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第五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三亚）
中国三亚.海棠湾红树林大酒店
2018 年 11 月 16-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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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欧盟商会(EUCCC)
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中国代表处(UNDP China)
论坛日程－11 月 16 日（星期五）
12:00 – 13:30
参会注册茶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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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明谟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
13:45 – 14:45
欢迎大会：中国最大自贸区海南投资的新机遇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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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序）：
焦 涌 海南省企业家协会执行会长、中外建城市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CCG 常
务理事
靳庆军 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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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顾问
卢进勇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外国直接投资研究中心 主任，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
王一林 海南省金融发展促进会会长、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原行长
曾宪云 三亚凤凰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14:45 – 16:00
全体大会一：改革开放四十年跨国企业来华投资与走出去－经验、教训
与成功
主持人：
高志凯 CCG 副主任
研讨嘉宾（音序）：
Mats Harborn（何墨池） 中国欧盟商会会长

何东辉 方太集团联席执行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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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平 SK 集团中国副总裁
H.E. Nicholas Rosellini（罗世礼） 联合国驻华代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协调员
王辉耀 CCG 主任、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
周海江 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
16:00 – 16:15

茶歇

16:15 – 17:30
全体大会二：中美贸易摩擦环境下如何开拓中外投资新项目新机会
主持人：
侯文轩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爱丁堡大学公司金融学首席教授，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特聘教授
研讨嘉宾（音序）：
刚 峰 阿里巴巴集团战略投资部副总裁
何 宁 CCG 高级研究员，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原驻美公使
Simon Lacey 华为科技副总裁
H.E. Stanley Loh（罗家良）新加坡驻华大使
吕克俭 商务部亚洲司原司长、原中国驻日本公使
David Morris 太平洋岛国论坛贸易与投资专员署 贸易与投资专员
苏 浩 京东集团副总裁
William Zarit（蔡瑞德）中国美国商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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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辞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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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光耀 财政部原副部长
童道骏 中共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
傅成玉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CCG 顾问
H.E. Nicholas Rosellini（罗世礼） 联合国驻华代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协调员
19:00 – 20:15

欢迎晚宴－2018 中国企业全球化蓝皮书发布－上榜企业与致敬之夜

20:15 – 21:30
开幕论坛：下一个四十年如何推动中国更高层次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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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序）：
陈 健 商务部原副部长、第十二届政协委员
高振东 宝时得集团总裁，CCG 资深副主席
孟晓苏 中房集团董事长
王广发 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CCG 资深副主席
张红力 厚朴投资联席主席、原工商银行副行长，CCG 副主席
张华荣 华坚集团董事局主席，CCG 副主席
朱光耀 财政部原副部长
论坛日程－11 月 17 日（星期六）
09:00 – 10:15
全体大会三：“一带一路”的五年发展与未来－中外企业如何在“一带
一路”上更好合作
主持人：
肖慧琳 CCG 高级研究员、CCG 一带一路研究院副院长
研讨嘉宾（音序）：
陈 健 商务部原副部长、第十二届政协委员
Pierre Dorbes（裴道博） 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东亚地区首席代表
冷 炎 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李新华 中国建材集团副董事长
H.E. Stanley Loh（罗家良） 新加坡驻华大使
Alidad Mafinezam
美国西亚委员会会长
Alistair Michie（麦启安） 英国东亚委员会秘书长
Clare Pearson 英中贸易委员会主席
10:15 – 10:30

茶歇

10:30 – 11:45
平行论坛一：赢得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人才战略和品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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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序）：
Bruce Nikoo（倪宝然） 新纳威贸资联合创始人、高级合伙人
潘庆中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常务副院长
乔 健 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MBG 中国业务总裁
Damien Ryan Teneo Strategy 亚太 CEO
王 博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王广发 法政集团董事长、CCG 资深副主席
王胜地 北京爸爸的选择科技有限公司 CEO
10:30 – 11:45

