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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增长 活力开放 联动合作 包容发展

——2016 新兴经济体论坛国际会议综述

蔡春林

（广东工业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510520）

2016 年 11 月 4 日至 6日，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 2016 年会暨 2016 新兴经济体

论坛（国际学术会议）在广州举行。论坛的主题是“新兴经济体发展：创新、活力、

联动、包容”。此次论坛由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和广东工

业大学主办，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和广东国际商会为战略支持单位。来自巴西、俄罗

斯、印度、南非、新加坡、澳大利亚、东南非共同市场等国家和国际机构的专家和学

者代表；以及圣彼得斯堡州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管理研究、新加

坡东南亚研究所、印度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中

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商务部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厦门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国内外约 60 多所

大学、研究机构以及部分企业的 290 余名专家、学者、企业家和官员代表参会。中共

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巴西联邦共和国参议院参议员、原总统候选人 C•

布瓦尔克（Cristovam Buarque），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李坚，广东工业

大学校长陈新教授，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发表致辞。整个大会隆重热烈，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现将

大会有关发言和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1. 新兴经济体：以创新提升增长潜力

世界经济长远发展的动力源自创新。创新发展是引领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决定

着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和主要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指出：在世界经济现在长期、持

续的低迷，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增长速度的分化，未来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

创新、活力、联动、包容是解决当今世界面临问题的深层次的解决方案。发展中国家发

展问题，特别是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当今世界全球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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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南泉研究员做了题为“俄罗斯经济陷入困境深层次

原因分析”的主题演讲。他指出导致俄罗斯出现严峻经济形势深层原因，可以归纳为私

有化过程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经济垄断阻遏市场经济的竞争，体制转型与经

济结构调整没有同步进行，没有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缺乏双赢与互利思想，长期存在

严重的腐败等因素。俄罗斯能不能振兴还是取决于经济。

孟加拉国政策、宣传和治理研究所（IPAG)主席赛义德·穆尼尔·卡斯鲁（Sayeed Munir）

做了题为“经济增长中的创新角色和机制”主题演讲。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了创新

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当前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都加大研发投入。

促进年创新需要改变增长观念，保护知识产权，重视教育，政府引领。

以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激发经济增长新活力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吉林大学冉

政语和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程遥探讨了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理。广东工业大学谭

蓉娟梳理了开放条件下信息网络技术对中国制造业创新发展路径：智能制造化、网络协

同化、用户服务化、开放平台化、绿色协调化。南京政治学院张霄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

的分析范式探讨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

贸学院教授聂聆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研究进展并指出如何在未来发展中突破由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提升企业在 GVC的分工地位，成为中国现在亟

待解决的问题。

产业和技术创新固然重要，制度创新也日益引起关注。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究所国际金融室刘东民亚投行的业务创新模式的四种模式：第一，要结合我们国家在基

础设施建设上的优势和经验，以国际基础设施投资公司的模式来进行项目的运作；第二，

以宪章城市的模式来推动城镇化建设和跨境园区建设，以确保制度的连贯性；第三，建

立一个离岸人民币境外投资基金，把离岸的人民币投资到“一带一路”国家，实现人民

币的境外循环；最后，在亚投行旗下建立亚洲金融公司，以更好的实现市场利润，完成

TPP的模式。广东工业大学教授，原巴西 UDC 大学教授白华（Marcos de Paiva Vieira）

创新与结构性改革是中国提升软实力与主导权之路。巴西智人规划学院教授爱德华多·夏

拿（Eduardo Shana）强调规划和创新是有效施政的最基本框架。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的黄晓慧和李娟探讨了增强新兴经济体创新发展活力的法治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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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兴经济体：以活力构建开放经济

世界贸易与投资的活力源之于开放。新兴经济体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维护多边贸

易体制，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培育全球大市场。

中国WTO研究会专职副会长、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研究员做了题为“世界经

济发展矛盾及前景展望”的主题演讲。他指出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全

球经济复苏艰难，宏观政策严重失衡；贸易投资持续低迷，保护主义上升；多边体制影

响受挫，自贸协定持续扩张；金融市场频繁动荡，美联储加息举棋不定；全球治理矛盾

凸显，大国关系错综复杂。 新兴经济体呈现转机，中国在稳增长前提下要加大国内改革

力度，巩固经济增长微观基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维护中

国的海外利益。

印度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原副校长巴达尔·阿拉姆·伊克巴尔（Badar Alam Iqbal）

