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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人

民提出了“一带一路”的畅想，从此“一带一路”响彻耳畔。这一段穿越

时间与空间的新旅途，每年都发生着新变化。今天，这一伟大倡议已走过

六年春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至今有 137 个国家和 30 个国际组织签

署了 197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当今世界正发生着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

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

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无疑顺应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国家，

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通

过寻求利益契合点与合作最大公约数，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有力的促进了参与国的经济合作与发展，

成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强劲动力。这一主张赢得了包括德、英、法在

内的中亚、东南亚、南亚和欧洲许多国家的赞赏和支持。

今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国内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辐射面最广的大湾区建设全面铺开。历史上，

大湾区一带就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湾，大湾区的大融合将成为“一

带一路”建设的强力支撑。未来的大湾区也必将成为世界著名四大湾区中

最具经济活力的一员，闪耀在世界舞台。

今年，是我国建国 70 周年。70 年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中国人民

的生活变得更加富裕，中国的发展也与日俱新。如今，中国的发展光芒已

经散发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

货物贸易国，是 130 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未来我们将继续沿着“一

带一路”建设路线，与世界各国人民文明对话，互利共赢。

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促
进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共同繁荣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 徐昌东

201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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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  Documentary

欧美同学会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座谈会

第四届中法文化论坛在法国尼斯开幕

徐昌东会长被聘为齐齐哈尔市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名誉会长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大湾区工作委员会在深圳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徐昌东会长出席第八届沈阳法库国际飞行大会

在希望的田野上——2019 中国国际油菜产业大会在武汉隆重举行

2019 中国国际能源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启动仪式于北

京隆重举办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卫洲出席“地球伦理之林”沙漠绿化 

20 周年纪念活动并在开幕式上致辞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卫洲出席“共筑友谊金桥共创美好未来”

中日友好青年故事会并作主题演讲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卫洲出席第二届宝坻医学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卫洲受邀出席“孝文化传承行动”并致辞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卫洲受邀出席北京 - 东京论坛并作主题发言

梦想开始的地方——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知行教育专项基金知行夏令营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爱在昌都 杏林送暖”——2019 年昌都市第二批手足畸形

患儿医疗救治公益活动正在进行

中央财政支持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西藏洛隆县大骨节病社会服务试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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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举办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座谈会
The WRSA Holds Symposium to celeb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0 年风雨兼程，70 年砥砺奋进！ 9 月 16 日，欧美同

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座谈会在欧美同学会北大厅召开。

70 years of trials and hardships, 70 years of forging ahead! 
On September 16th,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Association of China) held a 
symposium to celeb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north hall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

联谊会）会长陈竺出席并发表讲话，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

人员联谊会）副会长刘利民、曹卫洲、刘书瀚、夏颖奇、郑

传芳，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党组书记、秘书

长王丕君，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党组成员、

副秘书长张明杰、程洪明，北京市欧美同学会会长闫傲霜、

宁夏欧美同学会会长李星、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藏

广陵，以及欧美同学会各分会代表留英分会秘书长蒋磊，欧

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秘书长张蓉杰等 100 余人参

加了座谈会。

Vice-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and President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Association of China) 
Chen Zhu attended and made a speech. More than 100 people 
attended the symposium, including Vice Presidents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Association of China) Liu Limin, Cao Weizhou, Liu Shuhan, 
Xia Yingqi, Zheng Chuanfang, Party Secretary and Secretary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Association of China) Wang Pijun, members of the Party 
Group and Deputy Secretaries General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Association of 
China) Zhang Mingjie, Cheng Hongming, President of the Beijing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Yan Aoshuang, President 
of the Ningxia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Li Xing,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the Shanghai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Zang Guangling, an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Branches which includes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Branch of the UK Jiang Lei,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s Alliance Zhang Rongjie.

会议由欧美同学会党组书记、秘书长王丕君主持。座谈

会上，欧美同学会老、中、青三代留学人员聚集一堂，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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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such as "Two bombs and One 
star. In the 1950s and 1960s, all 18,0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were studying in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returned to the China. They unconditionally 
obeyed their assignments and went to the places most needed 
by the motherland with great passion, and became the backbone 
of new China's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the comprehensive 
establishment of a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major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actively promoted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various 
field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here have emerged models of times for overseas 
students represented by Huang Danian, Nan Rendong and Zhong 
Yang. The majority of overseas students turned their own patriotic 
heart and feelings into a vivid practice of serving the country, 
engraving the shining names in the history of studying abroad in 
new China.

陈竺强调，历史和实践证明，新中国的留学史、欧美同

学会的发展史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史紧密相连；留学人员

和欧美同学会的发展始终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

怀紧密相连。我国已经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广大留学人员应当更加努

力，担负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凝聚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Chen Zhu emphasized the history and practice have 
proved that the history of studying abroad in new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have always been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has always been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s high attention and cordial care.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journey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major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work harder, 
shoulder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new era, and pool the 
great power to achieve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and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要始终坚守爱国主义。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

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就是要听党话、跟

党走，就是要胸怀爱国爱民之情，常怀忧国忧民之心，以一

生的爱国情怀、一世的真情投入、一辈子的顽强奋斗，无怨

无悔地奉献祖国、服务人民。

Always adhere to patriot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essence of patriotism is upholding patriotism and loving the 
party and the high unification of socialism. It means listening to 

功新时代，同圆中国梦”为主题，通过回顾留学人员、欧美

同学会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光辉历程，总结成就和经验，在

回望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在展望未来中获取前行动力。

The meeting was presided by  the Party Secretary and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Wang Pijun, At the symposium, the third-gene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f senior, middle and young who are from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gathered together，with the 
theme of "Building achievements in a new era and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through to review the glorious course of the 
overseas students,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and 
the new China, summarizing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 draw 
spiritual strength from looking back to history and gain forward 
momentum fro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陈竺在讲话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以来，

欧美同学会在党的领导下，高举留学报国的爱国主义旗帜，

团结和引领广大留学人员，为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发挥了独

特作用，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70 年来，广大留学人员

始终与新中国风雨同舟，与人民共同奋进。建国初期，李四

光、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邓稼先等一大批科学家克服

重重困难，回到祖国怀抱，为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取得了“两弹一星”等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1.8 万苏东留学学子全部学成归国，无

条件地服从分配，豪情满怀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成为新

中国发展工业和全面建立科研体系的骨干力量。改革开放以

来，广大留学人员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

极推动我国与其他国家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党的十八大

以来，涌现出以黄大年、南仁东、钟杨为代表的留学人员时

代楷模。广大留学人员将自己拳拳爱国之心、家国情怀转化

为生动的报国实践，在新中国留学史上镌刻上一个个闪光的

名字。

Chen Zhu pointed out in his speech tha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0 years ago, the WRS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held high the patriotic banner of 
studying abroad to serve the country, united and led the major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played a uniqu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undertakings of new China, and made 
irreplaceable contributions. Over the past 70 years, the vast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ve always stood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the new China and forged ahead together with 
the people.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large number of scientists, including Li 
Siguang, Yan Jici, Hua Luogeng, Qian Xuesen and Deng Jiaxian, 
overcame many difficulties and returned to the bosom of the 
motherland,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undertaking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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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ty and go with the party; it means embracing his patriotic 
feelings, often cherish the heart of caring for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with the lifetime of patriotism, input the truth in life, a 
lifetime of tenacious struggle, without any complaints to dedicate 
the motherland and service people.

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广大留学人员应当向革命先烈和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始终保持对远大理想的追求，

对奋斗目标的执着。以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扎实工作。

在思想上行动上，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统一起来，与自己的工作结合起来，肩负起时代赋

予的历史责任。

Always be firm in your ideals and beliefs. The vast of overseas 

1、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
会长陈竺
2、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刘利民
3、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曹卫洲
4、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刘书瀚
5、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夏颖奇
6、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郑传芳 

7、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党组书记、秘书长王丕君
8、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张明杰
9、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党组成员、副秘书长程洪明
10、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北京市欧美同学会会长闫傲霜
11、宁夏欧美同学会会长、宁夏大学党委书记李星
12、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藏广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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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should learn from revolutionary martyrs and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ie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and always maintain the 
pursuit of the great ideal, the persistence of the goal of struggle. 
They should work hard with lofty ideal and firm belief. In terms 
of thinking and action, unite the lofty ideal of communism with 
the common ideal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mbine it with our own work to shoulder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entrusted by the times.

要始终坚持开拓创新。广大留学人员在当前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啃硬骨头”、涉险滩的关键时期，应正视我国与

世界一流水平之间存在的差距，特别是在科技领域，还存在

许多“卡脖子”的地方。广大留学人员要直面问题、敢于创新，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勇做开拓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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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知国情、话自信”活动的心得体会，希望在引导、教育

留学人员发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克服浮躁、返璞归真，

发扬脚踏实地、扎实奋进的科学赶超精神和发扬忠诚为民的

奉献精神等方面与留学人员共同奋进。

Where my heart gets peace, where myself get home.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ymposium, Vice Presidents Liu Shuhan 
and Xia Yingqi delivered wonderful speeches respectively. Liu 
Shuhan in his speech shared their "Known conditions, words self-
confidence" activities of comments, expressing his hope to guide 
and educate overseas students to carry forward the pioneering 
spirit of innovation, overcome impetuous, return to nature, carry 
forward the scientific catch-up spirit of down-to-earth, solid 
endeavor of science to follow the spirit of loyalty for the people 
of the dedication and so on and to study together with overseas 
students.

“越留学，越爱国”。夏颖奇的感慨赢得现场学长广泛

共鸣，他在发言中深情回顾了自己改革开放后出国又回国的

经历。他引用苏东坡的“此心安处是吾乡”，庆幸自己在国

内有机会报效这块土地和人民。他表示，70 年辉煌仍在继续，

热爱祖国，奉献祖国，是留学生对伟大祖国 70 年的真挚情

感。“我和所有的留学人员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那就是，

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非常爱！”

“The more you study abroad, the more you love your 
country. Xia Yingqi's emotion won wide resonance with the 
seniors on the scene. In his speech, he recalled his experience of 
going abroad and coming back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e quoted Su Dongpo as saying that "where my heart get peace, 
where I get home" .He was glad that h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the land and people in China. He said that 70 years of glory 
is still continuing, love the motherland and dedication to the 
motherland is the overseas students to the great country 70 years 
of true feeling. "I share a common aspiration with all the overseas 
students, that is, we love our motherland very much!"

“留学报国梦融入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闫傲霜从

学术报国经历出发，讲述了自己在不同工作岗位爱国报国、

履职担当的心路历程。闫傲霜指出，让每个人的爱国情、报

国志在团体中互相促进，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感和向心力，才

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奋斗精神和创造活力，留学报国梦才能够

更好融入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

The dream of studying abroad and serving the country is 
integrated into the vivid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dream.Start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academic service to the country, Yan 
Aoshuang told the psychological course of her patriotism and 
servicing to the country, performing her duties and taking on her 
responsibilities in different jobs. Yan Aoshuang pointed out that 
only for each person’s love for the country and dedication to the 
country will promote each other in the team, constantly enhance 

弄潮儿。

 Always adhere to pioneering and innovation. The majority of 
overseas students should face up to the gap between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s first-class level in the current critical period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Gnaw hard 
bones" and involve dangerous beache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re are still have many "clip necks". 
The vast number of overseas students should face up to problems, 
dare to innovate, aim at the world's leading ed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ize opportunities, meet challenges, brave to do 
pioneering innovation of the tide.

要始终坚持斗争精神。广大留学人员应全面系统深入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自己的思考、感

悟转化为不断增强的“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以自己与留学国家联系广泛的优势，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新的伟大斗争中做出新贡献。

 Always uphold the fighting spirit. The vast number of 
overseas students should comprehensively study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using your own thinking and feeling to make strong "four 
consciousness", "four confidence" and "two maintenance". Tell 
China’s story well and spread good voice of China through the 
foreign connections the students have, making new contribution 
in new great struggle.

王丕君在主持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

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时代。广大留学人员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

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不忘留学初心，牢记报国使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努力创造出无愧历史、无愧时代、无愧人民的新业绩，

为中华民族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更大奇迹、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而共同奋斗！

Wang Pijun pointed out in his speech that China's current 
development stands at a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The 
broad masses of overseas students should unite more closely 
around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constantly enhance the "four” consciousness , firm 
the "four confidence", achieve the "two maintenance", and 
don't forget to study in his mind, keep in mind the country and 
mission in order to realize "two one hundred" goal, creating 
a clear conscience history, well-deserved era, worthy of new 
achievements of the peopl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o create more 
wonders in the world sit up and take notice, and work together 
for standing among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此心安处是吾乡”。座谈会伊始，刘书瀚、夏颖奇两

位副会长分别带来精彩发言。刘书瀚在发言中分享了自己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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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al identity and the centripetal force, so as to motivate 
maximally the struggling spirit and create the vigor, and the dream 
of studying abroad can be better integrated into the vivid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dream.

李星认为，广大留学人员应树立高远新志向、积极发挥

新优势、投身新实践，凝心聚力，做出时代新贡献。认真学

习党史、新中国史、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

大征程中，建功立业、勇担使命、无私奉献。

Li Xing thought that the vast number of overseas students 
should set up lofty new aspirations, actively play to the new 
advantages, devote to the new practice, and gather strength 
to make new contributions in the new era. Study party history, 
the history of the new China, and study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o understand 
that the red regime did not come easily, the new China did not 
come easily,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id not 
come easily. On the great journey to realize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we will continue to make contributions and achievements 
selflessly and bravely. 

臧广陵回顾了自己在留日期间不畏艰险、敢于报国的实

践，表示将更加努力担当好民间外交的使命与职责。臧广陵

以“共和国同龄人”的身份，讲述了自己的留学经历，他用

亲身经历，告诫广大留学人员要珍惜机遇、善于担当、敢于

担当，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接受选择。

Zang Guangling reviewed his practice of serving the country 
in spite of difficulties and dangers during his stay in Japan，
and said he will better fulfill th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non-governmental diplomacy. Zang Guangling as a “Republican 
peer”，described his experience of studying abroad, he used his 
own experience to warned the vast number of overseas students 
to cherish opportunities, be good at taking responsibility, dare 
to take responsibility, and accept choices when the motherland 
needs them most.

“一个强大的祖国才是海外华人的底气”。国别分会、

专业委员会和归国留学人员代表围绕座谈会主题，结合各自

工作领域、职责岗位以及生动具体的报国实践，从不同角度

畅谈了感想体会，表达了奋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同

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A strong motherland is the found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Representatives of national branch, professional committees 
and returned students focused on the theme of the symposium, 
combined with their respective work areas, duties and posts, as 
well as vivid and specific practice of serving the country, shared 
their impressions and feelings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expressed 
their confidence and determination to forge ahead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留英分会秘书长蒋磊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70 年

风雨兼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从一个积贫积

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科技战线的一

员，我们将在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科技双创方面砥

砺前行，奉献我们的时代价值。”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K branch Jiang Lei said history is 
the best textbook. With 70 years of trials and hardships under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 has 
grown from a poor and weak country to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As a member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nt, we 
will push forward in promoting the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serv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so as to contribute 
to the value of our times."

海归医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郑宏从医师协会的发展历

程出发，介绍了医师协会立足自身特色，凝聚海归医疗工作

者，践行健康中国的理念，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围绕总会

中心工作，着力开展医疗扶贫，发挥了海归医师协会的群体

优势。“用所学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思想理念，围绕我国

卫生事业的改革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为破解‘看病难看病贵’

这一世界性难题、实现‘人人病有所医’的目标，这就是我

们欧美同学会医师协会广大归国医务工作者的留学报国的

初心！

 Vice President and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Association 
Zheng Hong introduc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octors' 
association based on its own development history. Gather 
medical workers returning from overseas,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healthy China, sink quality medical resources, work around 
the center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focus on to carry out med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have played the group advantage of the 
association of returned doctors. With the advanced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knowledge and ideas we have learned, actively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to around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ealthy business in our country, in order to solve the 
world problem. It is difficult to see a doctor and expensive to 
see a doctor´, and to realize the goal of. Everyone has a medical 
treatment´,this is original  intention of study abroad to serve 
country of the vest number of medical workers of medical society 
of the WRSA.  

法国欧瑞泽基金集团亚太中国区总裁陈永岚学长本科和

研究生阶段都在美国学习，曾在联合国组织和瑞典政府部门

工作，促成了华为、沃尔沃等在瑞典的项目合作。陈永岚说，

“一个强大的祖国才是海外华人的底气。我个人始终不忘初

心，无论在哪里工作，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始终不忘自己是

中国人。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的国家为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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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which is in the 
period of rejuvenation and prosperity, is the home of our overseas 
students, and it is worthy of our further care, development and 
dedication. "After 16 years of study abroad sponsored by the 
government, I have been trained by the motherland from an 
ordinary student to a compound talent. We want to devote our 
most precious time, energy and resources to the motherland!" 
From 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aogang to Siemens China to 
boost development of Yangtze river delta, Wu Yuhua has always 
maintained that feelings and pure heart. He said fondly, let us 
tak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s an 
opportunity to use our enthusiasm and wisdom, and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 our great country and the overseas students 
cause in the new era.

爱国情、报国志、强国行、中国梦 ...... 欧美同学会百年

会所见证了生存与发展、光荣和梦想的世纪沧桑和时代追

问。七十年来，留学人员与党和国家的事业同心同向，见证

了火一般激情燃烧的岁月，也见证了广大留学人员浓烈纯粹

的家国情怀。广大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在座谈会上感知了三

代留学人员爱国报国的赤子之心，感受到留学先辈敢于担当

的高贵品质，感受到时代楷模筑梦圆梦的奋斗精神，要将深

厚情感和感悟抒怀转化为热情向上的工作动力和实际行动，

以优秀的成绩向新中国七十华诞献礼！

Love the country, serve the country, and make the country 
strong, Chinese dream... The annual meeting of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has witnessed the subsistence 
and development, glory and dream. Over the past 70 years, 
overseas students and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are of the same mind, witnessed the burning years of general 
passion fire, and also witnessed the majority of overseas students’ 
strong and pure feelings of home and country. The majority of 
participants have said that at the symposium, they have perceived 
the patriotism and devotion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overseas 
students , have felt dare to bear the noble quality of those who 
studied abroad, and have feel the times model to build a dream 
to realize the dream of the spirit of struggle. We should transform 
the deep emotion and feeling into the enthusiasm of the upward 
momentum of work and practical action, and present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with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做了那么多，无论我们怎么报国都是应该的！”

 President of the Asia-pacific China region of France Eurazeo 
fund group Chen Yonglan studied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bachelor and postgraduate degree. He used to work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Swedish government, and helped Huawei and 
Volvo cooperate in projects in Sweden. "A strong motherland is 
the found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 never forget my original 
intention, no matter where I work or which country I am in. 
Such kindness as young grass receives from the warm sun can’t 
be repaid. Our country has done so much for everyone, and no 
matter how we serve our country, we should do it!"

出生于粤北小城的广东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理事长李志

坚于 1999 年——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时带着对世界先进经

验的好奇和智力报国的梦想，远赴英国留学，并到国际咨询

公司学习实践。归国发展后，李志坚从事智库咨询工作，在

区域经济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颇有建树，并在今年

六月参加了欧美同学会北美经贸论坛。在建言献策方面，李

志坚关于中美贸易摩擦广东对策的建言受到了广东省领导

的重视。“我们从寻梦、追梦，再到圆梦，每一个阶段都感

受到伟大祖国对我们的强大支撑力量！”

General Director of Asia-pacific Innovation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of Guangdong Li Zhijian who was born in a small town 
in northern Guangdong province in 1999,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curiosity 
of advanced experience in the world and the dream of serving 
the country with intelligence, went to Britain to study abroad and 
practice in an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 company.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for development, Li Zhijian worked as a think tank 
consultant an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June this year, he participated in the 
North American economic and trade BBS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In terms of offer advice and Suggestions, Li 
Zhijian's Suggestions on Guangdong's countermeasures to Sino-US 
trade frictions were paid attention by Guangdong leaders. "From 
pursuit for a dream, chasing dream, and then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ream, we have felt the great motherland's strong support for 
us at every stage we have experienced!"

处于振兴兴旺期的欧美同学会，是我们留学人员的家，

值得我们进一步地去爱护、发展、奉献”。“经过 16 年公

派出国留学的千锤百炼，祖国把我从一个普通学生培养成复

合型人才，我们就是要把自己最宝贵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献

给祖国！”从大型国企宝钢到西门子中国再到助力长三角发

展，吴玉华学长始终保持着那份家国情怀和赤子之心，他深

情地说，让我们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为契机，用我们的热

血和智慧，为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再立新功，为新时代的留

学人员事业再建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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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法文化论坛在法国尼斯开幕
The Fourth China and France Cultural Forum Held in Nice, France 

第四届中法文化论坛 7 日在法国尼斯正式开幕，300 多

位与会嘉宾聚焦中法人文交流，围绕两国在旅游、文化产业

发展、电影、教育等领域合作展开对话。

The Fourth China and France Cultural Forum officially opened 
in Nice, France on July 7th. Over 300 participants attended the 
forum and focused on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including the dialogues in terms of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 
tourism,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film and education, and 
other fields.

本届论坛主题为“‘一带一路’：文明对话与合作共赢”。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

会）会长陈竺在论坛开幕式上表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中法建交 55 周年，也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100 周年。在这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日子举办第四

届中法文化论坛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The theme of this forum is "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Vice-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President of the WRS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Association of China) Chen Zhu said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forum, this year i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nd the 55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It is also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Diligent Work-Frugal Study 
Movement. It is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to hold the fourth China-
French cultural forum on this important day of connecting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陈竺说，本届论坛以“一带一路”为主题，其宗旨就是

希望以文化交流为纽带，聚合中法两国力量，共同倡导文化

多元化、世界多极化发展，以交流互鉴代替文明冲突，以合

作共赢代替暴力战争，努力使人类的明天更加美好。

Chen Zhu said, the theme of this forum i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t aims to jointly initiate the cultural divers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multi-polar world, replace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with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replace the 
violent war with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s, striving to 
make the future of mankind more beautiful.

法国前总理、展望与创新基金会主席让 - 皮埃尔 · 拉 法

兰说，中法两国虽然文化不同，但是始终秉持求同存异的理

念，坚持互相理解和尊重。当今世界面临多重挑战和冲突威

胁，各国应为维护和平携手努力，通过文化交流不断汇聚共

识。

Former French prime minister and President of the 
Prospective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Jean-Pierre Raffarin said 
that although China and France have different cultures, they 
always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seeking common points while 
shelving differences and uphold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Today’s world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and conflicts. 
Countries should join hands to maintain peace and build 
consensus through cultural exchange.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表示，在当前形势下，中法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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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在加强文明对话、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为破解困扰世界和平发展难题提供方案。

China's ambassador to France Lu Shaye said,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China and France should follow the Silk Road spirit 
of peace and cooperation,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mutual 
learning and mutual benefit , play a greater role in enhancing 
civilization dialogue, promoting world cultural diversity, to provid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that crack beset for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法国文化部长弗兰克·里斯特说，当前中法文化交流领

域正不断拓宽，不仅在文化、电影、艺术和书籍出版领域

合作不断加深，在博物馆交流、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图书馆

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也在顺利推进。

France’s Culture Minister Franck Riester said, currently,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are expanding, 
not only deepening constantly in culture, film, art and book 
publishing, cooperation in museum exchang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library digitalization and other fields are also 
progressing smoothly.

中国前文化部长蔡武表示，中法两国建交后，文化交

流成为两国关系中十分活跃、成效斐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建议两国政府继续加强政策沟通和对话，大力发展民间

外交，推动文化机构开展深度合作，并进一步推动双向旅

游发展。

China’s former Culture Minister Cai Wu said, after China and 
Franc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cultural exchange has 
become a very active, effective and significant component  par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He suggested that both governments continue 
to strengthen policy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vigorously 
develop non-governmental diplomacy, promote cultural 
institution to carry out deep cooperation, and further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two-way tourism.

中法文化论坛是由陈竺和拉法兰于 2016 年共同倡议并

发起的，先后在北京、法国里昂、西安举办过 3 届，已成

为中外文化交流领域的品牌活动，被纳入中法两国政府高

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China and France Cultural Forum was jointly proposed and 
initiated by Chen Zhu and Raffarin in 2016. After successively 
held three sessions, it has become a brand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high-level human cultural exchange mechanism 
between Chinese and French governments.

法国前总理、展望与创新基金会主席让 - 皮埃尔·拉
法兰在论坛开幕式上发言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会长陈竺在论
坛开幕式上发言

中法教育和科技主题论坛部分参会嘉宾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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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昌东会长被聘为齐齐哈尔市欧美同学会（留学
人员联谊会）名誉会长
Xu Changdong is appointed as honorary president of the Qiqihar city branch of the WRSA

市
欧
美
同
学
会
会
长
赵
炜
明
为
徐
昌
东
先
生

颁
发
名
誉
会
长
聘
书

7 月 11 日上午，齐齐哈尔市欧美

同学会 ( 留学人员联谊会 ) 第二届会员

代表大会在学院图书行政楼二楼多功

能厅召开。欧美同学会 ( 中国留学人员

联谊会 ) 副会长、省欧美同学会会长

董浩 , 欧美同学会 ( 中国留学人员联谊

会 ) 常务理事、企业家联谊会会长徐昌

东先生，省欧美同学会秘书长王宝安，

市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长郭晓锋

出席大会。

On the morning of July 11th, Qiqihar 
city WRSA·the second member of Congress 
meeting was held in the Multi-functional 
Ha l l  o f  the  L ibrar y  Admin ist rat ion 
Building of the College. Vice-Chairman 
of the WRSA, Chairman of the Provincial 
WRSA Dong Hao, Chairman of the WRSA 
Entrepreneur Alliance Xu Changdong, 
Secretary of the provincial WRSA Wang 
Baoan, Municipal standing committee, 
Secretary General, Minister of United 
Front Work, Guo Xiaofeng attended the 
meeting.

大会由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陈先怀

主持。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第一届

欧美同学会工作报告和新修改的章程；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会长、副会长和理

事并通过了会长提名的秘书长、副秘

书长人选。学院院长赵炜明当选新一

届会长，副院长张晓杰当选为副会长，

欧美同学会 ( 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 ) 常

务理事、企业家联谊会会长徐昌东先

生和欧美同学会 ( 中国留学人员联谊

会 ) 常务理事、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

长周立群先生被聘为名誉会长。

The conference was presided over 
by Chen Xianhuai who is Vice-Minister 
of the Municipal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The meeting heard and 
deliberated the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first WRSA and the newly revised article 
of the association; a new chairman, vice-
chairman and director were elected, and 
approved the secretary-general,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who were nominated 
by the Chairman. The President of the 
College, Zhao Weiming , was elected to the 
new president, the Vice-President of the 
college Zhang Xiaojie ,was elected to be 
the Vice President , Mr Xu Changdong ,the 
Director of the WRSA and Chairman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and Mr·Zhou Liqun 
, Director of the WRSA, Vice-President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were appointed as 
honorary president.

会上，欧美同学会 ( 中国留学人员

联谊会 ) 副会长、省欧美同学会会长董

浩在致辞中表示，他希望齐齐哈尔市

欧美同学会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

更大、更积极的作用，为建设龙江献

计出力，为实现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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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
长、省欧美同学会会长董浩致词
2、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常务
理事、企业家联谊会会长徐昌东先生发言
3、市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长郭晓锋讲话
4、新当选的会长赵炜明作表态发言
5、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陈先怀主持大会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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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同学会 ( 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 ) 常

务理事、企业家联谊会会长徐昌东先

生在发言中，首先感谢了齐齐哈尔市

欧美同学会的信任，并向与会人员阐

释了欧美同学会的独特地位、优势、

作用和未来发展方向。市委常委、秘

书长、统战部长郭晓锋希望齐齐哈市

欧美同学会各项工作能健康有序开展，

为推动齐齐哈尔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新当选的会长

赵炜明表示，将带领新一届市欧美同

学会不忘初心，共同努力，勇于创新，

扎实工作，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In the meeting, Vice-President of 
the WRSA, President of the provincial 
WRSA, DongHao, he said in his speech, he 
hoped that Qiqihar city WRSA could play 
a more and more active role in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jiang, and makes new 
contributions to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dream. Mr Xu Changdong, Director of the 
WRSA and President of the WRSAEA stated, 
first of all, thanking Qiqihar city WRSA 
for their trust, and explained the unique 
position, advantages, role and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WRSA to the 

members of the conference. Guo Xiaofeng 
,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Municipal CPC Committee, Secretary-
General, Minister of the United Fro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he hoped all kinds of 
work of Qiqihar WRSA could be carried 
out in a healthy and orderly manner, make 
new and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all-round revitalization of Qiqihar. Zhao 
Weiming who was the new president said, 
he would lead the new city WRSA not to 
forget the original ideal and ambition, joint 
effort, dare to innovate, solid hard ,to push 
all the work to a new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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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18 日，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大湾区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在深

圳五洲宾馆召开。

The 2nd Working Conference of WRSA Entrepreneur Alliance Greater Bay Area Preparatory 
Committee was held at Shenzhen Wuzhou Guest House in Shenzhen on October 18th,2019.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徐昌东，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大湾区筹备

委员会主席陈晴，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秘书长张蓉杰，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

会青年委员会名誉会长徐邦，邯郸市政协副主席、冀南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白钢，

太古 ( 中国 ) 有限公司主席朱国梁、美中能源集团总裁曹国军，香港协成行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方文雄、大湾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曾志龙、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黄海波，

中国健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黄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董事长龚家龙以及来自经济、金融、航空、能源、农业、地产、医药、科技、教育、

传媒、社工等各行各界的精英翘楚约 60 人出席会议。

About 60 participants from fields of economy, finance, aviation, energy, agriculture, real 
property, medicine, technology, education, media and social workers attended the event, including  
President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Xu Changdong, 
Vice-President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and Chairman 
of Greater Bay Area Preparatory Committee Judy Chen, Standing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Zhang Rongjie， Honorary Chairman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Youth Committee Paul Xu, and Vice-
Chairman of the CPPCC Handan City Committee, Deputy Secretary of  CPC Southern Hebei New Area 
Working Committee and Director of Southern Hebei New Area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Bai Gang. 
Other attendees included Chairman of John Swire & Sons (China) Ltd Ivan Chu, President of US-China 
Energy Group Cao Guojun, Executive General Manager of Hong Kong Hip Shing Hong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David Fong Man Hung, Executive Director of Greater Bay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ompany Zeng Zhilong, Deputy Director of Phoenix Chinese Channel Huang Haibo, CEO of China 
Health Industry Investment Fund Management Co., Ltd. Huang Bin, and Chairman of GH&M Great 
Bay Area International Energy Transaction Center Co., Ltd. Gong Jialong.

