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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昌东的“通航大外交”韬略 
 —— 专访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中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会长徐昌东

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共推共享经济全球化发展
 —— 第十七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在京召开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中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徐昌东会长受邀考察韩国并出
席“韩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成立大会

聚 焦

热 点



2

热点
Hot Track

莱仕康 11-E 经过 1994 年和 2006 年的两次全新设计，尤其是前轮转向器增强了飞机的稳定性，更有效地帮助飞行员实
现水平方向控制。莱仕康 11-E 爬升率可以达到 267 米 / 分钟，巡航速度 214 千米 / 小时，续航能力达 900 千米以上，燃料
容量 151 升。燃油喷射发动机在转速仅为 2450 转时就能产生 185 马力的功率，每小时仅消耗 28升汽油。

莱仕康 11-E 是一款四人座单引擎多功能飞机，其飞行和着陆性能稳定、机内空间大、操作简便、性能优越，非常适合

用于家庭用飞行、驾驶训练、旅游观光、森林防火、农林作业、地质勘探等。　	 　　　

After re-designing in year 1994 and 2006, Luscombe 11-E is now featured with new nose wheel steering, which aids the sturdiness 
of the craft and helps pilots establish a level of ground directional control that no other aircraft in its class can achieve. The climb rate is 
876 feet-per-minute, the normal cruise rate is 133 mph, and the plane has a range of 575 miles with fuel capacity of 40 gallons. The fuel-
injected engine produces 185 hp at only 2450 RPM, consuming a mere 7.4 gallons per hour.

The Luscombe Model 11-E is a four-place, single-engine aircraft with spacious utility interior, easy operations, superb performances 
and excellent stability in-flight and while landing. The 11-E is ideal for general use, training, sightseeing, fire prevention, agricultural 
operations and geological explo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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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春风吹遍大地之际，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顺利召开，我们又迎来了充满希望的一年。这里谨代表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对大会的顺利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

当历史的车轮隆重的走过了 2018 年，回首往昔，感慨万千。去年，

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也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海以其博大 ,纳百川而成其浩瀚 ;山以其厚重 ,历沧桑而为之雄浑。

四十年来，每个中国人民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汇

聚起整个社会的进步。中国这个拥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再次让世

界的目光聚焦在此。今天，中国的经济已然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世界舞台中的地位也今非昔比。	2013 年习近平总

主席出访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倡议，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理念。5 年间，“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

转化为行动，从愿景变为了现实。为实现世界共同发展繁荣注入推动力量，

增添了不竭的动力。

企业家联谊会作为欧美同学会下设的组织，聚集了一批批学有所成的

留学归国企业家。过去的一年，企业家联谊会在欧美同学会总会的领导

下，在各位理事和社会各界学长的支持和协助下，在全体会员和工作人

员的共同努力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响应党的号召，在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尤其是	“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共

推共享经济全球化发展——第十七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

在人民大会堂的隆重召开，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高举留学报国的旗帜，继续发挥桥梁和纽带的

作用，走进新时代，面对新机遇，定位新坐标，坚定不移的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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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凝聚众智，不忘初心，为共同推进中国进步，实现中国人民福祉

生活携手前行。

不忘初心，携手前行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 徐昌东

2019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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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  Documentary

中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徐昌东会长受邀考察内蒙古通辽市

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共推共享经济全球化发展 —— 第十七

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在京召开

聚焦创新 共话“一带一路”建设五周年——第十七届中国企业实施“走

出去”战略论坛平行论坛在京举行

我会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员代表参加欧美同学会（中国——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座谈会”

美中能源 LNG 供应链体系在京启动，推动天然气产供储销协调发展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中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徐昌东会长受邀

考察韩国并出席“韩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成立大会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韩国通用

航空产业发展协会考察团一行受邀考察南京通航产业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韩国通用

航空产业发展协会考察团一行受邀考察徐州市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韩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签署合作

备忘录 合力推动邯郸市通用航空产业快速发展

韩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会长曹鈤铉一行参观访问欧美同学会并拜会

徐昌东会长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党支部 组织全体党员参观“伟大的变革——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

弘扬国粹精华——陈英明诗书画展在京开幕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卫洲出席“音乐传递爱——郎朗

艺术基金会公益之夜”并致辞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昌东一行考察雄安新区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卫洲出席《刚果民主共和国古代

木雕遗产展》开幕式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卫洲一行视察首都（朝阳）国际

人才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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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徐昌东会长受邀考察内蒙
古通辽市
Chairman of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Xu Changdong Visited Tongliao City 
in Inner Mongolia

2018 年 11 月 7 日 , 受内蒙古通辽市政府邀请，中国通

用航空发展协会会长、美国美中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海明

堡（亚洲）直升机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徐昌东、海明堡（亚

洲）直升机有限公司副总裁张蓉杰、项目经理朱佳一行考察

通辽市城北新区，通辽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有良好的区位

优势。

Invited by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of Tongliao in Inner 
Mongolia, chairman of the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US-China Capital Company 
and Hummingbird (Asia) Helicopter Company Xu Changdong, 
vice-president of Hummingbird (Asia) Helicopter Company 
Zhang Rongjie, project manager Zhu Jia visited Chengbei New 
Area in Tongliao City on November 7th, 2018. Tongliao City has 
its excellent regional advantages for reviving northeastern old 
industrial base.

通辽市城北新区是通辽市统一规划的城市新区，核心区

西起创业大道、东至通鲁高速，南起辽河大街、北至吐尔基

山大街。规划建设会展小镇、民族文化大学城、职教文化产

业园，生态宜居小镇、康养小镇、印象通辽 6 个区块。规

划面积 36 平方公里。建成后将打造成为全国绿色大学城示

范区、全国会展特色小镇示范区、全国蒙医及医养示范区、

全国绿色慢行廊道示范区。其中以内蒙古民族大学校区改造

项目，通辽国际会展中心项目，科尔沁马城 (那达慕文化园 )

项目、康美 ( 通辽 ) 健康城为城北新区重点项目。

Chengbei New Area is a new area planned uniformly by 
Tongliao City, and its core area starts from Entrepreneur Street 
in the west, Tonglu Highway to the east, Liaohe Street to the 
south and Turki Hill Street to the north. The plan is composed of 
six blocks: exhibition town, university town of national culture, 
industrial park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cological livable town, 
health care town and Tongliao impression, covering 36 square 
kilometers. The city aims at building national green university 
town demonstration area, demonstration area of national 
exhibition in characteristic towns, national Mongolian medicine 
and health care demonstration area, demonstration area of 
national green corridor for slow walking. The key projects of 
Chengbei New Area are the restoration project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ampu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project of Tongliao, Khorchin horse city (Nadam Cultural Park) 
project, Kangmei (Tongliao) health city.

