
“成为母亲”让你获得了什么成
长？
我生完小孩以后，还是有一个蜕
变的。我觉得会把你的性格的延展性
充分地延展、充分地打开。今天，我
觉得内心还是少女（笑），还是有赤
子之心的，更加勇敢一些。所以我们
的口号叫：Be great, Be you. 你不管
在外面再怎么被磨砺，你要有延展性，
但是你内心还是有一个比较忠于自己
的赤子之心是吧？然后坚持做自己觉
得对的事情，营造一个这种文化。
还是说回来，就是希望每个女孩
都可以不受拘束地去为自己的未来 30
年策划，因为你知道你生完小孩回来
的状态会更好，你结婚后的状态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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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你无论发生什么，你回来后的状态都会更好，你只要有这份自信就好。

6
你如何与孩子沟通？
我的小朋友不大，就是 10 岁、9 岁、9 岁。对我的小朋友来讲，我就说你
们还是要独立，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可能说在你们大了以后多在经济上支持，就
是要靠自己。
相对来讲，我还是希望我们有一种平等——你说真的平等其实也不太完全
会平等。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有很多智慧，狡黠的智慧。
比如说年初的时候，他们会拿到很多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的零花钱，要给
他们灌输理财的观念。我看了《穷爸爸和富爸爸》，然后也是心血来潮，就说
这笔钱就放在你们这儿了，然后每个人弄了一个小抽屉、钥匙，弄个账本来记，
就说所有钱都要从这儿花，给同学买礼物、自己买衣服、丢了的书包、丢了的
书都要自己花钱来买。
因为我们家住顺义，那边有个 GAP，我每次买衣服去 GAP，然后自从有
了这个（规矩）以后，他们都不买了，然后都说：“哇，200 块钱，太贵了，
不买了！”我就说：“还好的，GAP 相对来讲还好。”但怎么劝也不买，后来
我就说，这样吧，今天大酬宾，买一送一，你买我送。然后他们可鸡贼了，买
的都是恨不得打一折的，大概二三十块钱，然后让我送一件大件儿。但是我儿子，
Even so，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让我送，他说，那你的钱也是钱啊，不要送。
还是回到我那个观念，就是这一代的年轻人，当然他们（孩子）算小小年
轻人，因为他们的眼界、他们的视野、他们的信息量都真的不一定比你差，他
们的观点就是早点打破自己家长的权威。

7
你如何定义成功的人生？
我觉得成功的人生就是，你经历了无数的事情以后，你到终点的时候，你
的感官系统打开得比别人多。到最后你是一个比别人各方面的感知更灵敏的人，
一方面你悲天悯人，但一方面你又有钝感力，你知道要做正确的、艰难的选择。
人生还是五颜六色、非常不一样的，这里面酸甜苦辣，你必须做成一个逆
境或者挫折驱动的人，否则你是不可能有一个五颜六色的人生的。有些人起点
特别高， 然后从此人生走下坡路。
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我们的司机、我们的乘客。我们的员工遇到了一次一
次一次的挫折，每一次挫折都是一个打碎再重来、打碎再重来的过程。
当有这个前提的时候我们再说，人生其实是五颜六色的。但是如果人生是
这种——你经不起挫折就是说有一颗玻璃心，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是很难的。
除了生死，都是擦伤。我在我自己生病的时候，说实在的对我冲击没有那么
大，真的没有那么大。确实有一点儿，就是怎么办？就是这种。稍微有点儿焦虑，
有点儿遗憾，有点儿恐惧，当然肯定还是有一点恐惧的：要面对死亡吗？但是远
远没有去年（滴滴顺风车）的这件事情给个人的打击大，远远没有，毕竟每个人
心里都是有负疚感的。
你不是躲在沙漠里的那个鸵鸟——因为对我沉重打击，然后我就躲着，从
此再不见世人，然后就放弃了。
这至少不是我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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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雪
CCG 常务理事
TCL 文化传媒公司董事长，
TCL 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
魏雪，生于北京，1992 年就读于日本上智
大学经济系企业管理专业，后赴美国杨百翰大学，
攻读公共关系专业。1997 年创办中国普乐普公
共关系顾问有限公司，并任总裁。现任 TCL 公
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TCL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
事长、亚洲女性发展协会会长。同时还担任北京
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欧
美同学会商会副会长、北京青联委员、北京市侨
联委员、国际环保组织野生救援协会理事等职务。

大多数女人一生中难以回避的五重身份。而魏雪，把每一种
身份都活到了极致而分明。越是活到极致的女人，越是性情
如水，品格如玉，但温润中蕴藏着力量。

2

魏雪：

有人说，世界如镜，你对世界温和以待，世界便许你
春暖花开。这句话放在魏雪身上，再合适不过。

温和中不失坚定，
细腻中见格局
文章选自 洞见

1
上一次见到魏雪，是在“TCL 希望工程烛光奖计划”
的荣耀典礼上。她着一袭旗袍，坐在一众耀眼的星光中，安
静，却格外引人注目。初听温润如玉，细听棱角分明。这样
的描述，用来形容魏雪，最是恰当。早就知道，魏雪出身名
门，留学海外，执掌中国第一家日系公关公司，把公司在短
短几年间做成当时的 TOP10，是雷厉风行的女强人。可当
你切切实实地与她交谈，感受到的却是一股经时光淬炼而成
的优雅与温润。
精致的妆容，轻柔的声音——见到魏雪本人，你觉得她
并没有商场厮杀的凌厉感，举手投足显示出良好的教养和典
雅的气质。在最新一期《中国慈善家》杂志的封面文章中，
魏雪说“对财富看得更淡了，物质上的多寡，生意上成功多
少，看得不是那么重了。”如今的她，是 TCL 集团副总裁、
TCL 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华萌基金创始人、TCL 文化
传媒公司董事长、亚洲女性论坛创会主席。她也是 TCL 董
事长李东生的贤内助、双胞胎儿子的好妈妈、古稀老人的孝
顺女儿与尽心儿媳。母亲、妻子、女儿、儿媳、职场人，是

2014 年末，魏雪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为“年度慈
善家”。2017 年，她被评选为“第三届长江公益人物”。作
为医药世家“白敬宇药行”（电视剧《大宅门》原型）的后人，
魏雪出身名门。在父母“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谆谆教导下，
她自小就在心里埋下了“慈善”的种子。从 2007 年成立华
萌基金，到如今华萌大家庭的家人遍布五湖四海。本着“授
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公益理念，历经十二年，华萌基
金在广东、湖北、云南等地拥有了 1033 名优秀学子。以大
理 2018 年毕业班成绩为例，一本上线率达 100%，600 分
以上人数达 31 人，多名同学被 985、211 大学录取。
但魏雪觉得公益的边界还需要进一步延展。在中国，
公益教育的领域，还需更新定义。于是 2019 年 3 月 26 号，
由华萌基金、中央音乐学院共同发起的“音乐·梦想·交换”
项目，正式启动。预计五年投入近千万元，搭建国内外交换
学习平台，帮助缺乏国际交流机会的优秀学生实现音乐梦想。
以音乐为纽带，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她称这是一个“小而美”
的项目：“创造一个无国界的交换、交流、交心的音乐文化
平台，用音乐去感染，去影响更多的人群，让优美的音符合
成幸福的旋律飘扬在五洲大地。”
“让中国的学子走出去，外国的学子走进来；东方的
音乐传出去，西方的音乐引进来”。在魏雪看来，公益教育
的意义，不应仅仅停留在扶贫，更在于受助人群的定位与项
目效率的达成。
公益这条路，魏雪稳扎稳打地走了十几年，她希望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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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越专业，越走越持续。慈善之于魏
雪，是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也是人
生追求和理想。父母传递给她家族慈
善的故事，让魏雪秉承家训，将公益
一步步落在了实处。家族的向善之心，
从小就培养了魏雪对世界的温柔。这
种温柔，不是对每个人都笑脸相迎，
对所有的请求来者不拒，而是在你越
来越理智成熟的判断之下，升起一份
大爱和宽容。温和中不失坚定，细腻
中见格局，女人活到极致，大抵如此。