今年 2 月，自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进入

世界人们的视野。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战略区域。为了

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百年庆典对欧美同学会的殷切期望的重要讲话：“面对新形势

新任务，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要发挥群众性、高知性、统战性的特点和优势，

立足国内、开拓海外，努力成为留学报国的人才库、建言献策的智囊团、开展民间外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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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力军，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

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把广大留学人

员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要关心留学人员工作、学习、生活，

反映愿望诉求，维护合法权益，不断增强吸引力和凝聚力”。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在今年 4 月成立了大湾区筹备委

员会。在目前香港正面临暴动的严峻形势下，希望能使香港

更多的爱党、爱国人士精英加入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

来，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国家发展献策献力。

Since The Development Plan for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launched in February,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the world. 
In the new era, it will become the important strategic area for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important speech made by Mr. Xi Jinping during 
the 10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that facing the new trend 
and new era,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WRSA) 
base on domestic and overseas development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its mass participation, high-level intellectuals and united front 
aspect, turn itself into a talent pool in the service of the country, a 
think tank of good ideas and proposals and a vital force in people-
to-people diplomacy, become the bridge of  the scholars overseas, 
assistant and home to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s work for 
students overseas, closely unite the overseas students around 
the Party.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jobs, study and life of the overseas students, 
reflect their needs, and safeguard their legal interests to increase 
attractiveness and cohesiveness.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set up the Greater Bay Area 
Preparatory Committee in April. Under the tough situation of 
riots in Hong Kong, the committee aims to attract more people 
who adore the Party and China to join the cause of building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and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our 
country.

本次工作会议上，徐昌东会长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活跃的重要区域，得到了

全球的密切关注。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湾区，国家对其也倾注

了大量精力，未来发展前景巨大。希望大湾区委员会今后能

在欧美同学会总会的领导下，抓住深圳作为大湾区标杆城市

的优势，关注国家发展方向，在大健康产业、航空产业、能

源产业以及食用油等产业作为未来发展方向。配合国家发展

战略，推动大湾区发展。

During the conference, Mr. Xu Changdong delivered 
the important speech. He expressed that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an area full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vigor, gaining the close attention closely. It is the 
biggest bay area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it, making it the most potential part.  He hoped 
that he Greater Bay Area Preparatory Committee under the WRSA 
leadership can grasp the opportunity that Shenzhen acts as the 
benchmark city of the Area,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nd take the healthcare, aviation, energy and edible oil as 
the direction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in line with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大湾区筹备委员会主席陈晴表

示，本次会议明确了大湾区委员会在新一年的工作方向。未

来将成立四大湾区的交流互动平台、建立国际湾区智库，通

过大湾区在国家战略中的特殊地位，集合各家所长，共同对

大湾区及我国的发展做出贡献。

Chairwoman of the WRSA Entrepreneur Alliance Greater 
Bay Area Preparatory Committee, Ms. Judy Chen indicated that 
the conference confirmed the working direction in the following 
New Year. The Committee will build up the exchange platform 
between the four bay areas around the world, and launch the 
international bay area think tank, jointly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and the Greater Bay Area by 
combining the best of all parties through the special position the 
Greater Bay Area has empowered in the national strategy.

太古 ( 中国 ) 有限公司主席朱国梁、香港协成行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方文雄、大湾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曾志龙、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黄海波等来自两岸三地的

与会成员分别对大湾区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并

围绕大湾区在通用航空、大健康、能源、菜籽油、医药科技

等领域发展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Ivan Chu，Chairman of John Swire & Sons (China) Ltd, and 
David Fong Man Hung, Executive General Manager of Hong 
Kong Hip Shing Hong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Zeng Zhilong 
,Executive Director of Greater Bay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ompany, Huang Haibo, Deputy Director of Phoenix Chinese 
Channel from the Mainland, Taiwan and Hong Kong shared their 
view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discussed 
and exchanges ideas in depth in terms of the general aviation, 
healthcare, energy, canola oil, and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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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徐昌东
2、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大
湾区筹备委员会主席陈晴
3、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秘书
长张蓉杰
4、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青年委员会
名誉会长徐邦
5、香港特区非官守议员叶刘淑仪
6、邯郸市政协副主席、冀南新区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白钢
7、太古 ( 中国 ) 有限公司主席朱国梁
8、香港协成行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方文雄
9、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黄海波
10、中国健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执行总裁黄宾
11、美中能源集团总裁曹国军
12、长联石油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龚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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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政协副主席、冀南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

任白钢在会谈中表示：我国通用航空前景光明。邯郸市作为

通用航空的摇篮，正以直升机制造为支点，航空货运为主业，

打造集飞机制造、维修、培训等为一体的综合飞机货运中心，

辐射区域涵盖整个京津冀及中原经济区。希望未来能将邯郸

区位资源优势与大湾区人才优势相结合，在京津冀、雄安协

同发展的背景下，以邯郸作为大湾区通航产业发展整体布局

的突破口、试验点，助力大湾区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

Bai Gang, Vice-chairman of the CPPCC Handan City 
Committee, Deputy Secretary of CPC Southern Hebei New 
Area Working Committee and Director of Southern Hebei New 

Area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said the general aviation has 
a bright future in China. As the cradle of the general aviation, 
Handan, taking the helicopter manufacturing as its pivot and 
air transportation as its main industry, is striving to create 
an comprehensive air freight center integrating the airplane 
manufacturing, maintenance, and training and education. It will 
cover the whole Beijing-Tianjin-Hebei area and central economic 
part of China. He expressed his hope to combine the advantage 
of Handan’s regional resources and the advantage of the talent 
resource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Hebei and Xiong'an 
to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eneral aviation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by taking Handan as the breakthrough and test point of 
the overall layout of the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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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健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黄宾

在会议中指出：中国健康产业投资基金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

大健康产业投资基金，目的是诠释清楚大健康的概念、推动

地方大健康项目落地和发展。公司经过多年布局，现已形成

完整的健康养老产业服务体系，既能满足人们的养老需求又

能实现资本增值。公司愿意以国家级医药产业和科技作为支

撑，在大湾区发起成立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基金，助力大湾

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Huang Bin ,CEO of China Health Industry Investment Fund 
Management Co., Ltd. , pointed out that China Health Industry 
Investment Fund, which aims to  interpret the concept of the 
healthcar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evant local 
programs, is the only national level fund relating to the healthcare 
industry. After years of distributions, our company has possessed 
the complete health and elderly services industry system, not only 
meeting the demand of the ageing population's future needs but 
also realizing the capital growth. Our company would like to take 
the medical industry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technology as pivot 
and set up the national fund in an effort to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iomedicine industry in Greater Bay Area.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龚家龙

在会议中提到：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和原油进口国，

但没有交易中心，没有定价权，应充分利用香港及大湾区在

国际上的区位优势，建立大湾区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同时，

他提出将重启“中国长江流域油菜产业经济带战略”，充分

利用沿长江流域的冬季闲置的水稻地种植冬油菜，生产菜籽

油，即可以减少对“美国大豆”进口的依赖，又可提升土地

资源利用率，实现农业增产增效；其次，要努力为长江流域

的 4000 万农民提供增收新渠道，进一步完成“精准脱贫”

任务。

Gong Jialong, Chairman of GM&H International Energy 
Transaction Center Company, was quoted as saying that China 
is the biggest importer of gas and crude oil without transaction 
center as well as pricing power.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Hong 
Kong with the advantage of the regional resources should 

establish the GM&H international energy transaction center. At 
the same time, he put up with restarting China Yangtze River 
Basin Rapeseed Industry Economic Zone Strategy. It will fully 
utilize the set-aside rice fields located at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in winter to plant the winter rape whose seeds can be processed 
into rapeseed oil, which not only reduce the independency on the 
import of the American soys, but also enhance the utilization of 
the land resources and increase yield and efficiency.  Moreover, 
it will provide 40 million farmers living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a 
new way of increasing their income, helping achieve the goal of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美中能源集团总裁曹国军先生在会议中向与会人员介

绍了美中能源集团在全球能源贸易、LNG 无码头应急接收、

可移动分布式体系等方面的资源及优势，希望通过引进国外

先进技术与国内科研成果相结合，打破 LNG 接收储运的瓶颈，

助力我国清洁能源领域在大湾区发展。

Cao Guojun, President of US-China Energy Group, introduced 
company’s resources and advantages in terms of   global  energy  
trade, LNG UTS Jettyless Transfer System and mobile distribution 
system. H e hoped to import the foreign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combine it with the domestic achievement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to break the neck bottle of LNG receiving, transfer and 
reservation, further help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lean energy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会后徐昌东会长举办招待晚宴，香港特区非官守议员叶

刘淑仪专程从香港赶到晚宴现场，并在晚宴中表达了自己对

此次会议的及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的畅想，期望欧美同学

会企业家联谊会大湾区委员会能在香港、大湾区未来发展建

设中发挥自身优势，贡献力量。

Mr. Xu Changdong held a banquet dinner after the 
conference. Regina Ip Lau Suk-yee, unofficial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made an appearance at the 
dinner and shared her though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zhou-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in the future. 
She expected that WRSA Entrepreneur Alliance Greater Bay 
Area Committee could give full play to its advantages and make 
contribution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zhou-
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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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徐昌东会长出席
第八届沈阳法库国际飞行大会
 The WRSAEA President Xu Changdong Attends the 18th Shenyang Faku International Flight 
Conference

8 月 16 日，“第八届沈阳法库国际飞行大会暨 2019 沈

阳国际航空产业发展大会”拉开帷幕。本届飞行大会是由沈

阳市人民政府、辽宁省体育局、辽宁省工商业联合会主办，

法库县人民政府、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沈阳市分会共同

举办。

On August 16th, “The 18th Shenyang Faku International Flight 
Conference and 2019 Shenyang Internation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Conference” had its opening ceremonies. This 
Flight Conference was sponsored by Shenyang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Liaoning Provincial Sports Bureau and Liaoning 
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it was jointly organized by 
Faku county People’s Government and Shenyang Branch of the 
China Council for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中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会长、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

会长、海明堡（亚洲）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昌东先生受邀出席

大会。大会广泛邀请了东盟国家相关城市市长、高校校长、

知名企业家，省市及相关部门领导，军民航领导，中国工程

院院士，国内科研院所、军工企业、知名院校领导，各省通

航行业协会、联盟代表，国内通航领域知名企业家代表参会。

来自于阿根廷、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越南、老挝、

缅甸、阿联酋等国家，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广东、福建、

吉林、黑龙江等省区航空业内人士云集法库，是一场真正的

国际盛会。

Mr. Xu Changdong, President of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President of the WRSA Entrepreneur 
Alliance, Chairman of Hummingbird（Asia）Co. ltd, was invited 
and made a speech. This conference extensively invited the 
mayors of relevant cities in ASEAN countries, the President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well-known entrepreneurs, the 
leaders of provinces ,cities and related departments, the military 
and civil aviation leaders , academician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domestic research institutes, defense industry 
enterprises, the leaders of well-know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ovincial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s, alliance 
representatives, the well – known entrepreneur representatives 
in the field of domestic general aviation to attend the conference. 
From Argentina, Thailand, Malaysia, Sri Lanka, Vietnam, Laos, 
Myanmar, 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Guangdong, Fujian, Jilin, 
Heilongjiang and other provinces in the aviation industry gathered 
in Faku, it was real international event.

本届大会以“畅游空中玩都 助力美丽乡村”为主题，

邀请到众多优秀航空运营单位、航空协会联袂表演，参演航

空器多达 600 余百架，包括动力伞编队、跳伞组合、固定

翼飞机编队、直升机编队等飞行表演在财湖机场的蓝天碧水

间翻飞婉转，搏击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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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onference was “Enjoy the air and help the beautiful 
countryside” as the theme, invited to a wide range of excellent 
air operations units, the aviation association performed 
together, there were more than 600 aircraft participating in 
the performance, including a dynamic umbrella formations, 
skydiving combinations , fixed-wing aircraft formations, helicopter 
formations and other flight performances in Caihu airport 
between the blue sky and blue water turning over and flying , 
fighting and soaring.

除动态表演外，来自国内外的先进航空器制造企业的超

过 100 架最新款直升机、固定翼飞机、无人机同时进行技

能展示和静态展览。其中有着“鹘鹰”之称的中国产先进四

代机歼 31、“彩虹”无人机系列、自主研发长航时太阳能

飞机“墨子 II”等十多个高精尖机型备受瞩目。

In addition to dynamic performance, more than 100 of the 
latest helicopters, fixed-wing aircrafts, and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from advanced aircraft manufacturers at home and abroad 
carry out skills display and static exhibi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more than ten high-precision aircraft models ,such as, 
among them , the advanced four-generation aircraft J-31 made 
in China ,which is known as the “Uighur Eagle”, “Rainbow” UAV 
series,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long -voyage 
solar aircraft “Mozi Ⅱ ”.

为期三天的“2019 沈阳国际航空产业发展大会”，围

绕军民融合、航空产业发展、新兴航空技术、通航与“一带

一路”、无人系统技术与应用等议题进行研究交流，对军用

技术与民用技术融合、科学技术与产业发展融合、航空产业

与区域经济发展融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大会期间，还

举办了航空项目推介会、通航业务对接会、中华姓氏文化产

业示范园区签约仪式等活动，共接待国内外客商 3000 多人

次，签约航空服务项目 7 个、航空企业合作项目 12 个。

The three-day “2019 Shenyang Internation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Conference”, researched and exchanged 
on civil-civilian integration,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emerging aviation technology, navigation and “Belt and 
Road”， unmanned system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it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technologies,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aviation industry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e conference, also 
held the aviation project promotion meeting, aviation business 
matchmaking meeting, the Chinese surname cultural industry 
demonstration park signing ceremony and so on ,a total of more 
than 3000 domestic and foreign businessmen were received, and 
signed seven air service projects and twelve aviation enterprise 
cooperation projects.

会后，沈阳市长姜有为先生还设午宴欢迎徐昌东会长等

人，并共同探讨沈阳市的通用航空发展前景。

After the meeting, Mr.Jiang Youwei who is mayor of 
Shengyang also set up a luncheon for Mr. Xu Changdong   and 
other people and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general 
aviation in Shenyang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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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11 日 , 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指导下 ,

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中国

农业国际交流协会联合主办的“2019 中国国际油菜产业大

会”在武汉潮漫凯瑞国际酒店召开。

On Sep 11th, 2019,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 The 2019 China 
International Rapeseed Industry Conference” , which was co-
hosted by the WRSA Entrepreneur Alliance, China Overseas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CODA),and China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was held in Wuhan 
Chaoman Kairui International Hotel .

本届大会以“搭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 , 推动长江流

域油菜产业发展”为主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

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副主任胡延安，中国产业海外

发展协会会长胡卫平，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徐昌

东，中国农业国际交流协会会长，中信建设责任有限公司董

事长陈晓佳，国家油菜工程研究中心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傅廷栋，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汉中等

嘉宾出席大会并致辞。除此之外，大会还邀请到来自国家相

关部门领导、国内著名油脂行业专家学者、金融行业与交易

所行业代表以及全国各地百余家油脂企业代表约 300 人出

席大会。

The theme of this conference is “Building the 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latform,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apeseed industry in Yangtze River Basin.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12th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Hu 
Depi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Foreign Economic Cooperation 
Center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Hu Yanan, 
President of China Overseas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Hu Weiping, 
President of the WRSA Entrepreneur Alliance Xu Changdong, 
President of China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hairman of CITIC Construction Co., LTD, Chen Xiaojia, 
academician of 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Rapeseed 
and academic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Fu Tingdong, 
Vice-President of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and academic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Wang Hanzhong and other guests attended this conference 
and delivered speeches. In addition, the conference had an 
audience of 300 people，including leaders from relevant national 
departments, domestic famous experts and scholars of the oil& fat 
industr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nd exchange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more than 100 oil& fat enterprise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重农固本 , 是我国安民之基、治国之要。2019 年中央“一

号文件”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 : 支持长江流

域油菜生产 , 推进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和全程机械化。第

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在致辞中指出 , 通过“乡村振兴”

战略契机 , 构筑最具价值的油料产业绿色生态系统 , 对促进

我国“三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agriculture is the basis of 
people’s peaceful livelihood and backbone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In 2019 ,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ssued the No. 
1 Central Document the Several Opinions of the CPC Central 

在希望的田野上
——2019中国国际油菜产业大会在武汉隆重举行

On the hopeful field ——2019 China International Rapeseed Industry Conference is held in 
W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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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on Priorit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to Address the Issues Relating to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Rural People, which clearly states to 
support the rapeseed produc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should 
promote the new varieties and technologies demonstration and 
mechanization in the whole process .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12th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Hu Deping 
pointed out in his speech tha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to build 
the most valuable green ecological system of oil industry through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主办方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徐昌东率队参加此

次大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秘书长张蓉杰等人陪同出席。

徐昌东在致辞中指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积贫积弱，

如影随形。历经千年的沧桑巨变，勤劳朴实的中华民族虽历

经奋斗，却始终没有在整体上摆脱贫困。”“民亦劳止，汔

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2000 多年前，我们的先

民就在劳动和生活中渴求美好的小康梦。在习近平总书记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思想引领下的脱贫攻坚，将需要研究好

产业发展扶贫工程，在产业上扶持，做好精准扶贫让农民得

到实会，给农民自足的生活。油菜作为我国一种非常重要的

粮油作物，可谓浑身都是宝。油菜花在开花花期可通过蜂蜜

授粉，酿出油菜花蜜；油菜的茎叶就是我们常吃的油菜；油

菜花结的果实在晒干后可以榨成油菜籽油；榨油后产生的油

渣，又是一种优质的有机肥料。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有着

美丽迷人的风景，所以大力发展油菜产业正是响应习近平总

书记号召的扶贫工程”。

President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Xu Changdong, leading the team to attend 
the conference, was accompanied by Executive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Zhang Rongjie and others. Xu Changdong pointed out 
in his speech: "When the sun rises, people will go to work, and 
when the sun goes down, people will go to take a rest. Poverty 
and weakness accumulated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s if 
the shadow always follows the body. After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millennium, the hard-working and kind Chinese have been 
struggling, and have not been able to get rid of poverty in the 
whole.” "People also tired, so that they can take a little rest, pay 
more attention to benefit of the people to promote the stability 
of the society.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our ancestors desired 
a better and well-off dream in their work and life.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esident Xi Jinping’s strategy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poverty-alleviation projects in the industry, to help the poor in the 
industry, to do well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 to make the 
farmers benefit, and to provide the farmers with self-sufficient 
life. Rape, as a very important grain and oil crop in China, can be 
described as a treasure all over. Rapeseed flower can be pollinated 
by honey in flowering stage, the stem and leaf of rapeseed is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徐昌东致辞

the rapeseed that we often eat, the fruit can be squeezed into 
rapeseed oil after drying, and the oil residue produced after oil 
extraction is also a kind of high quality organic fertilizer .In this 
hopeful field, there is a beautiful and charming scenery, so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rapeseed industry is the anti-poverty 
project called for by Xi Jinping.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会长胡卫平表示 , 机遇除了等待 ,

还需要创造。希望通过本届大会的凝聚，通过未来植物油料

专委会的工作开展，以及“中国长江流域油菜产业经济带战

略”的重启实施，能够切实为国内油料企业破题解难，更好

地实现我国油料企业“出”“进”并举，牵线搭桥的战略目标。

President of China Overseas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Hu 
Weiping said: Opportunities need to be created in addition to 
waiting. He hoped that through the cohesion of this conference, 
through the future work of the plant and oil expert meeting and 
the restart of the "strategy of rapeseed industry economic belt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of China",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can 
be solved effectively for domestic oil enterprises, so as to better 
realize the strategic target of "going out" and "going in" of China's 
oil enterprises.

会上，“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植物油料专委会” 揭

牌成立 , 并重磅重启“中国长江流域油菜产业经济带战略”、

“长江油菜经济带产业基金”、“国际植物油料交易中心”

等项目。

At the meeting, "Plant Oil Special Committee of China 
Overseas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was inaugurated and 
launched, and the project of "rapeseed industry economic belt 
strategy of China Yangtze river basin", "Yangtze river rapeseed 
economic belt industry fund" and "international plant oil trading 
center" and other programs were resta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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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China International Energy Conference & Launching Ceremony of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ternational Energy Transaction Center is held in Beijing

2019中国国际能源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能
源交易中心启动仪式于北京举办

11 月 11 日，2019 中国国际能源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

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启动仪式于北京举办。此次大会由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中国石油流通协会、中国产业海外发

展协会、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共同主办。国际能源论坛、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

际合作中心、美国国家可持续发展中心、山东炼化能源集团

共同支持，由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能源交易中心、E 能网承办。

November 11,2019 China International Energy Conference 
& Launching Ceremony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ternational Energy Transaction Center was 
held in Beijing.This conference was guided b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was co-hosted by the China 
Petroleum Circulation Association, China Overseas Development 
Association,and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was jointly suppor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Forum,the Investment Promotion Agency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enter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the National Cen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handong Petrochemical & Energy Group,and 
was organized by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ternational Energy Transaction Center and E-neng.net.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徐昌东，中国石油流通协

会会长邸建凯，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会长胡卫平，国家能

源局原副局长张玉清，中国绿发会副理事长、国家节能减排

办公室原主任金亦石，国际能源论坛秘书长孙贤胜，阿尔及

利亚驻华大使艾哈桑·布哈利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赵艾，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助理署长

蒋学礼，埃塞俄比亚驻华使馆副馆长兼公使葛乃天，中国驻

美国休斯顿前总领事李强民，山东炼化能源集团副总经理秦

建军，长联石油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龚家龙，欧美同学会企

业家联谊会常务副秘书长张蓉杰等嘉宾出席大会。此外，还

有来自阿联酋驻华大使馆、沙特驻华大使馆、塞拉利昂驻华

大使馆等相关领导，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

壳牌、嘉能可、埃克森美孚等跨国能源机构的相关代表，以

及来自国内能源央企及优秀民营企业共 150 余人出席此次

大会。

Xu Changdong,the President of the WRSA Entrepreneur 
Alliance,Di Jiankai, the President of the China Petroleum 
Circulation Association, Hu Weip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China 
Overseas Development Association,Zhang Yuqing, the Former 
Deputy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Energy Administration, Jin 
Yishi,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a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the Former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Office of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Sun 
Xiansheng,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Forum,Hassan Bukhalifa, Algeria's ambassador to China,Zhao Ai, 
the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Economic 
Reform,Jiang Xueli,the Assistant Director of the Investment 
Promotion Agency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Ge Naitian,Deputy Director and Minister 
of the Embassy of Ethiopia in China, Li Qiangmin,Qin Jianjun, 
the Vice-General Manager of the  Shandong Petrochemical & 
Energy Group,Gong Jialong, the Chairman of the Great United 
Petroleum Holding Co.,Ltd.Zhang Rongjie, the Executive 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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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批先进能源技术装备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中国能源产

业对外开放格局全面形成，在世界能源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

提升。今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一跃成为中国开放程度最

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Di Jiankai, the President of the China Petroleum Circulation 
Association pointed out in his speech: Over the past 70 
years,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energy.The energy supply structure has been continuously 
optimized and the quality of energy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orld energy 
industry.In the aspec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China's 
energy industry has also undergone a huge transformation from 
a relatively close to an all-dimensional open and cooperation.
Our energy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have 
deepened increasingly,the “Belt and Road”energy cooperation 
has expanded constantly in breadth and depth,and a luge number 
of advance energy  technologies equipment have gone abroad.
China's energy industry has opened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an all-round way,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world energy stage is 
constantly rising.On February 18,2019,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Outline of the Development Plan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open and the 
strongest economic vitality in China.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WRSA Entrepreneur Alliance and other 
guests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In addition, and more than 150 
people attended the conference,including the related leaders 
from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Embassy in China, Saudi embassy 
in China,Sierra Leone's Embassy in Chian and so on,the relate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Rosneft, OAO Lukoil Holdings , Shell, 
Glencore, Exxon Mobil and other transnational energy agencies, 
and from  the national energy enterprises and outstanding private 
enterprises. 

此次大会以“促进全球能源合作，共建国际交易平台，

共享开放发展成果”为主题。主办方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

会会长徐昌东在致辞中讲到：近年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

格局的变化，国际能源的市场格局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首

先国际能源格局呈现“西移东扩”的特点，同时新能源和可

再生清洁能源的快速发展成为能源消费中最具潜力领域，未

来将与煤、油、气形成“四份天下”的格局。其次，随着我

国的能源产业持续深化改革，我国能源的国际合作也持续扩

大。伴随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发

展，未来我国能源发展也将着力向“一带一路”地区推进，

其广度和深度都会不断拓展。并希望以此契机，成立粤港澳

大湾区国际能源交易中心，领先推动其在能源领域的发展。

The theme of the conference was "Promoting global energy 
cooperation, jointly building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platform and 
sharing the fruits of opening-up and development".Xu Changdong, 
the President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said in his speech:in recent years,with 
the changes of the world’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atterns,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market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Firstly,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Moving 
westward and expanding eastward”,at the same time,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nergy and renewable clean energy has 
become the most potential field of the energy consumption,which 
will form a “The four of the world”pattern with coal, oil and gas 
in the future.Secondly,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China’s 
energy industry reform,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China’s 
energy also continues to expand.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proposed by Xi Jinping,China’s energy 
development will also focus on the “Belt and Road”region in the 
future,its breadth and depth will also constantly expanding.And 
hop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stablish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ternational Energy Transaction 
Center,leading to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energy.

中国石油流通协会会长邸建凯在致辞中指出：70 年来，

我国在能源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能源供给结构

持续优化、质量的不断提升，在世界能源产业中的地位举足

轻重。在国际合作方面，我国能源产业也实现了从相对封闭

到全方位开放合作的巨大转变，我们同世界各国的能源交往

合作日益加深，“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广度深度不断拓展，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会长胡卫平致辞中指出，近年来

世界能源格局发生显著变化，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快速发

展，美国能源市场独立发展，能源贸易重心正逐步向亚太地

区转移，这将促进该区域形成新的全球化能源交易中心。

Hu Weiping ,  the Pres ident  of  the China Overseas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pointed out in his speech,in recent 
years, the world energy pattern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emerging 
markets and th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the US energy 
market,the center of the energy trade is gradually shifting 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a new 
global energy trading center in thi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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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卫洲出席
“地球伦理之林”沙漠绿化20周年纪念活
动并致辞
Director of COSDF Cao Weizhou attends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Forest of the Earth Ethics" 
desert greening activity and delivers a speech 

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张玉清就中国能源产业规划及发展

机遇为主题发表了主旨演讲。从全球的能源转型发展趋势，

中国能源产业的发展规划，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交易中心的机

遇和挑战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并对粤港澳大湾区交易中心

未来的定位和如何去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Zhang Yuqing, the Former Deputy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Energy Administration,delivered a keynote speech on China’s 
energy industry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global energy transformation, the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China's energy industry, and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ransaction Center were expounded.And gave 
his own opinions on the future positio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ransaction 
Center.

据悉，粤港澳湾区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成立后，前期以现

货交易为主，中后期展开期现结合创新模式，实现现货 + 期

货业务上线。交易市场方面，研发创新现货交易、远期交易、

报价交易、OTC 市场交易等多种交易模式，推动原油、天然

气、成品油等重点石油石化产品的线上交易，建立完善的外

币结算、贸易融资、贸易清算、保证金管理等金融服务体系，

打造集交易、信息、金融、物流于一体的功能体系，建设服

务市场的专业平台。

It is said that after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ternational Energy Exchange Center founded, it will mainly 
focus on the spot transaction at the first stage. And the new 
mode of spot transaction and dealing in futures confusion will be 
expanded at the mid- and late stage, realizing the online business 
of spot commodity and futures. In term of the trading market, 
the center will innovate the spot transaction, forward transaction, 
quotation transaction and OTC market transaction to promote the 
online trading of the major petrochemicals including the crude oil, 
gas and refined products. It will also set up the complete financing 
service system which includes the foreign currency settlement, 
trade financing, trade clearing and margin management, creating 
a functional system of trading, information, finance and logistics 
to become the professional platform to serve the market.