中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徐昌东会长在通辽市政府相关部

门领导陪同下对通辽市城北新城的“内蒙古民族大学校区改

造”以及“科尔沁马城（那达慕文化园）”重点项目进行了

实地考察。调研了通辽市当地制造业基础，了解通航项目落

交
流
座
谈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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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通辽的基础条件。美国美中投资基金、海明堡（亚洲）直

升机有限公司目前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建有海明堡直升机

制造工厂，并围绕飞机制造打造通航维修，通航教育及航空

小镇的通航全产业链基地。在内蒙古当地已具备了一定的通

航产业基础。徐昌东会长向内蒙古民族大学校区学校党委副

书记、校长陈永胜等校方领导介绍了通航产业及通航教育发

展的情况，并与校方领导深入交流，探讨通航教育项目在通

辽市落地的可行性。

Chairman of the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Xu Changdong along with municipal government 
leaders of Tongliao investigated the restoration project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ampus and Khorchin horse 
city (Nadam Cultural Park) project in Chengbei New Area. He had 
a general survey of local manufacturing basis in Tongliao City to 
know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general aviation project in Tongliao. 
US-China Capital Company and Hummingbird (Asia) Helicopter 
Company has built manufacturing factory for Hummingbird 
helicopters in Erdos of Inner Mongolia, and attempts to construct 
industrial chain base of general aviation for general aviation 
maintenance, general aviation education and aviation towns. 
Therefore, Inner Mongolia has certain conditions for developing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Chairman Xu Changdong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and general 
aviation education to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party committee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rincip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 Yongsheng and other 
university leaders. He had an in-depth communic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leaders and discussed the feasibility of general aviation 
education project developed in Tongliao City.

考察结束后，徐昌东会长与通辽市委书记亲切会谈，通

辽市政府领导表示非常欢迎美中投资基金公司的通用航空

产业相关项目在当地投资落户，双方就相关细节问题将进一

步沟通与磋商，并积极配合做好推进与服务工作。希望双方

共同努力对带动通辽市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做出新贡献。

After the investigation, Chairman Xu Changdong had a 
sincere talking with the municipal party secretary of Tongliao.
Municipal government leaders of Tongliao said it was a pleasure to 
see US-China Capital Company invested related projects of general 
aviation in Tongliao City in the future. They discussed the details 
about it for the promotion and service work to go well and hoped 
the common efforts of both sides to make a new contribution to 
pushing industrial upg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ongliao 
City.

通辽市城北新区规划图

通
辽
市
政
府
领
导
陪
同
徐
昌
东
会
长
实
地
考
察
调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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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共推共享经济全球
化发展 
—— 第十七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在京召开

Boosted Jointly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and Shared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
The 17th Forum of Going Global Strategy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Held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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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17th Forum of Going Global 
S t ra t e g y  fo r  C h i n e s e  E n t e r p r i s e s , 
sponsored by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China Overseas-
educated Scholars Association) and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initiated by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WRSAEA) was held 
in Beijing on December 1s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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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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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this  forum themed “ The 5th 

Anniversary of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a n d  t h e  Ro a d  to  G l o b a l  Eco n o m i c 
Development”, vice chairman of the 
11th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general 
counsel of WRSAEA Bai Lichen, deputy 
minister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Dai 
Junliang,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12th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general director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ao Weizhou 
made speeches. The guests such as the 
chairman of the 10th NPC Finance and 
Economic Committee, former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Railways, honorary 
chairman of the WRSAEA Fu Zhihuan, 
senior counsel and former general director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former deputy 
minister of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大会主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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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Ma Wenpu, 
general couns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 of the CPC Central Military 
Committee, former deputy minister of 
General Armament Department Tang 
Xianming attended this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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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秘书

长庄亮等主办单位相关领导，各部委

代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及

政府代表、中国央企及其他企业代表

等 700 多位中外嘉宾出席本届论坛。

论坛由大会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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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er  deputy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deputy general 
director and executiv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 n o m i c  E xc h a n ge s  We i  J i a n g u o, 
secretary of the Party Leadership Group 
and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China 
Oversea-educated Scholars Association) 
Wang Pijun attended and made keynote 
speeches. Five Chinese and Foreign 
guests such as valued counsel to Chinese 
and US Officials on China-US Bilateral 
Relationship, main pusher and witness 
of the first shipping of Liu Lin Hai Stanley 
Barer,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hina- Asia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Center of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Zhou Guomei 
made speeches at the forum. Zhuang 
Liang,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other leaders from 
sponsors, representatives from ministries 
and commissions, state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presentatives 
f ro m  s t a t e  e n t e r p r i s e s  a n d  o t h e r 
enterprises, over 700 guests, attended the 
forum. Xu Changdong, chairman of the 
forum, chairman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deputy general director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presided over this forum.

大会现场，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

谊会徐昌东会长特别安排了象征着中

美恢复贸易往来的中国“柳林海”号

轮船从上海首航西雅图的回顾环节。

为当年“柳林海号”首航的亲历者以

及为中美贸易往来做出积极贡献的中

国前交通部部长钱永昌先生以及斯坦

利·贝尔先生颁发奖牌。今年新成立的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粤港澳大湾

区委员会陈晴会长在会上发表主题演

讲。

Chairman Xu Changdong specially 
prepared a video to look back the Liu 
Lin Hai’s first shipping from Shanghai to 
Seattle. It was a sign of the recovering 
of China-US trading. Former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Qian Yongchang, Stanley 
Barer, the witnesses of Liu Lin Hai’s 

first shipping and contributor to China-
US trading, were awarded. Chen Qing, 
the chairman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Guangzhou, Hong Kong and Macau Grand 
Bay Commission, founded this year, made 
a keynote speech.

改革开放40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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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建设拓展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内涵，成

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入新阶段的

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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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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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凝结智慧，助力中国企业

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助推中国企业“走

出去”，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取得

新的进展，新的成绩，造福于世界人民。

In 4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ese enterprises has 
increasingly strengthened the motive to 
go global and stepped up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s the rising of economic 
strength, technology strength,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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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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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论坛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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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届论坛并致辞
3、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戴均良出席本届论坛并致辞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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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届论坛并致辞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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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届论坛并做主旨演讲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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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中美双边关系资深顾问斯坦利·贝尔（Stanley Barer）出席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8、生态环境部中国——东盟环保合作中心副主任周国梅出席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9、中国美国商会主席、美国驻华大使馆原商务公使蔡瑞德（William Zarit）出席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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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11、中美清洁能源论坛首席执行官薄锐思（Dennis Bracy）出席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1

4

7

10

2

5

8

3

6

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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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se strength, composite strength,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developing 
fruits shared by peopl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pands the meaning 
of China’s opening-up policy, and is a 
sign of going global in new stage. This 
forum’s theme was “The 5th Anniversary 
of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Road to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guests had a in-depth discussion 
abou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green ecology development model, the 
improv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s the progres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US-China trading trend 
under current trading friction. It aimed at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pushing them 
to go global with our people’s wisdom, 
achieving new progres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giving benefits to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白立忱副主席在致辞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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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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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正是我们本届论坛主题的深刻时代

背景。

Deputy chairman Bai Lichen said in 
the speech,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th 
the increased connectivity in five areas 
as policy, infrastructure, trading, finance 
and people to people ties, it stepped up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rought 
willingness and happiness to millions of 
people, forming the silk spirit of peace and 
cooperation,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mutual learning, mutual benefits and 
winners. He said, it proved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beyed the times’ 
trend, development principles and the 
interests of people in the world with broad 
prospect. It was the profound background 
that we talked about in this forum.