3
如果说做公益是对世界的温润，
那么魏雪对先生李东生，是对家庭的
温润，却也是对事业的温润。
2005 年，是 TCL 灰色的一年。
跨国收购法国汤姆逊全球彩电业
务、阿尔卡特全球移动终端业务之后，
TCL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亏损 20
多个亿。这是 TCL 集团创立以来最艰
难的时期，也是李东生的人生最低谷。
在这个至暗时刻，魏雪毅然地放弃了
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公司，坚定地陪
伴在先生身边，随同他到处飞行和“灭
火”。魏雪说，那时的她无暇打理自
己的生意，每天都没有离开过行李箱，
对先生说的最多一句宽慰是“以出世
之心，做入世之事”。整整两年，她
在生活上照顾他，在精神上支持他，
直到 TCL 的业务重见起色。这样李东
生和魏雪成为当时中国企业界的一段
佳话，就连吴敬琏老先生都对李东生
说，“能娶到魏雪，你是三生有幸啊”。
魏雪不仅在当时支持李东生找回
良好的心态，带领 TCL 业务重回正轨，
也通过后续自己十几年的努力，帮助
TCL 重新确立了行业的品牌地位。作为
中国改革开放后留学潮的亲历者与国际
品牌市场的专家，不凡的视野使魏雪早
早认识到成熟的市场运作下，
体育营销、
娱乐营销能够给品牌带来的巨大助力。
以体育营销为例，在魏雪的主导
下，TCL 自 2009 年伴随中国男篮和
CBA 联赛走过了十年风雨路，荣辱与
共； 而 今 携 手 2019 FIBA 篮 球 世 界
杯，征战全球。在这一思路的引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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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 从篮球顶级 IP 海内外的布局，到足坛巨星内马尔的签约，再到海外本土化
体育资源的结合，以体育营销为支点撬动了全球品牌营销落地。
2018 年，TCL 签约国际球星内马尔成为全球品牌大使，协同美国 NBA 球
星“字母哥”、阿根廷罗萨里奥中央足球俱乐部、法国篮球国家队、菲律宾篮球
联赛等重点区域本土体育资源，以全球体育营销整合之势，加速推动 TCL 品牌
全球化进程。2019 年，TCL 成为 2019 年美洲杯区域合作伙伴，在南美通过激
活“内马尔 + 美洲杯”双 IP 价值，进一步进行海外区域营销释放。而在海外娱
乐营销方面，魏雪所引领的 TCL 品牌也属于先行者。
2013 年赞助好莱坞中国大剧院，成为好莱坞中国大剧院史上第一个冠名的
中国企业；又是最早开展与好莱坞商业大片合作的中国品牌，与《复仇者联盟》、
《钢铁侠 3》、《X 战警》、《碟中谍 5》、《正义联盟》、《海王》等大片进
行植入或联推；亦鼓励支持海外区域市场进行本土化的娱乐营销，如与美国知名
电视娱乐节目 Ellen Show 的合作等。
对 TCL 品牌的耕耘和塑造，魏雪一坚持就是十几年。她一路追随李东生，与集
团上下八万名员工携手，共度难关，获得“鹰的重生”。2018 年，TCL 电视出货
量超越 LG，跃居全球第二，向全球化、高端化、科技化、智能化的领先企业加速转型。
网络上，有人把一个人从表到里，分成外貌、能力、脾气、品格、心性五个层次，
恰巧对应上了颜值、才华、性格、人品、慈悲五种品质。始于颜值，敬于才华，
合于性格，久于人品，终于慈悲，魏雪的包容、谦卑、真诚，或许正是萌发于此。
人低成王，富者不显，越是愿意放下身段做事，越能成事，这就是温润的力量。

4
有人说，一个国家对待女性的态度，决定了它的文明程度。1997 年，魏雪
学成归国，将日本最大的公关公司普乐普引入中国，以不到 30 岁的年龄成为董
事总经理，独立开创中国市场，取得事业上的初步成功。那个时代少有女性创业，
事业和家庭难以两全，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和压力，还根深蒂固。甚至有人对她说：
“我们的社会还没文明到要把女性问题提到讨论的日程上来。”面对生活中的不
理解甚至揶揄，魏雪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立志为女性发声。与有些人的激
烈方式不同，魏雪的声音，温和而有力量。
2004 年，亚洲女性发展协会在香港成立，魏雪担任创会会长。同年，魏雪
与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的领导和学者共同发起亚洲女性论坛。截至今
天，“亚洲女性论坛”已经成功举办八届，成为最早关注现代女性权益的论坛品
牌之一。聊到这里，魏雪说：“我认为发出声音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起点，抛
出问题，解决问题，引起关注，才有解决的方案出来。”
几年前，魏雪开设了自己的同名微信公众号 (ID：weixuemood)，在自媒体
领域里分享生活与观点。论缘起，魏雪说，新媒体时代，作为企业品牌形象塑造
者，她需要与时俱进地关注热点与趋势。即便被繁重工作与琐碎的家庭事务占据
了精力，但只要稍有时间，魏雪仍然保持着对信息的灵敏触角与对观点的坚定表
达。而在众多的热点中，魏雪对女性相关话题关注显然很高，不论是 Metoo 运动、
滴滴顺风车事件、还是《都挺好》这样的热门剧，她都会与粉丝交流自己的观点，
“面对这样的议题，我总是有很多话想分享”。
翻开魏雪的微信号，近期一篇女性相关文章中，她在结尾处这样写道 : 这条
追求幸福的道路既漫长又艰难，可我们已经携手并肩走了很远。今日种种，既非
起点，亦非终点，前方仍有许多美好的仗，我们可以慢慢打过。魏雪说，这浓缩
了她对女性权益现状的态度，也浓缩了她对自己人生阶段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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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山鹰：

企业的自救关键在于需求

——普华集团董事长、普华商学院创始人、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翟山鹰先生人物专访

