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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全球化智库(CCG)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

三亚市政府

协办

上海美商会(AmCham Shanghai)
中国工商银行(ICBC)
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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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独家媒体战略支持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媒体支持单位

第一财经、新浪财经、凤凰财经、人民网

会议主旨

2017年迎来全球化的转折之年，全球贸易与投资壁垒不断增多，经济“逆全球化”趋势有所

抬头。展望 2018，中国企业如何将“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全球化的步伐迈得更稳健？今秋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指明了新方向，

注入新活力。本届论坛将齐聚国内外知名的“走出去”企业领袖、政经领域官员和学者、国际

商务专家等相关官产学研精英人士集思广义，就中国企业如何在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在未来五

年更理性、更稳健地走出去进行交流和研讨，同时为国家实现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转型升

级建言献策。

论坛日程－11月 17日（星期五）

12:00 – 13:30 参会注册，茶点欢迎

13:30 – 13:45 主办方论坛介绍

王辉耀，CCG主任、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

郭永乐，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



13:45 – 14:45 全体大会一：十九大之后的中国经济－迈向全面开放新时代

主持人：

苗 绿，CCG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秘书长

研讨嘉宾：

何 宁，原驻美公使，CCG高级研究员（已确认）

何伟文，原驻美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CCG高级研究员（已确认）

江 山，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CCG高级研究员（已确认）

李晓西，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CCG学术、

委员会专家

孙永福，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CCG高级研究员（已确认）

王辉耀，CCG主任、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已确认）

王志乐，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已确认）

14:45 – 16:00 全体大会二：延伸中的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全球投资图谱

主持人：

何 宁，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原驻美公使，CCG高级研究员

研讨嘉宾：

陈 健，商务部原副部长、第十二届政协委员（已确认）

Pierre Dorbes，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东亚地区首席代表（已确认）

Jorge Heine（贺乔治），智利驻华大使，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已确认）

Alistair Michie（麦启安），英国 48国集团副主席，CCG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已确认）

陈日韵，美国银行亚太区企业银行董事总经理（已确认）

张剑秋，伊利集团执行总裁（已确认）

16:00 – 16:15 茶歇

16:15 – 17:30 全体大会三：“走出去”与“引进来”－“全面开放新格局”下的跨境资本流

动和并购趋势

主持人：

王 欣，CCG副主任

研讨嘉宾：

Margret Cornish（康丽诗），加中贸易理事会高级顾问（已确认）

Nicholas Holt，英商会主席，英中贸易委员会副主席（已确认）

冷 炎，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已确认）

龙永图，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CCG主席（已确认）

Sara Marchetta，欧盟中国商会副会长（已确认）

周 兵，戴尔大中华区副总裁、美商会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席（已确认）

17:30 – 18:15 欢迎酒会



18:15 – 19:00 大会开幕

主持人：

王辉耀，CCG主任、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

主旨演讲嘉宾：

陈 健，商务部原副部长、第十二届政协委员（已确认）

Grzegorz W. Kolodko，波兰前副总理，CCG国际顾问（已确认）

龙永图，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CCG主席（已确认）

严朝君，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市委书记（已确认）

19:00 – 20:15 欢迎晚宴－2017中国企业全球化致敬之夜

主持人：苗 绿，CCG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秘书长

致辞嘉宾：

李柏青，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三亚市原副市长

颁奖嘉宾：

龙永图，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CCG主席

陈 健，商务部原副部长、第十二届政协委员

Grzegorz W. Kolodko，波兰前副总理，CCG国际顾问（已确认）

王辉耀，CCG主任、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

李吉平，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执行副会长、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

李柏青，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三亚市原副市长

20:15 – 21:30 开幕论坛：以“一带一路”引领经济全球化－中国企业共担时代责任

主持人：

龙永图，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CCG主席

发言嘉宾：

陈 健，商务部原副部长、第十二届政协委员（已确认）

高振东，宝时得集团总裁，CCG资深副主席（已确认）

李新华，中国建材集团副董事长（已确认）

牟 刚，力帆实业集团董事长（已确认）

王辉耀，CCG主任、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已确认）

王天怡，中实集团董事长（已确认）

王 欣，滴滴出行副总裁（已确认）

张华荣，华坚集团董事局主席，CCG副主席（已确认）

论坛日程－11月 18日（星期六）

09:00 – 10:15 全体大会四：2018世界经济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前瞻－机遇与挑战