第二，戴均良副部长在致辞中指

出，5年来，“一带一路”从理念化为

行动，从愿景变为现实，通过构建以

市场为基础、企业为主体的区域经济

合作机制，既为中国企业“走出去”

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为相关国

家和地区提供了合作发展的契机和平

台，在促进区域繁荣发展、维护地区

安全稳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

同体意识。他认为，在改革开放 40 周

年新的起点上，企业“走出去”必将

迎来更加广阔的前景。为此，他提出 3

点建议：第一，在企业“走出去”中

讲好中国故事。要善于弘扬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

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

事，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中国坚持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第二，在

企业“走出去”中坚持创新引领。不

断深化中国同世界科技交流的深度和

广度，共同探索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新

模式，实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抢

占事关长远和全局的科技战略制高点，

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造福全人类作

出更大贡献。第三，在企业“走出去”

中充分发挥留学人员优势作用。要发

挥好对外联系广泛的优势，加强内引

外联、牵线搭桥，积极在企业开展贸

易洽谈、项目并购、海外拓展等业务时，

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当好中外友好

交流的民间大使。

Deputy minister Dai Junliang said, in 5 
years, the concep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been transferred into action, 
from vision into reality. It provided the 
seldom historic opportunity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go global, and offered the 
chance and platform to cooperate for 
related states and regions with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market and taking enterprises as the 
core. The initiati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regional prosperity and 
maintaining regional security,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represented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acing difficul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He thought at a new start 
of the 40 anniversary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going global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would have a bright future. 
Therefore, he had 3 suggestions as follows: 
firstly, going global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ld Chinese stories well. We needed 
to spread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s,  narrate the story of Party 
leadership, Chinese people’s struggling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the commitment 
of the idea of peac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Secondly, going global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led the innovations. 
We needed to deepen the depth and width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exchanges, 
seek for new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mode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o 
realiz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open 
innovation, seizing the high point of long-
term and overall technological strategy and 
making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ests of people 
in the world. Thirdly, going global neede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The 
scholars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abroad, act as the 
role of a bridge when developed trading 
business, and become the civil envoy for 
friendl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broad.

曹卫洲理事长表示，希望广大留

学人员将自身发展与“一带一路”建

设紧密结合，在推进“一带一路”倡

议实施过程中，努力发挥好重要的桥

梁纽带作用。他建议，在这一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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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场圆桌论坛：绿色 保护 行稳 致远——绿色生态与知识产权保护

第一，既要尊重差异，更要增进共识。

广大留学人员要以本次论坛主题为精

神引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用对方

国家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强与沿线国家

的相互了解。第二，既要登高望远，

更要脚踏实地。要做到心中有自信，

肩上有责任，脚下有力量，在祖国新

时代、新发展、新格局中发挥留学人

员的价值与作用。第三，既要继承传统，

更要勇于创新。要找准专业优势和社

会发展的结合点，学以致用，为“中

国智慧”增分，为“中国制造”加力，

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续航，为在世

界范围内传递更响亮的“中国名片”

贡献力量。

General director Cao Weizhou said, 
he hoped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combined closely self-development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ook efforts to be a helpful bridge in this 
process. He suggested, firstly, we needed 
to respect the differences and enhance 
common grounds. The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could regard the theme of this 

forum as the leading spirit, and increase 
mutual understanding with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s using their advantages 
and mutual pleasing methods. Secondly, 
we needed to look far and walk step by 
step. The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should be confident in the heart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and have the strength 
to act the value and role in our country’s 
new era with new development and new 
situation. Thirdly, we needed to inherit 
tradition and have the courage to innovate. 
The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should 
find the joint between the advantages of 
their profession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ert their learning in the work to add the 
glory in the “China Wisdom” and “Made 
in China”, and pus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oing global” of Chinese enterprises, 
spreading greater China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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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做论坛主旨演讲。他指出，中国的

留学人员应该在“一带一路”战略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留学人员兼修中外

文化，充满热情，有希望，有梦想，

要通过留学人员在双边关系甚至多边

关系中搭起一座桥梁；留学人员继承

了自己民族的优点，具有共享精神和

发奋图强的精神，要有始终如一的目

标和百折不挠的毅力，在产业大融合，

发展大联动，产业大共享等方面发挥

作用。

Former  deputy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deputy general 
director and executiv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Wei Jianguo made 
a keynote speech. He said, the overseas-
educated scholars in China should play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equipped with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  pass ion,  hope and 
dream, acted as a bridge i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multilateral relations. They 
should present their power in the recent 
development such as indust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connection and industry 
sharing with sharing and struggling spirit 
and firm target and perseverance. 

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

会）党组书记、秘书长王丕君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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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场圆桌论坛：互利 共赢 走深 走实——中美贸易回顾与展望

主旨演讲。他指出，第一，全球化的

故事在当下需要留学人员去讲。第二，

欧美同学会要担当的是民心相通民间

外交的工作，要担当起来，讲述“一

带一路”的故事。第三，“一带一路”

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欧美同学会和它

所联系的留学人员一定可以担当起这

方面的使命。

Secretary of Party Leadership Group 
and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Association) 
Wang Pijun said, firstly,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needed to tell the 
globalization story. Secondly,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should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civil diplomacy 
to know people’s idea and tell the stor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rdl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a long 
way to go.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and the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the organization contacted should 
take this mission.

中美双边关系资深顾问斯坦利·贝

尔做主题演讲。他为我们讲述了中美

两国贸易破冰之旅——“柳林海号”

首航的历史，表达了对中国和中国人

民的友好情谊。

Valued counsel to Chinese and US 
Officials on China-US Bilateral Relationship 
Stanley Barer narrated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shipping of “Liu Lin Hai” on the “Ice 
Breaking Trip”, and expressed the goodwill 
to China and Chinese people. 

生态环境部中国——东盟环保合

作中心副主任周国梅在主题演讲中指

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繁荣之

路，也是绿色发展之路，在一带一路

倡议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

方面的国际合作，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也是高度契合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理念，顺应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

趋势。周国梅副主任分享了绿色“一

带一路”“2+4”总体建设的格局和取

得的成绩，以及绿色“一带一路”所

带来的绿色商机。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hina- Asia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Center of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Zhou 
Guomei pointed out in the speec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the road to 
economic prosperity, also a road to green 
development. Under this initiative,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climate change 
and green and low carbon development 
was in line with Chinese idea of ecological 
development, fitted the trend of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global sustainability. 
Deputy director Zhou Guomei shared 
general layout of “the Belt and Road” 
and “2+4” construct ion,  and green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green Initiative 
of ”the Belt and Road”.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美国驻华大

使馆原商务公使蔡瑞德（William	Zarit）

做主题演讲，表示中国美国商会愿意

做保持两国良好商务关系的桥梁。

The chairman of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former minister for 
commercial affairs of America Embassy 
in China William Zarit said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was 
willing to be a bridge maintaining friendly 
business relations between two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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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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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做主题演讲，他首先介绍了中冶集

团“走出去”的总体情况，并立足新

时代新北京新形势，分享了体会。

Chief economic manager of China 
Metallurgical Group Corporation and 
Metallurgical Corporation of China Liu Bo 
firstly introduced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going global for MCC and shared their 
experience under the new era, new Beijing 
and new situation.

