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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经济体研究会 2019 年会暨第 7 届新兴经济体论坛 

国际学术会议 

 

 

制度型开放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议  程 

 
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2019 年 11 月 9-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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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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单位  中共广东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

办公室） 

          致公党广东省委经济委员会 

承办单位  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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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财经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经济管理与法学院 

 

会议代表注册与报到 

11月 9日报到时间：9:00-22:00（外地嘉宾） 

报到地点：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5号楼一楼大厅 

11月 10日报到时间：8:00-8:40（本地嘉宾及尚未报到的外地嘉宾） 

报到地点：3号楼五楼 1号国际会议厅 

用餐时间、地点 

时间：11月 9日  18:00-20:00（晚餐） 

11月 10日  12:00-14:00（午餐） 

地点：5号楼二楼岭馆大厅 

时间：11月 10日  18:00-22:00（晚餐） 

地点：5号楼二楼岭馆国宴厅 

外地住宿嘉宾： 

早餐时间：7:00-9:00  早餐地点：2号楼二楼珠江厅 A区 

住宿地点：1号楼和 5号楼（岭南东方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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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周六） 

 

新兴经济体研究会 2019 年会 

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 2019年会 

 
时间：2019 年 11 月 9日 19:00-20:50 

地点：3号楼五楼 1号国际会议厅 

时间 时长 事项 负责人 

18:00-19:00 60分钟 会议签到 鲍会荣（手机：13902403160） 

第一节 工作报告 

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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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时长 事项 报告人 

19:00-19:10 10 分钟 
新兴经济体研究会 2019 年度

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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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 

19:10-19:20 10 分钟 
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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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19:40 10 分钟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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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海峰（广东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19:40-19:50 10 分钟 
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征

文获奖论文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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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晓凤（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广东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院长兼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第三节 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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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20:20 30 分钟 百年变局与新兴经济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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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50 30 分钟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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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  星期日 

 

新兴经济体研究会 2019 年会暨 2019 新兴经济体论坛国际会议 

制度型开放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会议语言：中英文） 

议  程 
 

地点：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3号楼五楼 1号国际会议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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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为民（广东工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时间 时长 事项 致辞嘉宾 

8:30-8:40 10 分钟 嘉宾致辞 黄  武（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致公党广东省委主委） 

8:40-8:50 10 分钟 嘉宾致辞 栾天罡（广东工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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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9:12  12 分钟 
新时代中俄全面合作：价值、领域

与前景 
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9:12-9:24 12 分钟 
巴西对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态

度 

白  华（巴西 DOCTUM 大学高级研究员；广东省新兴经

济体研究会副秘书长） 

9:24-9:36 12 分钟 分进合击的美国对华贸易策略 
屠新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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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9:48 12 分钟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 

沃尔特·克里斯特曼（全球挑战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

中国－加州企业协会主席） 

 

9:48-10:00 12 分钟 
“一带一路”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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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 

10:00-10:30 合影与茶歇 

主题论坛 

10:30-12:00            制度型开放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主持人 

冯维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安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论坛嘉宾 

杨先明（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教授） 

努诺·洛佩斯（葡萄牙数字化转型联合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霍伟东（西南财经大学教授） 

陈万灵（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普里亚·巴拉苏布拉曼尼亚（印度全民健康计划主任、公共卫生基金会高级公共卫生科学家） 

林跃勤（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对外传播中心主任、研究员） 

讨论议题 

●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 

● 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制度基础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开放型合作平台构建 

● 国别与区域视角下的“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 新时代中国的对外开放 

提问环节     

12:00-13:30  午餐（5 号楼二楼岭馆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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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一)议题  制度型开放的理论基础与实现途径 

时  间：11 月 10 日 13:30-17:30 

地  点：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3号楼四层 3410 会议室 

时间 时长 事项 负责人 

13:00-13:30 30 分钟 会议签到 鲍会荣（手机：13902403160） 

13:30-14:45  第一节：制度性开放：自贸区与粤港澳大湾区 

 主持人：袁正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讨论嘉宾 

刘恩专（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市自由贸易区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董小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张祖荣（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林  珏（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商学院）教授） 

郑代良（怀化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副教授） 

讨论议题 

●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的战略路径 

●新兴经济体开放合作中的城市与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启迪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如何更好发挥保险的作用 