7 月 6 日，“地球伦理之林”沙漠绿化 20 周年纪念活动在鄂

尔多斯市恩格贝生态示范区“地球伦理之林”纪念碑前举行，中

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

长、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曹卫洲，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第十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内蒙古自治区原政协

副主席夏日，恩格贝生态示范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杨志忠

等中方代表，日本伦理研究所理事长丸山敏秋、驻中国日本大使

馆参赞藤冈谦一等日方代表，各界友人参加了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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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July 6th,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rest of the Earth Ethics” desert 
greening activity was held in front of 
the monument of “Forest of the Earth 
Ethics”in Engebei Ecological Demonstration 
Area in Ordos, Director of COSDF,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20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  and Committee 
Member,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Cao Weizhou,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10th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ommittee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Affairs of the tenth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Vice-Chairman of 
the CPPCC of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Xia Ri, Party Secretary of the 
Engebei Ecological Demonstration Area, 
Director of Management Committee 
Yang  Zh izhong  and other   Ch inese 
representatives, Director of Japanese 
Institute of Ethics Wanshan Minqiu, 
Counsellor of the Embassy of Japan 
in China Tenggang Qianyi and other 
Japanese representatives, friends from 
different  industries participated in the 
commemorative activity.

在开幕式致辞中，曹卫洲理事长

高度评价了日本地球伦理研究所秉持

着弘扬道义、促进人类和平的理念和

无私奉献的国际志愿者精神，20 年间

在恩格贝这片广袤的沙漠中种植了成

千上万象征着中日民间友好的“友谊

树”，为这一历史巨变添上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双方在生态建设中的亲密

合作，为推动中日青年文化交流、加

深两国民间交流和友谊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恩格贝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志愿

者精神发扬地、中日友好象征地。

In his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Cao Weizhou, Director General, spoke highly 
of the Japanese Institute of Earth Ethics, which carrie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morality 
and promoting human peace and the spirit of selfless international volunteers, over the 
past 20years, he has planned thousands of “friendship trees” symbolizing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vast desert of Engebei, which has added a rich color for 
this great historical change. The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youth of China and Japan, deepening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promoting Engebei to become a veritable pla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irit of international volunteers, symbolized by Sino-Japan 
friendship.

活动现场，中日双方代表携手共同种下日本地球伦理研究所在库布其沙漠的

第 35 万株纪念树。日本地球伦理研究所理事长丸山敏秋表示今后还会把这项有

利于中日友好的活动继续下去，保护地球环境做出更大贡献，为推进人类生态文

明事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At the scene of the activity,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and Japan joined hands to plant 
the 350000th commemorative tree of Institute of the Earth Ethics of Japan in the Kubuqi 
desert.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the Earth’s Ethics of Japan, Wanshan Minqiu, said that he 
would continue this activity in the future,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Sino-Japan friendship, 
and makes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protect the earth’s environment and makes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hum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据悉，恩格贝从 1977 年开始生态建设以来，恩格贝的治沙事业已经走过了

40 个年头，200 平方公里广袤的沙漠地区植被覆盖率已达到了 78%、森林覆盖

率达到了 41%，实现了从沙海变绿洲的历史传奇。日本伦理研究所在建所 55 周

年之际，作为远山正瑛先生伟大沙漠绿化事业的接续者，于 1999 年开始了在内

蒙古库布其沙漠营建地球伦理之林的沙漠植树活动，今年迎来了沙漠绿化 2 0 周

年。

It is reported that since Engebei starte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1977, the cause of 
sand control in Engebei has gone through 40 years. The vegetation coverage rate of the 
vast desert area of 200 square kilometers has reached 78% and the forest coverage rate 
has reached 41%, realizing the historical legend of transforming from sand sea to oasis. At 
the time of the 55th anniversar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Japanese Ethics Institute, as a 
successor of the great desert greening cause of the Mr. Yuanshan Zhengying, he started 
the desert tree planting activity of constructing forest of the earth ethics in the Kubuqi 
desert of Inner Mongolia in 1999 and now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sert greening 
this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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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zhou attends the youth story session of Sino-Japanese friendship to “Build a golden bridge of 
friendship and create a better future together” and delivers a keynote speech

2019 年 8 月 26 日，“共筑友谊金桥共

创美好未来”中日友好青年故事会在南开大

学召开，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

卫洲出席故事会并作主题演讲。

On Aug 26th, 2019, the youth story session 
of Sino-Japanese friendship to “Build a golden 
bridge of friendship and create a better future 
together” was held in Nankai University, the 
Director of COSDF Mr.Cao Weizhou attended the 
story session and delivered a keynote speech.

曹卫洲理事长首先回顾了中日青年交流

历史。他指出，中日青年交流事业的发展，

从 20 世纪 50 年代重新建交、以民促官，到

民官并举、中日交流区域逐渐扩大，再到全

国性青年组织工作大力开展、中日青年交流

事业政治基础日渐坚实。如今，青年交流已

发展成为中日交流中的活跃部分。他鼓励现

代青年从更加全面的维度看待中日两国的交

流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恒久的和平观和

牢固的合作观。

Mr.Cao Weizhou first reviewed the history 
of youth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youth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tarted from 
the re-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ties in the 
1950s, the promotion of officials by the people,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officials and the people, 
the expansion of the areas of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work of  national youth organizations, and 
the increasingly solid of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youth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曹卫洲理事长表示，中日青年交流参与

面广、关注面广，同时富有创造性。因此，

为推动中日青年交流事业长期健康发展，应

当认真重视、努力解决两国青年交流的舆论

导向和氛围问题，并高度重视、切实解决两

国青年交流骨干分子的培养问题。

Director Cao Weizhou said, the youth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d a 
wide range of participation, had a wide range of 
attention, and had a rich creativity.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long-term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youth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e should seriously attach 
importance to it and make effort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ublic opinion and atmosphere of the 
youth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it and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training key members of the youth 
exchanges of the two countries.

曹卫洲理事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大

阪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与其达成共识，

双方表示应共同致力于建立契合新时代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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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should focus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needs, inject 
practical cooperation contents, constantly innovate the forms 
of youth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nrich the 
exchange themes and accumulate experiences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youth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曹卫洲理事长鼓励中日两国青年认真探求、积极参与、

大胆实践，努力推动中日全面友好关系开创务实有效、灿烂

美好的未来。

Cao Weizhou encouraged the youth of China and Japan to 
earnestly explore,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and boldly practice, and 
strive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o create a pragmatic, effective and brilliant 
future.

故事会上，竹冈光城带来了 91 岁高龄的池田大作先生

的口信。池田大作先生谈到，100 多年前周恩来曾赴日本留

学，一生都在为培养青年人才作出努力，他希望这项事业和

这段感情一代代延续下去。“中日青年交流一直是他关注的

事业”，竹冈光城说。 

In the story meeting, Zhugang Guangcheng brought 91 years 
old Mr. Ikeda Daisaku’ Message. Mr. Ikeda Daisaku said that more 
than 100 years ago, Zhou Enlai once went to Japan to study, made 
effor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youth talents throughout his life, 
he hoped that this cause and this relationship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could continue forever. “The youth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lways been his focus”, Zhugang 
Guangcheng said.

池田大作先生在给曹卫洲理事长的亲笔信中这样写道：

“青年的交流，是今后日中两国友好发展最重要的支柱。”“唯

有青年的交往，才能开创友好的未来。” 

 Mr. Ikeda Daisaku wrote to Cao Weizhou: “The youth 
exchanges is the most important prop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Only the youth 
exchanges can create a friendly future.”

活动前，曹卫洲理事长与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李义丹亲切交谈

曹卫洲理事长出席并作主题演讲

的中日关系。基于此，他提出两点建议。

Cao Weizhou pointed out, whe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met with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Abe Shinzo in Osaka, the two 
sides agreed to work together to buil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hat would meet the standards of the new Era. Base on this, he 
made two suggestions.

第一，加大两国青年在各领域的对话力度，增进两国青

年之间的理解与信任。他表示，要改善带有浓重旅游观光色

彩的访问考察模式，推动两国青年政治家、青年官员、青年

学生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环保、财经等多个领域进

行深度对话，深入交换意见。

Firstly, increase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youth in all fields,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e sai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mode of visits with a strong tourism flavor and promote the in-
depth dialogue and exchange suggestions between the youth 
politicians, youth officials and students of the two countries in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inance and other fields.

第二，扩大两国青年的合作领域，深化固有成效的务实

合作。随着中日两国青年事务的广域化，中日两国在青年工

作领域面临着许多相似的课题与任务。亚太乃至国际社会的

许多热门工作领域也急待两国青年和青年组织积极参与。他

表示，应该围绕两国经济社会需要，注入务实性合作内容，

不断创新两国青年交流的形式，丰富交流主题，为两国青年

交流的长久发展积累经验。

Secondly, expand the field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youth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deepen the pragmatic cooperation 
with inherent result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outh affair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two countries are facing many 
similar issues and tasks in the field of youth work. Many popular 
work areas in the Asia-Pacific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lso urgently need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youth and 
youth organizations of the two countries. He said that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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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rector of COSDF Cao Weizhou attends the 2nd Baodi Medical Forum Opening ceremony 
and delivers a speech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卫洲出席第二
届宝坻医学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019 年 10 月 18 日至 19 日，以“整合医学与健康”

为主题的第二届宝坻医学论坛在天津市宝坻区举行，中国留

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卫洲应邀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

辞。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庄亮、中国工程院院士

石学敏、牛津大学医科学院院长 Gavin Screaton、宜善医学集

团董事长郭文华等领导嘉宾出席了本次论坛。

From Oct 18th -19th, the 2nd Baodi Medical Forum with “Integrated 
Medicine and Health” was held in the Baodi district of Tianjin, the 
Director of COSDF Cao Weizhou was invited to attend the Forum Opening 
Ceremony and delivered a speech. The Secretory-General of COSDF 
Zhuang Liang, Academic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Shi Xuemin, the Dean of Oxford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Gavin 
Screaton, the Chairman of Yishan Medical Group Guo Wenhua 
and other leaders and distinguished guests attended this Forum.

曹卫洲理事长在致辞中表示，本次论坛由中国留学人才

发展基金会国际生命科学研究院和宜善医学集团联合主办，

双方旨在通过论坛为推进全球卫生事业，携手共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贡献力量。他指出，整合医学是一种全方位、全周期

保障人类健康的新医学观，能够充分整合中医药整体系统的

思维和现代西医学的生理学、实验分析的优势。整合医学所

倡导的“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正是实现“共建共享、

全民健康”这一建设健康中国战略主题的积极实践。他表示

希望中外各界专家在本次论坛上广开思路、充分沟通、深入

探讨、汇聚智慧和力量，在继续推进各医学学科发展的同时，

共同推动各领域技术在预防疾病和治疗疾病中的综合应用，

共同贡献于社会，造福于人类！

Director Cao Weizhou said in his speech, this forum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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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ponsored by COSDF, International Institutes for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Yishan Medical Group, both aim to contribute to 
promote global health  and jointly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rough the forum. He pointed out that 
integrative medicine is a new medical viewpoint of omnibearing 
and full period protection of human heath, which can fully 
integrate the thinking of integrated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advantages of Physiology and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modern western medicine. The concept of “Big hygiene 
and big health” is advocated by integrative medicine which is the 
active practice of realizing the strategic theme of China of “Built 
and share together and make all people healthy”. He expressed 
that he hoped the expert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of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could open up their minds, communicate fully, 
have in-depth discussions, gather wisdom and strength in this 
forum, while continuing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medical academic subjects, jointly promote integrated application 
of various technologies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 and make jointly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and benefit 
mankind.

据悉，宝坻论坛是由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国际生命

科学研究院和宜善医学集团联合主办的国际性医学学术会

议，以汇集各医学领域的国际专家为方向，以展示最前沿的

医学领域知识、最先进的医学研究成果为目标。希望为国内

外学者提供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为中国的国际医疗合作

奠定坚实的基础。

It is reported that Baodi Forum is the International Medical 
Academic Conference which was co-sponsored b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s for Biological Sciences Of the COSDF and Yishan Medical 
Group, in order to collect the international experts in various fields 
of medicine as  the direction, in order to  show forefront of the 
medical field knowledge and the most advanced medical research 
results as the goal. Hoping to provide a high-level academic 

exchange platform for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and establish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medical cooperation of 
China.

本届论坛以“整合医学与健康”为主题，分别以“传统

医药”、“基因和免疫治疗”、“健康管理与教育”、“综

合调理与健康”为研讨版块。旨在聚焦传统医学，同时探讨

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及生物技术的基因检测、细胞检测的结

合。促进各国医学专家分享各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致力

于加速全球的医学课题研究和医学学术发展，进而提高人类

社会的健康水平，为全人类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This Forum with “Integrated Medicine and Health” as the 
theme, respectively with “traditional  medicine”, “Gene and 
immunological therapy”，“Health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 “Comprehensive conditioning and health” as the discussion 
section. The aim is focu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discuss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modern medicine and 
biotechnology in gene and cell testing. Promoting the exports 
from all countries to share the newest research results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and committed to speed up the global medical 
research project and medical academic development, so as to 
improve health conditions of human society and contribute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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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rector of COSDF Cao Weizhou is invited to attend “Filial cultural inheritance action” and 
delivers a speech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卫洲受邀出席
“孝文化传承行动”并致辞

2019 年 10 月 25 日，由中国留学

人才发展基金会和中国老龄事业发展

基金会共同主办、北京华夏孝友会文

化交流中心协办的“孝文化传承行动”

在清丰县正式开幕，中国留学人才发

展基金会理事长曹卫洲受邀出席开幕

式并致辞。

On Oct 25th,2019,the “Filial culture 
i n h e r i ta n c e  a c t i o n ”w h i c h  wa s  co -
sponsored by COSDF and China Ageing 
Deve lopment  Foundat ion  and   co-
organized by Beijing Huaxia filial piety 
association cultural exchange center  was 
officially opened in Qingfeng county,  the 
Director of COSDF Cao Weizhou was 
invited to attend the opening ceremony 
and delivered a speech.

曹卫洲理事长在致辞中指出，从

上古时期舜帝的“孝感动天”到隋朝

张清丰的“头炉烧饼敬母”，从清朝

刘永之的“万里归亲”到当代道德模

范李冰的孝老爱亲，孝道文化在清丰

县代代相传，也培养了清丰人民牺牲

奉献、勇赴国难的爱国精神。

Cao Weizhou Director in his speech 
pointed out that from the “Filial piety 
touches the god” of Sun Emperor in 
ancient times to the “First let mother 
eat the  baked bread on the stove to 
show his  filial piety”of Sui Dynasty Zhang 
Qingfeng,from the “Walk thousands of 
miles to bring father's ashes home”of 
Qing Dynasty Liu Yongzhi to be filial to 
the old people and love the relatives of 
contemporary moral model Li Bing, the 
culture of filial piety is carried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n  Q i n g f e n g 
County,and it also cultivates patriotic spirit 
of Qingfeng people who make sacrifices 
and  dedication,and brave to go to the 
national disaster.

他表示，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

会愿意同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共

同主办本次“孝文化传承行动”，发

挥社会组织的整合协同优势，推动和

谐社会构建，努力营造敬老爱老的良

好风尚，与清丰和社会各界一起，聚

焦“孝老爱亲，向上向善”，引领中

国孝文化传承，使孝文化的传播范围

更广、受众面更多、影响力更深，将

新时代孝道精神发扬光大！

He expressed that COSDF was willing 
to co-host this “Filial cultural  inheritance 
action”with  China Aging Development 
Foundation,and  give play to the integrate 
and synergistic advantag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drive the establishment 
of harmonious society,try hard to create  
good habits of respecting and loving the 
old people,focus on “To be filial to the 
old people and love the relatives and 
make progress and be kind-hearted”with 
Qingfeng and all sectors of society,guide 
the Chinese filial culture inheritance,make 
the spread of  F i l ia l  cu l ture  a  wide 
range,make more popular for more 
people,feeling more and more deeply 
influence,will carry forward the filial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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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rector of COSDF Cao Weizhou is invited to attend the Beijing-Tokyo Forum and delivers a 
keynote speech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卫洲受邀出席
北京-东京论坛并作主题发言

2019 年 10 月 26 日，由中国外文

局和日本言论 NPO 共同主办，以“新

时代、新期待——中日在维护亚洲及

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应承担的责任”为

主题的第十五届北京 - 东京论坛在北

京举行。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

事长曹卫洲受邀出席论坛并作主题发

言。

On Oct 26th,2019,the 15th Beijing-
Tokyo Forum,co-sponsored by China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Administration and 
Japan's Genron NPO,was held in Beijing with 
the theme of“New era, new expectations-- 
China and Japan should undertake the 
responsibilities in maintaining the peace 
and development of Asia and world.The 
Director of COSDF Cao Weizhou was 

invited to attend the Forum and delivered 
a keynote speech.

曹卫洲理事长在讲话中表示，中

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曾给中国

人民造成的伤害是刻骨铭心的，我们

应该永远铭记，但从历史长河的角度

of the new era!

据悉，本次活动得到了中共清丰

县委、清丰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活动旨在弘扬孝道文化，积极倡导尊

老、敬老、助老的传统美德，以为健

康的老年人锦上添花、为有困难的老

年人雪中送炭为己任，帮天下儿女尽

孝，替世上父母解难，为党和政府分忧。

It is reported that this action got the 
strong support from CPC Qingfeng County 
Committee and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Qingfeng County,the aim of this action 
is to carry forward the filial culture,activity 
the traditional virtues of respect and  help 
the old people,put to icing on the cake for 

the healthy old people and provide the timely help for the old people in trouble as  their 
own duty,to help the world sons and daughters filial piety,to help the world parents to 
resolve  difficulty and to share the cares and burdens for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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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日关系，友好交流是长期的，战

争是短暂的。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两国友

好人士和许多有识之士为推动中日关

系发展呕心沥血，奋斗不息，从以民

促官到官民并举，中日关系取得长足

发展。

Cao Weizhou Director expressed in 
his speech,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Janes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have ever inf l icted deep and 
lasting harm on the Chinesen people,we 
should always remember, but looking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from historical perspective, kindly 
exchanges are long-term,wars are short-
term. Since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
Japanese relation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ese reform,the friendly personages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many far-sighted 
personages have made great effort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ino-
Japanese relations,from officials listen 
to the opinions of the people and urge 
them to do something that is good for 
the country to officials and civilians work 
together,Sino-Japanese relations have 
made a great development.

为继续巩固两国友好合作的基础，

推进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他

建议，中日双方应该在“显示诚心，

以确立互信”、“ 树立恒心，以长期

合作”、“ 保持耐心，以求同存异”

三个方面下功夫，只要中日双方能够

做到有诚心、有恒心、有耐心，就能

不断加强相互信任，保持长期合作，

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稳定

发展繁荣做出中日两国应有的贡献。

In order to continue the basis of 
friendl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promote the long-term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he suggested 

that the two sides should make efforts 
in the “Show the sincerity and establish 
mutual trust”, “set up perseverance 
and long-term cooperat ion”,  “keep 
patience and be patient,to seek common 
points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three 
aspects,as long as the two sides can be 
able to have the sincerity,perseverance 
and patience,can continue to strengthen 
mutual confidence and keep long-term 
cooperation,and then for the safe and 
stabl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world to  make 
contributions in China and Japan.

曹卫洲理事长指出，两国的传播

媒体应该从两国关系未来发展前景的

战略高度正确引导社会，减少乃至杜

绝误导社会、伤害国民感情的言行。

中日双方都应该高度重视舆论导向问

题，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努力营造友

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保证访问

顺利进行并取得圆满成功。此外，两

国都应更加重视加强青少年的交流，

应以中日世代友好的战略眼光看待和

支持两国青年交流，鼓励并期待两国

青年共同构筑中日全面友好合作关系

更加务实有效、更加灿烂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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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o Weizhou Director pointed out 
that the communications media of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correctly guide the 
society from the strategic height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rospect bilateral 
relations,and reduce and even stop 
misleading society and hurt the words and 
deeds of national feelings.China and Japan 
should pay high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of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create hard a fr iendly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and social 
atmosphere,and endure the  smooth 
process and achieve complete success 
of the visit. In addition, both countri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enhance the 
exchanges of the youth,should look at and 
support the exchanges of the youth of the 
two countries with a strategic insight of the 
friendship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encourage and 
expect the youth of the two countries to 
jointly built the future of more pragmatic 
and effective and glorious future of China-
Japan comprehensive friendly cooperative 
relations.

据悉，中日两国部长级官员、知

名学者、资深媒体人士、企业家代表

等领导嘉宾受邀出席本届论坛，针对

如何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开辟中日

关系新时代、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维护自由贸易及多边合作以及构建东

北亚安全与和平秩序展开积极讨论。

I t  i s  re p o r te d ,  t h e  m i n i s te r i a l 
off icers,wel l-known scholars,senior 
media persons 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entrepreneurs and other leaders and 
honored guests were invited to attend 

this Forum, the active discussions was 
held on how to implement the consensus 
reached by the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open up the new Era of Sino-
Japnese relations,jointly built the open 
world economy ,maintain free trade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built a 
security and peaceful order in nor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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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lace where dreams begin -- Zhixing Education Special Fund of COSDF holds Zhixing 
Summer Camp

梦想开始的地方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知行教育专项基金知行夏令营

8 月 9 日上午，河北省赤城云州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中

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知行教育专项基金知行夏令营倒数

第二天的课程。上午社会与价值观课程的主题是大学一日

游，志愿者老师们问到大家，大学是什么样的？孩子们有些

说大学应该很大，大学有花有草，大多是懵懵懂懂，真正的

大学生活是怎样的呢，你的梦想又是什么呢？志愿者老师

们一一上台为孩子们介绍自己所就读的大学和大学所在的

城市，每座城市有不同的文化，每所大学都有各自的特色，

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让同学们听的津津有味，不时与老师

互动提问。老师告诉同学们，未来在这里，只要大家努力，

大家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去追逐自己的目标，实现梦想。

下课后依然有很多孩子围着老师问来问去，眼里充满着向往

与好奇，也许他们从今天开始对自己的未来有了不一样的想

法，一个小小的目标在心里种下了种子。

The children of Yunzhou primary school in Chicheng county 
of Hebei Province on the morning of Aug 9th, welcomed the 
course of the penultimate second day of Zhixing Education Special 
Found of  COSDF’s Zhixing Summer Camp. The purpose of a one 
day trip of university is to attend the course of social and values 
in the morning. The volunteer teachers asked the children, what 
is university like? Some of the students said that the university 
should be very big. The university has trees and grass. Most of 

them are confused, what is the real university life? What is your 
dream? The volunteer teachers came to the stage to introduce 
the children that where they attended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ity 
where the university is located. Each city has a different culture 
and each university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colorful life 
of university made the students listen attentively and asked 
questions to the teachers from time to time. The teachers told the 
students, as long as they study hard, they can also through their 
own strength to pursue their own goal and to realize their dreams. 
After class,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children around the teachers to 
ask questions. Their eyes are full of longing and curiosity. Maybe 
they have started thinking differently about their future from 
today. A small goal has planted seeds in their hearts.

接下来是体育课，老师带着大家打起了篮球，孩子们玩

得非常开心，偶尔有些小情绪时，总会有老师第一时间来到

身旁，细心引导。

Next was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the teachers took everyone 
to play basketball, the children played very happily. When there 
were occasionally small emotions, there will always be teachers 
who come to the side and guide them carefully.

下午的文化与艺术课，显然很受大家欢迎，孩子们亲手

制作了贺卡，送给想送的人。之后又练习了手语歌《夜空中

最亮的星》，孩子们一边唱一边熟练地用手语比划着歌词，

通过学习，希望孩子们可以更加坚强有梦想，积极乐观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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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感恩自己现有的健康幸福。

In the afternoon, the culture and art classes were obviously 
very popular, the children made their own greeting cards and 
gave them to the people whom they wanted to give. After that, 
they practiced the sign language song “The brightest star in the 
night sky”. The children sang the song and skillfully used the 
lyrics, through learning, hoping that the children can be stronger 
and have dreams, face life positively and optimistically, be 
grateful for existing health and happiness. 

最后一节课，老师为孩子们颁发了小礼物，以奖励他

们在夏令营期间的优异表现。

In the last class, the teachers gave the children small gifts 
as a reward for their excellent performance during the summer 
camp.

8 月 10 日上午，教室里举行了夏令营的闭营仪式，为

期两周的夏令营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闭营式上，学

校校长分别肯定了志愿者老师们的工作及夏令营给孩子们

带来的改变，并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学生代表也在发言中

谈到了自己的收获，表达了对老师的感谢，志愿者老师们

播放了自己制作的和孩子们相处的短片，看着朝夕相处、

欢声笑语的一幕幕，孩子和老师们都留下了眼泪，这是一

份对彼此的感恩，更是面对离别的不舍。但就像老师们最

后和同学们说的，这不是再见，只要你们朝着自己的梦想

努力，我们就会越来越近，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

从一点一滴努力，永不放弃，实现自己的目标，把家乡建

设的更美好，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

On the morning of August 10th,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summer camp was held in the classroom, and the two-
week summer camp was completed successfully. At the closure 

ceremony, the presidents of school affirmed 
the work of volunteer teachers respectively 
and the changes that the summer camp 
brought to the children, and raised their 
hope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tudents 
also talked about their  own gains and 
expressed their opinions to the teachers in 
their speech. The volunteer teachers played 
their own short films with the children, 
watching the scenes of day and night, laughter 
and laughter, the children and teachers left 
tears, this is the gratefulness to each other, 
and even more for the parting. But like the 
teachers finally said to the students, this is 
not goodbye, as long as you work hard toward 
your dreams, we will get closer and closer, 
both looking up at the stars and down to 
earth, from bit by bit, forever. Don’t give up, 
and to achieve your goals, to build a better 
hometown and to build a more beautiful 
moth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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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ining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keeping our mission firmly in mind. Love in 
Qamdo and Warmness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The public welfare activity of 
medical treatment for the second batch of children with hand and foot deformities in Qamdo in 2019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爱在昌都 杏林送暖”
——2019年昌都市第二批手足畸形患儿医疗救治公益活动正在
进行

 2019 年 11 月 16 日清晨，北京厚

爱关节健康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主任林剑浩教

授，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副秘书

长刘伟，北京积水潭医院手外科主任、

教授、主任医师陈山林，温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二医院骨科学系主任、中国

手外科医师协会副会长高伟阳，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手

外科主任王斌，东莞市中西医结合医

院手足显微外科主任于春波，广州和

平骨科医院手外科主任古欣庆，无锡

市骨科医院小儿骨科副主任医师沈小

芳，龙岩市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

陈东风等医疗专家、志愿者和工作人

员一起从重庆奔赴西藏昌都邦达机场，

与昌都市委市政府、福建省第八批援

藏工作队共同开展“爱在昌都 杏林送

暖” 2019 年昌都市第二批手足畸形患

儿医疗救治公益活动。

In the morning of November 16, 
2019, the Director of the Beijing Joint Care 
Foundation, Professor Lin Jianhao, the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Bone and 
Joint of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Lin Jianhao, Liu Wei, the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hen 
Shanlin, the Director, Professor and Chief 
Physician of the Hand Surgery Department 
of the Beijing Jishuitan Hospital, Gao 
Weiyang, the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of the 2nd Affil 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and the Vice-president of the China Hand 
Surgeons Association, Wang Bin, the 
Director of  the hand surgery department 
of the 9th Affiliated People’s Hospital of 
th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Yu Chunbo, the Director of the 
hand and foot microsurgery Department 
of the Dongguan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Hospital, 
Gu Xinqing, the Director of the Hand 
surgery Department of Guangzhou Heping 
Orthopedic Hospital, Shen Xiaofa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Physicia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ld Orthopedics of the 
Wuxi Orthopedic Hospital ,Chen Dongfe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Physician of the 
Orthopedics Department of the Longyan 
First Hospital and other medical experts, 
volunteers and staff went from Chongqing 
to the Qamdo Bangda airport of Tibet, and 
jointly Carried out the “ Love is in Qamdo, 
apricot forests send warm” public welfare 
activity of medical treatment for the 
second batch of children with hand and 
foot deformities in Qamdo in 2019 with 
the Qamdo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the  
8th batch of team aiding Tibet of Fujian 
province.

此次活动将为筛选出来的第二批

患有手足畸形的孩子们进行免费手术

治疗。此前医疗专家团队已于 5 月 30

日，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为活动先

期筛查出需要手术救治的 52 位儿童进

行免费治疗，为这群孩子们送去了一

份特殊的儿童节礼物，取得了良好社

会反响。

This activity will provide the free 
operative treatment for the 2nd batch 
children with hand and foot deformities 
who were screened out . Before the 
medical expert team has been in May 
30 and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Day 
approaching, provided the free treatment 
for the 52 children who were screened 
out early the activity the need for the 
operative treatment, and sent a special 
Children’s Day gift to them, and has made 
a good social response.

情系高原爱无疆 仁心仁术送健康

昌
都
市
副
市
长
卓
嘎
主
持
启
动
仪
式



37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ISSUE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刊WRSAEA

热点
Hot Track

Love plateau and love is boundless, 
with both a benevolent mind and heart  
send health 

16 日下午，医疗专家、志愿者和

基金会工作人员共同参加了在昌都市

人民医院门诊楼前举办的“爱在昌都 

杏林送温暖”2019 年昌都市第二批手

足畸形患儿医疗救治公益活动启动仪

式。启动仪式由昌都市副市长卓嘎主

持。

On the afternoon of 16th, medical 
experts, volunteers and the staff of the 
Foundation jointly attended the launch 
ceremony  of the “ Love is in Qamdo, 
apricot forests send warm”public welfare 
activity of the medical treatment for the 
second batch of children with the hand 
and foot deformities in Qamdo in 2019. 
The launch ceremony was presided by 
Zhuo Ga who is the Vice-Mayor of Qamdo.