中美清洁能源论坛首席执行官薄

锐思做主题演讲，分享了有关“一带

一路”倡议的想法，并提出了建议。

CEO of US-China Clean Energy Forum 
Bo Ruisi shared the ideas abou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offere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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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forum included two roundtable 
forums whose themes respect ively 
were “Green, Protection, Steady and 
Farther—Green Ec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Mutual Benefit, 
Mutual Winner, Going Further and Going 
Steadily—China-U.S. Trad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  The f irst roundtable 
forum talked about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mode of innovation cooperation, 
safeguarding the safe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ushing the green Initiative 
of “the Belt and Road” , sharing the 
benefits brought by green development 
with people along the routes, realizing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economy. 
The first roundtable forum was chaired 
by executive vice chairman of WRSAEA, 
general manager of Zhongchengto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mpany Zhou 
Liqun. The second roundtable forum 
reviewed the history of China-US trading. 
On this  basis,  the guests discussed 
together the problems such as win-win 
cooperation. The second roundtable forum 

was hosted by executive vice chairman 
of WRSAEA and director of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Risks of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Deng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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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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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of the 
China-Asia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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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o f  Min ist r y  o f  Eco logy  and 
enviro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Zhou Jun, professorship professor of 
law school in Peking University, mayor and 
deputy secretary of Qiqihaer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L i  Yugang,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Meizhou Municipal 
Committee, deputy mayor of Mei Zhou 
in Guangdong Province Liu Zonghui, vice 
general manager of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peration Platform Company 
Yu Libiao, director-general of ACL China 
Jiang Bing, chief economic manager of 
China Metallurgical Group Corporation 
and Metallurgical Corporation of China Liu 
Bo, Chairman of Hong Kong Commission 
of UNICEF and chairman of Hua Jing 
Society Chen Qing, president of the US-
China Advance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enior advisor of Eshenbery 
Law Group Xia Shanchen, president 
and CEO of Spectrum Aviation Systems 
Company Frank R Blaha, Vice-President 
of Nuctech Company Limited and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Association of Port-
of-Entry Miao Qitian, research fellow of 
“the Belt and Road” Institute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special research fellow of 
the Hebei Government Counselor’s Office 
Liang Yong, chairman of WRSA Canada 
Branch, president of Jiada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mpany Yan Changming 
shared their opinions about the roundtable 
forum t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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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

同学会和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作

为联系服务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和窗

口，将继续积极创造条件，努力搭建

留学人员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平台，

充分发挥广大留学人员的智力优势，

经验优势，人脉资源优势，努力将论

坛打造成社会各界互动交流、分享经

验智慧的平台，听取各方意见，把握

中国企业“走出去”脉搏 ,	助推“一带

一路”建设取得新的进展，新的成绩，

造福于世界人民。

It proved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n it iat ive obeyed the t imes’  trend, 
development principles and the interests 
of  people  in  the wor ld  with  broad 
prospect.  The WRSA and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s the bridge and window 
to connect and service the overseas-
educated scholars would actively create 
environment and construct a platform for 
the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to servic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th the 
advantages of wisdom, experience and 
talents of the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it could build this forum as a platform to 
interact with all walks of the society to 
share experienc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lso would be promo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going global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adopting suggestions 
from people to get new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 bringing benefits for people 
in the world.

据悉，本届论坛议程共两天，12

月 2日，论坛将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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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was said that this forum was lasted 
for two days. On December 2th, this 
forum, themed the 5th Anniversary of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Self Innovation 
and Internat ional  Cooperat ion and 
Innovation, was held in Zhongguancun 
Dongsheng International Science Park 
of Haidian District. Through the ways 
such as policy interpretation and project 
presentation, it would unite the overseas-
educated scholars to devote to the career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with their 
superiority in innovation and career and 
the ambition for stronger China to study 
abroad, helping China become the main 
science center and innovation country. 

第十七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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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创新 共话“一带一路”建设五周年
——第十七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平行
论坛在京举行
Discussion about the 5th Anniversar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nnovation---Parallel 
Forum of the 17th Forum of Going Global Strategy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Held in Beijing  

2018年 12月 2日，第十七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

战略论坛平行论坛“一带一路”5周年：自主创新	国际合

作创新在北京海淀举行。	

Parallel Forum of the 17th Forum of Going Global Strategy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hemed the 5th Anniversary of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Self Inno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 was held in Haidian district of Beijing on 
December 2th, 2018.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

金会原理事长马文普，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

长陈忠苏出席论坛并致辞。来自政府、国际科创机构、投

融资机构、企业代表等 200 多位嘉宾出席。

Former deputy minis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DCPC), former general director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Ma Wenpu, executive vice chairman of the WRSAEA 
Chen Zhongsu attended this forum and made speeches. More 
than 200 guests from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stitutions,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institutes, 
and enterprise representatives attended the forum.

据悉，平行论坛设立初衷，在于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将自主创新资源与“一带一路”建设相衔接，坚持创

新驱动，培育增长新动能。期望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科技进步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推动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平行论坛设政策解读与项目发布两个主要环节。

It was said that the parallel forum intended to combine 
the self-innovation resource with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to nurture innovative motivation and new functions. Through 
the superiority of socialist system and the decisive role of 
market in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for economy increase c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formed a new driving force to push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parallel 
forum was composed of two parts: policy interpretation and 
project presentation.

马文普副部长在致辞中表示，非常感谢与会领导及嘉

宾的鼎力支持、海内外新闻媒体的关注与报道。本届中

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是在“一带一路”倡议

五周年背景下召开的，平行论坛以“一带一路”五周年：

自主创新	国际合作创新为主题，顺应当下时代发展，响

应党中央号召，将不遗余力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贡献

力量。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进

程的加快，世界舞台将涌现更多中国品牌，更多中国企

业将深扎跨国企业之林，为全球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

献。

Deputy minister said, he was very grateful for the fully 
support of the participated leaders and guests, and the 
attention and reports of media at home and abroad. The 
17th Forum of Going Global strategy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was hel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5th Anniversary of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so the parallel forum, themed the 
5th Anniversary of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Self Inno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 fitted for 
recent development, and responded the call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t would spare no efforts to work for the going 
global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With all sides’ efforts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ization, there were more and more 
Chinese brands in the world. More Chinese enterprises 
would be presented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o make a 
contribution for global economy.