做了题为“印度出口的趋势与问题”的主题演讲。他指出近年来印度的出口持续下滑。

政府应该通过发展制造业，缩小技术差距，优化出口策略，简化行政手续等措施恢复印

度出口大国的地位。

不少学者关注对外贸易对新兴经济体发展的作用。上海财经大学林珏、彭冬冬基于

2008-2010年 113个国家相互的出口数据，探讨了快速通关对贸易参与和贸易规模的促进

作用。快速通关会通过需求偏好效应、成本效应与全球化生产网络效应遏制了日益强化

的非关税贸易壁垒的负面效应，使得多边谈判形成的关税降低的效应真正发挥。自由贸

易协定的建立，通过提升通关效率与边境管理的透明度，提高了国家间的贸易量。西南

财经大学孙楚仁等从经济学角度对伙伴关系贸易效应进行量化分析，证实了伙伴关系能

在实质上带来出口利益。这种促进作用在大国、接壤国家、发展中国家尤为显著，充分

体现了我国“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外交总体

布局战略思想。伙伴关系的建立通过促成工业制成品和机械设备等大型合约的签订使得

在国际分工中具有比较优势的本土产品获得更多出口利益、扩大原有优势，并且这种作

用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有效。东北财经大学王绍媛、张庆硕利用WIOD数据研究表明，在

增加值核算法下新兴经济体服务贸易竞争力在世界市场上的影响力虽然不大但呈增强趋

势，新兴经济体服务部门间的竞争优势各不相同且存在互补性。广东工业大学李景睿实

证分析了收入分配演进、本土市场扩张对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出口质量水平国家出口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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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量升级的差异化影响。贵州财经大学胡剑波和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郭风基于 2001-2014

年的数据对中国与南非产业内贸易进行实证研究。

一些学者强调对外投资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大连海事大学教授冯晓玲表示国际金

融危机以后，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均有所减少，而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却

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OFDI已经逐渐成为我国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暨南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邓应文认为政府应重视中国企业投资越南市场，从多方面、即

官商学结合，整体规划投资越南市场的战略和步骤，结束目前企业散兵游勇、自生自灭

的局面。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前研究员许葳富探讨了中国企业在柬埔寨的投资。澳大利

亚国立大学管理研究院副教授彼埃尔·英格（Pierre van der Eng）探讨了中国与印尼经济

关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代帆探讨了中国在菲律宾的投资。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华人华侨研究院赵子乐探讨了宗亲会在大陆企业与海外华人企业的贸易联系功能。暨南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皖南阐述了东盟经济一体化的直接投资效应。中央财经大学苟琴、

姜天予、中国人民大学刘晓光基于最优部门配置框架探究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与波

动的影响。中央财经大学的阎晓莹以光伏电池行业为例探讨了外部冲击作用下的产业政

策效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姜巍探讨了中国对东盟基础设施投资的可行性与对策研。天

津商业大学刘辉群、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邹赫探讨了中国电力工业对外直接投资

风险与防范。

3. 新兴经济体：以联动促进经贸合作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历程一再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时

代，各个国家难以独善其身，协调合作是国与国之间的必然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关雪凌教授做了题为“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调整中的中俄合作”主题演讲。她指出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长期

停滞的现实凸显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不合理， 面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现状，中国和俄

罗斯一直都在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向合理化方向发展。 对于如何化共识为行动，她提

出两个层次的合作路径：在金砖国家机制下加强中俄合作，带动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以增

强整体实力；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和大欧亚伙伴关系框架下深化中俄

合作，扩大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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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教授做了题为“入世 15年与中国参