怀抱“为中国金融之崛起而奋斗”
的使命感，他创办普华商学院，以培养
国内商业人才为己任，为莘莘学子传道
受业；他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金融人生
的引导，多年来潜心研究国学，讲因
果，明舍得，将中华文化与企业发展相
结合，感悟人生，一路前行；他冷静洞
悉全球经济市场动态，分享互联网发展
对世界经济模式带来的巨变，为当前形
势下的企业运营提供诸多建议。他胸怀
开阔，高瞻远瞩，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近期，全球化智库（CCG）对普华集团董事长翟山鹰
先生进行了独家专访。
CCG: 您是秉承着怎样的理念去壮大普华商学院发展
的？您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翟山鹰：做生意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看痛点。我在
学校里教商科，自己也做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一个比
较大的问题，就是现在课堂教授的理论知识与商业实践严重
脱节，所以我希望把我在商业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总结形成一
套体系，再通过课程教给学生，这样的授课内容就都基于实
践了。
CCG: 普华商学院将“为中国金融之崛起而奋斗”作
为企业使命，作为创始人，可以为我们解读一下这其中的
缘由吗？
翟山鹰：我的出发点其实很简单。我热爱中国文化，
以身为中国人而骄傲，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强盛。在我自己
的实践体验中，中国文化是一个核心要点，在我的人生中发
挥了很大作用，我希望能够把这种感知和中国文化核心的内
容分享出去，同时让更多人与我分享他们的感悟，以促进了
解中国文化；夸大点说就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但其实这些想法的目的本质上都是很朴素的。
CCG: 您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感情，对“自然禅”
学派的“信因果”、“勤内观”与“有格局”十分推崇，
那么您认为当代企业家群体应该如何培养自己身上的这三
种品格？

翟山鹰：“信因果”、“勤内观”与“有格局”是 500
多年前欧阳铎老先生提出的“自然禅”门派的三个基点。
大格局和大境界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基础，当你有大格局、
大境界的时候，就不会计较小事，会发现“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有舍有得。首先，这个世界是有因果的，没有耕
耘就没有收获，没有失就没有得。而要想达到任何目的，
最关键的就是要认认真真做好每件事。对于企业家来说，
就是要用大格局、用堂堂正正的方式经营，踏踏实实把企业
做好，并注重给社会创造生产力价值，这样最终一定会得到
很棒的收益。
CCG：2018 年您提出的“生态星球理论”获得各界
高度认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及世界经济格局巨变，您认
为“生态星球理论”又会有怎样的新解读？
翟山鹰：“生态星球理论”可能对于未来 50 至 100 年
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人文体系都会适用。因为
在人类文明最开始的发展阶段，我们的思想跟肉体都局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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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中，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我们的精神逐渐能在一个网络空间完
全释放。网络空间几乎支撑着我们所
有的思想跟精神在一个跟以前完全不
一样的世界——网络世界里生活。那
里没有那些“特例”，相对显现更多
的是公平合理的理念。现在商业经济
按照“生态星球”建立的真正模式其
实就是电子商务，它是一个基于线上
行为的大数据整合，每个消费信用主
体连接而成的一个集消费、金融、信
用验证跟社会评价、社交的综合化体
系。现在的电子商务从生态规模来讲，
就是一个垂直化圈层，而且形成了一
个“独立星球”体系。
CCG： 您 不 仅 是 数 字 经 济 和 互
联网金融领域的专家，您还在十余家
国内著名大学系统地教授过金融专业
课程，同时也有在“喜马拉雅听”、
“搜
狐视频”、“今日头条”等国内多家
自媒体平台开设金融专项课程授课的
丰富经验。那您认为本次疫情中互联
网行业的发展对疫情后的经济发展模
式以及整个世界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翟山鹰：影响太大了。互联网给
我们构筑了一个不同的世界。网络世
界它所有的运行规则跟现实是完全不
同的。你可以轻松地与全世界互联，
开展贸易往来。我们以前没有这样的
平台，这是一个有很大需求的市场。
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在于它自带信用
体系，加上区块链系统，如今在网上
所有行为都是可以被数字化的和可记
录的。这样看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同
时也刺激了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从而
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但缺点就是，
正如此前提过的，网络世界大家靠自
己的主观判断去感受认知，因此它可
以高效率地传递正向的东西，但同时
也会快速传播负面的，这可能是全人
类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我觉得还
是应该在网络上形成正能量和正向的
宣传主流。
CCG： 面 对 新 技 术 和 大 数 据 革
命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以及即将到来
的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时代，您如何看
待中国企业在全球创新网络中转型和
升级的现状？中国企业应做好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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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翟山鹰：中国人行动能力很强。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们或许走了很多弯路，
但同时中国也正在崛起中。在这个数字经济时代，中国企业现在只要做到信息化
管理，中国企业的腾飞其实就不难了。信息化管理最核心的就是企业信息化体检
系统，也就是从人员的流失率、人员的到岗度，到人、财、物、企业的获客成本、
获客转化率等各项指标可以迅速、自动地转入或者用公式算出来。目前，中国民
营企业当务之急应该是利用现有的企业动态信息化体检系统，找到企业的发展问
题，然后用现成的信息化工具改变企业的生产效率、市场推广效率、销售效率和
风控效率等。只要提高了效率，在加上中国人勤劳刻苦的传统美德，相信未来我
们将会更具竞争力。
CCG：普华商业集团将公益事业与企业使命相结合，努力塑造“普华助梦”
公益品牌，真情回馈社会。请问您是如何选择做这些公益项目的呢？又是如何
让其尽可能最大地发挥影响力的？是否有什么背后故事可以分享？
翟山鹰：选择做公益的目的其实很简单，中国人十分团结。我是个中国人，
普华是中国的企业，我们理应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一般我选择去做的公益都是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会因为我而有什么坏的结果，我才会去做。我们现在就特别关
注这一点，既要把公益做好了，又不能够因为我们的行为在某些地方导致不好的
局面。
CCG：目前抗击疫情已进入关键时期，但持续时间尚不可知。您认为企
业应如何在加强抗击疫情的同时恢复生产，并保持就业稳定？您认为政府在其
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翟山鹰：保持就业稳定，这个其实是方向问题。一方面其实我们有大量急缺
的岗位，比如说区块链技术的相关岗位，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人才竞争力事实上并
不够。而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需要从教育开始。对于企业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现在
的就业领域多极了，我们能够做的也很多。但如果企业缺乏前瞻性，缺乏相应的人
才，那就会出现问题。目前受疫情影响，就业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我觉得年
轻人应该趁此机会，在这段时间里加强学习，等整个商业环境转型并发展出自己的
新模式了，可能就业、用工的需求也就有了。针对政府的角色，我其实比较同意“无
为而治”，即让市场做主导的经济治理方式。因为当别人不帮你、需要你自己努力
才能生存时，你所有的潜能就都能被逼出来，这对企业也同样适用。
CCG：随着疫情全球蔓延，面对市场疲软、外贸订单转移、产业链断裂
等诸多问题，您认为复工企业应如何“自救”？
翟山鹰：“自救”关键在于需求。大变动就会有大机会，现在有很多行业有
很多的市场需求，这些企业应该抓住这些需求，因为在现有格局下，其实是有很
多商业机会的。另外一方面，当前形势逼着企业转型。目前的确很多企业已经在
转型，从单纯线下变成线下跟线上融合的模式。所以我觉得企业在现有条件下多
思考，转型的机会也就应运而生了。
CCG：您一直非常关注和支持 CCG 的发展，同时也是 CCG 常务理事，
您对智库有什么样的期待，哪些理念和看法与 CCG 相契合？
翟山鹰：CCG 是一个认真做事的组织，我觉得在整个社会浮躁的风气下，
CCG 还能保持这样踏实的态度，这点我非常欣赏，也觉得跟我很契合。作为智
库来说，CCG 也确实积极发挥了搭建沟通桥梁的智库作用，让一些好的思考和
想法进行碰撞并将其广泛地传播。其实我觉得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福音，我真
的很希望中国有越来越多像 CCG 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组织。同时也希望 CCG
能发展得越来越好，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有更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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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望佳
CCG 常务理事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严望佳，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
席执行官，1969 年 7 月出生于云南昆明，1990 年复
旦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96 年获宾西法尼亚大学
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创立启明星辰公司并担任 CEO
至今。2018 年 3 月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
一次主席会议通过，当选为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
会委员。
同时兼任北京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会长、全
国工商联科技装备业商会监事长、核安全与环境专家
委员会委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等
社会职务。