陈忠苏副会长在致辞中说，在顺应“一带一路”倡议

和创新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北京市海淀区以科技金融为

特色，形成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越来越多的企业自信

地“走出去”。在海淀举办本场平行论坛，也旨在为中

国企业主动融入全球创新潮流，提升国际资源整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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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
金会原理事长马文普出席论坛并致辞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陈忠苏出席论坛
并致辞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文化和旅游部
公共文化研究基地主任卜希霆做《一带一路的文化互
鉴与创意共生》解读

生态环境部中国—东盟环保合作中心党委副书记史庆
敏同志就“一带一路”建设生态环保政策作出解读

和市场配置能力，开拓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Vice-chairman Chen Zhongsu said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and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aidian 
district of Beijing formed a sound atmospher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s the featur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inance.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were confident to go global. This 
parallel forum also aimed at promoting the 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market allocation, and expanding broader 
development space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join in the trend of 
global innovation.

在政策解读环节，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文化研究基地主任卜希霆做《一带一路的文

化互鉴与创意共生》解读。生态环境部中国—东盟环保合作中

心党委副书记史庆敏同志就“一带一路”建设生态环保政策作

出解读。

Deputy d irector  of  culture development inst i tute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director of research base of 
public culture of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u Xiting gave an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Appreciation and Innovation Mutualism of the Belt and Road”.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party committee of the China-Asia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Center of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hi Qingmin explained the policie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涉及到“一带一路”合作的九个重大项目进行了现场发布：

电气设备及电缆智能远程诊断系统、复合型医用光纤、基于国

密算法的区块链大数据安全共享平台、地下北斗智慧安全工业

系统、全球公益视像展映大赛项目、美国巴尔的摩市航空大楼

项目、一带一路中德区域环保与物流项目等进行现场发布。以

项目发布为契机，与会代表积极深挖共赢机会，洽谈合作意向。

There were 9 important programs involving “the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to be presented as follows: smart remote diagnosis 
system of electrical installations and cables, compound medical fiber, 
secure sharing platform for block chain big data based on encryption 
algorithm, underground Beidou intelligent security industrial system, 
the competition of global video screening for public welfare, US 
Baltimore aviation build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logistics 
program of China-Germany area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guests were to seek for win-win opportunity and cooperation 
intention in this presentation activity.

论坛大会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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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会长徐昌东

致闭幕辞。

The chairman of the forum, chairman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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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deputy general 
director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hairman of  the China General  Aviat io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Xu Changdong made a closing speech.

徐昌东会长指出，第十七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

战略论坛在规模、影响以及“走出去”的实践意义与实际

效果上，取得了重大成功。“我们深切体会到，论坛之所

以备受各方关注，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品牌论坛，

核心在于密切结合了经济形势，主题明确，针对性、时效性、

前瞻性强，能够务实地为‘走出去’和‘引进来’解决问题”。

最后，徐昌东会长对一直以来关心支持论坛的领导和嘉宾

表示感谢。

Chairman Xu Changdong said, the 17th Forum of Going 
Global Strategy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had practical meaning 
and effects in scale, influence and going global. It achieved great 
success. “We realize that the reason that the forum attracts 
the attention from all parties and becomes the brand forum of 
going global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is it closely combines the 
economic situation with clear theme and targets to deal with 
problems for going global and bringing in ”. Finally, Chairman Xu 
expressed his gratitude for the participated leaders and guests.

出席论坛的嘉宾还有：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秘书

长、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庄亮，欧美同学

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红石诚金创投基金

创始合伙人及董事长石宏。本次论坛由中国留学人才发展

基金会一带一路研究院执行院长林宏主持。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Zhuang Liang,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nd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founding partner and Chairman of 
Redstone Venture Capital Shi Hong also attended this forum.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Belt and Road Institute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Lin Hong presided over this forum.

至此，由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等有关部委支持下，

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发起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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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的第十七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圆满落幕。

The 17th Forum of Going Global Strategy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supported by related ministries and commissions 
such as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and Ministry of Commerce,  sponsored by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China Oversea-educated 
Scholars Association) and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initiated by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was 
successfully held.

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讲话

中指出，中国将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

共建共享，同相关国家一道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搭建更

多贸易促进平台，鼓励更多有实力、信誉好的中国企业

到沿线国家开展投资合作，深化生态、科技、文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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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世晨做电气设备及电缆智能远程诊断系统项目发布 
3、陈伯祥做美国巴尔的摩市航空大楼项目发布
5、刘思平做地下北斗智慧安全工业系统项目发布
7、吴婷做一带一路中德区域环保与物流合作机会分享项目发布 
9、岡 潔做开启微创医疗之门，复合型医用光纤项目发布

1

7

4

2

8

5

3

9

6

2、周燕霞做一年一度全球公益视像展映大赛项目发布
4、李瑞做基于国密算法的区块链大数据安全共享平台项目发布
6、张泓泽做节水零排放的互联网型自助洗车革命项目发布
8、张阁做数字分销链系统项目发布

生等各领域交流合作，为全球提供开放合作的国际平台。

Chairman Xi said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First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China will continue to advanc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spirit of consultation and collaboration for shared 
benefits. We will work with th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on major 
projects, set up more trade promotion platforms and encourage 
more well-established and capable Chinese companies to 
invest in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s to enhance cooperation in 
areas of ecolo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and people’s 
livelihood. By so doing, we hope to set up for the whole world a 
platform for open cooperation.

主办方表示，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将积

极响应习主席号召，坚定不移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保驾

护航，不遗余力为经济全球化发展贡献良方。

The sponsor said the Forum of Going Global Strategy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would actively responded Chairman 
Xi’s call, firmly safeguard the road of going global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do their best for the economic global 
development.

在一年年论坛之约、一场场精彩对话、一次次亲切会

面中，推动中国企业缔结全球友谊，广邀四海宾朋共同深

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下一个五年。

Among the every year’s appointment, brilliant dialogues 
and friendly meeting, Chinese enterprises would make friends 
with the world, and invite all the friends around the world 
to work together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of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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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24 日下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在欧美同学会北大厅举行。座谈会由欧美同学会党组

书记、秘书长王丕君主持。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欧美同学

会副会长、中关村管委会原副主任夏颖奇，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刘月宁，来自各分会、委员会，北京、河北、山东、山西、江苏等地方组织，中央

企业欧美同学会，中科院欧美同学会，我会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员代表：中

能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助理李丽娜，北京绿色环保产业基金会秘书长倪彩

玉，以及部分留学人员代表参加了此次座谈会。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24th, 2018, the symposium learning the spirit of the 
speech delivered by Chairman Xi Jinping at a grand to celeb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was held in the North Hall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WRSA). Secretary of Party Leadership Group and general-secretary of WRSA 
presided over the symposium. Vice chairman of the WRSA, former deputy minister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Wu Qidi, former vice chairman of the WRSA, former deputy director of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of Zhongguancun Science Park Xia Yingqi, former vice chairman of 
the WRSA, professor of Centr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Liu Yuening, representatives from all 
branches, commissions, and sub-national institutions from Beijing, Hebei, Shandong, Shanxi, 
Jiangsu and others, members of the WRSA from central enterpris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members of the WRSAEA, assistant of vice president of Zhongnengyuan 
Electricity and Fuel Company Li Lina, secretary general of Beijing Green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Foundation Ni Caiyu, and some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attended this 
symposium. 