与全球贸易治理”主题演讲。他通过分析中国入世以来全球贸易治理机制的变迁，指出

在当前世界确实面临着全球化退潮或低估的时期，全球贸易治理的重心可能不再是大刀

阔斧地开辟新的领域，而是更应关注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 中国参与全球贸易治理

的未来战略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首先，推动WTO多哈回合结束仍应是中国推进全球

贸易治理的首要目标；其次，应对建立新贸易议题的治理机制保持开放心态；最后，积

极、有针对性地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

国际经济联动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中央财经大学唐宜红和张鹏杨使用

1996-2011年WIOD投入产出数据库，从增加值视角下研究了双边行业间全球价值链嵌入

对国际经济联动的影响，结果发现，（1）从整体上看，全球价值链嵌入促进了国际经济

联动，而增加值贸易强度、生产链位置相似性等对提高经济联动也具有积极影响；（2）

从行业差异性上看，原材料行业和耐用品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经济联动的影响较为

明显；（3）从国家差异性上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对国

际经济联动的影响最大，超过了发达国家之间影响的 4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蔡彤娟通

过构建 VAR-MGARCH-BEKK模型分三阶段检验了人民币与东亚主要货币汇率之间的动

态联动效应及其变化。结果表明：二次汇改后人民币与东亚主要货币汇率的联动性及持

续性显著增强，这表明人民币汇率改革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区域化，人民币区域化的条件

不断成熟。现阶段应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推动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特别是加

强同日韩的货币合作。中央财经大学李林玥基于 IS-LM-BP模型探讨了外国宏观经济政策

和国际协调的溢出效应。

“一带一路”是本论坛讨论的焦点问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黄亮雄探讨了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发现中国向沿线国家直接

投资增长 1%，约能显著促进沿线国家人均实际 GDP增长 0.01%。在样本期的 2003-2012

年，中国投资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 1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沿线国家

经济增长的效应约有 30%是通过完善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水平来实现的。中山大学吴喜龄、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万灵运用 1995-2015年数据实证分析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投资与经

济发展的关系，从理论上证明 CAFTA的建设与升级发展必然使双边经济发展实现共赢。

因此，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应当更加从容淡定的在 TPP、RCEP框架下构建以中国

为核心的自贸区体系，建设好中国-东盟自贸区。广东工业大学李军、华南农业大学杨学

儒选取 2005-2013年中国与东盟 7国的出口数据，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及其对东盟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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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口潜力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东盟国家整体基础设施质量每提高 1%，中国对东盟出

口贸易将增长 0.472%。其中，港口设施质量每提高 1%，出口贸易将增长 0.662%；平均

关税水平每降低 1%，出口贸易将增长约 0.27%。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可以大幅提升

中国对东盟诸国的出口潜力。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王玉柱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共

享和联动的发展理念，有助于推动中国和世界实现均衡和可持续增长。浙江师范大学米

军、东北财经大学刘彦君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趋势、挑战及应

对。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林跃勤强调新丝路框架下与欧亚经济联盟共建项层合作规划与

体制机制，创新与欧亚联盟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方式的重要性。

4. 新兴经济体：以包容实现共同发展

零和博弈、冲突对抗早已不合时宜，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成为时代要求。新兴经济

体应致力于推进各国经济全方位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减少全

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现象，使各国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先生发表了题为 “金砖国家合作的当前态势与

未来前景”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在世界经济早已成为紧密联接的统一体的全球化时代，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超越国际经济联系而独自发展。由于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发酵的消极影

响，新兴经济体国家终究未能独善其身。在这种情况下，全面推动和深化金砖国家在经

贸、金融、能源、科技、产能、基础设施建设等多领域合作，持续加强五国在重大国际

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与配合，不断创新相互间的交流平台与合作模式，以金砖国家的务

实合作带动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进而推动全球范围的包容发展和

联动发展，不仅对金砖五国自身发展十分重要，而且对创新和实践新的区域合作与多边

合作模式，带动整个世界经济迈向更加开放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发表了题为“应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中

国方案：G20杭州峰会”的主题演讲。他首先回顾了世界经济、投资、出口和资本流动，

以及 G20杭州峰会所取得的成果，并提出 G20的转型的两个明显特征：一是从应急性机

制向常设性经济治理机制的转变；二是从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平台向更为综合的全球治