严望佳：
中国的网络安全需要中国人
自己来维护
充满灵气的大眼睛，俏丽的面孔，飘逸的长发，轻柔的
话语……她领导的公司从无名小卒成长为国内网络安全领域
的领跑者，在“中美黑客大战”中捍卫了中国企业和网民的
安全。在网络安全这个偏“男性化”的领域，在中关村这个
集中了中国众多优秀大脑的产业基地，严望佳正影响着中国
网络安全行业的发展方向。

被“志愿”改变的青春曲线
严望佳出生在“彩云之南”的云南，自小生活在四季如
春的昆明。爸爸是一位外科医生，妈妈是小学数学教师。也
许是世代承传的书香本色，她记事时父亲已是当地颇有名气
的书法家，严望佳记忆里最安详幸福的时刻，就是站在桌旁
一声不响地看爸爸练字。严望佳的少年生活被父母安排得丰
富多彩，书法、画画，外加练小提琴。严望佳喜欢理科，数
理化非常突出。高二时，年仅 15 岁的她获得全国数学竞赛
一等奖。1986 年填报高考志愿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复
旦大学的核物理专业。但是，家人担心将来这项工作会让她
远离社会，因而与她沟通，把第一志愿换成了计算机软件专业。
那一年，复旦大学在云南只招 4 个理科生，严望佳以
优异成绩跻身其中。在复旦大学，琴棋书画样样拿手的严望
佳是班级活动的活跃分子。大学 4 年转眼间过去，国外的许
多大学都向她敞开了大门。她最后选择了去美国宾夕法尼亚
州的坦普尔大学计算机系。

沃顿商学院的网络“警察”
1993 年的秋天，严望佳考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

士学位。严望佳就读的计算机系，属于著名的工程与应用科
学学院——穆尔电子工程学院。
1946 年，宾大穆尔电子工程学院 ( 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前身 ) 设计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全电子数学计算机 ENOAC，
开创了计算机时代，推动了第三次科技浪潮的到来。到本校
著名的沃顿商学院兼职，就是潜移默化中的自觉行动。
上任后，严望佳要负责整个沃顿商学院的网络策划、
系统管理、软硬件选择和数据传输：搭建沃顿全球联网平台，
保障数据及系统安全。这是严望佳与网络安全的第一次亲密
接触。“这段工作经历，为我以后的创业积累了宝贵经验，
也让我初次体验到应对黑客入侵和维护网络安全的责任与艰
辛。”因为这份工作，严望佳接触到沃顿不少管理学名家，
开始对企业管理有所了解。沃顿这段兼职工作让严望佳获益
匪浅，从此，她开始真正关注现实中 IT 产业的发展。
读完博士课程，临近毕业，未来自己将何去何从 ? 安
定生活与积极创业哪个更重要 ? 严望佳反复琢磨，终于打
定主意。回国创业。

“启明星辰”从寂寞中升起
没有商业计划书，没有中国市场经验，凭着一腔为国
家做实事的热情，严望佳谢绝了国外公司的邀请，只身一人
回到北京，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主路。
1996 年的中国，国人对互联网还很陌生，很多人不知
道网络，更不要说网络安全。因此，听说严望佳将公司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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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风采

在网络安全上，好多朋友不理解，都
劝她做门户网站。但严望佳却认为：
“没有网络安全保证，我们国家所有
投入在 IT 基础设施上的投资说不定都
会被浪费掉，因为没有人敢依赖不安
全的网络做事，这里面有一个大市场。
国内这方面还没有任何商业机构和研
究机构来关注，我们带头做，成功的
几率很大。”
理论与现实总是有一段距离，有
时距离还很远。钟情网络信息安全的
严望佳，创业伊始就面临这样的困境。
理论上，网络信息安全不可或缺，但
现实中真实需求几乎为零。严望佳决
定先从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入手，以
网络安全理念对市场进行启蒙。第一
步，编辑网络安全教材；第二步，开
展相关培训。她从清华、北航和中科
院请来朋友，与国家信息中心、国际
计算机安全协会合作，开始编辑出版
有关图书。《网络安全基础》、《网
络安全结构设计》、《计算机网络安
全工具》、《防火墙的选型、配置、
安装和维护》、《黑客分析与防范技术》
这套网络安全丛书填补了国内空白，
为传播安全知识撒下了第一批种子。
创业初期，启明星辰的经营状况不是
很好，甚至可以说是惨淡 !

图片

1996 年 6 月 启 明 星 辰 开 业，
1997 年 1 月成立研发部门，1996 年、
1997 年、1998 年，连续 3 年亏损。
“创
业之初就曾经发生过‘断粮’的事情，
公司连员工工资都发不下去了，有时
候给员工发工资都是用我个人的私房
钱。最困难的时候，还曾经找一些留
学时的朋友担保贷款。”
公司何时能扭亏为盈，很长时间
内成为严望佳的一块心病。她发现，
公司亏损的重要原因是公司业务没有
特色，没有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
创业之初，启明星辰订单不多，大部
分业务是搞信息安全行业培训。公司
成立四五个月后，拿到了第一张订单，
国家信息中心防火墙测试工程。当时，
防火墙在国内刚刚起步。因为进入门
槛不高，易复制，一时间，不少人蜂
拥而上。一边参与建防火墙，一边寻
找新的业务方向。很长一段时间内，
启明星辰高层都是这样边忙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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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严望佳为公司如何扭亏为盈绞尽脑汁的时候，国外风险投资找上门来了。
由于网络安全这个行业本身的特殊性，严望佳拒绝了国外风险资金的介入，“中国
的网络安全需要中国人自己来维护。启明星辰的定位，我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个
产业很严谨，需要我们沉下心来。我的性格就是这样，一旦决定做就心无旁骛。”
关键时刻，还是中关村创业园区孵化器拉了启明星辰一把。1997 年，中国
北京 ( 海淀 ) 留学人员创业园成立。启明星辰公司作为第一批海归企业进驻，入
园后，启明星辰先后获得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等上百万元。不仅仅是给予资
金支持，创业园在对启明星辰提供优惠房租的同时，还大力向外界推荐。正是在
创业园的支持下，启明星辰陆续与各行业企业级客户建立了项目合作关系……启
明星辰的经营逐步走出困境。