王丕君首先宣读了陈竺会长的书面发言。陈竺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留学人员工作做出一系列

重要部署，在欧美同学会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

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新留学人员工作方针，使得我国出现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归朝。

改革开放给予了留学人员立足中国走向世界的充足底气，也为留学人员提供了施展

才华、报效祖国的历史机遇。

Wang Pijun firstly read chairman Chen Zhu’s written speech. Chen Zhu said over 4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especially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centered by Xi Jinping made a series of important 
deployments for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In the grand celebrating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WRSA, the working guideline of supporting to study abroad, encouraging to go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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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ing and back free, exerting the role of new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was proposed, and the largest scale of returnees went 
back.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offered abundant confidence 
to go global for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Moreover, it also 
provided historic opportunity for them to present their abilities 
and make a contribution to our country.

陈竺认为，欧美同学会作为党领导的留学人员组织、群

团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传承弘扬改革开放精神，以敢闯敢干的勇气和自我革新

的担当，不断深化改革推动创新发展。

Chen Zhu thought the WRSA, as the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organization and group organization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needed to continuously study the spirit of 
the system of socialis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new era 
proposed by Xi, spread the spirit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deepen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development with fearless 
courage and self-development responsibility.

陈竺要求，欧美同学会各级组织要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转化为思想政治引领、转化为强

大精神动力和工作举措。对欧美同学会各级各类组织提出了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开

拓创新”三点工作要求，切实抓好学习和贯彻落实。

He also said, all of the different level organizations of the 
WRSA should translate the spirit of the speech delivered by Xi 
into action, powerful spiritual engine and working measures. He 
proposed three demands: all level organizations of the WRSA 
should uphold the Party’s leadership, further to emancipate the 
mind and enhance creative concept. It was key to learn well and 
practice it.

随后，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进行

了发言。作为改革开放的受惠者，她深情回顾了自己的留学

及归国投身教育事业的经历。结合自身经历，吴启迪畅谈了

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

神的理解，并表示作为一个归国的学人要做出自己应有的贡

献，她仍将继续发挥余热，在教育方面还要做好工作推动教

育事业的发展。

Then, vice chairman of the WRSA, former deputy minister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Wu Qidi made a speech. As the beneficiary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she reviewed her own experience 
of studying abroad and returning to the career of education. She 
talked about her idea about the spirit of the speech delivered by 
Chairman Xi Jinping at a grand to celeb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she said every returnee should 
have his own contribution, and she would be continued to do her 
best in education area to promot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十余名来自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留学人员代表也纷纷

结合自己留学、回国成长成才、报国奉献的人生经历，畅谈

了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体会，并表示要进一

步坚定信仰信念信心，进一步弘扬改革开放精神，继续积极

投身新时代改革开放事业。

A dozen of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fields discussed thei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spirit of the speech delivered by Chairman Xi with their own life 
experience. They said they would spare no efforts to devote to the 
cause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new era with firm belief, 
faith, and confidence and the spreading of the spirit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最后，秘书长王丕君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提出了三点建议：“要进一步充分认识改革开放对中华

民族的伟大意义；要进一步弘扬改革开放的精神；要坚持改

革开放 40年积累的宝贵经验。”

Finally, secretary general Wang Pijun put forward three 
suggestions: fully realizing the meaning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ontinually spreading the 
spirit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the commitment of the 
precious experience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王丕君表示，广大留学人员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了人生的

发展，也为改革开放历史进程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广大留学

人员要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契机，深刻

领会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发挥自身优势，投身改革开放事业。

要把欧美同学会建成习近平总书记期望的“留学报国的人才

库，建言献策的智囊团，民间外交的生力军”。要以改革开

放的勇气和求真务实的作风不断开创欧美同学会工作的新

局面。

Wang Pijun said a large number of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realized their life development, and devoted their wisdom 
and power to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Based on the learning of the important spirit of the speech 
delivered by Chairman Xi, the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should 
be further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enhance “Four Ideas”. With the commitment of 
“Four Confidence”, they needed to harness their own advantages 
to the cause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WRSA should be 
built as the talent tank for returnees to our country, think tank to 
offer suggestions and fresh force for civil diplomacy as Chairman 
Xi expected. we needed to usher new working situation of the 
WRSA with the courage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the 
working style step by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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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能源LNG供应链体系在京启动，推动天然
气产供储销协调发展
US-China Energy LNG Supply System Opened in Beijing, Promote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LNG Supply and Distribution

为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促进天然气协调稳定发展的

若干意见》，进一步推动健全我国天然气多元化海外供应体

系建设及促进构建我国天然气多层次储备体系建设的发展，

2019年 1月 17日上午，由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指导、

美中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富邦沃德（北京）科技管理有

限公司承办美中能源 LNG 供应链体系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

会在北京国际饭店隆重举行。

To further study the spiri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of China and the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the fulfillment of 
Opinions on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LNG, US-China Energy LNG Supply System Opening Ceremony 
& Press Conference, guided by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hosted by US-China Energy 
Group and sponsored by Fubang Wode (Beijing)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Company, has been successfully held in Beijing 
International Hotel on January 17th, 2019. It would push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of overseas supply chains from various channels 
and multi-level storage system of LNG.

11 时 11 分，随着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美中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徐昌东，美国美中投资基金董

事局副主席、美中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张圣德，

美中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长联石油董事长龚家

龙，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秘书长和振伟，美中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总裁曹国军，中国国际石墨烯资源产业联盟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精点集团董事长刘玮和河北瑞洲基金董事长杨志

强共同按动流光溢彩的启动球，美中能源 LNG 供应链体系

宣告启动。

At eleven minutes past eleven, chairman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US-China Energy Group Xu Changdong, vice-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US-China Capital Company, vice-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US-China Energy Group Zhang Shengde, vice-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US-China Energy Group, president of Great United 
Petroleum Holding Company Gong Jialong, secretary general of 
China Overseas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He Zhenwei, CEO of 
US-China Energy Group Cao Guojun, vice-director general and 
secretary general of China international Graphene Industry Union, 
president of BVI Liu Wei and president of Hebei Ruizhou Equity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Company Yang Zhiqiang together 
pressed the colorful ball to start the US-China Energy LNG Supply 
System.