昌都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

福建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领队魏东首

先对医疗专家团队的到来表示欢迎和

感谢，他指出，医疗专家团队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诠释人间大爱，为患有手

足畸形的孩子们带来康复希望，为全

面提高昌都市医疗卫生水平注入强劲

动力，对于助力昌都市打赢脱贫攻坚

战，改善当地因病致贫、返贫问题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Wei Dong, the Qamdo Vice-Mayor of 

the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executive 
Vice-Mayor and the head of the work 
team of the 9th batch of team aiding Tibet 
of Fujian province, first of all, welcomed 
and thanked the medical expert team for 
coming,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medical 
expert team interpreted the human love 
with their own practical action,bring the 
hope of recovery for the children with the 
hand and foot deformities, inject strong 
power for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medical and healthy level of Qamd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help Qamdo win 
the anti-poverty war, improve the local 
problems of poverty caused by diseases 
and poverty-returning.,.

北京厚爱关节健康公益基金会理

事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主

任林剑浩教授在讲话中指出，昌都地

区医疗资源匮乏，很多患者在患病初

期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疗，耽误最佳治

疗时间，我们将通过北京厚爱关节健

康公益基金会与昌都市人民政府合作

的北京“名师带徒”公益合作项目，

把先进的医疗资源带来昌都，充分发

挥医疗专家“传帮带”作用，提高昌

都市医疗服务水平。他表示，我们会

和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一起努力，

做出表率。

Professor Lin Jianhao, Director of 
the Beijing Joint Care Foundation and the 
Department of bone and joint of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pointed out 

in his speech, the Qamdo area is lack of 
the medical resources, there are many 
patients can’t get good treatment in the 
early stage of diseases, and delay the best 
treatment time, we will bring the advanced 
medical resources to Qamd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medical experts 
“mentoring”, and improve the medical 
service level of Qamdo through the public 
welfare cooperation project of Beijing “ 
Famous teachers lead  disciples” which 
is cooperated by the Beijing Joint Care 
Foundation and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Qamdo. He expressed that we will 
work with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to set 
an example.

北京积水潭医院手外科主任、教

授、主任医师陈山林在讲话中对昌都

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

表示，每次义诊活动都非常成功，得

益于昌都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积

极配合，医疗专家团队一定全力以赴，

为昌都地区手足畸形等地方病的消除

贡献自己的力量。随后祝愿此次义诊

活动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Chen Shanlin, the Director,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the Physician of the Hand 
Surgery Department of the Beijing Jishuitan 
Hospital expressed thanks in his speech 
for the strong support of the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and Government of 
Qamdo, he expressed that each free clinic 
activity was very successful, benefited by 
the strong support and active cooperation 

1、昌都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福建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领队魏东致辞
2、北京厚爱关节健康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主任林剑浩讲话
3、北京积水潭医院手外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陈山林讲话
4、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刘伟讲话
5、昌都市人民医院院长蒋迎九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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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and 
Government of Qamdo, the medical expert 
team will do their best to contribute to 
the elimination of the hand and foot 
deformities and other endemic diseases 
in Qamdo. Then he wishes the free clinic 
activity will be able to achieve a complete 
success.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副秘书

长刘伟表示，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

会将积极响应国家精准扶贫号召，充

分发挥人才和资源优势，为昌都地区

的发展贡献力量。他表示，基金会在

民政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于 11 月 13

日迎来了第二批来京接受手术治疗的

西藏昌都市洛隆县大骨节病患者，希

望此次手足畸形患儿医疗救治活动与

基金会大骨节病社会服务公益项目都

能顺利进行并取得圆满成功。他强调，

基金会将全力以赴，积极配合，确保

手足畸形儿童公益救治活动、大骨节

病社会服务公益项目等公益活动的顺

利开展。

Liu Wei, the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COSDF said, the COSDF will actively 
response to country call for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alents and resources,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Qamdo. He said that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Central Financial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the Foundation 
welcomed the second batch of patients 
with Kaschin-Beck disease in Luolong 
County of Qamdo, Tibet,  to receive 
free operative treatment in Beijing on 
November 13th,  he hopes that this 
medical treatment activity for children 
with the hand and foot deformities and 
the social service public welfare project 
foundation for Kaschin-Beck disease of 
Foundation can be carried out smoothly 
and achieve complete successes. He 
emphasized that the Foundation will try 
their best to actively cooperated, and 
ensure the smooth launch of the medical 
treatment activity for children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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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 and foot deformities treatment and 
the social service public welfare project for 
Kaschin-Beck disease of Foundation and 
other public welfare activities .

最后，昌都市人民医院院长蒋迎

九代表医院全体职工对医疗专家团队

的到来表示感谢，他表示，今天人民

医院的成就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支持，

也离不开昌都人民的信任，更离不开

现场医疗专家团队的帮助。他强调，

人民医院今后定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再接再厉，砥砺前行。

Last, Director of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Qamdo City Jiang Yingjiu on behalf of 
all the staff expressed his gratitude toward 
the delegation of the medical experts. He 
said that the People’s Hospital couldn’t 
make such achievements without the 
support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the trust of the people of Qamdo as well 
as the medical experts. He emphasized 
that the People’s Hospital will remain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keep our mission 
firmly in mind and redouble our efforts to 
continue our work tirelessly.

启动仪式结束后，医疗专家团队

立即在人民医院开展救治工作。对孩

子们进行详细问诊，重点询问了孩子

们的病史等基本情况，对家长进行了

关于呵护儿童骨骼发育健康和心理健

康科普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并在筛查

出需要手术救治的儿童后，及时进行

现场会诊。

After the launch ceremony, the 
medical expert delegation carried out the 
treatment immediately at the People’s 
Hospital. They asked the details of the 
children’s symptoms, especially their 
medical history. They also promulgated 
and promoted the knowledge about the 
children’s healthy growth of bones and 
mental health.

16 日晚，医疗专家团队在为 3 名

手足畸形儿童商定手术方案并与医院

协商好手术安排及术后住院等事宜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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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高原反应、长途跋涉带来的身体

不适，忍着饥饿片刻不息的投身到紧

张的手术之中。

On the night of 16th, after discussing 
the operation plans and the postoperative 
hospitalization issues, the medical expert 
delegation left  behind the alt i tude 
reaction, long-journey tiredness and 
hungry sense and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operations of three children with 
talipomanus and talipes. 

17 日清晨，医疗专家团队带领志

愿者与当地工作人员兵分两路，分别

前往昌都市人民医院和昌都市陆军第

955 医院展开救治工作，专家们一下

车就投入到紧锣密鼓的术前准备工作

中。

On the morning of 17th,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edical expert delegation, 
volunteers and local staff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nd drove for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Qamdo City and the 955 Army 
Hospital of Qamdo City  respectively.  They 
got off the cars and committed themselves 

to the intense preparations for the 
operations.

医疗专家们分别在陆军第 955 医

院和人民医院为 25 名患有手足畸形的

儿童进行了手术治疗，其中最小的手

足畸形儿童只有 8 个月。手术持续到

18 日凌晨两点多，全程十分顺利，孩

子们在接受手术治疗后十分开心，为

自己能够像其他同龄人一样健康成长

感到激动和欣喜。

The medical experts at the People's 
Hospital and the 955 Army Hospital did 
operations for 25 children with hand 
and foot deformity, among whom the 
youngest patient is only 8 months old. The 
operations continued until 2:00 o’clock on 
the morning of 18th . The whole process 
was successful and the treated children 
were very happy. They were grateful and 
full of joy as they could grow up as normal 
as other peers.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来自全国

各地参与救治的医学专家们，中国留

学人才发展基金会、中国医学基金会、

北京厚爱关节健康公益基金会的志愿

者们，与昌都市委市政府、福建省第

八批援藏工作队的工作人员等所有参

与募捐和志愿工作的大家，送给这群

孩子们一份人生中最为珍贵的礼物！

希望这群孩子们能够带着大家的支持

与祝福，用双手创造属于他们的美好

未来！

The rose's in her hand, the flavor 
in mine. The medical experts involved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the volunteers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hina Medical 
Foundation and Beijing Hou’ai Joint Health 
Charity Foundation and the working staff 
of the Qamdo Municipal Committee and 
the 8th Work Team to support Tibet from 
Fujian province， who were participated 
in the fundraising and volunteer service, 
presented the children a great gift, an 
opportunity to grow up as others. Hope 
these children with the support and best 
wishes would create a wonderful future 
for themselves. 

A Summary of COSDF’s Social Service Pilot Project Regarding Kaschin-Beck Disease in Lhorong 
County in Tibet, which is Support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央财政支持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西藏洛隆
县大骨节病社会服务试点项目综述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西藏洛隆县大骨节病承接社会服

务试点项目（以下简称西藏大骨节病项目）是我会为响应党中

央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工作的号召，在国家

重点贫困连片区西藏昌都洛隆县开展的医疗扶贫项目，旨在帮

助解决当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两不愁三保障”突出

问题。2019 年 6 月，西藏大骨节病项目获批中央财政 80 万元，

得到了民政部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项目办、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昌都市市委市政府、洛隆县委县政府等多方支持。

In response to the cal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regarding 
extensively guide and mobilize more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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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福建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领队魏东出席座谈会并发言
2、昌都市副市长卓嘎出席座谈会并发言
3、国家大骨节病和氟骨症治疗专家组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骨关节科主任、北京厚爱关节健康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林剑浩出席
座谈会并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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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京厚爱关节健康公益基金秘书长姚宇出席座谈会并发言
5、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李虎出席座谈会并发言
6、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刘伟出席座谈会并发言
7、中国医学基金会秘书长李效兰出席座谈会并发言

to take part in poverty alleviation,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OSDF) organized a social 
service pilot project regarding Kaschin-
Beck disease in Lhorong county in Tibet’s 
Qamdo City, to provide medical services 
for people in key poverty contiguous 
areas in China. It aimed at helping local 
government to alleviate poverty caused 
by illness, prevent the reoccurrence of 
poverty because of illness, and solve 
prominent problems including meeting 
the basic needs of food and clothing and 
guarantee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basic 
medical care and housing. The project was 
approved for financial support of 800,000 
yuan from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of the 
PRC in June 2019. The project has received 
support from the project office of Social 
Organization Service Center of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Qamdo Municipal Committee 
and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Lhorong County Party Committee and 
County government.

赴藏医疗服务团队出征，曹卫洲

理事长为他们送行。

The medical service team goes to 
Tibet. Chairman of COSDF Cao Weizhou 
sees them off at the airport.

2019 年 8 月 13 日，项目组织医

疗专家团队赴洛隆县开展义诊活动，

并在首都机场举行出征仪式。中国留

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卫洲、秘

书长庄亮、副秘书长古蘭等出席本次

出征仪式，为即将赴西藏开展大骨节

病义诊服务的医疗专家、志愿者和基

金会工作人员送行。

On August 13, 2019, the medical 
service team was organized to go to 
Lhorong county to provide free clinic 
services for patients with Kashin-Beck 
disease. A small ceremony was held for 
the trip of the medical service team at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Cao 
Weizhou, chairman of COSDF, Zhuang 
Liang, secretary-general of COSDF, and Gu 
Lan,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COSDF, 
attended the ceremony to see off all team 
members including the medical experts, 
the staffs of COSDF and volunteers.

曹卫洲理事长在送行时指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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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响应国家脱贫攻坚工作的号召，

基金会在国家重点贫困连片区西藏昌

都洛隆县开展公益医疗扶贫项目，为

两不愁三保障、解决当地“因病致贫”

问题发挥作用。随后，他叮嘱各位医

疗专家和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一定要注

意安全，并祝愿各位专家和工作人员

工作顺利，一路平安。 

Chairman Cao Weizhou pointed out 
while seeing them off, in order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cal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regarding n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COSDF launched the 
public medical poverty-relief project in 
Lhorong county in Tibet’s Qamdo city, 
which is a key poverty-stricken area 
in China. The project will  help local 
government to alleviate poverty caused 
by il lness, prevent the reoccurrence 
of  poverty  because  of  i l lness ,  and 
solve problems including meeting the 
basic needs of food and clothing and 
guarantee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basic 
medical care and housing. Then he told 
the medical experts and staffs that they 
must pay attention to be safe in their 
work. He wished all the medical experts 
and staffs could have a smooth job and a 
safe journey.

慈善义诊进山村，奉献精神暖人心

The medical service team brings free 
clinic services to the mountain village, 
the dedication of the medical experts is 
heartwarming

8 月 14 日 凌 晨 5 点 45 分， 中 国

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刘伟和

国家大骨节病和氟骨症治疗专家组组

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主任、

北京厚爱关节健康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林剑浩，带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

医师李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

阳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王志为、西安

红十字会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李

辉、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博士生黄河溯

源与张庆熙等医疗专家和基金会工作

人员、志愿者，从重庆出发赶往西藏

昌都邦达机场。在抵达昌都后，医疗

服务志愿团受到了福建省第九批援藏

工作队领队魏东和西藏自治区昌都市

副市长卓嘎的热情接待。随后，医疗

专家和基金会工作人员在昌都会议中

心组织召开了座谈会，邀请福建省第

九批援藏工作队领队、昌都市政府领

导、昌都市各医疗机构领导，共同针

对如何有效开展大骨节病筛查义诊工

作进行了热烈探讨。

At 5:45 am on August 14, Liu Wei,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COSDF, and Lin 
Jianhao, the head of the national experts 
team for the treatment of Kaschin-Beck 
disease and skeletal fluorosis and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Arthritis Clinic & 
Research Centre of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and the chairman 
of Beijing Hou’ai Joint Health Charity 
Foundation, led the medical experts 
including chief physician of Department 
of Arthritis Clinic & Research Centre of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Li Hu, 
associate chief physician of Orthopedics 
Department of Beijing Chao-Ya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Wang Zhiwei, deputy director of Joint 
Surgery at Xi’an Red Cross Hospital Li 
Hui, PHD students in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Huang Heshuoyuan and 

Zhang Qingxi, and the staffs of COSDF and 
volunteers, to depart from Chongqing to 
Qamdo Bangda Airport in eastern Tibet. 
After arriving in Qamdo, the medical 
service team was warmly welcomed by 
Wei Dong, leader of the 9th batch of aid 
teams for Tibet from Fujian province, and 
Zhuo Ga, the deputy mayor of Qamdo 
City. The medical experts and the staffs 
of COSDF held a symposium in Qamdo 
Conference Center, and invited the leader 
of the 9th batch of aid teams for Tibet 
from Fujian province, leaders of Qamdo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leaders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Qamdo City, to 
discuss how to effectively screen people 
with Kashin-Beck disease and offer free 
medical diagnosis.

座谈会上，医疗专家积极分享了

近年来他们调研大骨节病病情现状及

成因取得的调研成果，并进一步对当

地政府给予本次活动支持与帮助表示

感谢。他们强调，治病是医者本分，

他们会尽力协助当地政府提高当地的

医疗服务质量，消除大骨节病。

At the symposium, the medical 

医疗专家带领志愿者、
基金会工作人员组织召
开工作布置会

医疗专家为患者进行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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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前来义诊的消息后，都早早的来到

义诊点等候。医疗专家和基金会工作

人员、志愿者一下车就投入到工作当

中。

On August 16, the medical experts, 
the staffs COSDF and volunteers intensely 
and orderly carried out screening and free 
clinic activity of Kashin-Beck disease in 
People's Hospital in Lhorong county. After 
local citizens learned that some medical 
experts from Beijing would offer free 
medical diagnosis in People’s Hospital in 
Lhorong county, many local patients with 
Kashin-Beck disease came to the hospital 
very early. The medical experts, the staffs 
of COSDF and volunteers immediately 
plunged into work after they arrived at the 
hospital.

义诊活动期间，医疗专家耐心为

前来就诊的居民诊断病情，并为病情

较为复杂的患者进行会诊。医疗专家

还细心的指导患者正确使用药膏，并

手把手教导患者如何进行康复训练。

为了能够给更多的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医疗专家连续工作数小时，闲暇之余

还不忘与当地医护人员探讨如何为患

者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During the free clinic, the medical 
experts patiently diagnosed their patients 
and held consultation for patients with 
complex diseases. The medical experts 
also carefully taught patients how to use 
the ointment correctly and how to take 
rehabilitation exercises. In order to provide 
medical services for more patients, the 
medical experts worked continuously for 
hours. While waiting for the next patient, 
the medical experts and local paramedics 
actively discussed ways to provide higher-
quality medical services for local patients.

一场特殊的座谈会，让医疗服务

团队有了更大的动力

A specia l  symposium g ives  the 
medical service team extra motivation

8 月 16 日下午，中央财政支持中

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西藏洛隆县大

experts shared their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causes and situation of Kashin-Beck 
disease in recent years, and expressed 
their gratitude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for their support and help. They stressed 
that treating diseases is their responsibility 
as doctors, they would try their best to 
help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ocal medical services and 
eliminate Kashin-Beck disease.

座谈会上，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

金会副秘书长刘伟对项目做了简要介

绍。他表示，基金会将发挥自身资源

优势，积极凝聚医学人才的力量，发

挥留学人员的智力优势，为当地大骨

节病得到有效控制和消除贡献自己的

力量。

At the symposium, Liu Wei,  the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COSDF, gav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pilot 
project of COSDF. He said that COSDF 
would give ful l  play to its  resource 
advantages, actively gather the strength 
of medical talent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intellectual advantages of overseas 

students, to dedicate to effectively control 
and eliminate Kashin-Beck disease. 

在当地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基金

会工作人员、志愿者陪同医疗专家，

来到昌都卡若区人民医院，指导骨科

手术室的建设工作。医疗专家针对手

术室的布置和规范管理提出了相应的

意见。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local staffs, 
the medical experts came to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Karuo District in Qamdo City, 
to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 orthopedic 
operating room, with accompany of 
the staffs of COSDF and volunteers. The 
medical experts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opinions on the layout and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the operating room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小医院迎来

“大医生”

The high-quality medical resources 
are distributing to less-developed areas, 
the small hospital ushers in the best 
doctors

8 月 16 日，医疗专家与基金会工

作人员、志愿者在洛隆县人民医院开

展了紧张有序的大骨节病筛查义诊活

动。当地大骨节病患者得知有北京专

医疗专家为年仅 11 岁的小患者联系上
学事宜，扶贫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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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节病社会服务试点项目座谈会在洛

隆县政府召开。

On the afternoon of August 16, a 
symposium of COSDF’s social service pilot 
projects regarding Kaschin-Beck disease 
in Lhorong county in Tibet, was held in 
Lhorong county government.

座谈会上，县委书记吴剑向与会

人员介绍了该县大骨节病的情况，对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组织的包括

民政部领导、国家大骨节病和氟骨症

治疗专家组和北京厚爱关节健康公益

基金会参与的义诊项目表示衷心的感

谢。同时，他也希望基金会能够持续

关注并支持该项目，为洛隆县的大骨

节病患者解除病痛。

During the symposium, Wu Jian, 
secretary  of  Lhorong County  Party 
Committee introduced the situation of 
Kashin-Beck disease in Lhorong county, 
and expressed heartfelt gratitude to 
COSDF for launching the social pilot 
project and organize the free clinic activity. 
Then he expressed gratitude to the care 
and support of leaders of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and the support and help of the 
national expert team for the treatment of 
Kaschin-Beck disease and skeletal fluorosis 
and Beijing Hou’ai Joint Health Charity 

Foundation. He also hoped that COSDF 
would continue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support the project to relieve the suffering 
of patients with Kashin-Beck disease in 
Lhorong county.

随后，民政部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项目办负责人齐桂国对中央财政支持

社会组织参与服务项目进行了简要介

绍，他表示，本次活动医疗专家们不

辞辛苦为藏族同胞们诊治、手把手教

当地患者进行康复训练、教他们如何

使用膏药等，让他深受感动。他表示，

本次项目从组织到实施都十分完善，

相信该项目的后续工作也会做的很好。

他祝愿本次活动能够顺利开展，并取

得圆满成功。

S u b s e q u e n t l y ,  Q i  G u i g u o , 
commissioner of project office of Social 
Organization Service Center of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gav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Central Finance Sup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Service 
Projects. He said that the medical experts 
have worked hard to offer medical services 
to Tibetan compatriots and carefully teach 
local patients how to take rehabilitation 
exercises and how to use ointment, and 
he is deeply touched. He said that the free 
clinic activity is perfect organization to 
implementation. He believed the follow-up 
work will do well, and he hoped that the 
free clinic activity could be successful.

一位年仅 10 岁的大骨节病患者在

父亲的带领下来到人民医院就诊。因

为无法像同龄的孩子一样正常活动，

出行需要大人的帮助，这位小朋友养

成了十分内向的性格。医疗专家和当

地医护人员在问及病情时，一直由小

女孩儿的父亲代她回答。医疗专家在

为这位小朋友问诊后，还不忘提醒她

的父亲，要让孩子养成自己表达需求

和想法的良好习惯。

There was a ten years old patient 
with Kashin-Beck disease was led by her 
father to the People's Hospital to see 
the doctor. The child developed a very 
introverted personality because she could 
not move normally like a child at the same 
age. When the medical experts and local 
paramedics asked how the little girl feels, 
they were always answered by the father 
of the child. After diagnosis, the medical 
experts also reminded the little girl’s 
father that he should encourage the child 
to develop a good habit of expressing her 
needs and thoughts.

大骨节病筛查义诊活动的结束，

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

The end of the screening and free 
clinic activity of Kashin-Beck disease marks 
a new beginning

本次义诊医疗专家为 317 名患者

提供了诊疗服务，为患者提供药品共

600 多盒。确定 19 名患者分三批到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拟进行手术及康复治

疗。

The medical experts provided free 
med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317 
patients, and provided more than 600 
boxes of medicines to patients. There were 
19 patients was diagnosed with severe 
Kashin-Beck disease, and they would be 
sent to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to get surgery and rehabilitation therapy in 
three batches.

患者分批赴京接受手术和康复治

疗

Patients come to Beijing for surgery 
and rehabilitation therapy in batches

10 月 24 日，首批 10 名大骨节病

患者抵达北京。 10 月 25 日上午，民

政部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项目办负责人

林剑浩主任介绍患者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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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桂国处长、项目会计师事务所和财

政部指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相关人员，

到北大人民医院骨关节科探望患者，

与患者亲切交谈，并鼓励他们积极配

合手术治疗，早日恢复健康。10 月 25

日下午，来自北大人民医院、北京协

和医院、北大医院的骨科专家召开专

家会诊会议。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

会秘书长庄亮参加会诊会。骨科专家

们结合患者体检报告、病历以及 X 光片，

对每一位患者的病情进行了充分了解

后，筛查出需接受双膝、双髋或单膝、

单髋关节置换手术治疗的患者，并逐

一分析、确定了每一位患者需要进行

手术的部位和手术医生，量身定制了

手术方案。10 月 28 日、10 月 29 日、

11 月 7 日，北大人民医院骨关节科林

剑浩主任、寇伯龙主任、李虎副主任、

李志昌副主任等专家为患者进行了手

术。手术顺利完成，患者康复情况良好，

已有部分患者出院返回洛隆县。第二

批 7 名患者于 11 月 13 日抵京，11 月

20 日，进行手术治疗。第三批 2 名患

者拟于近日抵京接受手术和康复治疗。

On October 24, the first batch of 10 
patients with Kashin-Beck disease arrived 
in Beijing. In the morning of October 25, 
Qi Guiguo, Commissioner of project office 
of Social Organization Service Center 
of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and staffs of 
accounting firm of the project and third-
party assessment agencies designat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came to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to visit the 
patients. They encourage the patients 
to actively cooperate with treatment. 
In the afternoon of October 25, medical 
experts from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held a consultation meeting. Zhuang 
L iang ,  secretary-general  of  COSDF, 
attended the meeting.  The medical 
experts identified patients who needed 
surgery on both knees, both sides of the 
hip, one knee and one side of the hip, 

after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patient’s 
condition. They identified the site and 
surgeon which required surgery of each 
patient, and optimized the operative plan 
for each patient. Director Lin Jianhao 
and Kou Bolong and Deputy Director Li 
Hu and Li Zhichang of the Department of 
Arthritis Clinic & Research Center of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performed 
surgeries for patients in October 28 and 29, 
and November 7. The patients recovered 
very well and some patients had been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and returned 
to Lhorong county. The second batch of 7 
patients arrived in Beijing on November 
13, and had surgery on November 20. The 
third batch of 2 patients will soon arrive in 
Beijing for surgery and rehabilitation.

2019 年 11 月 20 日下午，中国留

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卫洲在中

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庄亮、

副秘书长古兰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探望在这里接受治疗的中

央财政支持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

西藏洛隆县大骨节病承接社会服务试

点项目受助患者及其家属，为藏族同

胞送去温暖，受到了院方、医护人员、

藏族同胞的热情接待和欢迎。

In the afternoon of November 20, 
Cao Weizhou, chairman of COSDF, came 
to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to 
visit the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with 
the accompany of secretary-general of 

COSDF Zhuang Liang and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COSDF Gu Lan. They warmly 
welcomed by the staffs of the hospital and 
the Tibetan compatriots.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曹卫洲一行首先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红松、骨关

节科主任、北京厚爱关节健康公益基

金会理事长林剑浩，骨关节科支部书

记陈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

副主任医师李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骨关节科护士长郑群怡，北京厚爱关

节健康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蒋东芳和

患者及家属在人民医院进行座谈。

A symposium was held in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chairman of 
COSDF Cao Weizhou, secretary-general of 
COSDF Zhuang Liang,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COSDF Gu Lan, chairman of 
labor union and deputy party secretary of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Chen 
Hongsong, the head of the national experts 
team for the treatment of Kaschin-Beck 
disease and skeletal fluorosis and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Arthritis Clinic & 
Research Center of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and th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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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牢记报国使命，发挥所学所长服

务于社会的鲜活实例。基金会愿意与

林剑浩教授深度合作，为消除西藏地

方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Cao Weizhou, Chairman of COSDF, 
pointed out that COSDF’s Social Service 
Pilot Projects Regarding Kaschin-Beck 
Disease in Lhorong County in Tibet, is 
a med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jointly undertaken by COSDF and Director 
Lin Jianhao. The project reflect COSDF 
positively responded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requirement to be the talent 
pool of returning brains and the think 
tanks in offering suggestions and the 
new force in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of Beijing Hou’ai Joint Health Charity 
Foundation Lin Jianhao, branch secret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Arthritis Clinic & 
Research Centre of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Chen Jian, associate 
chief physician of the Department of  
Arthritis Clinic & Research Centre of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Li 
Hu, the head nurse of the Department of  
Arthritis Clinic & Research Centre of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Beijing Hou’ai Joint 
Health Charity Foundation Jiang Dongfang 
and the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 ies 
attended the symposium.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曹卫洲在座谈会上表示，中央财政支

支持。他希望，藏族同胞能够将党和

国家的关心、社会各界的关爱传达给

当地人民，为促进当地民族团结、社

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Director Lin Jianhao expressed thanks 
to the care and support of COSDF and 
leaders of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He hoped that the Tibetan 
compatriots could convey the care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the care and 
support of all sectors of the society to 
the local people, and contribute to the 
promotion of local unity, soci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陈红松副书记表示，基金会曹卫

洲理事长一行来医院看望病人，令他

感动。陈书记向曹卫洲理事长介绍了

人民医院的建院历史，他说，人民医

院设立的初衷是为人民服务，林主任

坚持联络社会各界力量，为西藏大骨

节病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为消除地方

病贡献力量，正是传承并践行人民医

院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希望藏族同

胞能够把人民医院当成自己的家，安

心养病，早日康复。

Deputy Secretary Chen Hongsong 
welcomed the visiting of Chairman Cao 
Weizhou. Then he gav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He said the mission of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was to serve 
the people, and Director Lin Jianhao 
offered free medical services to the 
patients with Kaschin-Beck disease, which 
was a heritage of the hospital's spirit of 
serving the people. He hoped the Tibetan 
compatriots could recover soon.

藏族同胞塔克代表患者及家属发

言。他说，他的妻子因为大骨节病失

去了劳动能力，穿衣吃饭都成了困难，

此次能够来北京接受治疗，他的妻子

恢复健康，他相信家里的经济条件也

会得到很大改善，十分感谢党和国家

的关心与支持，感谢中国留学人才发

展基金会组织的项目和在资金方面给

持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西藏洛隆

县大骨节病社会服务试点项目，是基

金会与林剑浩主任共同合作的医疗扶

贫项目，是基金会积极响应习近平总

书记对留学人员做留学报国的人才库、

建言献策的智囊团、开展民间外交的

生力军这一要求的重要体现，也是基

金会服务留学人才回国发展的重要实

践。他强调，人民健康才能实现全民

族走向小康。藏族同胞在接受治疗之

后能够实现经济自给自足，投身国家

生产建设，追求幸福美好生活，为加

快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打下了

坚实基础。他表示，林剑浩主任能够

坚持组织带领医疗团队多次往返藏区，

为提高当地人民健康水平和消除地方

病贡献力量，是留学人员不忘留学初

for overseas students, and also is the 
important practice for COSDF to serve 
overseas students to return to China. He 
emphasized that the Tibetan compatriots 
can achieve self-sufficiency, devote to 
national production and pursue a better 
life, which laid down the foundation of 
the building of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Tibet. He said that Director Lin 
Jianhao has organized and lead his medical 
service team go to Tibet for many times, 
and dedicated to improving the health 
conditions of local citizens and eliminating 
endemic diseases, which is a vivid example 
of overseas students give play to what 
they had learned to serve the society. 
COSDF is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Director 
Lin Jianhao, to help local government to 
eliminate endemic diseases.