●贸易保护主义会导致全球经济脱钩吗？——基于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视角 

●制度型开放：全球治理中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点评嘉宾 

郝治军（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 

14:45-16:00  第二节：经济开放与全球治理 

主持人：王方方（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讨论嘉宾 

黄晓慧（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任  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冯  阔（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见习研究员） 

石晓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WTO 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讨论议题 

●广东的创新发展与制度型开放的法治化实现路径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国际环境分析 

●经济开放有助于增强农村非农就业的减贫效应吗？ 

●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权力的再平衡 

点评嘉宾 

刘文革（浙江工商大学国际商务研究院教授） 

 

 
16:00-16:15   茶  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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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17:30  第三节：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合作新趋势 

 

 

 

 

 

 

 

 

主持人：刁  莉（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讨论嘉宾 

张  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白  洁（山东财经大学新兴经济体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韦晓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讲师） 

杨玉蒙（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赵伊凡（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讨论议题 

●马来西亚与“一带一路” 

●国际经贸新规则的演进趋势分析 

●中非经贸合作区发展现状、问题与建议 

●CPTPP 对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影响研究 

●中国-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及其潜力研究 

点评嘉宾 

陈能军（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副研究员） 

高维新（广东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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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二)议题  新兴经济体的共同发展与开放合作: 

地缘政治与技术（会议语言：中英文） 

时  间：11 月 10 日 13:30-17:45 

地  点：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3号楼五楼 1号国际会议厅 

时间 时长 事项 负责人 

13:00-13:30 30 分钟 会议签到 林彩娥（手机：13138766653） 

13:30-13:40  开场  

发言人：陈  溪（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前中兴通讯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 

标  题：中美地缘技术竞争与合作 

13:40-14:30  第一节 地缘政治与技术：理解商业的适应性 

主持人：陈  溪（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前中兴通讯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 

发言嘉宾： 

禹国刚（深圳证券交易所创始人及前副总经理） 

标  题：中国资本市场起源中的跨国合作 

陈兆丰（普华永道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合伙人） 

标  题：中国产业价值链转型趋势 

桑岛浩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前日本 Linker 公司高级副总裁） 

标  题：中日合作：全球治理与不确定性管理 

努诺·洛佩斯（葡萄牙数字化转型联合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标  题：中欧合作：互惠关系的崛起 

 
14:30-15:20  第二节 地缘政治与技术：理解新兴经济体的适应性 

主持人：陈  溪（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前中兴通讯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 

发言嘉宾： 

白  华（巴西 DOCTUM 大学高级研究员；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秘书长） 

标  题：中美两国在拉美——运用地理技术的战略影响之争 

赵  毅（中国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标  题：不确定时期下的新兴经济体地缘技术合作 

普里亚·巴拉苏布拉曼尼亚（印度全民健康计划主任、公共卫生基金会高级公共卫生科学家） 

标  题：公共卫生中技术与创新的角色-突破边界 

林民旺（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标  题：美国“印太战略”与南亚地缘格局的发展  

 
15:20-16:10  第三节 地缘政治与技术：理解世界的适应性 

主持人：陈  溪（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前中兴通讯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 

发言嘉宾： 

沃尔特·克里斯特曼（全球挑战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博士） 

标  题：地缘政治竞争与合作：呼唤下一代行动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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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维·韦洛尔（新加坡海峡时报副总编及全球事务评论人） 

标  题：待定 

李明江（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项目负责人，副教授） 

标  题：CPTPP 对中国全球地缘政治的价值  

钱 峰（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高级研究员） 

标  题：中美战略竞争走向何方？ 

樊高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前主任，教授） 

标  题：未来的全球政治格局、发展与合作 

16:10-16:25  茶歇 

16:25-16:45 第四节 讨论：商业适应性的再理解 

主持人：陈  溪（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前中兴通讯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 

讨论嘉宾： 

禹国刚（深圳证券交易所创始人及前副总经理） 

陈兆丰（普华永道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合伙人） 

桑岛浩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前日本 Linker 公司高级副总裁） 

努诺·洛佩斯（葡萄牙数字化转型联合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16:45-17:05  第五节 讨论：新兴经济体适应性的再理解 

主持人：陈  溪（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前中兴通讯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 