本次活动主题为“加强国际能源产业交流合作、推动天

然气供应储销协调发展”。活动得到了中国石油商务理事会、

美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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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美中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局主席徐昌东致辞

中国石油流通协会仓储物流专业委员会、中国国际石墨烯资

源产业联盟、天津静海区、山东日照市、美中投资基金、河

北瑞洲基金、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长联石油及

精点集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This activity, themed ‘Enhancing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Industry, Promot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LNG Supply and Distribution’, was supported 
by China Petroleum Business Association, Storage Logistics 
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China Petroleum Circulation 
Association, China international Graphene Industry Union, Jinghai 
Area of Tianjin, Rizhao City of Shangdong Province, US-China 
Capital, Hebei Ruizhou Equity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Company, Tianjin Xingang Shipbuilding Heavy Industry Company, 
Great United Petroleum Holding Company, BVI and others.

出席此次启动仪式的嘉宾还有徐昌东夫人蒋彦红女士，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秘书长、美国美中投资基金

董事局副总裁张蓉杰，中国国际石墨烯资源产业联盟常任副

理事长、工信部科技司原副司长阮汝祥，中国石油商务理事

会原副理事长刘岳 , 天津静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赵宏

宇 , 山东日照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邱兵 , 天津新港船舶

重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胡翔，厂长张树桐，河北瑞洲基金

董事长杨宝石，东方能源集团执行董事周小淼，中国金融文

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刘钊，原质检总局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主任贺仲民，天津首通检测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子平，塞浦路

斯中欧商贸区总裁柴燕琦，俄罗斯对外事务委员会中国区代

表助理达妮亚，中非商会理事曹安伦，国开证券副总经理王

兰兰，中昱军利（北京）国防装备科技投资基金副总裁范凌

佳，河北国企改革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风控部副总经

理曹欣，华控资本董事长崔瑞富，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高宏蔚，国泰融信投资经理刘霄鹤，中投融金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长王新，威尔达重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延刚等领导以及聚集国际 LNG 能源领域专家、投资机构、

企业代表及新闻媒体等 100 多位嘉宾参与，共同探讨国际

清洁能源合作新模式。

Over 100 guests such as Mr. Xu Changdong’s wife Jiang 
Yanhong, vic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vice president of US-China 
Capital Zhang Rongjie, vice-director general of China International 
Graphene Industry Union, former deputy head of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uan Ruxiang, former director-general of China 
Petroleum Business Association Liu Yu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of Jinghai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a 
of Tianjin Zhao Hongyu, deputy director of the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of Rizhao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a of Shandong 
Qiu Bing, president of Tianjin Xingang Shipbuilding Heavy Industry 
Company Hu Xiang,factory director Zhang Shutong, vice president 
of Hebei Ruizhou Equity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Company 
Yang Baoshi, executive director of Oriental Energy Group Zhou 
Xiaomiao, executive president of China Academy of Banking and 
Finance Liu Zhao, former director of Beijing Entry-Exi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of Bureau of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 Zhongmin, general manager of Tianjin Shoutong 
Inspection Company Liu Ziping, CEO of Cyprus China-Europe 
Commercial and Trade Zone Chai Yanqi, Chinese representative 
assistant of Russian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Dania, director 
general of China-Africa Business Council Cao Anlun,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China Development Bank Securities Wang 
Lanlan, vice president of Zhongyu Junli (Beijing) National Defense 
Equip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 and Foundation 
Fan Lingjia,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investment risk control 
department of Hebei State Enterpris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Fund Management Company Cao Xin, president of Hua Holding 
Capital Cui Ruifu, deputy general manger of Xinjiang TBEA Group 
Gao Hongwei, investment manager of Guo Tai Rong Xin Liu 
Xiaohe, chief supervisor of Zhong Tou Rong Jin Fund Management 
Company Wang Xin, president of WnD Heavy Industry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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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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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中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代表与天津市静海经济开
发区代表签署《LNG 供应链体系项目战略合作协议》
2、美中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代表与山东日照经济开发
区代表签署《LNG 罐箱（日照）生产制造基地战略合
作协议》
3、美中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代表与天津新港船舶重工
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富邦沃德（北京）科技管理有限
公司代表，签署《LNG 罐箱（天津）生产制造基地战
略合作协议》
4、美中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代表与东方能源有限公司
代表，签署《LNG 罐箱出口与 LNG 进口战略协议》
5、美国美中投资基金代表与河北瑞洲基金代表签署
《美中能源产业基金合作协议》

1

3

5

2

4

Zhu Yangang and experts, investment institutions, enterprise 
representatives and media attended this activity to discuss the 
new mode of international clean energy cooperation.

启动仪式由中国科协名誉教授、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

科技质量部主任王云峰主持。徐昌东、和振伟、阮汝祥、刘

岳、龚家龙、赵宏宇、邱兵、胡翔等领导和嘉宾先后致辞，

从不同层面解读国际能源格局及国家能源战略规划，并介绍

了美中能源 LNG 供应链体系启动的背景、意义与未来发展

方向。美中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曹国军就《美中能源 LNG

供应链体系建设方案》作专题报告，他提到，在我国随着清

洁能源的大力推广应用，近几年国家陆续出台了诸多支持天

然气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指导意见。特别是国务院于 2018 年

9 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天然气协调稳定发展的若干意

见》，更是指出了我国目前天然气产业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以

及未来需要重点投入的领域和发展方向。	

Honor professor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uality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Small & Medium Commercial 
Enterprises Wang Yunfeng presided over the meeting. Xu 
Changdong, He Zhenwei, Ruan Ruxiang, Liu Yun, Gong Jialong, 
Zhao Hongyu, Qiu Bing, Hu Xiang and other leaders gave speeches 
respectively to explain international energy structure and national 
energy strategic planning and introduce the background, meaning 
and futur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of America-China Energy LNG 
Supply System. CEO of US-China Energy Group Cao Guojun made 
a special report ’Construction Plan of America-China Energy LNG 
Supply System ’. He mentioned that as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clean energy, our country has released many policies and 
guiding opinions to support LNG industry development. State 
Council’s Opinions on Coordinated and Stable Development 
to Promote LNG, released in September 2018, pointed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eferred field and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LNG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曹国军在报告中提到，美中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由美国美

中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富邦沃德（北京）科技管理有限

公司、长联石油控股有限公司、精点集团有限公司（BVI）

及河北瑞洲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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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 LNG 国际产业链开展能源 +金融 +科技的能源金融创新

发展理念，发展建设 LNG 罐箱科研、生产产业集群和开展

LNG 县域储配站 / 调峰站标准化系统建设。公司计划三年内

在天津、山东、江苏等地建设总计年产 3 万个 LNG 罐箱生

产基地，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大的 LNG 罐箱生产基地；

计划在河北建设首批 LNG 县域储配站，促进京津冀地区能

源结构调整。

Cao Guojun mentioned in the report, US-China Energy 
Group was founded by US-China Capital Company, Fubang 
Wode(Beijing)  Science & Technology Management Company, 
Great United Petroleum Holding Company, BVI and Hebei Ruizhou 
Equity Investment & Management Company. The company 
adopted the new concept of energy +finance +technology to 
develop LNG international industry system, and launch LNG tank 
research,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standard system of LNG storage 
and distribution station and regulation station in the counties. In 
three years, it planned to construct a production base to produce 
30.000 tanks a year in Tianjin, Shandong, Jiangsu and other places. 
After completed, it would be the largest LNG tank production base 

in the world. The first storage and distribution stations would be 
built in Hebei to improve energy structure regulation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会议期间，美中能源集团代表先后与天津市静海经济开

