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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经济体研究会 2018 年会 

会议综述 

会议时间：2018 年 11 月 16 日 19:00 

会议地点：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4 号楼肇庆厅 

 

年会分别由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会长张宇燕和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

会长蔡春林主持。会议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由新兴经济体研

究会副秘书长徐秀军对研究会全年的工作进行总结、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

副会长陈万灵对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的工作进行总结。第二部分是由新兴

经济体研究会会长张宇燕就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以及当前国际关系做专题报告。

第三部分是颁奖仪式，为本次年会获奖论文进行颁奖。 

 

会议第一环节是年度工作报告。首先是徐秀军副秘书长代表新兴经济体研

究会做 2018 年工作报告，他表示今年这一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在其主管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挂靠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领导带

领之下，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个工作，支部的建设有所加强。在领导的带领下研究会今年做了一些

工作，组织了多次学习活动，目前正在筹划一次弘扬爱国奋斗精神的参观活

动。 

第二个工作，举办重要的学术会议。（1）在 2018 年 4 月 8 日博鳌亚洲论

坛期间，张宇燕会长发布了新兴经济体发展 2018 年度报告，并接受了中央（媒

体）的采访。（2）此次新兴经济体研究会 2018 年年会和 2018 新兴经济体论

坛，围绕这个论坛，研究会还组织了新兴经济体论坛征文和评奖活动，主要委

托广东新兴经济体研究会组织，以匿名的方式，经过了初评、复审、技术评审

三个环节，评出了 12 篇优秀论文。联合主办了后天举行的 2018 金砖国家智库

国际研讨会。（3）今年研究会将重点放在了出国的交流和调研上面，中央说今

年是一个调查年，今年以来，研究会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参与调

研和出国近百次，也是和新兴经济体有关的，今年 9 月份姚枝仲副会长就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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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的问题进行调研，中央也作了重要批示。（4）研究课题方面，研究会今年

承担了 2 个研究项目，一个是博鳌亚洲论坛新兴经济体发展年度报告研究项

目，一个是中联部 2018 年年度专题项目“一带一路”的关系研究。（5）成果的

出版，每年均以学会名义出版新兴经济体发展年度报告，今年出版了 2018 年年

度报告，由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出版。郭连成副会长主编的新兴经济体研究，

今年也出了第 10 集。 

徐秀军副秘书长接着谈了一下下一年的工作计划，2019 年预计举行 2 次国

际学术研讨会，包括金砖国家智库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的论坛等，以及 2 到

3 次的国内的学术研讨会，继续组织国内外调研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版，同

时徐秀军副秘书长表示希望研究会领导和会长，积极参与研究会的活动，给学

会的发展给予更大的支持。 

 

接着陈万灵教授代表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对 2018 年度工作进行了汇

报。主要汇报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组织撰写工作论文，积极参与学术活动，一直围绕新兴经济体发展

的重点议题或者热点话题，组织撰写了工作论文 18 篇，探讨和总结了过去一年

中世界新形势新的问题，探讨在世界舞台如何落实中国方案，在新的形势下如

何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这些工作从不同方面深化“一带一

路”建设，全球经济的治理，结构性改革，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

展的研究。 

第二，蔡春林局长非常积极参加学术活动，接受媒体的采访，还有企业咨

询，比如说接受信息时报、广东卫视媒体采访，在广东省外事系统，佛山、南

海、惠州等地方做“一带一路”巡视报告。智库专报，新兴经济体内部有一个咨

询报告，围绕新兴经济体合作和发展主题撰写了 11 篇智库专报，就新形式对外

贸易，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金砖国家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构

建中国开放性经济新体系，智库交流在经济合作中的作用等这些问题，建言献

策，报上了省有关的领导，省政府机构以及学术的组织和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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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追踪金砖国家的最近动态。节选和编制了关于非洲研究、拉美研

究、东盟研究、印度研究、俄罗斯研究、中国研究最新的研究资料和报告，不

定期地更新，丰富研究会的文献资料，增强研究会信息资料库的功能。 

第四，网站建设，对网站进行了完善和维护，坚持每天更新新闻，媒体报

道的内容，主要宣传新兴经济体经贸发展合作机会，以及投资政策为及时了解

新兴经济体最新动态，做好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好的平台。 

第五，承办金砖国家智库研讨会。由金砖国家智库中方理事会主办，广州

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支持，广东工业大学、广东研究院及广东新兴经济体研

究会共同承办的金砖国家智库国际研讨会及万寿论坛，在上半年 4 月 23 日在广

州举行，主题是金砖国家开放创新与包容性发展，这一次会议来自金砖国家专

业的学者、政府官员、企业代表有 120 位，嘉宾就金砖国家区位发展战略对

接，以进一步对接开放，金砖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制造业创新，金砖国家经济和

社会新兴企业的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取得了很多会议成果。 

第六，今年 10 月份，举办 2018 年度广东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一个保留的