网站光明行动
2001 年 4 月初，美国 PoizonBox 和 Propher 等黑客组织袭击了 300 多家
中国网站，对于刚刚发展起来的中国网络而言，形势十分严峻。
作为网络安全的先行者，启明星辰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状态。严望佳要求公司
攻防实验室的专家们，时刻关注黑客攻击事件的发展，分析黑客采用的各类技术
和被黑网站存在的各种漏洞。4 月 23 日，启明星辰会议室内的气氛非比寻常。
经过热烈讨论后，严望佳一锤定音，“作为网络安全服务商，启明星辰有必要，
也有能力提供紧急响应服务。”
4 月 24 日，一份完善的“网站光明行动”方案送到了严望佳手中。严望佳决定，立
即成立服务小组 , 带领各部门的精兵强将专门负责这项任务，“网站光明行动”全面展开。
根据对事态不间断地观察和分析，启明星辰进一步完善了紧急服务流程，指
派研发人员对在网上公布的应急软件进行漏洞修补，为用户提供免费下载的工具
进行测试、完善。用户们对启明星辰能够如此快速地做出反应表示非常惊讶。各
种紧急咨询和服务不断增多。启明星辰训练有素的服务行动小组，对发生的事件
更加应对自如。
据统计，启明星辰共为数十家单位进行了上门服务，网上公布的系统安全配
置修补意见被下载了数千次。“网站光明行动”取得了成功。凡是接受了启明星
辰安全产品保护的单位，全部安全度过了这一危机时刻。
启明星辰在继续为用户服务的同时，开始收集行动中的各种信息并进行全面
总结。分析安全日志时，他们发现，曾经有许多网站遭到了黑客扫描，但正是因
为得到启明星辰公司的恰当保护，才没有遭到入侵，避免了损失。
“一个企业要有社会良知，这样才能形成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和谐互动。社会
良知是一家企业的支撑力量，只有它不断积累，不断接受锻炼，一个企业才能更
好的前进。”
“做市场的核心要领，就是以技术的领先性和专业诚信的合作态度来赢得市
场。”诚信，技术领先。这是严望佳多年来一直秉持的经营原则。两大原则中，
她总是把诚信排在首位。
2007 年，启明星辰已经完成由一家以入侵检测产品和安全服务为核心的安
全厂商，向包括提供可信管理平台以及 M2S 专业服务的综合安全产品和服务提
供商的转变。
对于成功，严望佳见解很独到：“从企业来说，启明星辰远远还没成功。只
能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失败，还在不断进步。对我个人来说，谈成功就更早了。成功，
不在于财富、官职，而是一些更实在的东西，包括个人修养、心性塑造等。在生
命的最后，我希望可以告诉自己，我做了一个自己想做的人，在人生路上有所收获，
在人世间没有白走一回，我想这也是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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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 WTO 在全球抗疫
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建议
Abstract:

The Joint statement by WTO Director-General Roberto Azevêdo and WHO DirectorGeneral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released a positive signal to boos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trade.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mid COVID-19 is pushing countries
to rethink WTO reform, for trade is not only important to guarantee medical supplies
during the outbreak but will also be a key to revive the global economy afterwards.
With this aim, global joint efforts focus on constraining domestic protectionism and
xenophobia, re-establishing the authority of WTO, promoting WTO reform on agriculture
and e-commerce, and granting more power to WTO Secretariat.

文／ CCG 建言献策组
4 月 21 日，世界贸易组织（WTO）
总干事阿泽维多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总干事谭德塞发表共同声
明强调，将携手努力确保包括重要医
疗物资在内的抗疫产品和服务能够正
常跨境流动，为全球抗疫合作释放了
一个十分重要的积极信号。
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成为贸易保
护主义、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趋势的
催 化 剂。WTO 于 4 月 23 日 发 布 报
告显示自疫情出现以来，全球 80 个
国家和关税地区出台了禁止或限制出
口措施，其中绝大多数禁令是针对口
罩、呼吸机等医疗物资。俄罗斯、埃及、
越南、印度等至少 14 个国家因为疫情
造成的恐慌情绪禁止粮食出口，尽管
目前越南已经解除大米出口禁令，但全
球粮食危机出现的潜在风险依然存在。
此外，各种隔离措施还导致了人们的消
费需求下降、国际物流阻断和产业供应
链被破坏，疫情成为阻碍国际自由贸
易的天然阻力。WTO 在最新发布的报
告中预测，2020 年全球贸易可能会下
降 13%-32%， 或 将 超 过 2008 年 全
球经济危机对贸易造成的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遏制保护主
义、减少贸易壁垒、刺激消费需求，
让贸易在全球抗疫合作中发挥更大作
用显得尤为重要。而 WTO 作为维护