平行论坛二：全球资本流动监管加强下跨国企业的新战略

主持人：
孙 杰 CCG 高级研究员，原中国证监会基金部主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
研讨嘉宾（音序）：
Peter Fuhman 中国首创资本创始人、董事长
侯文轩 CCG 特邀高级研究员，爱丁堡大学公司金融学首席教授，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特聘教授
黄晓军 威立雅中国区副总裁/董事总经理
Hanneke Veringa 安盛投资荷兰 CEO
王安东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摩根大通原高级分析师
杨丽君 葡萄牙贝森银行董事会主席
钟小锋 东方汇理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北亚区行政总裁
12:00 – 13:30
午餐会：中国文旅产业如何更好的走出去，如何吸引更多来华旅游
主持人：
邱震海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对话嘉宾（音序）：
苗 绿 CCG 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秘书长
石塚英树 日本驻广州总领事
孙 洁 携程旅行网 CEO
14:00 – 15:15
平行论坛三：科技企业如何走出去请进来－如何开发新市场的机会
主持人：
李卫锋 CCG 执行秘书长
研讨嘉宾（音序）：
陈健洲 中兴通讯（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
顾维维 百度新业务市场部总经理
Andy Mok（莫天安） Red Pagoda Resources 创始人/CEO， CGTN 评论员
Bill Russo Automobility 创始人、CEO
唐劲草 水木资本创始管理合伙人，科技部中国风投委常务副会长
张 哲 中关村国际控股公司 CEO
14:00 – 15:15
平行论坛四：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国制造与世界制造－如何互补与提升
主持人：
孙永福 CCG 高级研究员，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
研讨嘉宾（音序）：
Thilo Ketterer（柯泰乐）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首席德国专家
李毅仁 河钢集团战略总监
宫下正己(Miyashita Masami)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香港）产业研究事务所所长

闵志东 德制造与资本中心执行主任，光明食品（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胜地 北京爸爸的选择科技有限公司 CEO
詹宏钰 塔塔集团中国区总裁
15:15-16:30
全体大会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下的中美双向投资还有哪些机会和风险
主持人：
邱震海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研讨嘉宾（音序）：
高振东 宝时得集团总裁，CCG 资深副主席
何 宁 CCG 高级研究员，原驻美国公使
江 山 CCG 高级研究员，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
Jacob Parker（彭捷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
王辉耀 CCG 主任、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
William Zarit（蔡瑞德）中国美国商会主席
朱光耀 财政部原副部长
David Zweig（崔大伟）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中心主任， CCG 国际顾问
16:30 - 16:45
闭幕大会: 海南自贸区-改革开放新篇章
发言嘉宾：
沈丹阳 海南省副省长
陈 健 商务部原副部长、第十二届政协委员
王辉耀 CCG 主任、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
17:00 – 20:00
企业国际发展官产学内部交流与政策建议闭门研讨（仅限获邀嘉宾）
主持人：
陈 健 商务部原副部长、第十二届政协委员
参会嘉宾（音序）：
陈 昱 悠悠空间自助式仓储 / 都市生活物联服务创始人、CEO，CCG 理事
程 刚 高捷资本投资合伙人，CCG 理事
岑水明 非夕机器人科技公司首席商务官，CCG 理事
崔明谟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
丁 丰 原三星电子大中华区副总裁，CCG 常务理事
高振东 宝时得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总裁，CCG 资深副主席
何 宁 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原驻美公使，CCG 高级研究员
江 山 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CCG 高级研究员
焦 涌 海南省企业家协会执行会长、中外建城市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CCG 常
务理事
李毅仁 河钢集团战略总监
刘 冰 北京恒昌利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席总裁
吕克俭 商务部亚洲司原司长、原中国驻日本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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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常务理事
马忠民 天津航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总裁，CCG 理事
邱宇峰 杭州若比邻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CEO
史 阳 河北汤鸿汇泰投资有限公司总裁，CCG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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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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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爱达国际董事长，CCG 常务理事
王辉耀 CCG 主任、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
王胜地 北京爸爸的选择科技有限公司 CEO，CCG 常务理事
王天鹏 北京科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副董事长、兼集团投资并购总裁，CCG
常务理事
王伟东 达仁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CCG 常务理事
王 洋 深圳前海中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CCG 理事
王跃驹 北京睿诚海汇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CCG 常务理事
韦 波 成都中通信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CCG 理事
谢 钦 伯联企业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肖 领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副秘书长
徐祥圣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投融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杨先其 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亚太区终端 市场总监，CCG 常务理事
张华荣 华坚集团董事局主席，CCG 副主席
张先云 三亚中泰瑞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所长，CCG 理事
张哲伟 爱尔兰投资发展局中国区总监，CCG 理事
赵柏松 霍普金斯医药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CCG 常务理事
赵 斌 美国高通公司全球法律及政府事务高级副总裁，CCG 理事
赵 维 象仪投资（上海）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总经理，C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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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海江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邹亨瑞 亨瑞集团董事局主席，CCG 常务理事
左传长 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