节目，每年都会有，研究会承办了研讨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广

东省社科联、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以及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外贸大

学、广东财经大学、广东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省内 20 所高校，党校政

府机构的 200 多位领导学者参与会议。此次年会深入分析当前全球经济金融的

严峻局势，提出广东新时代对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方向、对策、建

议，广东省联合会已经连续 12 次举办广东省社会学术年会，这一次是新兴经济

体第 4 次承办。 

第七，筹办新兴经济体智库圆桌会议和 2018 中国新兴经济体论坛，年初就

开始筹办准备论坛会议问题，2018 智库新兴经济体会议议题是“金砖国家命运

共同体建设与改革创新”，后天召开，陈万灵副会长表示希望就这个主题进行对

话和观念碰撞促进思想交流和战略沟通。 

陈万灵副会长表示本次是研究会连续第 6 次承办中国新兴经济体论坛，由

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张宇燕会长指导进行选题，确定主题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命

运共同体的建设。此次收到专家学者论文 120 篇，101 篇入选，按照公平公

正，择优的原则，对论文进行初审、终审的选择，最终选了 20 篇获奖论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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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经济体研究会的审查，一等奖是空缺的，二等奖 4 名，三等奖 8 名，研究生

优秀论文有 8 名。陈万灵副会长表示感谢大家对本次论坛的支持，同时表示新

兴经济体在学术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希望大家积极参加新兴经济体论坛，

把这个论坛办越来越好。 

 

会议第二个环节是由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会长张宇燕就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以

及当前国际关系做专题报告。具体内容如下： 

刚才听到工作报告那个数字，很吃惊，学术交流 100 多次，我今年出国出

了十几次，我们去了非洲、中亚、中南亚，美国去了 3 次，去了欧洲，去了西

亚，前天刚从阿布扎回来，参加政治论坛，现在中央强调，要走出去要讲好中

国故事，一直在讲跟国外学者、媒体在交流的时候，对中国误解很大，包括“一

带一路”，几次就跟人家讲斯里兰卡的港口问题，人家美国人说你们为什么非要

用 99 年，我还跟他们解释了这些事情，所以调研是一个方面，还要出成果，比

如新兴经济体发展报告，我每年都做博鳌亚洲论坛，继续要做，还有一些就是

和“一带一路”相关的。我个人的理解不一定准确，我认为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来

看，最重大的包括两个最关键的问题外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一带一

路”一个是中美经贸关系，目前是非常看重的，跟这个两个相关的是全球治理。

其中至少有两个跟我们学会的研究直接相关即“一带一路”以及全球治理。一方

治理和一方区域，我们的研究都非常有用，中美经贸关系也是在我们的研究

上，我要讲一讲这个事情。因为中美经贸关系看着是中国和美国，实际上很多

东西我们在做应对的时候，我们是跳不出中美经贸关系来处理经贸关系的，比

如说我们加强区域的合作，像 RCEP 这个是很重要的，谈中国加入 CPTPP 的可

能行性包括中国发展中国身份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处理中美经贸关系一些对

策和可用的东西，这个又和我们研究密切相关，看看大家有什么建议，包括议

题上面，包括调研，包括会议的组织，我们现在重点是年会，去年在黑龙江、

哈尔滨开了一个论坛会，会多了怕你们觉得不好，会少了也怕你们觉得不好，

叫世界经济学会，那么这个学会基本上是一个月有一次，1 年 10 次，差不多每

一年都有一个会，年会的人多一年，这个是大家来想，有什么好的建议我们回

去研究。对广东的会都可以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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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维江：我在学会那边也是做秘书长，我觉得我们的活动完成也是挺困

难的，新兴经济体论坛会如果和我们亚太结合一下，我们觉得会好很多，我们

也愿意做的更好的。 

 

