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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单位  新兴经济体研究会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广东工业大学 

   战略支持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联合主办  广东广播电视台        

   承办单位  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 

             广东财经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 

             广东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 

             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友会 
 

会议代表注册与报到 

 

时间：11月 16日 09:00-22:00    

地点：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5号楼一楼大厅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南 1039-1045号） 

时间：11月 17日 08:00-08:30 

地点：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4号楼一楼肇庆厅门口 

用餐时间: 12:00-13:00;  18:00-20:00（住宿嘉宾早餐按酒店提示用餐） 

用餐地点: 5号楼二楼岭馆国宴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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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16 日 星期五 

 
新兴经济体研究会 2018 年会 

2018 年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年会 

议  程 

时间：2018 年 11 月 16日 （周五）18:30-20:50 

地点：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4 号楼一层肇庆厅 

时间 时长 事项 负责人 

18:30-19:00 30分钟 会议签到 梁金颖（手机：15875868770） 

第一节 工作报告 

主持人：蔡春林（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秘书长，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会长，广东工业大学金砖中心主任、教授） 

时间 时长 事项 报告人 

19:00-19:10 10 分钟 
新兴经济体研究会 2018 年度

工作报告 

姚枝仲（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社会科

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19:10-19:20 10 分钟 
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

2018 年度工作报告 

陈万灵（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19:20-19:30 10 分钟 评议报告 两会会员 

第二节 颁奖仪式 

主持人：蔡春林（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秘书长，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会长，广东工业大学金砖中心主任、教授） 

时间 时长 事项 颁奖人 

19:30-19:45 15 分钟 
2018 新兴经济体论坛征文获

奖论文颁奖典礼 

张宇燕（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苏一凡（广东省人大环资委主任，广东工业大学研究员） 

第三节 专题报告 

主持人：姚枝仲（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时间 时长 事项 报告人 

19:45-20:30 45 分钟 
新兴经济体与世界经济形势

报告 

张宇燕（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20:30-20:45 20 分钟 提问与回答  

20:45-20:50 5 分钟 会议总结 
姚枝仲（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社会科

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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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17 日 星期六 

 

新兴经济体研究会 2018 年会暨第 6 届新兴经济体论坛 

人类命运共同体 
议  程 

 

地点：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4 号楼一层肇庆厅  

时间 时长 事项 负责人 

8:00-8:30 30 分钟 会议签到 梁金颖（手机：15875868770） 

开幕式 

主持人：胡钦太（广东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 

时间 时长 事项 致辞嘉宾 

8:30-8:40 10 分钟 嘉宾致辞 陈  新（广东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教授） 

8:40-8:50 10 分钟 嘉宾致辞  

8:50-9:00 10 分钟 嘉宾致辞 
张宇燕（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

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主旨演讲 

主持人：蔡春林（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秘书长，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会长，广东工业大学金砖中心主任、教授） 

时间 时长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9:00-9:20  20 分钟 关于中非经济合作问题的看法 
杨  光（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

亚非洲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 

9:20-9:40 20 分钟 “一带一路”的机制化建设 
李向阳（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9:40-10:00 20 分钟  
姚枝仲（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社

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10:00-10:30   合影与茶歇 

主题论坛 

10:30-12:00  主题：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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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徐秀军（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IPE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论坛嘉宾 

江时学（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孙  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编辑部主任、研究员） 

张海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王玉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区域合作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霍伟东（北京吉利学院校长、教授） 

讨论议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与演进逻辑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经验与启示 

●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与影响 

●改革开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互动关系 

●改革开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前景展望 

 

 

12:00-13:30  午餐（5号楼二楼岭馆国宴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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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一)议题  经济改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时  间：11月 17 日 13:30-17:30 

地  点：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3号楼四层 3411会议室 

时间 时长 事项 负责人 

13:00-13:30 30 分钟 会议签到 刘晓葱（手机：13143382803） 

13:30-14:45  第一节：科技创新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主持人：黄晓凤（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讨论嘉宾 

米  军（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罗  成（贵州财经大学副教授） 

袁志田（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 

    任月颖（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在读硕士） 

 

讨论议题 

●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基础、挑战及出路 

●中国的新兴经济体身份的特殊性 

●全球经济秩序的新问题 

●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金融化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14:45-16:00  第二节：数字经济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 