讨论嘉宾： 

白  华（巴西 DOCTUM 大学高级研究员；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秘书长） 

赵  毅（中国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普里亚·巴拉苏布拉曼尼亚（印度全民健康计划主任、公共卫生基金会高级公共卫生科学家） 

林民旺（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17:05-17:35  第六节 讨论：中国、美国和世界适应性的再理解 

主持人：陈  溪（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前中兴通讯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 

讨论嘉宾： 

沃尔特·克里斯特曼（全球挑战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博士） 

拉维·韦洛尔（新加坡海峡时报副总编及全球事务评论人） 

李明江（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项目负责人，副教授） 

钱 峰（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高级研究员） 

樊高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前主任，教授） 

17:35-17:45  结语 

发言人：陈  溪（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前中兴通讯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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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三)议题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时  间：1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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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金颖（手机：15875868770） 

13:30-14:45  第一节：“一带一路”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遇 

主持人：黄晓凤（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兼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讨论嘉宾 

陈  忠（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开放型经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 

姜  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教授） 

周  英（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涂志明(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亚太智库研究员) 

田  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讨论议题 

●促进福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的路径与措施研究 

●市场化改革、企业“走出去”与中国国内就业 

●我国中间品进口潜力和影响因素研究 

●“亚非增长走廊”计划：印、日的战略考量及缺陷 

●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原则和区域特质 

点评嘉宾 

陈本昌（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14:45-16:00   第二节：新兴经济体合作的挑战与应对 

主持人：刘建江（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讨论嘉宾 

孙楚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卢  静（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王跃武（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任育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马  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讨论议题 

●外交伙伴关系与中国大宗商品进口持续时间 

●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的新兴经济体合作：挑战与应对 

●“一带一路”投资风险与项目财务评价改进研究 

●新时期金砖国家农业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关联和发展挑战 

点评嘉宾 

徐永利（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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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15  茶  歇 

16:15-17:30 第三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 

主持人：罗  锋（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经济管理与法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讨论嘉宾 

欧阳向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韩永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 

张志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 

崔春莹（文华学院副教授，文华学院互联网与产业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楚  杨（广东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 

讨论议题 

●中俄“带盟对接”的现状与成因分析 

●双边政治关系距离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合作研究 

●中印文化产品贸易效率与潜力分析——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金砖国家数字技术发展和合作对策 

 

点评嘉宾 

熊启泉（华南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陈章喜（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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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四)议题  共建“一带一路”的海外利益风险与防范 

时  间：1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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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心莹（手机：18406606668） 

） 13:30-14:45  第一节：“一带一路”海外利益风险与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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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乐芬（南京农业大学财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金孝柏（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研究》编辑部主任） 

杨永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副教授） 

刘  超（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讨论议题 

●共建“一带一路”海外利益风险与保护机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高校海外办学的路径选择 

●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策略 

●欧美国家海外利益保护中的 NGO：作用与启示 

点评嘉宾 

朱  宇（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研究员） 

李景睿（广东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 

14:45-16:00   第二节：“一带一路”金融风险及防范 

主持人：陈万灵（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讨论嘉宾 

马德功（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金融系主任） 

陈奉先（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罗  成（贵州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施建平（苏州市职业大学编审） 

讨论议题 

●系统性金融风险及其防控 

●中国货币互换协议缔结的驱动因素与作用效果研究 

●关于新兴经济体的高质量开放合作的风险 

●做好企业公民，防范各种风险——论企业如何“走出去” 

点评嘉宾 

裴桂芬（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教授） 

  

16:00-16:15  茶  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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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17:30 第三节：“一带一路”企业风险与评价 

主持人：冯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与世界经济》编辑部执行主编） 

讨论嘉宾 

孙泽生（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马文秀（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陈  瑛（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郑雪平（西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蔡春林（广东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 

讨论议题 

●“一带一路”倡议、异质性企业反应与风险评价 

●中国对中东欧直接投资影响因素与潜力研究--基于东道国视角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海外中资企业的劳资冲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与防范--以“波罗的海明珠”项目为例 

●“一带一路”企业主体与风险管控 

点评嘉宾 

谢长青（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经济管理与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李会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18:00-20:00 晚  餐（5 号楼二楼岭馆大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