张宇燕：就是两个学会一块，我们可以新兴经济体专门搞一个亚太新兴经

济体会，找一个主题来开一下，这个挺好的，这样我们年会一般在下半年，这

个在上半年，我觉得国内交流这个还是挺好的。 

 

江时学：建议挪到上半年，3 月份人少，年会不是年底的会，有些学会我

们知道人家是每一年半开一次，我希望学会领导考虑在上半年。 

 

张宇燕：如果有 2 次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我们和亚太学会一起开，我也在

亚太所，亚太学会一年就开一次就好了，我们多开几次。看看大家有什么建议

和意见，包括对我们这次工作的评奖，这一次评奖一等奖空缺了，但是稿子投

稿还是非常积极的。） 

因为我们社会经济学会有这个传统，就是在正式会议之前，那么请几位教

授，谈一谈。今年我也讲了全球的经济形势和国际关系，我们国家外部经济环

境的变化和我们面临的一些机遇和挑战。这项研究也是很大，但是在今天这个

时候，无论是我们思考世界政治经济，还是对有关部门提供政府资金还是很重

要，外部环境的总体特征。 

第一个特征，新兴经济体。总体特征主要是新兴经济体，所以世界经济，

主要是世界经济增长还是处在一个中速增长轨道，我们定义为是 3%到 4%之

前，是中速增长全球处在这个当中，称为中速增长。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之

前，全球增长开始出现一次衰退，就是本世纪初，接着就是恢复增长，连续几

年平均下来，全球增长是 4.2%，算是中速偏上了，那么 2008 年金融危机爆

发，2009 年就负增长，从 2010 年开始恢复增长，2010 年增长比较快，过了

4.2%，是负增长的基础上面上去的，从 2011 年到 2012 年开始基本上都是在

3%到 4%之间，去年有一个迹象，大家心情比较激动，认为要突破 4%，认为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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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要突破 4%，很多机构预测，4.2%、4.5%都有，但是今年实际情况大概是

3.7%，这个和我们去年 11 月份做出预算差不多，我们是 3.6%，又说准了。国

际货币经济组织，有一点特别值得关注，7 月份预测今年全球增长他认为达到

3.9%，但是到了 10 月份，三个月以后下调 0.5 百分点，反映了中速通道里面，

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第二个特征，全球总体特征的变化，就是今年政策风险越来越大，首先就

是贸易领域，特朗普政府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那么贸易

战大家都知道，而且马上习近平总书记和特朗普在 G20 峰会要见面，我们去搞

学术活动，在首脑会议开的时候，我们也搞学术活动，显示一下我们对全球治

理的关系，马上要会见，现在各种各样我们很期待，两位领导人能够就贸易战

或者贸易摩擦升级的事情展开讨论，商务会长罗斯提到不管怎么谈，不会影响

到我们 2 千亿的税率，他们谈最多也只是框架性的方案，细节要谈需要很长时

间。美国的政策的变化，这个是我们总体的特征出现全球性变化，欧洲也矛盾

重重，现在大家看到欧洲，有很多事情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公开建立自

己军队，美国在欧洲给他们提供保护，那么现在欧洲提出来我要建立自己军

队。还有一个就是在金融领域，金融领域由法国总统先说，然后德国、法国两

个人打算搞欧洲版的结算系统，英国表示支持，在我们看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迹象。就是我们看到，全球的环境总体变化，政策的变化，和贸易有关。第三

个美国跟欧洲之间的裂痕，在今年显得特别突出，将影响未来整个全球的发

展，这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国际社会重大变化，美国和欧洲的裂痕在加大，我

认为是不可逆转的，尽管跟美国搞自己独立的结算系统，因为制裁伊朗，你像

德国公司，伊朗 3 亿欧元都投进去，最后特朗普说要撕毁协议，谁跟伊朗做生

意，我就制裁谁，他的公司撤回去，为什么要撤回去，因为美国结算系统，是

全球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系统，他知道谁跟他做生意，现在把这个东西我自己

独立搞，你根本不知道我有没有做，这就是欧洲跟美国分道扬镳。这个是以前

说了很多次的，他们面和心不和，一直在说这个事情，这一次是实质性地在战

略上已经开始了。当然他们还有很多共同利益，在大的金融改革上面，他们之

前共同对付中国，但是他们的裂痕，这个裂痕出现以后，我认为是不可逆转

的，这是外部情况的总体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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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规则处于重新调整期，重新调整期开始了，是从经济贸易领域开始