世界自由贸易秩序的全球治理机制应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
第一，各国应遏制疫情期间本国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趋势。尽管疫情造成
的恐慌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但是各国需要清醒地看到保护
主义并不能帮助本国走出疫情投下的阴影。在疫情期间，WTO 可以从抗击新
冠疫情所需的各种药物和医疗器械开始，进行分领域的谈判，对这些抗疫物资
实现零关税待遇，首先保证全球医疗物资的供求平衡。
第 二，WTO 改 革 需 要 国 际 领 导 力， 而 这 种 领 导 力 的 来 源 便 是 164 个
WTO 会员国。特别是中美两国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贸易量在全球占
比超过五分之一，更应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合作维护 WTO 权威，稳定全球自
由贸易秩序。在 WTO 改革上，中国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而
美国则站在发达国家的视角。这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需要找到利
益平衡点，作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
第三，在疫情的反衬下，WTO 电子商务谈判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由于疫
情令线下交易陷入停滞，网络零售、网上教育、远程办公、网络会议、网络医
疗等互联网经济成为疫情期间避免经济完全停滞的压舱石。但是电子商务作为
工业革命 4.0 时代的新生事物，WTO 在这方面的规则规定并不完善。所以，
在疫情推动电子商务迅速发展的情况下，WTO 电子商务谈判的任务也更加紧
迫。各国一方面需要建立更好的规则让电子商务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力量，
另一方面也需要未雨绸缪，减少潜在的国际争端与冲突。
第四，各国需要重新审视 WTO 农业改革。农业改革可谓是 WTO 改革议
程上最关键而又难以推动的部分，多哈回合的失败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然而
现在新冠疫情和各种自然灾害叠加引发的全球粮食危机风险又让我们意识到农
业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各国对农业问题谈判的意愿相对上升。因此，各国
应尽快开启相关谈判议程，争取取得一定实质进展。
第五，WTO 秘书处还应在改革推进过程中发挥更多作用，协调会员国之
间的协商与谈判、整合会员国方案拿出更优的改革日程、推进相关议题讨论进程。
在 WTO 改革过程中，秘书处与成员国的配合与决策平衡也十分重要，各国需
要从长远的角度出发，与 WTO 协调配合，减少 WTO 改革面临的各种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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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建议
Recommendations to encourage purchase of products from
poorer areas to help alleviate poverty during the Coronavirus
Abstract: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 major trend of China's development, contributing 34.8% of China's
GDP in 2018. However, imbalanced development in the global digital economy stands out. The
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19 published by UNCTAD points out that global digital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wealth growth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US and China, and the gap between those two
countries and other regions is increasing. At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Digital Economic Expo, China
Electronics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organized a themed
seminar. Though thorough discussion, experts came up with many valuable recommendations.
First, a global digital economy governance system should be created. Second, there is a need to
complete digital economic legislation. Third, we should promote cooperation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to address development imbalances. Fourth, new technologies should play a bigger role
to improve digital economy supervision.
文／ CCG 建言献策组
如今，数字经济是大势所趋，已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引擎。2018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31.3 万亿元，
增长 20.9%，占 GDP 比重的 34.8%。与此同时，全球数
字经济发展面临不平衡问题。联合国发布的《2019 年数字
经济报告》指出，全球数字经济活动及其创造的财富增长迅
速，且高度集中在美国和中国。如果数字经济沿着当前趋势
继续发展，美中两国同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非洲、拉丁美
洲等地区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2019 年 10 月 11 日，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在石
家庄开幕。在本届博览会上，由 2019 中国国际数字经济
博览会组委会主办，中国电子商会 (CECC)、全球化智库
（CCG）承办的首届全球数字经济联盟峰会（D50）暨
2019 福布斯全球数字经济 100 强榜单发布盛典顺利举行。
峰会以“共建全球数字经济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邀请了众
多国内外专家学者、知名企业家等就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新问
题及发展机遇与挑战展开交流讨论。
峰会邀请了波兰前第一副总理格列格尔茨·W·科洛
多科、原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原信息
产业部副部长、中国电子商会原会长曲维枝、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河
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夏延军、中国电子商会会长王宁、福布
斯中国首席执行官李思卫、剑桥电子商会主席西蒙·米德、
英国信息技术电信和电子协会副会长西蒙·斯皮尔、加中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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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理事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范诺亚、浙江大学教授、数字经
济专家张为志等国际前政要、政府领导、国际数字经济领域
权威专家、院士、学者参与演讲对话。峰会由中国电子商会
秘书长彭李辉和卡特总统前法律顾问哈维·佐丁主持。

一、峰会嘉宾观点
在开幕致辞中，夏延军指出，数字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加速器”，已成为世界
各国竞相发展的新高地。河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
济发展，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举措，瞄准主攻方向，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数字经济成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曲维枝强调，当前数字经济成为新经济形态，更易实现
规模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新动能。发展数字经济首先要
强化信任机制，形成共识，这是发展基石，其次要加强创新
应用，推动数字经济的效益落到实处，真正将数字技术优势
转化为可持续发展资源，最后要发挥国际产业联盟组织作用，
健全国际平台融合发展机制。全球数字经济联盟（D50）诞
生恰到及时，国际联盟组织要承担起纽带责任，团结全球各
国有共识的数字经济精英，加强各国数字经济合作，只有开
放才能加速融合，形成强有力的依托，对经济全球化才有实
效推动。

POLICY ADVICE

建言献策

李思卫表示，中国的数字化转型
已经对自身的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将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全球数字化进程。
他表示，福布斯中国将通过高端对话协
助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保持在国际前列。
在 主 旨 演 讲 环 节， 格 列 格 尔
茨·W·科洛多科从经济学角度深入
剖析了当前全球化局势。他认为，全
球化是各国经济和市场自由化、融合
化的历史性进程，基于全球化的联通
性和微观经济基础，特别是以数字技
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新实
用主义、新的科技革命及全球化未来
的影响，都决定了走向包容的全球化
趋势不可逆转。
西蒙·米德详细介绍了英国数字
经济的规模、领域和潜在发展领域，
并通过剑桥电子商会自身在数字经济
发展和国际合作上的具体实践，指出
要通过协作成就数字经济创新。
倪光南介绍了开源芯片的新潮流，
建议各国在设计芯片时可采用自由度
高、简约程度强的指令集，这与数字
经济未来发展对芯片需求日益碎片化
的趋势相契合，具有巨大的发展前景，
将大大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在高端对话环节，研讨嘉宾就“数
字经济国际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讨论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前景、隐私问
题、数字鸿沟、道德及监管等话题。
研讨嘉宾对数字经济发展均持乐观肯
定态度，认为数字经济潜力很大，会
使所有人受益，可以消除很多不平等，
对发展中国家是很好的机会。此外，
研讨嘉宾也就一些社会问题有针对性
地提出建议，并强调了达成共识、制
度设计及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针对隐私和数据安全问题，张为
志指出，隐私的背后是数据，而数据
会与利益挂钩。隐私数据分为公权力
采集的数据、被动采集的数据、主动
曝光的数据。隐私数据不能随意采取，
因为会带来网络安全问题，还会加速
数字鸿沟。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指出，
一方面可以利用数字变革、人工智能
等开发出一些能够帮助我们进行信息
审查屏蔽的技术，另一方面也要对人

们的行为进行规范，构建有信任的经济。
关于制度建设和共识机制，张为志表示，技术发展的不平衡，跨国间、技术
上以及行业内的制度设计，会造成数字鸿沟。在数字经济环境下，真正的规范只
有一个，那就是共识，要思考如何形成共识，而不能把原有的伦理和道德观直接
植入到数字经济里去。希望用技术和制度设计来形成共识，弥补由于技术所造成
的数字鸿沟，削减数字鸿沟发展带来的不平衡问题。马丁·穆勒指出，数字化时
代需要互联互通思维，要使大学、企业、研究机构和标准化委员会，以及相关政
府人员和用户参与进来，通过这样的关联共同建立全球的数字经济。爱德华·普
雷斯科特非常支持全球数字经济联盟（D50）的建立，强烈建议在没有立法之前
或者还没有形成法律行为之前，通过 D50 推动形成不同阶层、不同区域在伦理
道德方面的跨文化共识机制。
全球化是历史发展趋势，数字化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西
蒙·斯皮尔指出，在数字经济时代，很多国家都会遇到应对人工智能和数据、未
来交通、老龄化社会、绿色发展等问题。怎样在这些问题上进行合作，将会带来
令人振奋的机会。