理平台转变。它面临的挑战是：协调效率、落实能力和领导力。杭州峰会将使全球经济

治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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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驻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大使周刚做了题为“金砖国家与全球

经济治理”的主题演讲。他指出尽管金砖国家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许多重大作用，但是

也遇到许多困难。金砖国家在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上有广泛共识和共同利益，这是开展

合作的基础。全球经济治理议程不断拓展，主体更加多元，改革的诉求日益加深。金砖

国家要发扬合作伙伴精神，不断提高在包括全球经济治理在內的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

和作用，做全球治理体系的引领者和推动者。

很多学者主张新兴经济体应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社会科学院江时学研究员认

为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快速发展，全球问题不断增多，其危害性日益突出。全球问题的应

对之道不是少数国家独来独往，而是世界各国加强磋商、协调和团结。因此，全球治理

的动力应该来自所有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共同参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

应该为之作出贡献。金砖国家既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良好愿望，也有能力在这一过程

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主观愿望和客观条件意味着，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的地位不容低

估。尤其在完善全球治理体制、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和

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等领域，金砖国家应该发挥其重要作用。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盛

斌、宗伟探讨了 G20机制创新与新兴国家角色，认为在推动 G20构建全球治理新机制方

面，新兴经济体应该也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一方面是由于新兴国家的经济实力

不断增强，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加大；另一方面，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

制定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未充分反映发展目标与利益，收益分配也不尽合理。因此，

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 G20的议程设定和机制创新，将有利于推动国际社会建立以发展为

导向的全球经济新秩序与规则，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共享全球经济发展的成果。暨南大学

柳向东、周雅慧探讨了新兴经济体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实现包容性发展问题。广东工

业大学姜新海从经济史角度探讨了包容发展理念的内涵、实行包容发展的必要性、途径，

论证了包容发展成为我国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途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

政治研究所徐秀军金砖国家未来合作的增长点是构建开放性合作平台，促进包容性发展。

经验研究表明新兴经济体在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力量逐渐增强。辽宁大学刘洪钟

基于国际金融权力指数，通过制作国际金融权力分布散点图、国际金融权力集中度表、

美国与新兴经济体国际金融权力曲线图，展示了后起国所处的国际金融权力体系现状，

揭示了在此 18年中国际金融权力结构一直为单极，国际金融权力体系竞争性经历了中-

低-中水平的转变，美国衰落与新兴经济体崛起是不准确的认识，从中可以看到在各国国

际金融权力不变的情况下，后起国可以并且只有采取合作策略才能达到制衡的实力门槛，



8

走出美国金融霸权。对于后起国，合作策略与适当的“工业型”路径是走出美国金融霸权的

最佳选择。瑞士日内瓦大学全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欧山（Omar Ramon Serrano）以巴西、

中国、印度和墨西哥为例，从规则接受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角色演变探讨了世界贸易规则

制定中的新兴经济体。

5. 总结

会议认为，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中艰难复苏已历时八年，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冲击逐

渐显现，国际舆论质疑甚至唱衰新兴经济体发展前景的声音依然存在。新兴经济体经济

增速出现分化，经济增长面临较大压力。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

发，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消费方式、生产方式正在形成，在

此背景下，新兴经济体需要抓住机遇创新发展，强化政策协调和经济合作，以合作助推

增长，加快增长动力转换，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开拓新

兴经济体合作与发展的新境界。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结构性改革正在有序推进，发展质量

和水平将会继续稳步提升，将成为未来新兴经济体发展的标杆和榜样，领航全球经济向

强劲、均衡、可持续方向发展。

展望未来全球经济前景依然复杂，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经济走势分化，宏观经

济政策的外溢效应日益突出，生产、贸易、投资、金融领域面临的冲击和挑战愈加强烈，

新兴经济体增长与改革转型任务艰巨，亟待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准确判断、精准

施策，助推新兴经济体协同发展。新兴经济体论坛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

新兴经济体发展引领者、合作机制建设者、持续崛起道路的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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