的，中国的增长是有关系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 1978 年人均 GDP 只有

200 美元，那么 40 年后，我们是 8000 多美元，今年也许能够达到 9000 美元，

那么美国 1978 年人均 GDP 是 1 万多，现在将近 6 万美元，我们充其量增长

9000 美元，他们每个人增长 5 万美元，整个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你要是小国，

你新加坡超过美国没有人关心，新加坡人均 10 万亿，20 万亿都无所谓，你像

阿联酋如果 GDP 一年 4000 亿，他人口多少，人口 100 万，他 4000 亿，人均

40 万，美国不太关心的，就 100 万人口国家，你折腾不到哪里去，但是中国不

一样，所以这个规模大了以后，就开始冲击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这是核心，

所以在这里特别强调一点，规模是重要的，在 WTO 体系里面做不到这一点，

因为中国表现是不错的，WTO 体系里面没有办法，你可能违反 WTO 规则，

WTO 可能不说你不好，犯规犯得恰到好处，而且还不受到特别严重的惩罚，不

是说我们违规我们在 WTO 败诉了，我们就不是 WTO 的好成员，我们还是，败

诉了以后按照你的规则，我该改正就改正，美国用国内法对付中国，301、

201、337 国内法来对付，这个就出现整个国际体系的变化，这个就是所谓国际

体系，有些人认为美国现在把它创立和主导完全放弃了，他退出了联合国组

织，退出了《巴黎协议》，退出了《中导条约》，80 年代跟戈尔巴乔夫签了

《中导条约》，签约协议是 500 公里以下导弹他不管，5500 公里以上的远程导

弹他不管，他只管 500 到 5500 这一段陆基导弹，他们签约的协议是把这个全部

销毁，为什么因为 500 公里，你要打战略核武器你要攻击我，咱们离太近了，

你是把我毁灭了，但是这个东西也会毁灭你自己，因为离的太近，就只有 500

公里，那么 5500 公里你要打需要时间，我就可以做出反应，我就可以报复你，

所以你就不敢打我，没有反应的时间，那么没有反应时间就是 500 到 5500 中间

的过程来不及，那怎么办，双方为了平衡，咱们把这个全部销毁了，这个协议

签完了特朗普退出了，撕毁了，这个东西看上去俄罗斯不遵守，实际上针对中

国的，因为中国的导弹 90%都是陆基导弹，而且是 500 到 5500。 

我觉得外部环境总体是什么，围绕新型的国际规则，大国之间的博弈，变

得越来越白热化，具体来讲最核心的问题，WTO 现代化我们中国政府态度是支

持我觉得他该打，欧盟成立了叫做 WTO 改革联合小组，我们在一些内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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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我们也提一下，跟日本搞一下，建立中日的改革小组，在金砖国家，在

金砖五国我们也搞一个类似的，提出我们的主张，现在 WTO 改革是必须要改

的，改哪些内容怎么改这个工作量很大，欧美日他们已经提出了他们 WTO 方

案，涉及了很多问题，很多都针对中国，有些东西我们也接受了。竞争中立很

多年不谈，但是这一次易刚行长谈了，接下来几个月高级官员也在谈竞争中立

原则，这里面主要涉及到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政府补贴的问题，所谓技术强

制转让等等这些事情，我们看到全球外部的总体结构，大国之间的博弈开始

了，就是整个政策发生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就是围绕国际

规则的确定，从短期来看，全球经济是有些问题，从 3.9%降到 3.7%，明年也

降了 3.7%了，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先高估，他的预测都高了高了以后再调，看他