二、有关建议
根据与会嘉宾观点以及 CCG 的研究分析，现拟就完善数字经济治理提出以
下建议：
（一）加强国际合作，建立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2018 年，联合国秘书
长首次提到有关数字经济全球治理的话题，被看作是数字经济全球治理的起点。
不同于互联网全球治理，针对同样是全球运行的数字经济，目前尚没有全球讨论
的地点与空间。不同的国家对于数字经济的不同监管要求，提高了数字经济企业
的运营成本和潜在风险，同时，单个国家内统一的法律监管体系难以应对全球体
系下的数字经济体系。国际社会应真诚合作、互信互利，共同推动数字经济国际
规则制定，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要将数字技术发展
置于道德伦理共识的规制之下，充分发挥技术在促进人类社会进步方面的积极作
用，管制其不利影响。
（二）完善数字经济法规建设，提供规范化界定和指引。数字经济在引领新
的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数字鸿沟问题、网络安全威胁、网
络犯罪和恐怖活动等。但目前数字经济领域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于实践，数据产权
由谁所有、由谁管、怎么管等问题，国内外还没有统一的制度标准。可以在加强
各界对话讨论的同时，结合国内外社会及法制实践，成立数字经济相关立法委员
会及研究机构等，对完善数字经济相关政策法规予以研究论证。
（三）加强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领域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
参与能力。数字经济对于消减世界不平等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但前提是发展中国
家要广泛参与进来，否则数字经济的发展反而会加大数字鸿沟，加剧世界的不平
等。对此，可以借助“一带一路”、金砖国家、G20 等国际合作平台，加强与亚
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从制度设计到经贸技术等方面的国际合作。通过海外投资建厂、
联合人才培养、优化贸易结构等，充分发挥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人才、技术、资
本、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助力亚非拉等国家在数字经济浪潮中获得更多发展机遇。
（四）发挥技术进步在应对数字经济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技术进步在催生
新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而有针对性的进一步技术创新是完善数字经济
治理的重要动力。要树立用技术治理技术的观念，加强官产学研协同合作，对最
新技术发展、相关社会问题、现行治理困境等进行及时准确的跨行业、跨领域、
跨机构交流讨论，并统筹推进相关技术研发及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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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顾问
陈

商务部原副部长

仇保兴

建设部原副部长

陈小工

健

中央外办原副主任

沙祖康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中国裁军事务前大使

程津培

致公党中央原副主席，科技部原副部长

宋志平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

崇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

孙振宇

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中国驻 WTO 前大使

傅成玉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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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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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乐

中国侨联原副主席，香港中联办协调部原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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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建国

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何

中国人才研究会会长，人社部原副部长

谢伯阳

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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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国家汉办原主任

李荣融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任

张景安

科技部原党组成员，科技日报社原社长

刘利民

教育部原副部长，欧美同学会党组副书记、副会长

章新胜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原会长

刘世锦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赵白鸽

十二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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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启正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

刘振元

上海市原副市长

周明伟

中国外文局原局长、中国翻译协会会长

陆宇澄

北京市原常务副市长，欧美同学会原副会长

周延礼

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

马俊如

国家外国专家局原局长

朱永新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马颂德

科技部原副部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朱光耀

财政部原副部长

马文普

中联部原副部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朱英璜

中国日报原总编辑

泉

宪

琳

CCG 国际专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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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stair Michie		

英国东亚委员会秘书长

Wendy Culter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主席，美国前贸易副代表

Howard Duncan		

国际大都会人才组织总干事

Hans d'Orvill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驻中国总代表、前副总干事

Karen Greenbaum		

国际猎头协会主席

Giuseppe Gcrocetti		

国际移民组织（IOM）驻中国联络处代表

GrzegorzKolodko		

波兰原副总理

Pascal Lamy		

WTO 前总干事

Kishore Mahbubani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学院前院长、新加坡前常驻联合国大使

James McGann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负责人

Terry Miller 		

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传统基金会国际经贸研究中心主任

RozaOtunbayeva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

Demetri Papademetriou

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MPI）荣誉主席

Nicholas Rosellini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和联合国开发计划（UNDP）署驻华代表

Kevin Rudd		

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

Tony Saich		

哈佛肯尼迪学院教授

Denis Simon		

美国杜克昆山大学副校长

Tim Stratford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

Justin Vaisse		

巴黎和平论坛总干事

Daniel Wright		

绿点战略咨询创始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William Zarit		

中国美国商会前主席

Klaus Zimmermann 		

全球劳动组织（GLO）主席

APPENDIX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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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启宗

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
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

◎ CCG 理事长兼主任
王辉耀

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 CCG 咨询委员会资深副主席
曹德旺

福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茅忠群

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高振东

宝时得集团创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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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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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万科集团董事会名誉主席、创始人

霍震宇

霍英东基金有限公司永远董事

王广发

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府学校总校长

李彦宏

百度公司创始人

王俊峰

金杜律师事务所全球主席

梁建章

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徐小平

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

梁锦松

香港财政司前司长、香港南丰集团董事长

张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刘永好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张懿宸

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马蔚华

招商银行原行长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石

磊

◎ CCG 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方

方

水木投资集团合伙人

于

关

新

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俞敏洪

勇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

何

梅

外联出国顾问集团董事长，CCG 移民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宝全

今典集团董事局联席主席、红树林品牌创始人

蒋锡培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

张红力

厚朴投资联席主席、工商银行原副行长

李学海

美国威特集团董事长，美国百人会大中华地区共同主席

张华荣

华坚集团董事长

任克英

美银美林有限公司中国区主席及行政总裁

赵

香港富华国际集团董事长

王琳达

怡海集团董事局主席

宗庆后

徐井宏

中关村龙门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亚杰商会（AAMA）会长

勇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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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G 企业理事

携程旅行网

量化派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大禹节水集团

北京大米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法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小红书

戴姆勒股份公司

京东集团

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

汉帛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开润股份

领英

◎ CCG 常务理事
中国红瑞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CEO，

王

瑞华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伯庆

麦可思公司创始人、总裁

WeBranding 品牌顾问集团创始人及 CEO

王浩宇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董瑞萍

康宝莱（中国）对外事务部副总裁

王胜地

北京爸爸的选择科技有限公司 CEO

段苏函

深圳市分享成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

王兴华

成都王府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范劲松

开润股份董事长

王延平

领英中国公共事务总经理

高

敏

汉帛集团总裁

魏

TCL 文化传媒公司董事长，TCL 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

郭

盛

智联招聘 CEO

严望佳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花醒鸿

博龙资本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区总裁

翟山鹰

普华商业集团董事长

黄锦辉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兼主任会计师

张

鹏

中子星金融创始人兼 CEO

冷

戴姆勒大中华区执行副总裁

张

毅

金杜律师事务所中国管委会主席

梁志祥

百度公司副总裁

张黎刚

爱康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柳

滴滴出行总裁

张亚勤

百度公司原总裁，清华大学“智能科学”讲席教授

罗杰华

香港峻涛实业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张益凡

深圳市多和美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毛大庆

UR WORK 创始人、董事长

赵

高通公司法律及政府事务全球高级副总裁

米雯娟

VIPKID 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

郑群怡

康宝莱（中国）董事长

闵

浩

南京东屋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钟小平

深圳前海润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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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量化派创始人兼 CEO

瞿

芳

小红书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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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宇峰

杭州若比邻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CEO

宗馥莉

杭州宏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唐浩轩

富爱达国际董事长

邹亨瑞

亨瑞集团董事局主席

滕绍骏

美中公共事务协会执行会长

成都中通信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剖建
丁

丰

炎
青

强

雪

斌

灏

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

◎ CCG 理事
陆文奇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韦

马忠民

天津航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邢乃贵

北京华大中科信息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

满

静

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执行副总裁

徐依梦

中美青少年教育发展基金会主席

史

阳

浙江鸿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曾秀莲

小红书合伙人

王

洋

海南云联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

张亚哲

真格基金董事、合伙人兼创业文化研究院院长

王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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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香港委员会
◎ 名誉主席
陈启宗