林剑浩主任表示，手术治疗活动

的顺利进行要感谢中国留学人才发展

基金会和人民医院领导给予的关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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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的帮助，也十分感谢人民医院和各

位医疗专家提供的医疗服务。

On beha l f  o f  the  pat i ents  and 
their families, the Tibetan compatriot 
Tucker expressed thanks to the care and 
support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the support of COSDF and the medical 
support of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and the medical experts. He said 
that his wife suffered from Kaschin-Beck 
disease for many years, and he believes 
their economic condition will be greatly 
improved after his wife recovered.

随后，曹卫洲理事长在医疗专家

和医护人员的陪同下，走进病房，看

望当天的术后患者。曹卫洲理事长与

患者们握手交谈，鼓励他们积极配合

医生治疗，安心养病，争取早日恢复

健康。他还向藏族同胞表示，基金会

西藏大骨节病项目是对党和国家扶贫

攻坚政策的积极响应，希望大家牢记

党的恩情、国家的恩情、人民医院的

恩情，回到西藏之后为西藏的建设、

民族的团结作出贡献。

After the symposium, Chairman Cao 
Weizhou visited the patients who had 
surgery in the afternoon. He encouraged 
the patients to cooperate with treatment 
and strive for an early recovery. He also 
said COSDF launch the social service pilot 
projects regarding Kaschin-Beck disease to 
respond to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He hoped 
the Tibetan compatriots would remember 
the kindness of the party, the nation 
and the hospital,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ibet 
and local unity in Tibet.

公益项目的开展，源于对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期盼

The Launch of Public Welfare Projects 
stems from the expectation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据悉，大骨节病是西藏自治区地

方病中的主要病种之一。洛隆县作为

大骨节病重灾区，当地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问题十分突出。自 2017 年至今，

林剑浩带领下的医疗志愿服务团队不

断壮大，也逐渐获得了当地群众的信

任。2018 年，为助力西藏脱贫攻坚工

作的进行，用客观事实、鲜活案例讲

好西藏“扶贫故事”，中国留学人才

发展基金会携手医疗专家和志愿者，

加入了西藏地区医疗扶贫的行列。中

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先后 4 次派出

工作人员，随医疗专家团一起赴藏调

研和支持开展多指畸形手术治疗等公

益活动。2019 年，中国留学人才发展

基金会正式启动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

金会洛隆县大骨节病社会服务公益项

目，作为实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一项

内容。携手医疗专家，为西藏洛隆县

的患者送去温暖。

It is reported that Kashin-Beck disease 
is one of the main endemic diseases in 
Tibet. Lhorong county is one of the worst-
hit areas of Kashin-Beck disease, the local 
problem of poverty caused by illness and 
the reoccurrence of poverty because 
of illness is prominent. Since 2017, the 
medical service team under the guidance 
of Lin Jianhao has grown and gradually 
gained the trust of the local people. In 
2018, in order to help local government 
eliminate poverty and tell the stor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tory” in Tibet with 
objective facts and living cases, COSDF 
joined in the team of the med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of Tibet with the medical 
experts and volunteers. COSDF has sent 
staffs four times to Tibet with the medical 
experts to investigate local conditions an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elfare 
activities, including surgical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polydactyly. In 2019, COSDF 
officially launched the social service 
welfare program for Kashin-Beck disease in 
Lhorong county in Tibet, to contribute to 
the winning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campaigns. The COSDF will work with 
the medical experts to send warmth to 
patients in Lhorong county in Tibet.

曹卫洲理事长一行前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看望在京接受手术治疗的藏族同胞

送行途中，基金会特意安排绕行，途径天安门、故宫、国家大剧院等北京标志性景点，
满足藏族同胞们“到天安门看一看”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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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不淹，春秋代序。不知不觉间，我们的论坛已经举办了 17 届，我们的脚步已经丈量了 15 个春秋。2004 年 8 月，

在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总顾问王忠禹同志的倡导和关怀下，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

发起并组织第一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走入视野。15 年来，在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的关

心支持下，在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的领导下，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与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精

诚合作，在继承优秀品质的同时，不断寻求着创新和突破。

岁月犹如群山，年年秀出峰巅。站在 2019“山顶”回望，已经举办了 17 届的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

依然征尘未歇、步履矫健，依然紧扣时代脉搏、喷涌万千气象。这一路走来，论坛发出的铿锵之音、取得的累累硕果，

不仅助推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成为世界认识中国、展示中国魅力的窗口，更融汇于改革开放的洪流中，汇集成复

不忘初心，逐梦前行
——回顾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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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路上砥砺前行的强劲动能。

17 届、15 年，一段并不漫长的时光，确是一段绝不平凡的征程。作

为探讨中国企业国际化这一极具实践意义的高端论坛，历届论坛以其前瞻

性和引领性不仅为政界、学届、商界精英搭建了一个国际化、前沿性的交

流平台，更为推动中国企业的国家化进程，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合作中的

竞争力贡献着智慧和力量。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影响，成为研究中国企业‘走

出去’问题方面最具影响力的论坛之一。

这是什么样的论坛？走过了什么样的岁月？

这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论坛，走过了闯关破隘的岁月。“历届论

坛主题的选定均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意义。在紧密切合中国企业‘走出去’

实践的同时，又以高瞻远瞩的视角引发与会者的共同探讨，很多话题直到

今天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其标志性的主旨演讲和圆桌论坛所传递的政

策解读和经验阐述，为助力和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提高中国企业国

际合作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徐昌东如

是说。

这一路走来，论坛始终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和国家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和国

家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围绕中心而不丝毫游移中心、服务大局而不片刻偏

离大局。特别是近年来，论坛着重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创新创造等重大问题，围绕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

各界普遍关注、企业最为关切的难点问题，深入研讨，凝心聚力，多谋良策、

多出实招，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事实胜于雄辩，行动胜于语言

世界版图上，两条丝绸之路，恢弘而壮美：一条走陆路，从中国西安出发，

一路向西，跨越高原峡谷，穿越沙漠盆地，深入中亚腹地，通连欧洲；一

条过海路，从中国东南沿海，沿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直抵大西洋岸边。

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新活力，

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新机遇。桴鼓相应，论坛随之将目光聚焦在

这个重大战略上。2013 年 9 月，在习近平主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

想不久，当年 12 月第十二届论坛就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主题，

开设圆桌论坛，特别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嘉宾，就共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言献策。2014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

上刚刚宣布中国将出资 400 亿元成立“丝路基金”，当年 12 月第十三届

论坛将“一带一路”作为论坛主旨，邀请商务部、外交部领导，解读“丝

路基金”设立背景和内容，现场讲述“丝路基金”的适用范围、如何申请

等相关细节。该届论坛也因选题准确、内容丰富，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近百家媒体发布新闻稿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于论坛举办当晚进行

报道。

2018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行 5 周年。

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和人民获得

感显著提升，中国企业“走出去”动力也日渐强劲，对外合作步伐逐步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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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 12 月，第十七届论坛以“‘一带一路’5 周年和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为主题，就“一带一路”倡议与绿色生态

发展模式，“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过程中加快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当前贸易摩擦背景下中美贸易走向等问题

展开深入探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总顾问白立忱，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戴均良，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卫洲等领导同志分别对此发表看法。

2017 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在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开启了一个以“一

带一路”为基石的全球化的新时代，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构建了新的发展平台。12 月，第十六届论坛便以“新时代 

新机遇 新模式：‘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构筑经济全球化共享之路”为主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在致辞

中对本届论坛主题的时代背景进行了阐述：“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政策沟通不断深化，设施联通不断加强，贸

易畅通不断提升，资金融通不断扩大，民心相通不断促进，推动着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增进了亿万人民的民生福祉，

形成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实践证明，“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潮流、

适应发展规律、符合各国人民利益，具有广阔前景。

2016 年，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国际产能合作的布局之年，当年 12 月，第十五届论坛将主题

确定为“紧密结合‘一带一路’战略，积极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

人员联谊会）会长陈竺在致辞中精辟阐述了该选题的意义。他强调：“国际产能合作将形成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

国际产业体系重构的新动力。我们要从改革开放大局出发，按照中央‘一带一路’战略部署，引导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以‘一

带一路’建设为主攻方向的国际产能合作，搭建合作平台，创新体制机制，团结互助、携手努力，为推动‘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实现与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书写新的华章。”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戴均良在主旨演讲中指出：留学人

员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也是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留学人员在推进“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参与国家经济建设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将自身事业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紧密结合，共享发展机遇。

2015 年，第十四届论坛的选题“中国制造 2025，助推‘一带一路’”同样备受赞誉。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全

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介绍了选题的时代背景，他指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将开放发

展同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一起确立为我国发展的五大理念。强调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

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性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

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副司长周振成说：

“论坛共同研讨中国制造 2025 助推‘一带一路’，积极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在着力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不断深化双边务实合作背景下，可谓恰当其时。”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宋晓刚在演讲中指出，推动中国制

造由走出去到走进去，要适时评估现有的支持企业“走出去”政策项目并加以调整。

时任商务部副部长陈健则对第九届、第十届论坛的主题“中国文化产业如何更好地走出去”“中国企业走出去与

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赞赏不已。他在这两届论坛上都做了主旨演讲，详细介绍了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情况，

并分别就境外企业与当地社会融合、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应该具备的素质、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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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际能源合作的机遇和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安全”为主题的第六届论坛，之所以至今仍被人屡屡提及，不仅

因为与会嘉宾人才济济、阵容豪华，更因为那些切中肯綮、直击要害的意见和建议。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企业家联

谊会总顾问王忠禹的讲话高屋建瓴。他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参与能源开发利用尚有技术和管理方面的

差距，但也有我们的优势。时任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的发言幽默到位。他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利用好外交资

源，因为“有的时候它可以起到‘四两拔千斤’的作用。” 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欧新黔的发言坦率真诚。她说：“随

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国际资本流动日益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特点。国际资本规模扩张的速度不断加快。银行、

证券、保险等服务行业日益成为国际资本优先考虑的重点领域。”时任美国华旗集团的执行董事库恩的发言贴近实际。

他说：“如果一家中国公司想扩大自己的市场销售渠道，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并购那些高质量的中型公司，而不是质量

很差的大型企业”⋯⋯气氛活跃、生动，观点新锐、务实。这既是一次思想火花的碰撞，更是一次集思广益的汇合，

有助于企业在“走出去”的进程中规避金融风险、增强国际竞争力，对保障我国的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产生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2006 年，第四届论坛重点讨论了“中国粮食安全与合作”，准确预测了粮食安全将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因素；

2007 年，第六届论坛以“国际能源合作的机遇，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安全”为主题，准确预测了全球金融危机，为“走

出去”的中国企业提出预警与建议；2011 年，中国政府将发展文化确立为重大国策，而在 2010 年召开的第九届走出

去论坛上，前瞻性的确立了“中国文化产业如何更好的走出去”这一主题；在世界经济形势日益复杂带动能源价格大

起大落的国际大背景下，第十届论坛围绕“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展开深入研讨，为我国从能源出口国到能源进口国

提供智力保障⋯⋯这些实实在在的成果，使论坛在众多的社会组织中独树一帜、熠熠生辉。

这是精心筹划、求真务实的论坛，走过了风雨兼程的岁月。从最初的百余人增至到如今每届 700 余人、海外人士

达到百余人、参会国家和地区累计超过 70 多个，论坛的辉煌，是从实干中创造出来的，是从强烈的责任心和担当意

识中创造出来的。从论坛主题到主旨演讲，从议程的确定到成果的形成⋯⋯论坛的组织，处处可见匠心。辉煌背后，

有着许多默默无闻的奉献，有着殚精竭虑的智慧和心血。灵活的形式，丰富的内容，务实的作风，丰硕的成果，已经

是与会人员对论坛的普遍印象。

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过：陈竺副委员长，白立忱副主席对论坛倾注了大量心血

并连续多次到会致辞，王忠禹副主席还是论坛的倡议者和坚定有力的支持者；相关部委领导来过：傅志寰、刘仲藜、

贾志杰、钮茂生、曾建徽、陈喜庆、张向晨、石万鹏、马颂德、陈健、王文东、王晓初、陆宇澄、傅征等众多部委时

任或现任主要领导，以及中央统战部、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国家能源局等单位主要负责人都曾多次

出席论坛；美国、法国等驻华大使馆官员和国际友人来过：美国花旗集团、摩根斯坦利、瑞银集团、中德证券集团、

诺华中国、中船重工、中盛粮油、中旅集团、中房集团、神华集团、三一重工、深圳雅图等国内外大型企业 CEO 代

表在论坛上发出了他们的声音⋯⋯如今，论坛已发展成为一个群英荟萃、具有深远影响力的高端交流平台，成为欧美

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一张金灿灿的名片。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改革大业永无止境，论坛的发展前后相续。在新的道路上，我们仍将飘扬着理想的旗帜，

用今天的努力浇筑明天的辉煌。不忘初心，逐梦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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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 
2018 年 12 月 1 日，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欧美同学会

企业家联谊会发起组织的第十七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在京召开。

本届论坛以“一带一路”5 周年和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为主题。由大会主席、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昌东主持。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总顾问白立忱，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戴均良，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卫洲等领导

同志出席本届论坛并致辞，第十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原铁道部部长、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名誉会

长傅志寰，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资深顾问、原理事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马文普，中央军委科委总

顾问、原总装备部副部长唐贤明等领导同志出席本届论坛。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常

务副主任魏建国，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党组书记、秘书长王丕君出席本届论坛并做主旨演讲，中美

双边关系资深顾问、“柳林海号”首航主要推动者和亲历者斯坦利·贝尔，生态环境部中国——东盟环保合作中心

副主任周国梅等 5 位中外嘉宾出席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本届论坛设立两场圆桌论坛，主题分别为：“绿色 保护 行稳 致远——绿色生态与知识产权保护”和“互利 共

赢 走深 走实——中美贸易回顾与展望”。第一场圆桌论坛就积极创新合作模式，保障生态环境安全，推进绿色“一

带一路”建设，让“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更好享受绿色发展带来的实惠，推动实现区域经济绿色转型等问题进

行讨论。第一场圆桌论坛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诚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立群主持。

第二场圆桌论坛回顾了中美经贸历史，并以此为基础，共同探讨了当前中美贸易现状下的双方合作与共赢等问题。

第二场圆桌论坛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金融风险研究中心主任邓旭主持。

生态环境部中国——东盟环保合作中心副研究员周军，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张平，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委副书

记、市长李玉刚，广东省梅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棕会，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平台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于立彪，美国大

学联盟 ACL China 总干事江冰，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

司暨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刘波，联合国儿

童基金香港委员会主席、香港华菁会主席陈晴，美中国际

商务高级研究院院长、美国艾森伯格法律 集团高级顾问夏

善晨，美国波谱航空系统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 Frank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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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ha，中国口岸协会副会长、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苗齐田，河北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

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一带一路研究院研究员梁勇，欧美同学会加拿大分会会长、加达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闫长明等

嘉宾围绕圆桌主题进行了精彩分享。

12 月 2 日，大会分论坛以“一带一路 5 周年：自主创新 国际合作创新”为主题，在海淀区中关村东升国际科

学园举行。通过政策解读、项目发布等方式，进一步团结广大留学人才立足自身创新创业优势，以留学报国之志，

积极投身于我国科技创新大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贡献力量。

第十六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 
2017 年 12 月 11 日，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

员联谊会）、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主办，欧美同学

会企业家联谊会发起组织的第十六届中国企业实施“走

出去”战略论坛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本届论坛以“新时

代 新机遇 新模式：‘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构筑经济全

球化共享之路”为主题。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通

用航空发展协会会长、美国美中投资基金董事局主席徐昌东致辞。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党组书记、

秘书长王丕君主持本届论坛。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副会长宋朝义做论坛主旨演讲 ,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徐向春、安柏瑞德航空大学校长 Barry Butler 做主题演讲。

本届论坛以“五通”为重点，设立两个圆桌论坛，第一圆桌主题为新时代下“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通用航空

的发展机遇。圆桌论坛嘉宾围绕通航产业发展与政策、紧急救援、通航小镇规划与探索等话题进行经验交流与分享。

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金融风险研究中心主任邓旭主持。第二圆桌主题为“一

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与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由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诚通国

际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立群主持。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美中投资基金董事局主席徐昌东、海淀区

人民政府副区长、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委会主任李长萍、国际应急管理学会副主席曲国胜、国家“千人计划”

专家，北京天骄航空产业投资公司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光秋、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欧美同学商

会副会长、商银信支付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林耀、美国波谱航空系统公司总裁 Frank Blaha、克危克险安全公

司董事长袁铁、中组部首批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李志旭、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北京大学国际经营管理研究所所长张国有、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吴玉华、加达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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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公司董事长、欧美同学会加拿大分会会长、海归创业学院执行院长闫长明、旺集科技集团董事长兼 CEO 林思明、

万户通总经理张阁、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刘学围绕圆桌主题进行了精彩分享。

12 月 12 日，海外项目发布会围绕着十九大以来企业所聚焦的热点领域，结合我国制造能力强、技术水平高、

国际竞争优势明显、国际市场有需求的重点项目，邀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项目代表，将通过论坛平台推介和发布

本国投资环境、发展商机、优质投资项目。本届论坛期间，还举行“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国际生命科学研究院”、“中

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国际健康食品工程研究院”、“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首都国际人才港朝阳示范基地”、“民

生公益 833 项目”的揭牌仪式。这是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服务国家战略，围绕业务宗旨，发挥基金会平台优势，

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和人才创新创业、人才管理改革创新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

第十五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 
2016 年 12 月 17 日，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指导下，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中国留学人才

发展基金会主办，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承办的第十五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

重召开。本届论坛以“紧密结合‘一带一路’战略，积极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为主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会长、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名誉理事长陈竺，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戴均良，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卫洲出席论坛并致

辞。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美国美中投资基金董事局主席、中国通

用航空发展协会会长徐昌东主持。国家发改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副司长吴红亮做论坛主旨演讲。中美双边关系

资深顾问斯坦利贝尔，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常委曲阳分别围绕“中美通用航空的发展分析”、“香港在‘一带一路’的功能和定位”、“中国中冶新兴

产业的领跑者”做主题演讲。

论坛设有两个圆桌论坛。第一圆桌论坛主题是“中国通用航空的社会化和国际化之路”。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

联谊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金融风险研究中心主任邓旭主持。第二圆桌论坛主题是“‘一带一路’与

国际产能合作”，由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欧美同学会留苏商会会长、中国诚通国

际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立群主持。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徐昌东、

中国紧急救援促进中心顾问乔泰阳、安徽省

铜陵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黄化锋、中冶京诚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刘波、原中国航空

工业第二集团公司办公厅主任李慧、清华大

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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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副会长夏善晨、美国波谱航空系统公司总裁 Frank R Blaha；中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凌志、中交建中国

港湾俄罗斯公司总经理李通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国际部副处长王海燕、南开大学金融学讲席教授田利辉、

加达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闫长明、美国富理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萨思力作为圆桌论坛嘉宾，围绕圆桌主题进行了精

彩分享。

第十四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 

2015 年 12 月 6 日， 由 欧 美 同 学 会 企 业 家 联

谊会组织发起，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

会）、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第十四

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在人民大会堂

隆重召开。

本届论坛以中国制造 2025  助推“一带一路”

为主题，共同探讨了在新常态下制造业如何实现转型升级，更好地助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可持续发展，为我国“一

带一路”重大战略的实施助力。

大会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美国美中投资基金董事局主席、中

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会长徐昌东主持。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总顾问白立忱同志出席

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欧美同学

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党组成员、中联部原副部长马文普出席论坛并致辞。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副司

长周振成作主旨演讲。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赞柯安平，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宋晓刚，中美双边关系资深顾问斯坦利·贝尔，美国曼卡托明尼苏达大学校长理查德·戴文波特做主题演讲。

论坛设有两个圆桌论坛。第一圆桌论坛主题是““中国制造 2025：中国品牌国际化道路（中国创造）”。由欧

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金融风险研究中心主任邓旭主持。第二圆桌论坛主题是“中

国制造 2025：中国品牌国际化道路（中国创造）”，由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欧美

同学会留苏商会会长、中国诚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立群主持。

第十三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 
2014 年 12 月 12 日 , 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组织发起，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中国留学人

才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

论坛主题是“多元文化：适应、兼容、发展”，旨在探讨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和中国倡导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形势下，中国企业走出过程中面临中外文化差异时如何适应、兼容、发展，通过不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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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风俗和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更好的沟通与理解，使之转化成为企业发展的潜力和动力。

大会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美国美中投资基金董事局主席、中

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会长徐昌东主持。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会

长、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名誉理事长陈竺同志，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同志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党

组成员、中联部原副部长马文普出席论坛。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创会会长、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原董事、总经理、

首钢集团原副总裁冯志成致欢迎辞，商务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张向晨做主旨演讲。北京首都创业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刘晓光、北京约瑟投资有限公司总裁陈九霖、中美双边关系资深顾问 Stanley Barer、美国华盛顿中心主席

Alan Blinken、美国国际旅游公司董事长 Noel Irwin Hentschel 、美国驻华大使馆原商务公使 William Zarit、美国

美中关系委员会原主席、卡耐基亚洲活动的非常驻高级官员 John Holden 出席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

论坛设有两个圆桌论坛。第一圆桌论坛主题是“中国企业海外：文化适应与兼容”。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

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金融风险研究中心主任邓旭主持。第二圆桌论坛主题是“一带一路中的跨国企

业文化”，由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欧美同学会留苏商会会长、中国诚通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立群主持。

12 月 13 日，海外项目发布会在国贸大酒店举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驻华商务主管受邀出席了本次项目

发布会。会上发布了能源、装备制造、交通、教育、生物医疗、通讯、互联网、文化产业等领域的 10 个投资项目。

发布会上，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副司长刘劲松向与会嘉宾介绍了“丝路基金”的政策及申请。发布会有来自中国、美

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加拿大、哈萨克斯坦、柬埔

寨、塞浦路斯、希腊、日本、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

的 200 多位企业代表出席。中外企业家就 18 个项目达

成了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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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 
2013 年 12 月 8 日 , 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企业实施“走

出去”战略论坛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

作为欧美同学会成立 100 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第十二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将目光锁定“海外并购 :

回顾与展望”，就中国企业对外发展的当前重大主题进行深层次解读，旨在总结中国企业“出海”的经验，分析中

国企业国际化呈现的特点，识别中国企业对外发展的年度性重大趋势，探索“全球企业”的发展路径，助力中国企

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最优资源。沿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发展路线图，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持续发力。

大会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美国美中投资基金董事局主席、中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会长徐昌东主持。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同志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讲话。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党组副书记、副

会长、原铁道部部长傅志寰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欧美

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马文普，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创会会长、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原董事总经

理冯志成分别致辞。商务部主管“走出去”的部领导，美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威廉·蔡瑞德，美国船王、中美官

方在中美双边关系上的资深顾问 Stanley Barer，与海外并购相关的企业代表等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两个圆桌论坛分别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金融风险研究中心主任邓旭，

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欧美同学会留苏商会会长周立群和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陈忠苏主持。第一圆桌论坛围绕“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回顾与展望”主题，邀

请知名专家、学者、并购企业、投融资机构代表，解读在“无国界经营、全球竞争”的新格局中，基于国际化经营

的视野、理念、方法等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寻求在新的环境和形势下，中国企业的全球发展之路。第二圆桌论坛以

如何参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主题，特别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嘉宾，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建“新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建言献策，促进上合组织成员国企业优先发展，为“共同谱写丝绸之路文明发展新篇章”贡

献力量。

12 月 9 日，大会举行的海外项目发布会上 , 来自中

国、美国、俄罗斯、加拿大、阿塞拜疆、乌克兰、哈萨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塞浦路斯、希腊、罗马尼亚、

法国、日本、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 400 多位企业

代表，进行了能源、装备制造、交通、教育、生物医疗、

通讯、互联网、文化产业等领域的海外项目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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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 
2012 年 12 月 9 日，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主办，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联合主

办的第十一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论坛以“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推进装备制造业的国际化”为主题，总结中国装备制造企业走出去与国际接

轨的经验教训，探讨更科学和更有效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凝聚海内外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的共同智慧，探索出一

条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变革之路。

论坛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美国美中投资基金董事局主席、中国直升飞机产业发展协会会长徐昌东

先生主持。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同志，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创会会长、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原董事总

经理总裁冯志成，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马文普，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科

技部原副部长马颂德出席并致辞。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商务参赞周振成先生、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

王瑞祥先生、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William Zarit 先生作主旨演讲，美中双边关系领域中美官员资深顾问

Stanley Barer 先生，中港国际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 David 先生，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校长 Richard Davenport 先生

分别做了精彩的主题演讲。

大会设有两个圆桌论坛，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金融风险研究中心主任

邓旭和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中国诚通国际副总经理周立群联袂主持。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

陆仁琪，中国工业报社社长陈卫，三一重工副总裁、国际经营计划总部总监贺东东先生，中国北车（唐车）集团副

总经理甄大伟，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波，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总裁 Valerii Petrenko（瓦烈里），

美国爱荷华大学教授、美国法摩康集团董事长王小村等深谙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和企业国际合作之道的各界精英，围

绕“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转型与升级”和“全球视野下中国装备制作业的战略布局与合作”展开了深入探讨，发表独

到见解，为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的良性健康发展建言献策。

本届论坛还特别增设了海外项目发布会环节。12 月 10 日，在大会分会场渔阳饭店召开了针对我国飞机、船舶、

汽车、铁路、新能源等高端装备制造业，与

美国、津巴布韦、加拿大、俄罗斯、意大利、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塞浦路斯、希腊、

乌克兰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对接项目的发布

会，近三十多个项目进行了现场发布和商洽，

为中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注入新的助推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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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 

2011 年 12 月 12 日，由欧美同学会企

业家联谊会主办、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

协办的第十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

论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论坛主题是：“中

国企业走出去与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

论坛由美中投资基金董事局主席、欧美

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徐昌东先生主持。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总顾问白立忱同志，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党组

副书记、副会长、原铁道部部长傅志寰同志，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马文普

同志，大会主席、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创会会长冯志成同志出席大会并致辞。商务部副部长陈健同志做了主旨

演讲。国家能源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顾骏女士，中美清洁能源论坛主席 Stanley H. Barer，美中企业家联合会副主席、

布什总统亚太事务委员会主席 (2004-2007)Rudy Pamintuan，分别围绕论坛主题做了精彩主题演讲。

论坛设有两场圆桌论坛，圆桌一的主题为：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的经验得失，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会副会长、

佩克集团公司总裁周立群主持，中美清洁能源论坛美方首席执行官薄锐斯（Dennis Bracy）,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

所所长韩文科，加拿大加达国际商务投资资询公司总裁闫长明，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长王俊文，中国国际问题基金

会能源外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文林，山东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艾衔武，金风国际控股公司副总经理高金山，美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秘书长，美国华尔财富集团董事长温力，分别围绕中国能源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

机遇与挑战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圆桌二的主题为：金融资本及相关资源在能源国际全作中发挥的作用，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理事、大和

资本中国区主席、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常务理事兼国际委员会主席高志凯主持，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研

究员、中国企业海外发展与投资风险研究中心主任邓旭，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竺农范，优势资本合伙人吴克忠，

安永会计事务所中国区董事长葛明，渤海银行总行常务副行长张士明，中国民生银行贸易金融事业总裁助理李勇，

中国民生银行能源金融事业部总监位洲，分别结合自己的专业领域，就能源国际全作中金融以及相关资源所发挥的

作用发表了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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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 
2010 年 12 月 10 日，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主办、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协办的第九届中国企业实施“走

出去”战略论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论坛主题是：“中国文化产业如何更好地走出去”。

论坛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美中投资基金董事局主席徐昌东先生主持。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白

立忱同志，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党组副书记、副会长、原铁道部部长傅志寰同志，欧美同学会企业

家联谊会创会会长、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原董事总经理、首钢集团原副总裁冯志成同志，北京市原副市长、时任中国

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陆宇澄出席了大会并致词。商务部副部长陈健同志做了主旨演讲。文化部外联局副局长

于芃，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做主题演讲。

第八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 
2009 年 12 月 6 日，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主办的第八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在人民大会堂

成功举办。论坛主题是：“后经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应对世界投资贸易新格局”。

论坛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美中投资基金董事局主席徐昌东先生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同志，

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会长、原铁道部部长傅志寰同志，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

会创会会长冯志成先生出席了会议并致词。商务部副部长陈健同志做了主旨演讲，美国纽约医学院药理系主任麦基

夫先生、美国纽约市原常务副市长 Peter Power 先生、美国交通运输部副次长杰龙先生、河北省秦皇岛市人民政府

市长朱浩文先生、吉林辽源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兆华先生等做了精彩发言。

论坛设有两场圆桌论坛，分别由瑞银集团中国区主席、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李一先生，信中利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汪潮涌先生主持，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高坚先生，秦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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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胡英杰先生，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竺农范先生，香港全景投资董事

总经理 Bruce Alter 先生，美中投资促进会总法律顾问兼秘书长陈小敏先生，中德证券 CEO 王仲何先生，摩根斯坦

利董事总经理季卫东先生，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教授周泽奇先生，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兼 CEO 陈宏先生，