主持人：肖鹞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探索》主编，教授） 

讨论嘉宾 

李  平（山东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 

孙  瑾（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理事） 

张玉兰（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博士） 

白  洁（山东财经大学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 

 

讨论议题 

●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可持续吗 

●国际经贸规则变化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基于增加值视角下新兴经济体贸易竞争力评估 

    ●数字贸易规则研究：演进、启示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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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15   茶  歇 

16:15-17:30  第三节：全面构建开放新格局与营商环境的优化 

主持人：陈万灵（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讨论嘉宾 

钟陆文（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 

井百祥（广东培正学院经济学系教授） 

陈  颖（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刘志永（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系教师） 

 

讨论议题 

●佛山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探索 

●广东经济 40年后的蜕变  

●全面构建开放型经济体下营商环境对企业创新影响 

●改革开放 40年来“看得见的手”之“手势”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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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二)议题  对外开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时  间：11月 17 日 13:30-17:30 

地  点：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3号楼四层 3412会议室 

时间 时长 事项 负责人 

13:00-13:30 30 分钟 会议签到 江心莹（手机：18406606668） 

13:30-14:45  第一节：公平贸易、产业竞争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主持人：张  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讨论嘉宾 

李  凡（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王跃武（湖南大学博士、副教授） 

徐   超（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阎晓莹（北华航天工业学院经管系教师） 

 

讨论议题 

●政治安全与改革创新 

●特朗普经济政策及其效应之中期评估 

●美国缘何高举“公平贸易”这面大旗？ 

●政府行为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14:45-16:00  第二节：开放创新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主持人：黄荣斌（广东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经济系主任，副教授） 

讨论嘉宾 

林乐芬（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主任） 

全  毅（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 

裴桂芬（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 

陈奉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讨论议题 

●东道国政治稳定性对中国 OFDI 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一带一路”沿线 43国的数据 

●改革开放 40年我国对外开放实践创新及其经验教训 

●日美贸易摩擦与日本结构改革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福利收益分析 

 16:00-16:15  茶  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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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17:30 第三节：中国的跨国战略及策略选择 

主持人：陈  原（广东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教授） 

讨论嘉宾 

富景筠（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孙文莉（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 

施建平（苏州市职业大学编审，副教授） 

郭松克（广州大学松田学院管理学系主任） 

 

讨论议题 

●跨国公司战略联盟与能源共同体建设 

●跨国并购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新兴经济体国家如何对外进行文化传播？——以中国为例 

●新兴经济体崛起背景下广州迈向“世界城市”的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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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三)议题  “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时  间：11月 17 日 13:30-17:30 

地  点：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3号楼四层 3413会议室 

时间 时长 事项 负责人 

13:00-13:30 30 分钟 会议签到 梁金颖（手机：15875868770） 

13:30-14:45  第一节：“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 

主持人：刘可夫（广东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经济学院院长） 

讨论嘉宾 

马文秀(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所长） 

马德功（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潘素昆（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陈能军(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博士后) 

讨论议题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与湄公河国家贸易关系的比较分析 

●逆全球化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影响中国贸易竞争力的研究 

●“一带一路”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一带一路”背景下制度质量与出口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 

14:45-16:00   第二节：“一带一路”与产业转型 

主持人：沈  瑶（上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讨论嘉宾 

徐永利（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丁  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王耀青（浙江科技学院博士） 

沈  陈（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讨论议题 

●“南南”背景下金砖国家产业合作的差异化条件与选择  

●“一带一路”与新兴中等强国的崛起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产业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的时空演变 

●南非政局变动后的经济外交 

 16:00-16:15  茶  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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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17:30 第三节：“一带一路”与多元文化融合 

主持人：王厚双（辽宁大学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院长，经济学院教授） 

讨论嘉宾 

赵  林（中国海洋大学工程学院教授） 

刘  建（深圳大学建设工程生态技术研究所教授，所长） 

郭  平（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讲师） 

冯维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讨论议题 

●“一带一路”发展与世界文化交流 

●如何发挥广东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排头兵作用 

●中国双向 FDI的内在逻辑、增长效应与发展路径 

● 

 

18:00-20:30  晚  餐（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2号楼二层 A 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