的研究，把他的估计数，我们在预测减了几个百分点基本就是了。这么说有他

的道理，当前的全球经济还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的，第一来自于美联储的升

息，现在看来他的决心已定，就是把货币政策恢复到中性利率上面，利率水平

既不促进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也不妨碍也不紧缩，限制经济增长和就业，就

是中性的，美国货币政策两个目标一个是经济增长，一个是物价水平，就连在

一起，现在物价水平 9 月份 2%多一点，他的目标就是 2%，他的就业就是充分

就业 3.7%，现在美国货币四五十年最低水平，现在要回归中性利率是 2.25%，

那么现在是 2.0%到 2.25%，这意味这他还至少要升息两次或者 3 次，大家想

想，美联储它的功能不仅仅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从某种意义考虑到金融地位和

美元的地位，美国的货币政策，他有点像全球的，他有巨大的全球影响，升息

影响 0.5%到 0.75%，这个增幅未来产生的影响，将会是非常巨大的。 

第一个影响到资产家，今天全球的股票市场，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整个的

股票的市值增加了四五十万亿元，美国一个国家股票市场从 2009 年 3 月最低点

到今年最高点，美国的股市股票市值增长约 18 亿万元，全球 40 多家他一家将

近一半，GDP10 年都没有这么多，累计增长 GDP 远远没有他股市高，股票价

格和资产价格房价跟着涨，超过了最高点，这个要升息加息 0.5%，甚至一个百

分点，对资产家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可能引起股票的价格大幅度的调整，特

朗普看到这个股市跌就比较着急，就公开批评美联储，一个引起利息上升引起

不确定性，还有是对债务，今天全球的债务，大概是 250 万亿美元左右，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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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会估计一季度是 250 万亿，今年的 GDP 总量折成美元大概是 80 万亿，

全球的债务个人的居民的债务，企业的债务加上企业债务是历史最高值，债务

如此之高，利率变动影响债务偿还，比如说欠很少，不怕，欠很多债务就是很

大的问题，接下来对美国各个国家财政政策他们面临的挑战很大，你什么时

候，你多大的幅度，多大的速度在什么时间采取货币政策，是非常难的，干早

了不行干晚不行，顺序问题很难把握，所以这个政策的组合这些东西，对政策

制订者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也是挑战怎么把这个做好，是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发

的报告，对当今全球短期的担忧。 

中长期的问题，第一，人口，两极化，越来越明显，发达国家老龄化，我

们是属于未富先老，我们老龄化程度挺高的，美国 65 岁以上人口占数量超过

17%，这个按照标准已经是老龄化社会了，日本二十岁以上，人口结构在发生

变化。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爆炸，印度一年出生人口 1600

多万，莫迪他原来是拍着胸脯说每年要创造 1 千万的就业岗，但是后来他自己

不提这个事情了，因为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就业岗位，25 岁以下人口占整个人口

的三分之一，你要满足这些人，就业机会。那么非洲也是这样，这个出生率很

高，他的生活福利很难保证，没有那么多就业机会，看到对中欧也不是那么熟

悉，了解不是很多，这次去了以后，国家矛盾重重，以色列也在那里，有巴列

斯坦自己的问题也是没有解决，靠海的地方有一个哈马斯在那里，在西岸有巴

基斯坦，你说要两个国家他不干，不忍心占这块地，拿出去不行，变成一个国

家他又担心，以色列它占领的国家有 200 万，巴勒斯坦人，然后再把巴勒斯坦

再拿过来，有 400 多万加起来 600 万，再选举他就选不上了，现在两头为难，

你接受一国方案不行接受两国方案也不行，涉及到人口的问题，没有把种族问

题连接起来，要说到种族问题，在美国是 1970 年的时候只有 10 万莫斯林，现

在有 1000 万，你看特朗普他的羡慕就是有和这个有关，羡慕穆斯林，有种族的

问题。你看欧洲 5500 万穆斯林，今年去瑞典访问，瑞典接受了 10 几万的难

民，中欧的难民，在巴黎穆斯林出生率平均是发展一个孩子，他们听了之后，

这个不算什么，到了我们穆斯林至少生一只足球队，他们这里引起了很多问

题，就是种族的问题，美国根据最新的 PU 公司估计，到 2023 年就是 5 年以

后，美国 20 岁以下人口一半以上不是欧洲的美国人，所以这些人很着急，我们



10 

 