国际领袖基金会执行长董继玲女士，美国加州参议员暨加州参议院共和党主席 Bob Huff 先生，共同基金董事总经

理 Andreas Calianos 先生，高级经济学家、研究员、中国银行研究部副主任王元龙先生，中信产业基金总裁吴亦

兵先生，ChinaVest 董事长 Robert Theleen 先生，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药理系主任曹之宪先生等分别围绕主题——

经济危机后走出去战略的重新思考、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战略选择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第七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
2008 年 12 月 19 日，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以“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面临的挑

战和机遇”为主题的第七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

论坛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美中投资基金董事局主席徐昌东先生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企

业家联谊会总顾问王忠禹同志出席了会议并致开幕词。论坛安排了两场圆桌论坛，邀请了美国联邦全国商业发展总

署副总署长董继玲，诺华中国总部中国区总裁、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理事李振福，万盟并购集团董事长、全

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王巍，美国资本市场顾问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理事黄华国，CW 

Downer Co. 上海代表处总监、首席代表 Michael Meagher，法国巴黎证券（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兴动，

美国德通寰球资本有限公司总裁、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理事陈毅松，美国联邦交通运输部航空政策副次长杰龙，

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董事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中国中旅总社董事长、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副会

长刘家骧，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总裁熊焰，新加坡凯德置地中国控股集团北京地区营运总经理毛大庆，河北曹

妃甸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刘庄生，加拿大加达商务投资集团总裁闫长明，天津聚龙集团董事长杨学犟等嘉

宾发言。圆桌论坛分别由信中利国际控股公司董事长、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汪潮涌，伟达（中国）公共

关系顾问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孙玉红女士主持。座谈嘉宾就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纷纷发表

了自己的看法。

第六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 
2007 年 12 月 14 日，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人民日报海外版联合在人民大会堂成功举办了第六届中国企

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

论坛主题为“国际能源合作的机遇，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安全”。论坛由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美中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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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董事局主席徐昌东先生主持，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大会主席冯志成先生致欢迎词。全国政协副主

席、企业家联谊会总顾问王忠禹同志出席了会议并致开幕词。国家发改委产业司司长辛国斌先生、外交学院院长

吴建民先生、美国花旗集团公司执行董事 Robert Lawrence Kuhn 先生、原纽约规划局局长 James  Chin 先生、

Precision Wells, LLC 主席 James W Vititoe 先生等嘉宾分别从金融安全、能源与金融安全、有效利用外交资源、

德州的石油和中国的合作等方面作了精彩发言。

圆桌论坛邀请了美国花旗集团公司执行董事 Robert Lawrence Kuhn 先生，瑞银集团中国区主席李一先生，神

华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玉卓先生，辽宁石油化工大学教授、辽宁博达集团副总裁李季先生，高盛（亚洲）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先生等嘉宾参加，由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企业家联谊会理事高志凯先生主持。参加

座谈的嘉宾就中国在国际能源合作的机遇与金融安全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第五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
2007 年 3 月 26 日，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小企业对外合作协调中心、中国中小企业

国际合作协会、意大利拉齐奥大区发展委员会、意大利欧亚贸易商会在人民大会堂成功举办了第五届中国企业实施

“走出去”战略论坛。

为了使此次论坛更加务实，企业家联谊会决定重点推动向具体的国家实施 “走出去”，再次牵手国家发展改革

委中小企业对外合作协调中心，将论坛主题确定为“了解意大利，合作欧盟”。论坛上意大利政府和相关组织介绍

了意大利及欧盟引进外资的法律政策环境，介绍了重点的投资引进项目和一些引进外资合作的案例。中国相关部门

领导全面介绍了中国中小企业走出去的状况与走出去的有利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给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很好

的指导意见。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冯志成、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欧新黔、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

会长郑斯林、意大利国际贸易部副部长马乌罗·阿戈斯蒂尼、罗马市市长瓦尔特·维特罗尼、意大利驻华大使谢枫、

意大利拉齐奥大区发展委员会主席简卡罗·埃利亚瓦洛里、意大利欧亚贸易商会主席孙圣德、意大利图奥集团董事

长托尼诺·法兰达出席论坛并致词。

第四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
2006 年 12 月 22 日，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对外合作协调中心、第一财经日报共

同在人民大会堂成功举办了第四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暨《中国中小企业“走出去”服务指南》首发式。

论坛的议题包括：积极支持和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去、跨国经营与企业社会责任、知识产权的保护与交流和中国

粮食安全与合作等。

论坛由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美中投资中心董事局副主席徐昌东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企业家联谊会总顾问

王忠禹 ,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欧美同学会党组书记陈喜庆 ,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欧新黔 , 商务部部长助理王超 , 中国知

识产权局国际司司长吕国良 , 日照市委书记李兆前 , 美国 Sino Veritas 总裁 Donald B.Lifton, 中盛粮油工业控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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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主席廉华等嘉宾在论坛上发言。

第三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 
2005 年 12 月 18 日，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商务部对外经济合作司联合主办第三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

战略论坛在中国大饭店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主题“聚焦跨国并购”。 

论坛上，发言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跨国并购问题作了探讨，题目包括：2006 年世界及中国宏观经济前景展望，中

国企业海外投资发展趋势、法律环境、立法和政策导向，全球企业并购的概况及发展趋势，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现状、

趋势及对策，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挑战和机遇，中国本土企业在海外兼并收购的实践经验等。圆桌论坛上，企业家

和学者与来自国际金融巨头、商界和政界的精英们进行了面对面交流。众多的企业家就企业寻求海外投资市场和拓

展境内外并购实践交流了经验、想法和心得。

论坛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美中投资中心董事局副主席徐昌东先生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欧美

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总顾问王忠禹先生 , 商务部部长助理陈健先生 , 摩根斯坦利副总裁季卫东先生 , 瑞银集团（UBS）

中国区总裁李一先生 , 联想集团副总裁白慧敏女士 ,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冯志成先生在论坛上发言。

第二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
2004 年 11 月 29 日，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联合国家环保总局、瞭望周刊社在北京中国大饭店共同举办了

第二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主题为“中国绿色竞争力与‘走出去’战略”。 主题紧密结合政府、企业、

公众联盟推进中国环境保护事业，集中讨论了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可循环利用为核心内涵的“绿色竞

争力”在政府、企业和公众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和应用，更全面地界定绿色竞争力的内涵和外延，分析了绿色竞争力

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作用。 

论坛得到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忠禹同志、国家环保总局有关领导人，以及商务部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全国政

协副主席王忠禹、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安徽马鞍山市市长姚玉舟、发改委产经所主任高粱、商务部对外

合作司副司长赵闯、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杭州富可达集团董事局主席徐水连等在论坛上发言。

第一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
2004 年 8 月 27 日，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在中国大饭店举办了主题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战略实践”的圆

桌论坛。论坛集中围绕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基本问题展开，讨论了海外投资现状和瓶颈，分析了一些中国企业海外

投资成功案例。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总顾问、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忠禹同志在论坛上作主题发言。商务部对外经济合作司副

司长赵闯同志就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具体政策进行介绍，并高度肯定了论坛对推动实施“走出去”的战略的

积极意义。来自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拥有丰富海外投资经验的额企业家、以及中国政府企业

海外投资管理部门的相关领导就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话题，展开了互动式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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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晴朗的夜晚，在河北兴隆山间的望远镜都会打开穹

顶，接收来自宇宙的光和信息。这个以中国古代天文学家郭

守敬命名的望远镜，是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光谱望远镜。它的

每一次曝光，能同时获取 4000 个天体的光谱。

星空之中，隐藏着无尽的奥秘，我们从哪里来？又将去

往何方？遥远的光年之外，有没有另一个家园？这古老的疑

问与好奇驱使着我们去拥抱和触摸未知的空间。

火箭发动机

火箭，目前只有它的巨大推力能帮助我们挣脱地球的引

力，飞向远方，而我们究竟能飞多远，主要依赖于火箭的心

脏——发动机。

西安，这座古老城市里，中国最先进的火箭发动机正在

生产。这台推力 120 吨级的发动机，使用高效清洁的液氧

和煤油作为燃料，能在 70 秒内，把 80 吨重量送到珠穆朗

玛峰上，目前全世界只有俄罗斯和中国掌握了核心技术。为

了让这款发动机拥有强大推力和更高效率，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六院液氧煤油发动机副总设计师陈建华团队还面临着很

多问题。涡轮泵在运转时会产生极大的压力，保证核心部件

涡轮泵的稳定运转，是其中一道难关。这样的压力可以把黄

浦江的水抽到海拔 5000 米的青藏高原。为此，涡轮泵中的

离心轮要达到每分钟约 2 万次的转速，这会产生巨大的离

心力，任何细微的技术瑕疵都可能使离心轴撕裂，甚至发生

爆炸。

为了这款先进的火箭发动机，人们努力了整整 17 年。

现在，他们决定去挑战更高的目标。几天后，发动机又将进

行一项新的试验。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准备，这是一次开创

 创新中国（五）

空海

我们生活的世界，只是沧海一粟。向上，无数星辰构建的广袤空间 始终神秘莫测；向下， 海洋的幽暗深处，

至今鲜有人类的身影。对空间和海洋的探索与开发，是大国竞争的战略高地，因为它标志着国家的实力，也意味

着未来的机遇。

性的尝试，成果将应用到未来的新开火箭发动机上。这款发

动机的设计推力，从现有 120 吨跃升至 500 吨，如果研制

成功，中国航天运载能力将提高五倍左右，这会给中国的太

空探索带来质的飞跃。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副院长李斌说：“不仅仅是推力

增高了它的研制难度，技术风险也大幅增加。因为火箭发动

机本身是一个能量、密度非常集中的动力装置，而且是所有

动力装置中，能量、密度最大的一种动力装置。”作为 500

吨级火箭发动机的设计总负责人李斌对这次试验充满期待，

他们要验证一项关键技术的可行性。

火箭在发射过程中，整个发动机机身一直在不断的摆动，

就像汽车方向盘通过摆动来调整喷射角度，控制火箭的方

向。但是，随着发动机推力增加，它的体积和重量就会更大，

摆动难度也会大大增加。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改

变之前发动机整体摆动的模式，只让它的一部分参与摆动。

为此，陈建华和李斌花费了整整两年时间，现在发动机安装

到位，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

试验即将开始，测控大厅里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试车

的持续时间只有几十秒，但任何一个部件或技术环节出现瑕

郭
守
敬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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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来检测钻进过程遇到不同阻力时的状态。试验还在持续，

赖小明团队要把可靠性做到最高。钻取月壤只是这次月球探

险的一个环节，当携带月壤的上升器点火升空，另一个关键

时刻又将到来。由于燃料不足，上升器已无力返回地球，它

必须与轨道器对接，并将月壤转移到返回器，最终回到地球。

遥远的月球轨道上，它们只有短短三个半小时来完成交会对

接，稍有差池，便前功尽弃。

这是我们首次在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这是一个全新

的任务。新的目标带来新的挑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GNC 分系统副主设计师郑永洁团队正在准备开始一次交会对

接的试验。要在遥远的月球轨道完成交会对接，有很多困难

亟待解决。在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定位导航卫星和地面

测定轨系统的支持非常有限，这意味着交会对接的过程需要

依靠“嫦娥五号”自己来完成。郑永洁团队的任务就是给“嫦

娥五号”一个大脑和一双眼睛。如果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可以

提供足够精确的信息 ，“嫦娥五号”的智能大脑就可以完

成自主控制，这双眼睛就是测量敏感器。要保证对接的成功，

它需要具备超强的能力。为了保证精准对接，郑永洁团队给

这双眼睛安装了一系列新型设备，今天的试验可以验证他们

的解决方案 是否可行。

迄今为止 , 全世界有 12 个人踏上过这片荒芜神秘的土

地，但在另一个神奇的领域到达过的人类还不足 12 人。

" 深海勇士 "号

海洋，生命的起源。如果没有海洋，我们的家园将不

复存在，但我们对它的了解也微乎其微，特别是深度大于

6000 米的幽暗之处。

疵，都可能停车失败，极端情况下甚至发生爆炸。重型火箭

发动机的技术难关正在被一点点攻破，不断进步的技术将把

中国人带向更远的深空。

月球，我们熟悉又陌生的星球。那里有很多未知的秘密

在等待我们去探索。2004 年至今，中国探月工程已经完成

了环绕月球探测和月面软着陆。中国探月的下一个目标是从

月球上进行月面采样，获取月壤之后通过一系列复杂技术环

节，把样品带回地球 。对中国航天来说，每一步都是挑战，

每一步都是创新。

“嫦娥五号”探测器 

北京，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内，探月工程“嫦娥五号”

探测器正在研制。赖小明团队负责的是月壤钻取试验。为了

保证钻取成功，赖小明团队的试验已经进行了六年之久。距

离地球 38 万公里的月球，昼夜温差非常大。在阳光直射的

地方，温度高达 127 摄氏度，而夜晚温度可低至零下 183

摄氏度。任何一台机器在温域高、真空的极端环境中运转，

都会面临严峻的考验。在真空环境下，机器的散热条件非常

差，我们不仅要考虑它的热胀冷缩，还要考虑它的运动的磨

损，更要突破它的空间环境的适应性。然而，严酷的空间环

境，还不是最大的难题。

赖小明说：“月球的表面实在太大，困难不可预测。” 月

壤之中分布着大小不同的各类岩石碎片，采样器在作业时

充满了不确定性。为了让采样器应对复杂的工况，赖小明团

队选取数十种地质样本模拟月壤，这项试验已经进行了 300

多次。

各种岩石样本都装入这个超过 5 米的金属罐内反复试

“

嫦
娥
五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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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锋。2016 年，他带领上海海洋大学的团队不断突破下潜

纪录，经过长时间与风浪的搏击，成功从马里亚纳海沟取回

了大量罕见的深海物种。这次成功下潜给大家带来了极大的

信心。崔维成说：“过去的十年，我有了一个机会做‘蛟龙’号，

未来的十年，我希望能把我们国家的载人的深潜技术达到国

际的领先，真正的一个创新者，他应该永远不要重复自己。” 

北斗卫星

11 月 5 日 19 时 45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

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一箭双星”成功发射我国北斗三号第

一颗和第二颗组网卫星，这也意味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

组网正式开启。

新的北斗卫星成功发射，未来一旦完成组网，北斗就能

实现全球导航目标，打破卫星定位领域 数十年的国际垄断。

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机会，寻求突破，这是中国航天自诞生

之日起的选择。主力运载火箭取名长征，似乎就是一种隐喻。

几十年不间歇的极限冲击，终于让中国成为世界少数几个具

有深空探测能力的国家之一。

现在，中国的航天人员正全全力以赴为全球科学家建造

一个新的太空家园——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天津航天城。

这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航天器总装测试中心，高度达到

60 米的巨大厂房可以配合庞大的空间站计划。

空间站

1992 年，杨宏（“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进入航天

领域工作。就在那一年，中国正式提出了自己的载人航天工

程。但当时，我们甚至还没有能力输送航天员进入太空。我

们第一步目标就是载人飞船，当时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

是要能把航天员安全送上天，再安全的接回来。但载人航天

技术对于当时的航天强国来说，早已不是不可逾越的技术难

关。目前正在太空运行的国际空间站从 1993 年开始实施，

由 16 个国家联合研制。但这个国际空间站拒绝中国加入，

杨宏和他的同事只能从原理开始，逐步向目标靠拢。杨宏说：

“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只有靠独立自主，靠自己的力量，也

就是说我们只有一条路，只有靠创新。”

从提出空间站计划到第一个航天员杨利伟进入太空，中

国人花了整整 11 年时间，此后他们的速度在加快。2008 年，

航天员翟志刚迈出了中国人出舱活动的第一步。2017 年，

中国第一艘货运飞船 “天舟一号“顺利升空，这次中国载

崔维成，“蛟龙”号副总设计师。叶聪，“蛟龙”号主

驾驶员。2012 年，他们告别祖国准备开启一项前所未有的

挑战，乘坐“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前往海洋最深处 11000

米的马里亚纳海沟。

所谓走入深海，对于潜航员来说，实际是走向漆黑。在

大海的深处，如同夜间开车，只能看到前方几米。下潜过程

就像坐电梯，漆黑的海底、拥挤的空间，任何一个报警信号

都让人极度紧张。2000 米以下的深海，几乎没有巨型生物，

只有一些形状怪异的小型物种。深海航行的每一公里的变化

都是巨大的。

2012 年 6 月，经历了 6 次沉浮，“蛟龙”号顺利完

成 7000 米级载人深潜，取回了丰富的海底样本。在北太洋

的风浪中“蛟龙”号返回母船，创造了人类载人深潜作业的

最高纪录。然而，这并不是中国深潜的终点。7000 米之后，

崔维成和叶聪也各自投入到了全新的探索之中。

叶聪转向中国第二台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的研发。

“深海勇士“号的国产化率超过了 95%， 特别是很多关键

部件由中国自主研制，这使得中国深海装备实现了由集成创

新向自主创新的历史性跨越。

水池试验，是“深海勇士“号出海前的最后准备，潜水

器在水池中需要完成深海作业的所有规范动作，舱内外各项

指标的检测，都要细致入微，如在深海。所有人都在静待测

试结果，经过数次沉浮和作业试验，潜水器顺利浮出水面。

2017 年 10 月 “深海勇士“号前往中国南海，经过 28

次密集下潜 ，”深海勇士“号 终于完成了 4500 米级的载

人下潜深度，并成功返航三亚。叶聪说：“有了‘蛟龙’号

的基础，特别是有了‘深海勇士’号试验体现出的这种性能，

让我们更有信心去实现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可以下潜到地球

上最深点的目标。”中国已启动 11000 米级 载人深潜计划，

对于年轻的叶聪，未来才刚刚开始。

挑战过 7000 米级深潜的崔维成，也向万米深渊发起了

“

深
海
勇
士”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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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航天工程 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为迈入空间站时代做

好了准备。

中国人设计的空间站由一个核心舱和两个实验舱组成，

在太空中把这些舱段对接成一个整体要面临失重、辐射和各

种意想不到的挑战，连再平常不过的太阳光也成了工程的阻

力。

卢纯清（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交会对接光学成像敏感器主

管设计师）的团队 正在进行抗强光干扰测试。太空的阳光

强度是地面的 5 到 10 倍，强烈的光线是空间站舱段对接时

无法回避的干扰。在宇宙中太阳，有可能从各个方面直射需

要对接的空间站的舱段。我们做这个试验的目的就是为了分

析太阳直射条件下 ，它对于我们的对接有什么影响。

工作人员在实验场里守候着每一天的日出日落。他们根

据太阳的高度不断调整角度，来模拟太空中可能遇到的 各

种光照条件。卢纯清团队的试验将持续进行，对于从零开始

的中国航天人，每一个微小的成果都意味着巨大的付出。

两天后，空间核心舱将完成一次对接组合。张伟（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系统总体主管设计师）要在此之前

做各种验证，他的工作是确保空间站可以在任何情况下进行

维修。航天器会随着在轨时间的延长而老化，目前运行的国

际空间站就曾发生过多次故障，进行了上百次有效的维修。

维修中最困难的是出舱，只有合理便捷的设计，才能确保航

天员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任务。

今天要做的验证是舱外的一台产品，需要航天员出舱行

走。而航天服对人的能力是有限制的，由于航天服比较笨重，

在其冲压以后，它的灵活度也随之下降。为了真实模拟航天

员的状态，工作人员需要戴上航天服手套进行试验。由于手

柄位置离舱体比较近，航天服手套冲压后由于空间狭小无法

塞进去，他们考虑手柄下面压的六颗钉是不是具有被拆的能

力。张伟这样比喻：“这有点像是一个人在开飞机的时候要

去修飞机，我在修的时候不能让这个飞机停下来。”空间站

一旦不工作，里面各种生命保障系统就会出问题，跟地面的

各种通讯也会出问题，所以必须要给它设计的更便于修理。

每一个细节的设计都要进行反复论证，以最小代价获取最优

方案。空间站核心舱的对接组合已经开始，空间站距离完成

又近了一步。

杨宏总设计师这样说：“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开创性的，

直面一些关键技术，一个一个地突破。越是别人封锁的，我

们也许越是能够自己干出来，某种程度上来讲，国外对我们

的技术封锁，反倒是成就了我们自己的创新。”

目前运行的国际空间站，预计 2024 年退役。届时，中

国将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空间站的国家。然而，梦想不止于

此，未来人类的计划是要在外太空建立基地，比如移民火星。

这个模拟的火星基地就是太空家园的出发点，它由深圳太空

科技南方研究院负责研发。

李莹辉（绿航星际项目总负责人）说：“我们这个试验

是为了将来人类能够在地球以外的家园长期驻留、生存，所

提供的与人的生命安全有关的技术。”这是一个奇迹的过程，

根据植物的需求，植物舱内会产生不同的光效，植物在精准

的控制下进行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并蒸腾

出水分，这实际上是一个迷你版的地球生态圈。如果成为现

实，人类就能在不适宜生存的外太空自给自足。

2016 年 6 月，志愿者在舱内展开了 180 人的全封闭试

验，他们与世隔绝，完全靠舱内的循环系统维持生存。李莹

北斗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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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介绍：“从我们人进舱开始，他们呼吸的每一口气体都是

通过自循环产生的，新鲜的蔬菜、水果全部都是舱内供应，

所有的水也都是在舱里边循环产生的。”

于此同时，在距离地面近 400 公里的天宫二号空间实

验室内，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也在做一些有趣的试验。他们

在天宫二号里种植了蔬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种菜的第一

次，虽然是一个小芽，但却是中国人向前迈进的一大步。经

过 180 天的试验，4 名志愿者顺利出舱，为人类的太空拓荒，

提供了更多的技术积累。

 水下滑翔机“海燕”

中国南海，又一次全新的探索正在进行。海洋国家实验

室的科学家们组成了一支庞大的科考队伍，即将展开一次大

型的海洋观测。30 多台由中国自主研发的海洋传感装备被

分别投入到大气、海面及海下 4200 米水深范围，组成了海

洋全方位立体观测网。水下滑翔机“海燕“ 是这次观测中

重要的一员。它搜集到的数据信息将通过无线信号发射装置

实时传输到 2000 公里外的青岛。

天津大海陆空教授王延辉和他的团队是“海燕“的研发

者。他说：“‘海燕’滑翔机就跟潜艇一样，可以上升和下潜，

在上升下潜的过程中，借助它的固定水平翼的水动力，可以

实现它的水下滑翔。”“海燕“能在 1500 米的海下自由滑

翔上千公里的续航能力，灵活小巧的身姿，使得”海燕“能

长时间遨游大海，甚至与鲸共舞。同时，它可以搭载声学、

光学等多种仪器，是大范围探索海洋的利器。

王延辉团队把花费 10 年研制的 “海燕“项目整体搬迁

到海洋国家实验室，这是中国最高等级的海洋科研机构。

2000 多位国内外海洋科学家和 10 余艘科考船集结在这里

从事海洋领域最前沿的科学研究。为了让海洋变得更加”透

明“，人们进行了一次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设备投放最多，

覆盖海域最广的海洋立体组网观测。

2017 年 8 月 20 日，中国南海刚刚完成科考任务的“海

燕“ 准备返航。此时，台风预警消息告知，位于湾东南部

洋面的热带低压，已于昨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第 13 号台风“天

鸽“（热带风暴级，HATO；名字来源：日本；名字意义：

天鸽星座）。此时，位于台风中心以北 50 海里，5 台“海

燕“正在执行科考任务。是赶在台风到来之前安全撤离？还

是进入风暴中心获取更为精确的数据 ？王延辉犹豫不决。

台风的精准预报是个世界性难题，正是因为观测数据少之又

少，但是进入台风中心捕捉信息“海燕“很可能损坏甚至丢

失。

在海洋科学家的鼓励下，王延辉他们决定尝试使用“海

燕”进行现场观测。下午 5 点，中国南海东经 117.9 度，北

纬 20.5 度，“海燕一号“抵达预定海域潜伏，其余 4 台”

海燕“陆续向预测的台风中心集结，一张捕捉”天鸽“的网

络张开。此时，台风正以每小时 25 公里的速度迎面扑来。

他们将滑翔机布置在预定地点，每相距 50~100 公里便布置

一台滑翔机。台风每过一个滑翔机，第二个滑翔机就已经在

50 公里以外在等待，台风路过第二台滑翔机后，第三台滑

翔机就已经就位，来迎接台风的过境。

21 号傍晚，中央气象台将台风蓝色预警升级为黄色预

警。目前“天鸽“已经加强为强台风级。这是一个极度煎熬

的夜晚 “海燕“传来的讯息时断时续。王延辉描述：“有

两台滑翔机，本应该在 3 小时之后出水通讯，我们苦苦地

等待，没有任何的信息。正常情况下，在凌晨一点钟，它应

该出现第一个剖面， 结果它没有，那种感觉真跟自己的孩

子丢掉了似的，语言可能没有办法来描述当时的心情。”

最终，台风终于离开了南海，王延辉也等来了好消息。

“海燕“在和台风博斗了 20多个小时后成功带着数据返航。

此时王延辉团队，心里才真正松了一口气。他们知道这些“海

 水下滑翔机“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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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鲸一号 "

“蓝鲸一号“ ——正在建造的是全球最大的海上钻井

平台，18000 多吨的船体由重型吊床吊起与下船体合拢。从

船底到钻井架顶端有 37 层楼高，甲板面积相当于一个足球

场大小。最大钻井深度超过了大海最深马里亚纳海沟，雄伟

坚固的身材让”蓝鲸一号“ 足以抵抗狂风巨浪，但在它的

内部却精密得如同钟表，数万台设备协同工作，管路连接起

来可以从上海铺到北京，每一根线路能否正常运转，都关系

到海下开采的成败。创新不仅是变革，有时也是一种工匠精

神。“蓝鲸一号“代表了人类海工领域的最高水平，它可以

在任何一处深海作业，开采油气资源。

2017 年 5 月，“蓝鲸一号“出征南海，开启了固态天

然气可燃冰的试采。“蓝鲸一号“完成了 60 天的连续开采，

创造了产气总量世界纪录 。

当我们开启梦想之旅，总会期待那激动人心的成功瞬间。

但在这之前，是无数的细节和漫长的岁月，以及无处不在的

失败和风险。在这高速前行的时代，中国正迎来前所未有的

机遇，人们拥有足够的自信去应对前方未知的挑战，这是属

于拓荒者的未来，这是属于创新者的世纪。

                                               （未完待续） 《央视纪录片》播

燕“滑翔机经历了一次真正的洗礼，在台风这种恶劣的海况

情况下生存下来，这也是我国成为第一次运用海底滑翔机进

行台风数据监测的尝试。

更多的信息和数据 正在不断汇聚到国家实验室，变幻

莫测的海洋未来将不再神秘。“海燕“再次出发，此行的目

的地是更远、更深的大洋，它们将同国家实验室的其他科考

队伍一起描绘蓝色国土的样貌。

微小卫星

如果你飞出大气层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繁忙的世界，上千

颗人造卫星环绕地球，往来穿梭。它们的身形各不相同，大

部分重量达到上千公斤，但偶尔你也会碰到一些迷你的新成

员——微小卫星。

这是一家专门设计制造微小卫星的公司，王洋（翔云星

座首席科学家）是这里的首席科学家，他带领团队正在制造

重量只有 100 公斤左右的卫星。他们的目标是用微小卫星

组成一个叫做“翔云“的星座，当足够数量的卫星发射升空，

就能构建覆盖全球的太空互联网。汪洋这样形容：“我们

可以把它想象成为是一个放在天空中的 wifi（无线局域网技

术），如果这个卫星网络建成，在整个地球表面 99.99% 都

会提供网络信号。”

研制成本低、速度快的特点让微小卫星的商业前景非常

可观。但由于微小卫星寿命较短，必须在短时间内密集进入

太空才能发挥作用，这就要求火箭具备快速发射的能力。

张镝，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在武汉的国

际商业航天论坛上，张镝正在向来自 20 多个国家的专家介

绍公司的新型系列火箭——“快舟”。2017 年 1 月，“快舟”

以一箭携带三星的优异表现跻身国际商业航天市场。在国际

商业发射领域，近年来最受人瞩目的火箭公司是“美国太空

探索“ 。依靠价格和快速的优势，它拿到了全球最大的发

射合同。到 2017 年，它的发射次数已经是全球第一。2017

年，据 CNBC 报道，美国当地时间 6 月 25 日，美国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 SpaceX 再次创造了历史，在短短 48 小时内实现

2 次成功发射并且成功收回。张镝说：“我们可能要打破它

的记录，我们在做的就是在 7 天内连续发射 4 枚火箭。”

现在的“快舟”火箭已经可以将长达几个月的发射准备

时间压缩至几天，发射价格最低达到每公斤 1 万美元，这

在国际市场上是一个非常低廉的价格。这让“快舟”火箭成

为了王洋团队的最佳选择。他们计划在 2018 年底使用“快舟”

火箭通过“一箭九星“的方式 将微小卫星发射入轨。搭载

王洋团队卫星的“快舟”火箭已经组装完成，开始进行最后

的功能测试，测试完成后它将从容地等待 9 颗微小卫星的

到来。

中国的商业航天正在迎来新的时代，竞争促使人们不断

更新产品，提升技术，市场激发出创新的活力。中国在很多

尖端领域已切入全速奔跑的模式。

" 蓝鲸一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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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藏瓷