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

◎ 名誉副主席
梁爱诗

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首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司长

梁锦松

香港财政司前司长、香港南丰集团董事长

霍震宇

霍英东基金会永远董事

王辉耀

CCG 理事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

◎ 主席
张懿宸

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 副主席
陈

爽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闫

峰

香港国泰君安董事局主席

方

方

水木投资集团合伙人

张

磊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洪明基

香港洪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合兴集团控股行政总裁

张

毅

金杜律师事务所中国管委会主席

罗俊图

香港世纪城市集团执行董事

张利平

黑石集团中华区总裁

任克英

美银美林有限公司中国区主席及行政总裁

赵

香港富华国际集团董事长

沈南鹏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红杉中国的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钟小平

勇

深圳前海润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 常务理事
迟

海

黑石集团董事总经理

闵志东

光明食品（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德制造与资本中心执行主任

洪为民

前海国际联络服务有限公司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

黄国滨

摩根大通全球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执行官

屠海鸣

豪都国际集团董事长

刘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王翠霞

深圳康利集团董事长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吴

香港德意志银行董事总经理

星

陆文奇

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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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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

陈十一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国务院参事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宋立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陈志武

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耶鲁大学终身教授

孙贤和

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系特聘教授

崔占峰

牛津大学化学工程教授、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

孙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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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段培君

中共中央党校战略学研究室主任

王通讯

中国人才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高

柏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亚太研究中心教授

王小凡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杜克大学终身教授

高

唯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院士

吴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

葛剑雄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吴晓波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原院长

辜学武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化中心主任

吴士存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

海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

项

兵

长江商学院院长

黄仁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

薛

澜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

黄亚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

颜海平

清华大学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院长、外国语言文学系主任

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

杨大利

山东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院长、美国芝加哥大学原教授

黄严忠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原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姚树洁

重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

金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尹晓煌

美国西方学院东亚研究所教授、

李百炼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全球合作所副校长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旭东

美国纽约大学中国中心主任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张燕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李晓西

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张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

梁

能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荣誉教授

张蕴岭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林宏宇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赵穗生

美国丹佛大学教授、中美合作中心主任

林小华

加拿大怀雅逊大学教授

曾湘泉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

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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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亚伟

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

周玮生

日本立命馆大学可持续发展学研究中心主任

逯高清

英国萨里大学校长

朱

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中国南海协同创新

吕晓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钱颖一

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

朱

民

丘成桐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朱云汉

饶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

闻

李

宏

毅

施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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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勇

哲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参事

中国项目联席主任

江

忠

敏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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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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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国际民间艺术组织 IOV 全球副主席、中国区主席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

陈全生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研究室工业交通贸易研究司原司长

邱震海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程乃立

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中国区主任

Ruth A. Shapiro

崔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邵春保

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崔洪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沈

迪肯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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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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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 美加研究中心主任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

苏

浩

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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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战略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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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平

凡

Harvey Dzodin
方

涛

高书国

Martin Geiger

ABC 电视台前副台长

卡尔顿大学高级研究员兼副教授

伟

亚洲慈善与社会中心 (CAPS) 首席执行官

郭生祥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信用研究所名誉主任兼研究员

滕建群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韩东屏

河北大学特聘教授，美国北卡华伦威尔逊大学政治系教授

屠新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教授

何茂春

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

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原司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原公使

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 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前中国驻纽约和旧金山总领馆商务参赞

王元丰

九三学社中央参政议政部副部长

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教授

何

宁

何伟文

Jorge Heine（贺乔治）

智利驻华前大使

健
勇
直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特聘教授、英国爱丁堡大学终身教授、

王志乐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苏格兰青年科学院主席

魏红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胡建华

中央组织部人才局原副巡视员

武

斌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高级研究员

黄海峰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助理

谢

韬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黄剑辉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徐洪才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

霍建国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

徐秀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

许正中

中央党校教授

侯文轩

Martin Jacques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教授

贾文山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杨

锐

CGTN“对话杨锐”主持人

江

山

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原司长

杨

静

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前会长

蓝志勇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袁志彬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

李晓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教授、博导 , 粤港澳大湾区

查建中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张伯赓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艾什中心前执行主任

梁国勇

联合国贸发组织投资和企业司法经济事务官员

张力奋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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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连起

全国政协常委，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林艺聪

浙江警察学院国际学院副院长

张秀明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侨历史学会秘书长

刘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张燕玲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刘国福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翟

崑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刘裘蒂

FT 中文网专栏作家

赵

宏

中国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

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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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周

棉

江苏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卢进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周

萍

商务部外事司原司长

路江涌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主任、教授

周晓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原所长

吕

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周小明

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原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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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旭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龙安志 (Laurence Brham)
陆

钢

喜马拉雅共识组织创始人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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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才 50 人论坛
◎论坛顾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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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专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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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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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王

元

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王

振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董克用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

王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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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中国继续工程教育协会常务理事长

肖鸣政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

赖德胜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薛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

李晓西

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薛永武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

杨河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余兴安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

马抗美

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

俞可平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潘晨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

曾湘泉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原院长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张宝忠

中国组织人事报社社长

饶

北京大学教授

赵永乐

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

蔡

刘

昉

伟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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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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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
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河海大学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论坛企业委员会
程

功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副总经理

王广发

北京王府学校校长 , 法政集团董事长

郭

盛

智联招聘首席执行官

王旭东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原总经理

郝

杰

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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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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先的国际化社会智库，成立于 2008 年，总部位于北京，在国内外设
有十余个分支机构和海外代表，拥有全职智库研究和专业人员百余人，致力于全球化、全球治理、国际经贸、
国际关系、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
CCG 是中联部“一带一路”智库联盟理事单位，财政部“美国研究智库联盟”创始理事单位，拥有
国家颁发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质，是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全国人才理论研究基地，人社部中国人才
研究会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所在地。CCG 也是被联合国授予“特别咨商地位”的唯一中国智库。
CCG 在注重自身研究人员培养的同时，还形成了由海内外杰出专家学者组成的国际研究网络，持
续以国际化的研究视野，在中国与全球化发展相关研究领域开展领先研究。CCG 参与推动和影响了诸多
国家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政策，发展为国内外主流媒体获取思想创新和观点交汇的思想库，积极发挥社会
智库的民间交流与“二轨外交”作用，成为世界了解中国、中国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
成立十余年来，CCG 已成为中国具有全球影响力，致力于推动全球化的重要智库。在全球智库权威
评价报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 2019》中，CCG 位列全球智库第七十六位，连续三年跻
身世界百强榜单，也是首个进入世界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同时，CCG 还在国内外多个权威智库排行榜
单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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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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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ite of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Committee for Talents of th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and a national Postdoctoral Programme research center. CCG has also been granted Special
Consultative Status by the United Nations.
While cultivating its own research teams, CCG has also built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networ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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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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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luence that
promotes China’s globalization process. In th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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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th place globally. CCG was the first Chinese nongovernmental think tank to achieve this feat and is consistently considered the leading Chinese nongovernmental think tank in authoritative think tank evalu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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