看到今天世界，从长期人口看，一个是人口年龄结构一个是人口种族结构，你

就会发现社会在发生变化，已经开始到了临界点，必须要做出选择。包括英国

脱欧事情，英国居然通过了，你怎么又峰回路转又过了，吃了秤砣铁了心，一

定要脱欧是不可能脱不了的，这里面跟移民等等这些有关系，这是长期的问

题。那么怎么解决这是一个问题，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全部结合在一起。 

技术进步，最近几年眼花缭乱，但是你看你会发现，增长速度很慢，1995

年到 2014 年美国生产率增长 1.75%，2005 年到 2017 年是 0.5%，今年稍微有点

上扬，但是还是不行，和去年 10 年 1.75%和 0.5%差距很大。因为看起来二季

度 4 点几、三季度 3.9%很高，为什么大家担心美国经济，说你不靠谱，都是短

期因素积累，财政政策刺激，一个减税一个是赤字增加，财政政策，还有一个

长期低利率政策，现在把它的经济推起来了，要升息你会受影响，还有你潜在

的增长率，美联储估算美国的潜增长率只有 1.8%，你现在 3 点几增长率跟

1.8%差距是不可能一直这样，会衰退的，有这样持续的观点越来越多，当大家

觉得 2000 年上半年要出现衰退，大家都这么认为，那么要节约开支，少投资，

少借款，大家都这么想，利率就好了，预期自我实现，美国的潜增长率如此之

低，很重要原因就是技术进步，引发了一个所谓叫“生产率之谜”，就是看上去

看技术进步很多，但是对全球的技术增长是很小的。很多人在解释，没有公认

大家都接受的。现在研发投入，和五六十年前研发投入发生本质的变化，同等

促进生产力的科技产出，投入 100 亿够了今天要达到几千亿才能达到，大幅度

的下降，这个是斯坦福一个教授做了一个研究，长期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

资源和人口的比重，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技术进步没有解决，人的实际上

对资源占用这个还是没有解决，现存世界生物物种有 1000 万人，1000 万人里

面到 2025 年最好的情况是这 1000 万有 9%灭绝，到 2050 年是最好的情况，绝

大多数生物学家认为到 2050 年有三分之一会灭绝。到 2050 年没有多少年了，

真正是三分之一物种灭绝，整个生态体系发生什么变化，人类怎么生存，就是

人类消耗资源，就是塑料瓶对海洋的损害，大概未来 10 几年到 20 几年如果人

类不控制，海洋的塑料的重量就会超过整个鱼类的总量，塑料流到海洋里面，

人类的开发对自然的破坏，是长期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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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问题，去了 3 次美国，9 月份我们社科院院长带队走访了美国很

重要的智库，跟他们交流，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卡耐基和平基金、

彼得森国际研究所，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智库，跟他们进行交流，有些是在会上

交流，有些是一对一的交流，比如说就是跟彼得森研究所他的创始人，就是在

办公室里面，就是跟他们谈中美关系的事情，我们陪同院长访问，美国第一的

智库，还去了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美国银行，去了美国商会，见了不少，总的

感觉，美国对中国政策他是形成了一定的共识，美国关于他国内政策和其他政

策分裂的一塌糊涂，特朗普咬牙切齿，包括这些智库，特别是很有传统的，很

有影响的叫做布鲁金斯，号称天下第一智库，我们到了美国企业研究所，右派

的智库说，他们现在对政府决策影响是零，他们根本没有用，我们这里有好几

十个在政府担任司局长、部长什么的，你要到我们这里，而且他们现在特别有

钱，大量有钱个人给我们捐款，一捐款都是几百万。他们还认为美国的名字就

起错了，不是 USA，名字起错了，应该 DSA，很多政治分裂，但是对华政策大

致形成共识，觉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现在迅速崛起，他觉得要想一点办法，

因为他感觉到威胁。是怎么来实施一些政策来约束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感

觉，第二，尽管特朗普反对他的声音很对很强，但是目前美国这个体制，贸易

政策上面就是他说的算，就是政府说的算，特朗普有很大决策权，而且他有些

决策是按照他自己的理解，第三，尽管特朗普追求是政治生存，其次要经济表

现，就是高速增长，股市要涨，最后才是贸易，他的排序首先是自己，他有很

多事情，政治是第一位经济表现和政治是连在一起，贸易他的发言权最大，对

外政策很强势，那么他是短期分歧，但是他周围的人不是，特别是周围的人彭

斯、莱特希泽、纳瓦罗、罗斯这些强硬派，这些人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彭斯最

近又有一个讲话，讲对华政策，他十一期间精心挑选讲话完全针对中国，由副

总统来讲而且讲这么直白，在美国历史上面是没有过的，以前左利特副国务卿

讲过一次，2005 年讲过中国强走出去，那么现在他又让副总统出面讲，我还特

别问美国人，而且是跟彭斯比较近的美国人，他说美国海外的犹太人副主席影

响很大，我说有多少海外的，他说有 800 万说影响很大，彭斯的讲话跟特朗普

商量了没有？他说我可能跟你说的涉及到内部信息，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告诉你

们，他们俩个一句一句的都讨论过，所以这个事情你就看到美国对华政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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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国政策在贸易可能能够有一些缓解，但是整个全方位的打压在未来 5 年到