在故宫博物院东南角的南三所，

这里曾经是紫禁城里皇子居住读书的

地方。故宫博物院的古器物部就在这

里办公。一位叫耿宝昌的老人，他自

1956 年就在故宫里工作。在故宫里工

作的几十年里，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研究瓷器、鉴定瓷器、抚摸这些

瓷器。 

元世祖进行东西方贸易的贵重商品；

是永乐皇帝赐予外国使臣的珍贵礼物；

是雍正皇帝亲自参与创作和设计的艺

术品； 也是中国每一个老百姓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东西；更是这个世界上最

大的宫殿中无处不见的珍宝。它跨越

千年的时空，成为今天紫禁城里人类

共同的文化遗产。 

如今在这座博物馆里所收藏的 150

万件文物中，约 35 万件是瓷器。据耿

宝昌先生自己介绍说，这些瓷器他都

曾亲自鉴定过。而在这其中，和他最

有缘分的，是一对高不过两寸的小瓷

杯。它是明成化斗彩三秋杯，是故宫

博物院里最珍贵的藏品之一。70 年前，

当耿宝昌先生在琉璃厂的古玩店做学

徒时，就曾和它有过一面之交。这对

瓷杯最初的主人，是统治大明帝国的

成化皇帝。据传说，明成化十七年，

也就是公元 1481 年。主持日常朝政的

大臣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们的皇

帝了。此时的皇帝朱见深，经常和自

己最宠爱的万贵妃，在后宫里寻欢作

乐。为了讨这个比自己大 17 岁的女人

的欢心，成化皇帝命令景德镇的工匠，

特制出一种小巧玲珑的酒杯给她把玩。

这种绘有子母鸡图案的，叫成化斗彩

鸡缸杯，目前世界上仅存十几只。 而

绘有蝴蝶、兰花和小草图案的成化斗

彩三秋杯则更为珍贵。世界上保存完

好的仅有一对儿，现在珍藏在故宫博

物院。这些小小的杯子一出世不久，

就被当时的文人称赞为天下酒器中的

极品，其鲜嫩而淡雅的风格旷绝古今。 

时间已经过去了 500 多年，成化

皇帝和万贵妃曾经把玩过的这些瓷器，

有的至今仍然收藏在这座宫殿里，有

的已经散落在世界的不同角落。现在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35 万件瓷器中，绝

大多数都是这座宫殿曾经所独有的，

这些瓷器与生活在这座宫殿里不同时

代的主人，发生过很多的故事。斗转

瓷器，是我们这个善于创造并深

赋美感的民族曾经所独有的。它有火

的刚烈、水的优雅、土的敦厚。中国

人把那个看似普通的泥土，在水与火

的灵动下，在中国人心灵与精神的升

华中，成就出这种美丽的器皿。它曾

经是武则天供奉佛指舍利的至尊之器；

是宋徽宗宫廷院落中雅致的摆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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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在皇帝的提倡和带动下，明朝瓷

器的烧造水平又得以提高，并开始大

规模生产。那个时候，景德镇“工匠

四方来　器成天下走”，成为中国制

瓷业的中心。一位到过景德镇的法国

传教士，形容其制瓷的壮观场面“白

天浓烟遮蔽了云彩，晚上窑火映红了

夜空”。那些烧制好的瓷器，将被带

到世界上各个文明地带。那些从扬州、

广州、泉州出发的，中国的、波斯的、

葡萄牙的和以后英国的船队，满载着

瓷器，驶向印度、阿拉伯半岛、欧洲、

甚至非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

里烧造的最精美、品质最高贵的瓷器，

却只会运往一个地方，这就是北京紫

禁城。　 　　

星移之间，它们大都成为了今天我们

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经典艺术品。

它是温润的玉，它是晶莹的冰，

它是山水之间的青翠。这是中国历代

文人雅士，对这种瓷器的赞美。它就

是秘色瓷。这是今天故宫博物院收藏

到的，最早为皇宫专用的瓷器。在将

近数百年的时间里，关于这种瓷器，

有很多神秘的传说。关于它是否存在，

关于它的来历和名称，曾经众说纷纭

无有定论。直到 1987 年，13 件秘色瓷，

在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这种争论才

结束。目前仅存于世的秘色瓷数量尚

无考证，故宫博物院在新中国成立后，

收购有 3 件藏品。这种神秘的瓷器，

即便是明清两代的皇帝，也难以见到

它的真容。乾隆皇帝曾经做诗感叹：

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辰星看。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稀少和最

美的东西，往往会被皇家垄断。明洪

武二年，御窑厂正式在景德镇设置。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

的官窑。它由朝廷督办，集中全国最

好的工匠，用最好的瓷土，专门生产

皇家使用的瓷器。这些瓷器禁止民间

使用和买卖，烧制手段和配方对外严

格保密。贫穷出身的朱元璋，也就是

在设置官窑的这一年，出于节约的目

的，规定将祭拜天地的礼器，改为瓷

器。过去这些礼器都是用金银器和玉

器制作的。后来，明成祖朱棣带头将

吃饭使用的玉碗换成瓷碗，还将随葬

时的冥器，对海外臣国的赏赐换成了

瓷器。 这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明永

乐青花压手杯。在它的内底，写有“永

乐年制”的字样。这是中国官窑瓷器上，

第一次出现皇帝的年款。从此以后，

新皇帝登基，都会在他新烧的瓷器上，

写上自己的年号。这也成为中国官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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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而在紫禁城里埋藏碎瓷片，也曾

经是太监们的一项日常工作。据记载

明清时期，皇宫内所使用的瓷器，即

使破损了，也不能随便处置，必须找

专门的地方掩埋，不能有一片碎瓷流

出宫外。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在院内

多处施工时，挖出过大量各个年代的

陶瓷器碎片，完全证实了这一记载。

从故宫院内挖出的碎瓷片，已经成为

陶瓷专家研究古代陶瓷的最好标本。

而清洗瓷片，也就成为故宫博物院古

器物部陶瓷组经常进行的主要工作之

一。

皇家之物会被打上皇帝的印记，

而皇帝的审美情趣、性情爱好以及他

的政治抱负，都会深深地影响不同时

代瓷器的制作。大清顺治十八年正月

初七，八岁的康熙皇帝刚刚登基，专

管宫中事务的司礼大太监吴良辅便被

现在故宫博物院不仅收藏着专为

皇家烧制的御用瓷。也收藏着元明时

期向海外输出的贸易用瓷。这里最具

代表性的就是青花瓷。这种白底蓝彩

的瓷器淡雅青翠，被后世称为人间瑰

宝。公元 2005 年 7 月，在英国佳士德

拍卖会上，一件元代鬼谷下山大罐青

花瓷，拍到了 2.3 亿元人民币，这创造

了亚洲艺术品拍卖的最高价格。故宫

博物院藏有一件元代青花釉里红镂雕

盖罐，这种青花釉里红，比单色青花

还要名贵和稀少。

中国青花瓷起源于唐，兴盛于明。

它的制造，到了明代，无论是数量还

是品质，都达到了一个最高峰。这里

最具代表性的，是故宫博物院藏的永

乐宣德青花。永宣青花，采用郑和从

西洋带回来的外来青料，俗称苏麻离

青。用这种颜料能烧出浓艳的色彩，

它在瓷器表面，烧成独特的斑点。形

故宫博物院藏  明宣德 
红釉僧帽壶

故宫博物院藏  明嘉靖白釉
塑贴 红蟠螭纹蒜头瓶

成了类似中国水墨画般的晕散效果。

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与茶叶、丝绸

一起，作为最受欢迎的中国商品，运

往亚欧非三大洲。从元到明，大规模

的海外运输中，到底有多少艘运送中

国瓷器的船只，被大西洋还有印度洋

的波涛吞灭，已经无人所知。幽深的

海底，沉睡着多少秘密，每次打捞，

都有激动人心的发现，让人意外的惊

喜。

陶瓷质地脆弱，非常容易损坏。

在高温烧制的过程中，发生的复杂变

化，往往是难以预料和控制的。所以

中国古人说，一件好的陶瓷烧成，要

具备天时地利和人巧。一些器型、质地、

图案和色彩俱佳的精品，甚至是工匠

们终其一生而求之不得的。但精品依

然流传到了今天。

故宫博物院收藏了明代官窑最有

代表性的瓷器。耗费很多人力物力烧

造的官窑之作，据说稍有瑕疵便会被

当场砸碎，就地掩埋。在景德镇明代

御窑厂的遗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埋藏于那个年代土壤里的官窑青花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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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庄皇太后下令捕杀。由明朝设立的

太监专权的十三衙门被撤销，另立内

务府。内务府是由皇上直接任命亲信

管理，负责宫中的一切事物。内务府

下设的造办处，负责掌管宫廷内一切

器物的制造，下设如意馆、金玉作等

几十个部门。而瓷器的生产，则由内

务府总管直接负责。

从康熙开始，清朝皇帝对瓷器烧

造所投入的心血，远远地超出前朝君

王。康熙对中国瓷器最大的贡献是，

他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珐琅彩瓷。

那个时候，法国传教士进贡来一些铜

胎画珐琅，让康熙皇帝几乎是一见钟

情。他决定在宫中尝试制造，并将这

种珐琅工艺，移植到他所喜爱的瓷器

上。为了全力烧造珐琅彩瓷器，康熙

皇帝在造办处下，专门设立了珐琅作。

瓷胎画珐琅的烧制方法和其他瓷器都

是不同的。它是唯一在皇宫中搭窑烧

制的御用瓷器。当陶瓷的素胎在景德

镇烧好后，再将素胎运至紫禁城内，

由宫中画师画上图画，上好彩料，然

后在宫中烧制。为了方便康熙随时亲

临作坊巡视督察，烧制珐琅彩的小窑，

搭设在了养心殿。

一件瓷器，由皇帝直接授意，亲

自过问并且就在皇宫内烧制完成，这

在中国乃至世界是绝无先例的。铜胎

画珐琅来自西洋，康熙广为召集会画

画的外国传教士。甚至每见到一个传

教士，就会问他是否可以作画。如果

回答是，那么这名传教士，就会被半

强制地请进宫内，与工匠们一起烧造

珐琅彩。康熙五十六年的三月，来自

意大利的传教士马国贤，在写给欧洲

同行的信中这样写道：皇上开始非常

喜欢欧洲珐琅画，命欧洲画家来画珐

琅，我们必须将一整天和卑贱的工匠

们同作息，于是言称不曾学过画珐琅，

而且也故意不学此技术。我们将画画

的其劣无比，于是皇帝下旨作罢。在

康熙皇帝的直接督管下，珐琅彩瓷器，

终于在康熙去世前烧制成功。这一时

期康熙珐琅彩，还是和铜胎画珐琅风

格一致，图案多以花卉为主，珐琅颜

料也全部依靠外国进口。 

公元 1723 年，雍正皇帝继位。他

继承了父亲的江山，也继承了康熙皇

帝对珐琅彩的酷爱。但是在雍正六年

以前，珐朗彩瓷器进展还是比较缓慢。

主要是在康熙到雍正六年以前这段时

间，珐朗彩瓷器用的珐琅料，还需从

西洋进口，颜色也只有八九种。雍正

皇帝登基以后，当时就让他最信赖的

十三弟允祥，来负责内务府造办处的

工作，也具体参与珐琅彩瓷器的烧造。

到雍正六年，国产珐琅料终于炼成，

而且它烧炼出来的花色品种比进口料

还要多，足以保证珐琅彩瓷的创新需

要。雍正对珐琅彩瓷器的痴迷，比他

的父亲康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处

理繁忙的政务之余，还经常亲自设计

瓷器的样式。对使用的原料、绘画图

案乃至器物的高矮尺寸，都要一一过

问。 

雍正六年二月十七日这一天，雍

正皇帝处理了多件国家大事。上午他

先到中和殿、保和殿，检视第二天到

先农坛祭祀的准备工作。回到养心殿

后，他批阅了三份奏折，又发了两道

谕旨。就是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他

还对珐琅器的器形、花样、材料，做

出了细致的批示。 

现在的研究者评价雍正时期的珐

琅彩瓷器，有着清新、淡雅、隽永的

审美。他跟康熙时候的风格有所不同，

基本上摆脱了铜胎珐琅彩的影响。这

一时期的珐琅彩瓷，直接让当时著名

的宫廷画家用珐琅料在白瓷胎上彩绘。

在这些瓷器上，出现了中国传统文人

所崇尚的梅兰竹菊和意境悠远的山水

画。在中国八千年延绵不断的陶瓷发

展史上，珐琅彩瓷器是中国古陶瓷顶

峰期的作品，它代表了中国陶瓷制作

的最高水平。

雍正在信奉藏传佛教的同时，也

故宫博物院藏  清 康
熙郎窑红釉观音尊

故宫博物院藏  清康熙 珐
琅彩蓝地牡丹碗

故宫博物院藏  清康熙珐
琅彩黄地牡丹碗

故宫博物院藏  清 雍正 珐琅彩雉鸡牡丹纹碗

故宫博物院藏  清雍正珐
琅彩黄地兰石小碗

故
宫
博
物
院
藏
　清 

康
熙 

五
彩
龙
凤
碗 

故
宫
博
物
院
藏
　清
康
熙

款
豇
红
釉
瓷
菊
瓣
瓶

故
宫
博
物
院
藏
　清 

康
熙 
紫
红

地
珐
琅
彩
缠
枝
莲
纹
瓶



史海钩沉
History

74

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他崇尚天人合

一，追求古朴自然。所以，以沉静雅

素为风格的宋瓷，深受雍正皇帝的喜

爱。雍正对宫廷瓷器的另一个贡献，

是他对宋五大名瓷的仿烧，达到了历

史上的最高水平。明代《宣德鼎彝谱》

中记载：内府所藏，柴汝官哥钧定。

从这个记载中，后世得知，宋代有五

大名瓷流传于世。紫禁城所藏的宋五

大名瓷，曾为宋朝皇家御用珍瓷。雍

正八年八月初七这一天，他来到文华

殿经筵讲学。而就在这一天，他还下

令要求御窑厂仿烧宋代钧窑瓷器。

这就是雍正仿制的钧窑鼓钉洗。

粉青釉色为最大特点，造型典雅古朴。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中，唯一一个烧

白瓷的瓷窑。定窑瓷器讲究刻花印花

装饰，它的印花水平居宋代各窑之首。

这些瓷器，目前是故宫最珍贵的藏品

之一。它们是中国瓷器制造史上的第

一个历史高峰。

中国瓷器的工艺水平，在清朝康

雍乾时期达到了又一个高峰。当雍正

的儿子乾隆即位后正经历着中国封建

王 朝 最 后 一 个 太 平 盛 世。 而 这 个 时

候，作为陶瓷中心的景德镇人口竟达

百万。而为皇家制瓷的御窑厂作坊多

达 23 个。 乾隆三年，他命宫廷画家

为他绘制《陶冶图册》。这本图册详

细得纪录了御窑厂的生产状况，展示

了乾隆官窑开发的新技术。对官窑瓷

器生产的二十个工序，进行了详细地

描述，将整个官窑烧制流程规范化了。

乾隆以帝王之尊，亲自策划陶瓷的生

产。包含着乾隆想表达亲民勤政，以

德治理天下的政治理想。祀神酬愿，

是《陶冶图册》中记载的，陶瓷生产

中很重要的一道工序。关于这个工序，

曾有这样一个传说。明万历年间，根

据朝廷命令，烧制大龙缸，每每失败。

期限将至，工匠将受到惩罚。一个叫

童宾的工匠心忧如焚，为救这些人，

自已跳进窑火中，大龙缸终于烧成。

后人为了纪念他，供奉其为窑神。每

次烧窑前，都要烧香祀拜，以求保佑

烧窑成功。

《陶冶图册》上的这些文字，是

一个叫唐英的督陶官奉命撰写的。唐

英十三岁起在养心殿做杂役，他善画

能诗，还擅长编写剧本。雍正六年，

唐英因办事干练受到赏识，而被派驻

景德镇御窑厂监督窑务，做督陶官年

希尧的助手。他用三年的时间，谢绝

一切社会活动，和工匠们同吃同睡，

苦心钻研。在雍正九年的时候，他已

经从一个外行变成技艺精湛的陶瓷业

专家。在乾隆二年，唐英成为正式的

督陶官。他督导陶务前后二十多年，

在这期间景德镇所制的陶瓷被后人公

认是瓷中珍品。无论在品种的仿古创

这是真正的宋钧窑鼓钉洗。钧窑

瓷器以红蓝相间的钧红釉闻名于

世。民间一直有“黄金有价钧无

价，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

片”，等等说法。

据传说宋徽宗曾做过一个梦，

梦到了雨过天晴后天空的颜色，

他非常喜欢。汝窑工匠按照他的

要求，烧成了这种淡青色的瓷器。

宋代五大名瓷中，传世最少的是

汝瓷，全世界不足百件。北京故

宫藏有 20 件，现在一部分在台

北故宫，一部分散落在世界各地。

哥窑釉面布满开片，开片由深黑

色大开片与褐黄色小开片交织而

成，俗称金丝铁线。官窑瓷器以
故宫博物院藏  宋 
哥窑鱼耳炉

故宫博物院藏  宋官窑青釉盏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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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面还是在器物的制作技艺方面，

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唐英因此

而成为历史上最不同凡响的督陶官。

乾隆时期，陶瓷生产的管理更为

严格。尤其是对督陶官的要求甚严，

颇似今天的问责制。那个时候，即使

像唐英这样的人，也会动辄受罚。乾

隆十三年，年已 66 岁的唐英，接到

了乾隆皇帝的圣旨：此次唐英进呈瓷

器，仍系旧样，为何不照所发新样烧

造进呈。将这次呈进瓷器钱粮，不准

报 销， 著 伊 赔 补。 结 果 这 次 烧 造 的

四百六十七件瓷器，所有的费用全部

由唐英自掏腰包。

这是唐英进呈的创新之作：粉青

釉交泰瓶。“交泰”是取《易经》中，

天地交泰，即天地相交，时运亨通之

意。它上下两部分互相勾套，既可活

动，又不能拆开。这件粉青釉交泰瓶，

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一件也是唐英烧制的，粉彩八

卦如意转心交泰瓶，现在收藏在台北

故宫博物院。这是乾隆粉彩镂空转心

瓶。这个转心瓶由三部分组成，除瓶

体外其他部分都可以转动。特别是颈

部的转动部分，与瓶体构成了一部天

干地支的万年历，既美观又实用。乾

隆本人表现对瓷器的关心，其实与他

关注别的文化事业一样，强烈希望创

造非凡与超前的理念。乾隆皇帝无微

不至的参与和督陶官的努力，使得乾

隆官窑出现许多创新之作。

这是景德镇御窑厂为乾隆皇帝烧

制的一件，中国陶瓷史上空前绝后的

作品。这个高将近 87 公分的大瓷瓶，

被称为瓷母。它总共汇集了 15 种釉彩，

16 道纹饰，彩绘 12 幅吉祥图案。此

前历朝历代都未能烧制成的，这样硕

大且工艺复杂的精美器物，扣合着乾

隆皇帝，对自己“十全老人”的评价。 

当乾隆拥有这件登峰造极之作时，他

自己统治的这个帝国，正创造着中国

历史上，文化和艺术的一处高峰。他

拥有的疆土如此广大，生活在这片土

地上的民族，如此多姿多彩。但是随

后的五十年内，这个王朝将面临从未

有过的困境和灾难。他的儿孙们，不

再享有天朝大国的安宁和富强。一个

王朝的败亡很快到来。在此后的岁月

中，中国的宫廷御制瓷器每况愈下。

直到宣统三年，清朝灭亡，官窑生产

成为历史。而紫禁城所拥有的，跨越

千年历史的瓷器珍宝，也在这个历史

的动荡中，开始散落。

从清末开始，一大批藏于深宫的

瓷器珍品，先后流失。历经战乱、坎坷，

辗转国内、海外，留下许多人与物之

间，情感与缘分的故事。当成化斗彩

三秋杯，从宫廷流入民间后，耿宝昌

与它的第一次接触，就发生在二十世

纪三十年代的那个乱世之秋。二十年

之后，耿宝昌与稀世珍宝三秋杯，再

次相逢。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故宫博

物院的瓷器收藏，又开始了新的一页。

  （未完待续） 《央视纪录片》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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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共同命运
 哈萨克斯坦，这个位于亚洲腹地

的内陆国家，是古丝绸之路经过的地

方，曾经打造了阿拉木图、塔拉兹、

希姆肯特等众多商旅往来和贸易的重

镇，为沟通东西方文明做出过重要贡

献。伊西姆河穿城而过的阿斯塔纳是

哈萨克斯坦首都和第二大金融中心，

坐落于市区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是哈

国内的最高学府。

就在这里，2013 年 9 月 7 日，到

访哈萨克斯坦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做了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演讲。

面对这片土地，习近平主席首先联想

到的是古老而厚重的历史。他说：“我

的家乡中国陕西省就位于古丝绸之路

的起点。站在这里，回顾历史，我仿

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

了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这一切让我

感到十分的亲切。” 放眼历史，最重

要的在于着眼于现实与未来，在纳扎

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

第一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重要倡议。习近平说：“为了

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

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一项造福

沿途各国人们的大事业。”

一 个 月 后，2013 年 10 月， 习 近

平主席出访东南亚。在印度尼西亚国

会发表重要演讲时，他提出东南亚地

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

上合作，共同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

这是促进全球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一带一路”

倡议，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

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

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

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

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

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

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

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

同打造一系列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

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

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一带一路”

也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东方智慧，它宣

示了欧亚大陆曾经的辉煌，也揭示了

创造辉煌的规律。

公元前 240 年，人类有史以来第

一次定义了地球的大小，根据埃及阿

斯旺与亚历山大港之间正午十分不同

太阳直射点高度，古希腊的天文学家

埃拉托斯特尼比较准确地测算出地球

直径。在这个计算结果的基础上，他

绘制了欧洲有史以来的第一幅世界地

图：从里海到埃塞俄比亚，从不列颠

群岛到恒河，这就是埃拉托特尼脑海

中的世界。而恒河之外东方，对当时

的西方人来说，还是未知领域。突破

埃拉托斯特尼的认识界限的，是生活

于公元 2 世纪的古希腊另一位天文学

家托勒密。在地图上他描绘欧亚大陆

东海岸的位置，并测算出从欧洲横贯

大西洋到亚洲的大致距离。正是这一

计算，促使 1300 多年后哥伦布展开从

西面驶向亚洲的远航。在恒河之外，

欧洲人之所以知道存在着一个此前不

为人知的东方世界是因为在托勒密生

活的时代，一条连接东方与西方的商

道已经被开辟出来，丝绸就沿着这条

连接东西方的商道，穿越亚欧大陆进

入罗马。

随着丝绸开始风靡于罗马上流社

会，罗马人也渐渐知道华美名贵的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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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地区，张骞的活动持续了十几年。

这位伟大的外交家和探险家让中国人

第一次认识和打通了这片被称作“西

域”的广阔地域。随着张骞“凿空”

西域，一条以丝绸为贸易的商路从汉

帝国的都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

越过被古代中国人称为“葱岭”的帕

米尔高原走向中亚、西亚直至地中海。

在这条东西大通道的最西端地中

海西海岸的伊比利亚半岛，一直传承

者一项源自中国的古老技艺—手工造

纸。昆卡是西班牙中部一座依山而建

的城市，依然保持着浓郁的中世纪风

貌。古风犹然的小城里，桑托斯很可

能是手工造纸技艺在西班牙的最后一

名传人。桑托斯将沉淀的植物纤维搅

拌均匀，然后抄出厚厚一层纸浆，他

打算用这些手工纸为一位葡萄牙诗人

制作诗集。由于年岁不饶人，这将是

他最后一次造纸。桑托斯说：“我认

为纸是人类卓越的文化贡献，我们常

说我们生活在石油时代，其实更应该

说我们生活在纸的时代。”西班牙是

欧洲最早掌握造纸术的国家，但这项

技术正是沿着东西方古老的贸易通道

经阿拉伯人之手辗转从中国传入的。

在漫长的岁月中，穿行于草原和沙漠

之间的贸易通道、往来的商队与僧侣、

使节与游客、学者与工匠、朝圣者和

艺术家、得胜之师与败军之将、逐水

草而居的族群和迁徙的部落。

坐落于古老贸易通道上的交河故

域，被誉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废墟”。

他经历了一座都市由壮丽到湮没的千

年沧桑，也见证着佛教东传中国的历

史。

贯穿欧亚大陆的贸易通道，在将

丝绸、瓷器、铁器等商品输入西方的

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亚麻、胡椒、

香料、葡萄、石榴等物产。一支支驼

绸是有一个相距遥远的民族织造出来

的。他们把这个国度称为“赛里斯”，

意思就是“丝绸之国”。未曾履足的

国度足以引发无穷遐想。大诗人维吉

尔在诗中写道，赛里斯人从他们那里

的树叶上，采下非常纤细的羊毛。对

罗马人来说，丝绸即是一种新奇的事

物，也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它来自陌

生的世界东端。

古城西安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珍

藏着一种特殊文物：鎏金铜蚕。虽然

鎏金已多处脱落，但铜蚕依然首尾完

整形体饱满，呈昂头吐丝状。它出土

于陕南石泉县，年代于西汉时期，距

今已有两千多年。据史料记载，早在

汉代，位于汉江流域的石泉县一代，

养蚕业就很兴盛，缫丝业也很发达，

大的官营作坊甚至拥有成百上千名织

工。当时，官府以鎏金铜蚕作为奖品，

奖赏给养蚕大户，而小小的饰物也印

证着西汉时期养蚕和缫丝业的盛况。

在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文献甲骨文中，

已经出现了诸如蚕、桑、丝之类的字样。

这一时期是公元前 12 世纪，比托勒密

生活的时代早 13 个世纪。也正是在托

勒密时代，西方人才最终知道，那个

被称为“赛里斯”的国度，就是中国。

就在托勒密绘制世界地图的 300

多年前，一支从长安出发的中国使团

开始打通从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使

团的首领名叫张骞，派遣他的是汉帝

国的第五任皇帝汉武帝，那是中国空

前强盛和统一的时代。在帕米尔高原

队运载着货物，更运载着思想、科技、

艺术、音乐、宗教。佛教、伊斯兰教、

基督教以及祆教和摩尼教经由这条路

传入中国，而中国的养蚕术、冶铁术、

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也由此传向世

界。一系列驿站和商业城镇联系着长

安与罗马，东方与西方之间广袤的土

地。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吐鲁番、

喀什、费尔干纳、撒马尔罕、巴格达、

大马士革、君士坦丁堡，这些城市作

为陆路商道的重要中转地和商贸中心

而繁盛一时。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阿德

南阿明说：“从历史上看，古代丝绸

之路是古代文化、知识和贸易的精髓，

是世界的核心。丝绸之路是当时世界

上最发达的经济走廊，是学习知识和

文明的中心。”

1877 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在《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

究的成果》一书中，将这条联系东西

方的贸易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

因丝绸贸易而兴起的商路不仅穿越了

亚洲腹地的茫茫沙碛，也穿越了草原、

山地和丛林，分别形成“草原丝绸之路”

和“西南丝绸之路”。

就在陆路走廊被打通的同时，两

千多年前，航行于惊涛骇浪中的海上

通道也被逐渐开辟出来。一艘艘商船

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经过马六甲海

峡，穿越印度洋进入红海，最终抵达

东非和欧洲。伴随着海洋贸易，广州、

泉州、宁波等沿海城市成为中国的重

要港口和繁荣的商埠。当威尼斯商人

马可波罗来到东方大港泉州时，他眼

前的景象是大量商人云集于此，货物

堆积如山，实在令人难以相信。马可

波罗把在这里见到的东方的人和故事，

通过文字带回了国内：中国人做饭取

暖用的不是木材而是一种黑颜色的石

鎏
金
铜
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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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吐鲁番 交河故城

头；中国人买卖东西用的是纸币；中

国到处都是财富……。这让欧洲的商人

有了一个共识，如果要寻找财富，就

要到东方，到中国去。这就是当时欧

洲人为什么远航到东方。乃至于后来

哥伦布在远航到东方的路上，阴差阳

错的却找到了美洲大陆。

阿曼的苏尔港仍然保留着手工造

船的传统，虽然这些木船不过是近海

捕捞的渔船，但昔日却满载着中国的

丝绸、印度香料和非洲象牙，航行于

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航线上。今天

的苏尔港尽管不复往日的繁华，但数

世纪之前，它却是云集着各国的商贾，

荟萃着各色货物的国际化商港。海上

贸易催生着众多港口：伊拉克的巴士

拉、也门的亚丁都曾是波斯湾的贸易

枢纽，保持着持久繁荣。对这条古代

中国联系东南亚、阿拉伯半岛甚至东

非和欧洲的海上贸易通道，1913 年法

国汉学家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一书

中首次将其命名为“海上丝绸之路”。

一座座港口、驿站，不绝于途的

货物、原料以及不断传播的思想、文化、

宗教和迁徙的民族，构筑起一张沟通

东方与西方的复合网络。从陆地和海

洋延伸出来的无数贸易路线，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和地缘空间里，将欧亚大

陆紧紧联系起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

薪火相传。1938 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

定在《丝绸之路》一书中这样写到：

丝绸成了连接不同民族的纽带，并出

现一条条无穷无尽的商路，可以毫不

夸张地说，这条交通干线是穿越整个

旧世界的最长的路，从文化历史的观

点看，这是联接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

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纽带。

支撑这条贸易大通道的是高度发

展的文明和强大的经济生产能力。当

时位于道路最东端的西汉王朝正在进

行着大规模的生铁冶炼，官营的冶铁

作坊里一座冶铁炉每天能炼出一吨多

生铁，而当时的欧洲还没有出现生铁

冶炼技术。发达的冶铁技术促使铁质

农具得以普及，从而生产出足以养活

全国近 6000 万人口的粮食以及用于贸

易的农产品。

在丝绸贸易推动下，公元 8 世纪

的唐王朝都城长安成为一座繁华的国

际化商业都市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

心，居住着数万名来自世界各国的商

人和留学生。长安也是当时世界上最

大的都城，其规模是同时期君士坦丁

堡的 7 倍。

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走向兴旺，

公元 11 世纪的中国宋代，人口超过

10 万的城市有 50 多座，而同时期欧

洲最大的城市也不过 2 万人。宋代已

经开始使用世界上最早发行的纸币“交

子”，这给贸易带来便利，进一步的

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当中国人的一系

列技术发明经由丝绸之路传入西方，

更深刻改变了整个世纪的面貌和状态。

16 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评价

说，没有一个帝国、教派能比印刷术、

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在人类事业

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历史用事

实证明一个国家强盛才能充满信心开

放，而开放促进了一个国家的强盛。

位于日本京都的龙谷大学成立于

1639 年，是日本最古老的综合性大学。

大学图书馆里珍藏着一副 15 世纪初期

的地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这是当时的朝鲜画师根据中国元代的

地图绘制的。它清晰的反映着五六百

年前东方人对于整个世界的概念。在

现存文献中这是非洲第一次被标注在

地图上，而差不多就在绘制《混一疆

理历代国都之图》的同时，郑和的船

队已经到达了非洲。这一古代中国规

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远洋航行给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去贸易、友谊和文