主持人：

龙永图，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CCG主席



研讨嘉宾：

陈志武，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冯国经冯国纶基金教授、前耶鲁大学教授（已确认）

李吉平，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执行副会长、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已确认）

任克英，美银美林中国区主席、CCG副主席（已确认）

孙 杰，原中国证监会基金部主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CCG特邀高级研究员

（已确认）

王广发，法政集团董事长、CCG资深副主席（已确认）

张 毅，金杜律师事务所中国管委会主席，CCG常务理事（已确认）

赵广彬，普华永道中国资深经济学家（已确认）

周华龙，东和昌集团董事长，CCG副主席（已确认）

10:15 – 10:30 茶歇

10:30 – 11:45 平行论坛一：投资美国－特朗普时代的挑战与机遇

主持人：

Kenneth Jarrett，上海美商会会长

研讨嘉宾：

程溧军，中国之窗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CCG理事（已确认）

江 山，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已确认）

高振东，宝时得集团总裁，CCG资深副主席（已确认）

陆兴东，城市客厅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CCG常务理事（已确认）

Jacob Parker（彭捷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已确认）

王辉耀，CCG主任、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已确认）

10:30 – 11:45 平行论坛二：“一带一路”和大欧亚伙伴关系－理解欧洲利益关切和中欧

投资动向

主持人：

孙永福，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CCG高级研究员

研讨嘉宾：

Nicholas Holt，英商会主席，英中贸易委员会副主席（已确认）

Sara Marchetta，欧盟中国商会副会长（已确认）

闵 浩，南京东屋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CCG常务理事（已确认）

翟南宾，恒昌利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已确认）

唐浩轩，富爱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CCG常务理事（已确认）

周华龙，东和昌集团董事长，CCG副主席（已确认）

12:00 – 14:00 午餐会：跨境创新与风险投资－中国企业重塑全球高科技版图

主持人：

李卫锋，CCG执行秘书长

研讨嘉宾：



车德明，华犇创投管理合伙人（已确认）

戴 威，ofo创始人、CEO，CCG常务理事（已确认）

丁仕源，叮叮短租创始人（已确认）

Edward Frumkes，宽资本执行董事（已确认）

傅 淼，星河互联集团联合创始人、CEO（已确认）

黄博文，子歌教育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副总裁，CCG理事（已确认）

陆 豪，软银赛富基金投资合伙人（已确认）

Nektarios Palaskas，瑞士驻华大使馆科技参赞（已确认）

邱 巍，驭势科技首席生态创新官（已确认）

郑毓栋，PINTEC集团璇玑CEO（已确认）

14:00 – 15:00 平行论坛三：从世界工厂到全球资源配置－中国制造业全球化动因与趋

势

主持人：

霍建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CCG高级研究员

研讨嘉宾：

Thilo Ketterer（柯泰乐），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首席德国专家（已确认）