8 年，应该会发生，因为中国已经这么大的，我们做了一个鉴定，原来 10 几年

过去一二十年接触你，规范你和锁定你，规锁政策，下一步就是遏制你，区别

接触的时候把你拉到全球体系里面来，我们来改造，美国以前做这个事情，接

触政策想不断改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受益了他也受益了，但是在这个过

程当中，他要改变，不是要把你拉进来改进来要威胁，强制你做一些事情，用

新的规则来让做一些事情。他最担心的领域赶超，跟你锁定，就是高科技，你

看他说的都是贸易，说的都是条例都是技术款非常担心 202 的问题，因为这个

问题显示了中国在技术在高科技的领域对他的伤害，用新的规则把你锁定了，

不是要遏制，遏制的本意是孤立，当初遏制苏联，我不跟你做贸易没有什么文

化往来什么都不跟你往来，最后让你自生自灭，但是中国已经进入了世界贸易

当中，很难很难踢出去，不如把你锁在中低端，我用一套新的规则锁定你，我

认为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主旋律，谢谢大家。 

 

会议第三个环节是颁奖仪式，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秘书长、广东省新兴经

济体研究会会长蔡春林教授为本次年会获奖论文进行颁奖。 

蔡春林教授首先表示论坛确实越办越凝聚人心，每年的征文都有 100 多

篇，这个质量是很高的，广东省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也是一样。蔡春林教授表

示由于评审的严谨性，因此含金量很高。民政部门对颁奖严格控制，审核很严

格，在这种背景下含金量特别高。 

8 位研究生的获奖名单： 

第一位就是山东财经大学的郜晨，非洲劳动力异质性影响企业投资区位选

择吗？ 

第二位南开大学金融学院黄志国，内生经济增长因素与社会保障。 

第三位中央财经大学刘佳欢，FDI 对中国内资工业企业工资的溢出效应研

究。 

第四位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陈杨，是中俄服务贸易的本地市

场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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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位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江民星。Market power and inter-temporal 

behavior in tradable permits systems 

第六位是华东师范大学常冉，全球价值链下金砖国家制造业出口分解及竞

争力测算。 

第七位是广东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张星伟，“一带一路”战略下，三方

利益共同体构建的演化博弈分析，——基于管理责任角度。 

第八位北京外国语大学解晓怡、连增、张昇，跨国并购对中国企业生产率

的影响。这 8 位研究生获得 2018 年新兴经济体论坛征文研究生优秀论文奖， 

由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两位副会长，陈万灵教授、王晓峰教授为他们

进行颁奖。 

获得三等奖的老师包括： 

第一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的马德功教授和曹文婷，他的博士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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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研究中心戴利研和李震，双边政治关系制度

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第三位广东财经大学的王方方老师，刘彦汝老师，基于异质性产业视角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因素研究。 

第四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姜巍，市场化改革对外开

放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 

第五位潘素昆老师，杨雅琳是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对中国 OFDI 区位选择影响研究。 

第六位是上海财经大学的林钰和他的学生，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工商管理教

研部彭冬冬（两位多次获奖，6 年以来只有一次有 1 等奖，林钰老师有一次获

得一等奖），中国援助“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促进效益研究。 

第七位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吴小节和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陈小

梅、汪秀琼，业绩期望差距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进入模式的影响。 

第八位广东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李景睿老师（多次获奖），人力资本

经济转型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对高、中、低收入水平经济体比较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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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两位副会长，陈万灵教授、王晓峰教授为他们

进行颁奖。 

获得二等奖的有 4 位老师包括： 

第一位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张志明，中国与金砖国家价值链

合作模式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 

第二篇陈若愚、杨碧琴，霍伟东，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海南师范大

学、西南财经大学、北京吉利学院，以新兴经济体为区域基础构建人民币区—

—基于司法性与货币依赖视角的刍议。 

第三篇是广东财经经济学院的黄晓风、朱凌峰、刘思蓓，“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产业与生态共赢发展研究。 

第四篇浙江工商大学刘文革、周洋，题目地缘政治风险与价值链贸易依赖

度——基于实证方法和博弈论模型的动态研究 

由张宇燕院长和苏一凡研究员为四位二等奖嘉宾颁奖。 

颁奖之后，颁奖者和获奖者集体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