明，书写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壮举。当

郑和船队消失于海面上半个多世纪后，

伴随着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等人

鼓起的风帆，西方人终于迎来大航海

时代。新大陆的发现、新航线的开辟

促使欧洲人展开了殖民扩张和对海洋

贸易的垄断。

18 世纪中叶，蒸汽机的改良引发

宋代最早的纸币 " 交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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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文化，所以我们需要更深入地

了解彼此。我们要抱着以史为鉴的眼

光去回顾历史，并以此来展望我们的

未来，比如未来的经济发展、繁荣，

同时也要找到可以联合不同人之间的

共同之处。”

面对发展这一共同命题，人们期

待开辟出新的空间、新的愿景。作为

丝绸之路东端最重要的国家，中国国

力的盛衰影响着丝绸之路的兴废。当

近代中国为了生存与独立艰难跋涉之

时，陷于衰落的丝绸之路也长期消失

在历史的视野中。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结束了近代

以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随

后通过近 30 年的建设完整独立的国

民经济体系。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

来开启改革开放的中国又实现了国家

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

1978 年，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十

位，而 2008 年和 2010 年先后超越德

国和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1978 年，中国经济总量占

世界份额的 1.8%，2012 年这一比例

提升到 11.5%，2015 年达到 13.5%。

多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一直保持在 25% 以上。1978 年中国

外汇储备 1.67 亿美元居世界第 38 位

至 2006 年首次突破 1 万亿美元，此后

一直位居世界第一。今天的中国是全

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成为世界 126

个国家最大贸易伙伴。今天的中国也

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

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39 个工业大类，

191 个种类，525 个小类使中国形成了

全球最完备最齐全的工业体系。借助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全面复

兴自己的综合国力。而中国的探索与

经验、道路与模式无疑为发展中国家

树立了发展的范例。

《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

一系列技术革新，促使手工劳动向动

力机器生产转变。沿着远洋航线，率

先步入工业革命的欧洲得以将机器生

产出来的大量商品倾销全球。迈入近

代历史的人类，面对的是正在形成的

世界市场以及随之而来的庞大殖民体

系。驼队和阿拉伯人的商船渐渐消失，

兴旺了十几世纪之久的丝绸之路随之

慢慢沉寂。

人类走向现代历史的进程伴随着

西方殖民体系的崩溃。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亚洲和非洲国家分分摆脱殖民

枷锁、赢得独立，但对于获得新生的

亚非民族来说发展是他们面对的共同

命运。

万隆这座印度尼西亚内陆城市别

具异域风情，有“爪哇的巴黎”之称。

1955 年 4 月，第一次亚非会议在这里

举行，诞生了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

“万隆精神”，这被看作是“南南合作”

的开端。

当和平与发展成为人类社会共同

应对的课题，重建欧亚大陆内部沉寂

已久的地缘经济纽带获得广泛共识。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俄罗斯、土耳其、

哈萨克斯坦、伊朗乃至韩国、日本和

美国都相继提出各自版本的“丝绸之

路”计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博科娃说：“我认为，在当今非常重

要的是，要找到能将人们联合到一起

的目标。世界上并没有单纯而未受到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说：“我

认为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中国学到

了长远考虑，当我三十年前生活在这

里的时候这种思想总结为‘对内改革，

对外开放’八个字，指的是在本国进

行改革，以打开国际大门，那是一个

长远的考虑，我们也都看到了成果。”

这是位于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机

场附近的中白工业园，它以 90 平方公

里的占地面积、日益完善的配套设施，

正在迎接精细化工、生物制药、机械

制造和新材料研发等一批新技术产业

入驻，以吸引高科技产业为目的，打

造国际产业新城为目标的中白工业园

仿效的是中国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模

式。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说：“对

我们来说，到这里投资的会是中国和

其他国家技术水平最高的企业，这意

味着技术跨越式的进步，这对于我们、

对于中国、以及这一地区，特别是欧

盟都会有很大的好处，因为中国会把

最先进的产品供应到这里，欧盟也将

大大受益。”

中国的发展道路正在获得越来越

普遍的认同，中国的发展经验正在被

越来越广泛地汲取。今天的欧亚大陆

呈现着较为特殊的发展面貌，它的一

端是充满活力的亚太经济圈，另一端

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的广阔腹

地则是发展中国家群体。不均衡构成

了欧亚大陆区域经济格局最显著的特

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依然是

21 世纪的主题，但是人类不得不应对

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以及地区冲

突、恐怖主义威胁、全球气候变化等

一系列纷繁复杂的挑战。与此同时，

国际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地区互联

互通面临诸多瓶颈，发展中国家的工

业化进程急需资金和技术支持。面对

共同命运与命题，人们将如何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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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均衡、更为普惠、更为智慧，并

探索出一条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新

路径。

麦加，伊斯兰世界的圣城。2014

年全球穆斯林朝觐期间，由中国企业

修建并运营的麦加轻轨，在七天六夜

的时间里，持续运行 158 小时，开行

列车 1949 列，运送朝觐者 380 万人次。

麦加轻轨缓解了朝觐人流所带来的巨

大压力，减少了至少一万两千辆大巴

车涌入麦加城。

在阿尔及利亚的许多地区，由于

气候干燥少雨，人们不得不忍受饮用

水和农田灌溉用水的匮乏，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企业就开始为阿尔

及利亚建造大型水利设施提供帮助，

这里相继修建了 2500 立方米阿尔及尔

球形水塔，3 万公顷农田灌溉系统，以

及阿尔及尔至提济乌祖沿线城市的饮

用水工程。埃尔及利亚总理塞拉勒说：

“多年来，中国企业为阿尔及利亚一

些工程项目的完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公司实力强大，一方面体现在数

量上，另一方面还体现在质量上，这

是非常积极正面的事情，阿尔及利亚

人有目共睹。”

复兴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

展也离不开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过

去十年，中国与中亚、西亚、北非和

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额年均增长 19%，

直接投资年均增长 46%。中国是这些

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或者是最大的出

口市场以及主要投资来源地，中国与

世界已经彼此相系、紧紧相连，这联

系交错的命运、利益和责任。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我不

知道新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样的，因为

它正在建设之中，但可以明确的是，

目前存在的世界秩序，在 19 至 20 世

纪是由欧洲人创造的。中国有自己对

于世界秩序的看法，伊斯兰国家也有

自己对世界秩序的看法，我们现在需

要找到一条路径，让这些观念能够彼

此协调。”

当推进国家与国家之间发展战略

的相互对接，进行互利合作成为共同

需要和普遍共识，无论是中国还是世

界，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形式，使彼

此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在丝绸之路

沉寂了数百年之后，“一带一路”这

一顺应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契合沿

线国家和地区发展需要的新的理念和

倡议，终于应运而生，“一带一路”

倡议是中国根据古丝绸之路留下的宝

贵启示，着眼于各国人民追求和平和

发展的共同梦想，为世界提供的一项

充满东方智慧的共同发展繁荣的方案。

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说：

“首先作为一个意大利人，这是历史

的一个记忆。你知道当年的丝绸之路

是从威尼斯到中国，而现在丝绸之路

又回来了，这中间经历了好几个世纪，

但最后它还是发生了。”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一带

一路”是中国为地区和全球发展提供

的“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

借助这个平台，中国将致力于推动完

善国际治理体系，积极推动扩大发展

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

权，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提供公

共产品。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就在不久前，

我们欧亚经济联盟五国在阿斯塔纳讨

论过相关内容，大家都赞成在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设想

框架内，发展我们同中国的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把快速发

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

起来。在这个平台上，中国与沿线国

家在资金、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和

资源能源等方面优势与需求有望得到

有效互补，“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

将获得新的动力和载体，亚欧大陆的

贸易、交通、物流条件将得到改善，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将得以提速。

斯洛文尼亚前总理达尼

洛·图尔克说：“它使亚洲、

中亚、欧亚以及欧洲的一些

重要国家联系的更加紧密，

我认为这件事很有价值，这

个概念很有趣。”

在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

逐步笼络全球经济合作的

大背景中，“一带一路”也

凸显出中国与亚洲之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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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割的命运联系。自上世纪 90 年代

以来，亚洲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

擎，年均增长 6%，但也面临着发展中

的严峻挑战。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

的一些亚洲发展先行国家，要超越中

等收入阶段步入发达经济体行列，必

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另一方面，拥

有近 7 亿贫困人口的亚洲，占据了世

界贫困人口的 65%，减少贫困、消除

发展的不平衡，依然任重道远。中国

与亚洲各国的合作具有广泛的内在需

求，中国的命运也与亚洲的命运休戚

与共，当亚洲人民有能力、有智慧通

过彼此合作来实现和平与发展，他们

也在实现梦想的历程中，缔结成命运

共同体。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说：“我认为

它是 21 世纪的伟大倡议，这个倡议雄

心勃勃，它展现出来的想象力，让很

多人感到意外。如果我们认真地阅读

习近平主席的书，我们就会发现，亚

洲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中国希望与邻

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中国推崇一个多

元的世界，并希望各级之间保持平衡，

因此自然而然地，中国会提出这样一

个构想，一方面能将整个亚洲团结起

来，联合起来，另一方面能让亚洲走

向世界。”

对于 21 世纪的全球来说，这是一

个“中国制造”无处不在的时代，自

2009 年“中国制造”登上全球出口首

位以来，中国一直稳居世界制造业第

一大国地位，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全球

制成品贸易的 1/7。当全世界都在享受

着质优价廉的“中国制造”，中国已

在通信、高铁、船舶、核电等高端制

造业领域占据着国际领先水平，全球

1/3 的装备制造业来自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辐射亚欧非三

大洲，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内

大多数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依托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和优势产业，

中国将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与沿

线发展中国家建立新型经济合作模式，

使中国的产品、装备、技术和沿线国

家的资源、市场形成良性循环。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主任：

葆拉·苏巴基这样说：“这是一个具有

挑战性的建议，很宏大，它伴随着中

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所展现出的新面

孔一起出现，能够平衡地区发展，有

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历经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一

带一路”也呼应了中国全方位开放与

全面发展的内在需求。“丝绸之路经

济带”从中国西部内陆地区出发，横

贯欧亚大陆；“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则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出发，连接太

平洋和印度洋，两者都是集国内区域

发展和对外开放于一体的综合性战略

构想。通过“一带一路”，中国正在

寻求更为均衡的区域发展和海陆地缘，

铸就东西互济、海陆统筹的全方位对

外开放新格局。

2015 年 2 月，中国成立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一个月

后，《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随

之发布。这一宏伟蓝图描绘了沿线各

国开放合作的宏大经济愿景，其中“丝

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

俄罗斯至欧洲，中国经中亚、西亚至

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

印度洋；“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

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

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

过南海到南太平洋。国家发改委主任、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徐绍史说：“这是我们之

间的双向选择。我们在中亚、西亚、

东南亚、南亚、非洲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确定了若干个支点国家，同

时通过共同商量，明确了一批标志性

的项目。”

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印满的不仅

是昔日对东西方经济文化和文明交流

的记忆，还将溢满现实发展的印辙。

放眼望去，各领域快速展开的“一带

一路”建设，正展现出无限前景。通

过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的合

作，人们正在努力使沿线各国打造为

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

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中国与世界已经步入丝路新时代，而

在这个时代，中国与世界将共商未来、

共建梦想、共享繁荣。

          （未完待续） 《央视纪录片》播

2015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
出席万隆会议 60 周年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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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南皮县人，世居北京长于台北现居洛杉矶。先祖文襄公张之洞乃逊淸首辅一代

名臣，传承祖训：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父亲出身军旅然

醉心书画，记忆中对我辈兄弟从小就严格督导习练碑帖时至今日仍记忆犹新。父亲退休后

全心书画，并常约当代名家如：黄君壁、陈子和、锺寿仁、范伯洪、刘太希、吴平等家中

画会，常令我一旁负责磨墨，得机看大师谈笑挥毫落笔生花从容收场，无论字画均令人赞

叹不己。耳濡目染受益良多，期间并蒙锺寿仁先生啓蒙私授更为感戴。近年来醉心草书特

以专攻，凡古辈高贤张芝、献之、长史、藏真均倾心修习，虽资质驽钝但纵情书画自歌自

舞自开怀实为赏心乐事。2009 担任洛杉矶华人书法协会会长，2011 年率 38 位书画家

返台盛大展出颇多好评，2012 年成立文华雅集并担任会长至今。为推广中华文化传统，

除固定每年举办书画展出外，近十年来开办私人教学外并在社区大学 文化团队及意庐会所

等多处授课，期为海外传承中华文化一儘棉力。

张法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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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65736115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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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翰
霖

1968 年出生于中国北京的书香世家。受家学熏陶，姜翰霖五岁开蒙，始习书画。1991 年，就

读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从事文化公司和设计工作，并于 2004 年成立自己独立工作室，进行油

画创作。

创作上，他深谙根基和源泉的重要，懂得惟有立足传统，消化吸收，才能够在创作时达到随心

所欲而不逾矩的艺术状态。他沉浸在古今中外的艺术天地里纵横。纵向，他在中国传统书画艺术里

勤奋地吸取精华，弃之糟粕，不囿于绳墨法度所拘，追求消化古艺的独特风格。横向，他积极学习

吸收西方当代艺术的营养，考察各大流派其独特的色彩、空间结构、透视关系以及其几何造型，汲

取灵感，用更大的精力拓宽自己的画路。他将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融于一炉，并将中国的

易经文化大量融进自己的作品，其别具一格的风格深受海内外人士的关注与喜爱，被称为画界奇人。 

此外，他的作品还融入了浓厚的情感，使情感成为贯穿其作品的灵魂。用饱含画家的强烈情感，

使观者产生共鸣。他的作品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内涵和生活情趣，给人一种意趣昂然，气韵非凡、把

玩不尽的艺术韵味。

《山鬼与花豹》2016 《少女》2017 《怀春少女》2017

《
聊
斋
志
异.

狐
狸
精
》2014

《
宫
中
仕
女
》2015 

《
荷
花
少
女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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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立忱

王忠禹

徐昌东

邓　旭

刘家骧

庄　亮

李　一

陈忠苏

周立群

石　宏

张富春

马宝同

王兆华

王剑锋

伍颖梅

张玉卓

李士林

汪潮涌

沈国钧

孟晓苏

季卫东

骆茹敏

郭永彬

韩忠学

魏家福

杨　昶

许立荣

刘仲藜

傅志寰

马颂德

王文东

王　迺

石万鹏

刘剑锋

刘长乐

陆宇澄

佟志广

杨　慎

钮茂生

贾志杰

柴松岳

傅　征

曾建徽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财政部原部长

原铁道部部长、十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

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科技部原副部长、中国技术创业协会理事长

对外经贸部原副部长

国家外国专家局原局长

中国纺织总会原会长、原国家经贸委副主任

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家民航总局原局长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北京市政府原副市长、华夏银行原董事长、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名誉副理事长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原国家对外经贸部副部长

中国房地产协会名誉会长

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河北省原省长

第十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长、国家

电力监管委员会主席

总后卫生部原副部长、少将、国务院深化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副

会长、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副会长

第九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

美国美中投资基金董事局主席、中国清洁能源论坛中方主席、中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会长、中

国直升机产业发展协会会长、中国度假联盟主席、四川省灾后重建基金会名誉理事长、海明堡（亚

洲）直升机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金融风险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教授）

原中国中旅集团公司总经理、原中国旅行社总社董事长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北京全景赛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诚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会长

北京红石诚金创业投资管理创始合伙人及董事长

启元资产管理 ( 香港 )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海明堡（亚洲）直升机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吉林省辽源市人民政府市长

恒峰集团董事局主席

香港九龙巴士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天津市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信国安集团原董事长

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常务理事、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信中利资

本集团董事长、伦敦证交所上市公司欧瑞投资公司董事长

四通同人基金会主席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

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评价中心主任

国家邮政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

湖北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

中国远洋运输 ( 集团 ) 总公司总经理

华夏历史文化研究院院长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WRS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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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宏

严　波

刘　伟

张蓉杰

张向宁

杨宏武

潘小夏

陈晓霞

徐福成

郭　然

蒲　越

高　福   

马岸伟

艾曙光

王春岩

杨海群

张明华

王泉生

孟玉明

金学生

黎志明

黄锦辉

李彦宏

朱京昌

周云帆

陈旭华

张征宇

黄　劲

张平粟

朱云来

张　兰

陈小敏

高志凯

李振福

张立群

吴景柱

华祉年

郭　鑫

徐　涛

肖　萍

陈寿椿

刘江南

韩　华

红石诚金创业投资基金创始合伙人

中央电视台总编室版权管理部副主任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美国美中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副总裁、海明堡（亚洲）直升机有限公司副总裁

天下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北京尊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中投圣泉投资管理企业创始合伙人

北京协力环宇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总裁

北京海福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易代办 ( 北京 )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

湖北广电楚天视讯网络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美国国际旅游公司 ATI 中国区总监

华能甘肃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规划部副部长

韩中汇利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

阿尔斯通有限公司能源管理业务总经理

中国银行总行海外机构管理部原副总经理、董事

万邦 ( 中国 ) 船舶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北京饭店总经理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总经济师、董事会秘书

中国天地卫星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国家中小企业促进中心主任

利安达信隆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

百度公司 CEO

五矿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空中网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北京长城饭店副董事长、高级经济师

北京恒基伟业电子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安博教育集团总裁兼 CEO

上海醴泉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裁

北京俏江南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

德恒律师事务所总裁

大和资本市场中国区联席主席、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常务理事兼国际委员会主席

德福资本首席执行官

NATURAL  BLUE MEDITECHASSISTANT  OF  PRESIDENT

阿联酋国民银行中国区首席代表

联想投资有限公司首席管理顾问

美国美世公司大中国区总裁

威盛电子股份有限集团副总裁、中国区行政长

高能资本合伙人

国家航天局高级顾问、原长城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

阿尔卡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原总裁

深圳建设集团财务公司总经理

WRSAEA
刘庄生

陶庆华

钟　波

左安一

陈　晴 

河北省曹妃甸工业区管委会副主任

北京市人大常委、北京市侨联副主席、北京海外学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港国际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

天圆集团董事长

太平绅士，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UNICEF HK）主席、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基金

主席及香港华菁会永远荣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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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志斌

吴援朝

庄肃海

张旭东

李云祥

张红力

甄荣辉

王中军

易　珉

舒　奇

唐　骏

吴　玲

李兆前

张　健

郝敬舫

孙　峰

陈毅松

邓喜红

姜岩青

黄华国

胡祖六

龚　勋

白继迅

盛勇卫

刘黎明

尤雁子

雷　虹

罗永章

王　喆

斯琴高娃

岑　天

熊万里

黄　清

刘青松

吴克忠

李亦非

李　亚

米　奇

李子意

杨艾琳

陈　忠

林和平

郎　威

竺农范

夏曙东

董　颖

莫华璋

武晓园

李月中

杨晓冬

郝　雪

徐迪旻

中化集团副总裁

黑龙江轻工业联合会会长

北京邮政科学研究设计院院长、高工

安家集团董事长

北京泓天威科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

前程无忧 CEO

华谊兄弟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诺华中国区总裁

上海华力微电子有限公司副总裁

新华都总裁、CEO

国家新材料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

山西省纪委书记

上海醴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麒麟电视董事、北京圣沅乐康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国安华集团总公司董事长

Pallas Global Capital LLC CEO

弘毅投资董事总经理

弘迈生物医药 ( 中国 ) 投资管理公司执行总裁

美国资本市场顾问有限公司副总裁

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艾赛投资控股责任有限公司董事长

国家外专局培训中心主任

江西加威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山东世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雁巢艺术工作室创始人

美国九九人传媒集团总裁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上海长林化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著名演员

瑞士银行董事总经理

时空创意（北京）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CEO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天津市泰达国际控股集团公司总经理

优势资本（中国）有限公司主管合伙人、总裁

阳狮锐奇集团大中华区主席

凤凰新媒体首席运营官

斯科网络公司投资总监

ESP 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中山大学深圳研究院副院长

上海银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赛富投资基金合伙人

香港第一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北京千方科技集团董事长

CV Starr 投资总监

启铭国际教育交流中心 CEO

史密夫律师事务所律师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富达基金常务董事、亚太区首席信息官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国际交流和管理中心主任

上海广播电视台驻日首席代表、日本亚洲友好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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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晓科

徐昭英

韩小红

饶南湖

齐在元  

李一萍

谢建中

吴　斌

陶庆华

高益槐

邱绍芳

高　福   

马岸伟

陈永岚

张亚勤

胡越高

金纪湘

王　悦 

袁铁成 

陈　立

刘成敏

付　浩

余昱钧

何建国

胡嘉惠

李有德

曲国胜

夏善晨

王天宇

仝小民

武　阳

孙晓琦

北京住总集团实业公司董事长

美国通用电力公司软件工程师

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云南省玉溪市委副书记、云南省玉溪市市长

中科科技培训中心秘书长

广东省时代公益公益基金会创办人，时代中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欧盟中国经济文化委员会秘书长

庄胜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北京市人大常委、北京市侨联副主席、北京海外学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新西兰皇家科学院生物活性研究中心、新西兰梅西大学 Riddet 学院教授、博导、

首席科学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正司、大使

美国国际旅游公司 ATI 中国区总监

华能甘肃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规划部副部长

法国欧瑞泽基金董事总经理

百度公司总裁

东方神马集团董事长

瑞士银行董事总经理

汇欣苑（北京）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董事长

克危克险董事长

美国亚洲世纪资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

北京金蜗牛科技有限公司 CEO

北京中和润物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及客座教授

北京开芯易通科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开芯易通科贸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上海正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国际应急管理学会副主席、中国地震局救援专家组组长，研究员，博导、中国国际

救援队副总队长

上海政法学院国际商务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信用经济和法制研究所所长、上海司

法研究所研究员

润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监、深圳市智慧城市产业促进会副会长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总监

广东省口岸经济发展深圳公司 CEO

司马威

朱林骥

徐　康

邢佳民

徐大荣

唐良猷

张建民

廖　康

何　宁

王章华

韩丽莉

秦泗钊

由　佳

戴维·伍迪

岳晓勇

陈正权

美国休斯公司、数码媒体集团有限公司部门经理、首席技术官

美国联邦商务部国家商业发展总署东北部 14 州亚裔名誉顾问委员会主席

美国 Berman 公司首席运行管

美国弗吉尼亚电讯公司部门经理

法国 ADI 国际贸易公司部门经理

奥托昆普机电公司总经理

Apexcompu  Corporation 总裁

美国 language line 培训部经理

北京弘高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

亚美商业发展中心总裁

美国 LIM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南加州大学工学院副院长、讲席教授

EEDU 美国好莱坞影视娱乐教育控股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美国 HIPAC 集团 CEO

驻约旦大使馆大使（正司）

加拿大 Dynaco Capital Inc 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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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青

王　恢

孙霄冰

沈　琦

朱宇华

王　锐

周燕霞

陈伯祥

HHP Investment Holdings 董事

加拿大名人名商报社社长

加拿大安省圣约翰中医针灸治疗中心主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亚太发展协会创会主席、董事会主席

纽约电影学院副院长

Asia & Pacific Capital Co.VP

联合国非政府组织（NGO）华人家长学生会会长、北美地区青年企业家之友会执行长

北美地区青年企业家之友会会长

北京中传蓝天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香港 NDN 集团创办人董事长 CEO

虹源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Shopshops 运营经理

英雄互娱科技有限公司投资经理

四川传媒学院教师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董事长 创始合伙人

长联石油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H.T.Tech Inc. 董事经理

中国国际石墨烯资源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宏昌投资实业有限公司副总裁

合肥安立德智能通信有限公司董事长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讲座教授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阿里巴巴集团公共事务部经理

巴黎高等师范音乐学院博士在读

长沙富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执行官

广州市萝岗出入境货运车辆场有限公司经理

中国海归联盟网站站长

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

亿达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微视达人运营官

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尚公（上海）律师事务所主任

TaxAssist Accountants 会计助理

西南大学副教授

深圳市增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市场助理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秘书长

美中能源集团区域总裁助理

美国 VITAS 临终关怀医疗机构医务专员

交银国际控股董事总经理，私募投资主管

北京恒天中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理财经理

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国际合作交流委员会对外联络处处长

摩根斯坦利 Associate

惠民基金会北京惠民中医儿童医院院长

千山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丝路物流控股有限公司（HK0988）首席执行官

天津尚德药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开大学

英国太古（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董事，驻中国首席代表

光大证券 执行董事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高级项目经理

AddeparInc 软件工程师

陈晓峰

安宇昭

廖连中

林塬鈤
王文天

祝嘉欣

陈　文

龚家龙

贺军平

刘　炜

陈乐珍

李世东  

裴　创

陈淑英

池　涵

刘开颜

李劲峰

王秋懿

张　容

石皓天

寇向卉

赵小朴

陈　枫

谢铖锴

和振伟

周　洋

杨　瑞

赵　玄

谢林浩

郭晓彤

林博渊

冬　妮

王粲如

方　刚

陈　悦

刁志辉

赵新亮

万芊紫

张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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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7th Floor, Fang Di Zhi Ye Building, No.25 Xiaoying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P.C.:100101
Tel:0086-10-59046098   Email:meizhongtouzi@163.com      Web:www.haimingbao.com   www.uschci.com 

海明堡（亚洲）直升机有限公司是美中投资基金旗下的子公司，是唯一在国内由国家立项的美国直升机制造项目。其拥
有美国海明堡（蜂鸟）直升机在亚太地区独家工业产权的使用权（包括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的授权许可），并获权逐步零
部件国产化。公司将以实现辐射中国地域通用航空产品销售和航空综合服务中心两大功能，打造以直升机制造为龙头，带动
直升机维修、通用航空教育培训、航空小镇四大板块的可持续发展的航空产业链。目前，海明堡（亚洲）直升机有限公司已
经在内蒙鄂尔多斯和云南玉溪设立两个直升机生产基地，生产美国海明堡（蜂鸟）L-300 型直升机，该飞机应用广泛、安全可靠。

现阶段，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自 2010 年，陆续下发了《关于深化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意见》以及《关于促
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文件，进一步推动我国通航领域发展，逐步开放 3000 米以下低空空域并将在 2020
年前建立 500 个以上通用机场，通用航空器达到 5000 架以上，这些都给中国通航产业发展一个巨大的信号。国家政策的支
持使中国通用航空成为了继汽车、轮船之后第三块大蛋糕，中国通航领域大力发展成为必然。政策的发布，意味着超过 1 万
亿经济规模的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将迎来井喷式发展。

Hummingbird (Asia) Helicopter Co., Ltd. is subsidiary to US-China Capital Inc., and a US helicopter manufacture project set up by 
Chinese government. It has access to the exclusive industrial property (including authorization on manufacture, marketing and after-sale 
service) of the American Hummingbird helicopters in Asia-Pacific region and is empowered to adopt more components made in China. It 
will establish the functions of comprehensive service center and general aviation related products sales, and create a sustainable aviation 
industrial chain led by helicopter manufacture and consisting of helicopter maintenanc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n general aviation, and fly-
in communities. Currently, Hummingbird (Asia) Helicopter Co., Ltd. has set two helicopter manufacturing bases in Erdos, Inner Mongolia and 
Yuxi, Yunnan Province, engaged in manufacturing of the American Hummingbird L-300 series helicopters, which are widely used, safe and 
reliable. 

At present, seeing an rapid development in its economy, China, since 2010, has regularly released a series of documents including 
Opinions  on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China’s Low-altitude Airspace Management and Guiding Opinions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boosting development of general aviation field in China. China has gradually opened up the space below 3000 
meters, and plans to build more than 500 general airport before 2020 and more than 5000 general aircrafts. All these are important signals 
for the Chinese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to boost.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policies has allowed general aviation to become the third 
cake after autos and ships, resulting in the inevitable development of general aviation in China. The released policies will realize the blowout 
of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of China with the potential of a trillion’s economic scale.

海明堡（亚洲）直升机有限公司
Hummingbird (Asia) Helicopter Co., Ltd.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营路 25 号房地置业大厦七层  邮编：100101 
电话：0086-10-59046098  电子邮箱：meizhongtouzi@163.com     网址：www.haimingbao.com   www.usch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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