李毅仁，河钢集团战略研究院院长（已确认）

牟 刚，力帆实业集团董事长（已确认）

Bill Russo，Automobility创始人、CEO（已确认）

王志乐，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已确认）

吴广云，华立集团副总裁（已确认）

14:00 – 15:00 平行论坛四：全球基建热潮－机遇和风险

主持人：

吴 嘉，CCG驻华盛顿代表

研讨嘉宾：

Andrew Gardiner（安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高级顾问（已确认）

何伟文，原驻美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CCG高级研究员（已确认）

李新华，中国建材集团副董事长（已确认）

唐凯千，巴中工商总会会长（已确认）

王忠明，全国工商联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已确认）

詹宏钰，塔塔集团中国区总裁（已确认）

15:00 – 16:00 平行论坛五：品牌、公关、人力资源－打造中国企业全球化战略升级版

主持人：

苗 绿，CCG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秘书长

研讨嘉宾：

薄贵利，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已确认）

荆 天，三胞集团副总裁（已确认）

David Harmon，华为全球政府关系及公共事务副总裁（已确认）



李思彦，劳瑞德国际教育集团中国区总裁（已确认）

Bruce Nikoo（倪宝然），新纳威贸资联合创始人、高级合伙人（已确认）

王广发，法政集团董事长、CCG资深副主席（已确认）

15:00 – 16:00 平行论坛六：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实务：海外监管、合法合规与多元化融

资渠道

主持人：鲜 红，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专项融资部执行副总裁

研讨嘉宾：

Albert Khaoutiev，摩根菲利普斯金融部负责人（已确认）

彭 超，普华永道合伙人（已确认）

王 虹，毕马威并购咨询合伙人（已确认）

Nathan A. Wright，Equinox咨询全球并购负责人（已确认）

张 毅，金杜律师事务所中国管委会主席，CCG常务理事（已确认）

钟小平，深圳前海润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CCG常务理事（已确认）

16:00 – 16:30 茶歇

16:30 – 19:30 闭门内部研讨－建言献策座谈会（仅限邀请嘉宾，含晚餐）

时值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座谈会将组织中国企业“走出去”领域知名企业家、政府官员、

学者等相关人士研讨十九大政策精神，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未来五年发展把握新方向，探讨

新机遇，并从走出去一线企业的国际经验和实践中听取建言献策，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

主持人：

王辉耀，CCG主任、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

座谈嘉宾（邀请名单）：

薄贵利，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陈 健，商务部原副部长 、CCG顾问

郭猛彬，中经方略（北京）咨询有限公司副总裁

郭永乐，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

戴 威，ofo创始人、首席执行官，CCG常务理事

丁仕源，叮叮短租创始人

傅 淼，星河互联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高振东，宝时得集团总裁，CCG资深副主席

郭岩华，中华发展战略研究所主任

何 宁，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原驻美公使，CCG高级研究员

黄博文，子歌教育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副总裁，CCG理事

黄剑辉，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CCG特邀高级研究员

霍建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CCG高级研究员

江 山，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CCG高级研究员

荆 天，三胞集团副总裁

冷 炎，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

李柏青，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三亚市原副市长

李吉平，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执行副会长、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



李敬和 深圳市一带一路经贸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李思彦，劳瑞德国际教育集团中国区总裁

李晓西，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CCG学术、

委员会专家

李新华，中国建材集团副董事长

李毅仁，河钢集团战略研究院院长

刘爱民，中非泰达投资公司董事长

刘会春，万力集团副总裁

刘振东 深圳市一带一路经贸战略研究院 常务副秘书长

陆 豪，软银赛富基金投资合伙人

卢进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国直接投资研究中心主任、CCG特邀高级研究员

闵 浩，南京东屋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CCG常务理事

牟 刚，力帆实业集团董事长

邱 巍，驭势科技首席生态创新官

任克英，美银美林中国区主席、CCG副主席

孙 杰，原中国证监会基金部主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会长、CCG特邀高级研究员

孙永福，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CCG高级研究员

唐浩轩，富爱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CCG常务理事

王广发，法政集团董事长、CCG资深副主席

王天怡，中实集团董事长

王 欣，滴滴出行副总裁

王志乐，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CCG特邀高级研究员

王忠明，全国工商联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许江涛，宁远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大春 深圳海关处副处长、博士

张华荣，华坚集团董事局主席，CCG副主席

张剑秋，伊利集团执行总裁

张 毅，金杜律师事务所中国管委会主席，CCG常务理事

钟小平，深圳前海润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CCG常务理事

郑毓栋，PINTEC集团璇玑CEO
周 兵，戴尔大中华区副总裁、美商会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席

周华龙，东和昌集团董事长，CCG副主席

周 萍，原商务部外事司司长

周晓晶，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所所长，CCG高级研究员

左传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