发区代表签署《LNG 供应链体系项目战略合作协议》、与山

东日照经济开发区代表签署《LNG 罐箱（日照）生产制造基

地战略合作协议》、与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代表

和富邦沃德（北京）科技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签署《LNG 罐箱

（天津）生产制造基地战略合作协议》、与东方能源有限公

司代表签署《LNG 罐箱出口与 LNG 进口战略协议》。美国美

中投资基金代表与河北瑞洲基金代表签署《美中能源产业基

金合作协议》。这一系列项目的签约，标志着美中能源 LNG

供应链体系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During the meeting, the representative of US-China Energy 
Group respectively signed ‘Strateg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of 
LNG Supply System Project’ with the representative of Jinghai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a of Tianjin, ‘Strateg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of LNG Tank (Rizhao)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Base’ with the representative of Rizhao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a of Rizhao, Shandong, ‘Strateg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of 
LNG Tank (Tianjin)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Base’ with the 
representative of Tianjin Xingang Shipbuilding Heavy Industry 
Company and Fubang Wode(Beij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Company, ‘Strategic Agreement for LNG Tank Export and LNG 
Import’ with the representative of Oriental Energy & Gas 
Company. The representative of US-China Capital Company signed 
‘Cooperation Agreement of US-China Energy Industry Foundation’ 
with the representative of Hebei Ruizhou Equity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Company. The series of agreements marked the 
implementation stage of US-China Energy LNG Supply System.

美中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曹国军先生作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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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中国通用航空发展协
会徐昌东会长受邀考察韩国并出席“韩国通用航
空产业发展协会”成立大会
Chairman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Chairman of the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Xu Changdong Invited to Visit South Korea and 
Attended the Founding Ceremony of “Korea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2019 年 1 月 28 日，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

中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会长、美国美中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董

事局主席徐昌东先生携夫人蒋彦红女士、欧美同学会企业家

联谊会副秘书长、海明堡（亚洲）直升机有限公司副总裁张

蓉杰女士、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副秘书长艾曙光、海明

堡（亚洲）直升机有限公司通用航空教育培训总监 MR.PAUL	

XU 一行受邀参加在韩国国会宪政纪念馆举行的成立“韩国

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的签约仪式。	韩国通用航空产业

发展协会会长曹鈤铉、国会科学技术信息广播通信委员会委

员长卢雄来、国会议员吴世济、国会议员崔玉哲 , 李英昊等

业界专家和有关人士 300 多人出席了此次会议 , 会议受到了

韩国多方的极大关注。

On January 28th, 2019, Chairman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WRSAEA), chairman 
of the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US-China Capital Xu Changdong, and his wife Jiang 
Yanhong,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WRSAEA, vice-president 
of the Hummingbird (Asia) Helicopter Company Zhang Rongjie,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WRSAEA Ai Shuguang,director of 
education &training of Hummingbird (Asia) Helicopter Company 
Paul Xu were invited to attend the signing ceremony of Korea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in the Korea 
Constitutional Memorial Hall. Over 300 guest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such as Chairman of the Korea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CHO IL HYUN, Minister of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 Noh Woong-rae, Member of Parliament OH 
JAESAE, CHOI WOOK CHEUL, and YI YONG HO attended this 
meeting and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from all parties of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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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

中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徐昌东会长在新闻发布会中表

示：中国已将通用航空产业作为中国的战略产业重点推

进，并相继出台了《关于促进通用航空发展的指导意见》

( 国办发 [2016]38 号 ) 等一系列相关文件。从扩大低空空

域开放、培育通用航空市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制

造水平等全面推进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做了详细部署。中

国政府计划到2020年，新设800多个通用飞机专用机场 ,

确保 5000 架通用航空产业所需的轻型飞机。中国民航局

在《通用航空发展报告》中预计 , 到 2027 年中国通用飞

机保有量最多可增至 2.5 万架，中国将开启利用通用飞机

的“飞机出租车时代”，成为达到美国水平的世界最大级

市场。徐昌东会长同时指出，可以连接国家和国家 , 城市

和城市的轻型飞机可以在狭小的地方上下，不需要太大空

间，便利性突出。利用轻型飞机高效便捷的优势，可以在

遇到地震等突发性灾难情况时 , 在国家的控制下实行飞机

的应急救援。利用通用航空产业的 NGO，减少人员和财产

损失。

Chairman of the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Xu Changdong said in the Press Conference, 
China has took general aviation as the priority of Chinese 
strategic industries to develop, and released a series of related 
papers as ‘Guiding Opinions of Promoting General Aviation 
Development’. It has detail deployment to fully improve 
general aviation development from enlarging low-altitude 
airspace, fostering general aviation market, promoting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and improving manufacturing 
level. Until 2020, Chinese government plans to add more than 
800 exclusive airports for general-purpose planes and make 
sure 5000 light aircrafts required by general aviation.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estimated in General Aviation 
Development Report, the amount of general aircrafts in China 
would be up to 25,000 in 2027.  China would usher the plane 
taxi time and become the largest market in the world as the 
United States. Chairman Xu Changdong said the light aircrafts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and city to city did not need too much 
space because of its convenient of flying within small space. 
With its efficiency and convenient, the light aircrafts could 
implement urgency rescue with the national guidance in sudden 
disasters such as earthquake to reduce personnel and property 
loss with the NGO of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徐昌东会长表示此次选择

韩国作为战略合作的原因在于通用航空产业是高新技术聚

集的新型产业，需要具备自动运行、AI 数据、远程调节

等尖端技术。	韩国具有国际领先的高新技术能力，不仅有

飞机零部件生产力 , 而且飞机的整机装备技术也非常出色。

如果中国的巨大市场空间和韩国的先进技术相结合 , 将会产

生巨大的协同效应。另外，韩国在飞行员的培养方面也非

常优秀 , 所以在通用航空产业的教育领域中韩双方也有很大

的合作空间。中国通用航空产业是中国产业发展一片蓝海，

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如果说韩国在中国的汽车和高速铁

路领域没能抓住机会，而现在正是韩国进军中国通用航空

产业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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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昌东会长在韩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成立大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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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man Xu Changdong said the reason chosen South 
Korea as strategic cooperation partner was that general aviation 
was a new form of industry equipped with high-end technology 
such as automatic operation, AI data and long-distance 
regulation. South Korea was capable of world advanced high-
technology, not only the productivity of components, but also 
assembling technology of complete machine. If we combined 
China’s large market and South Korea’s advanced technology, 
it would produce synergistic effect. In addition, South Korea 
was very excellent in the training of pilots, so both had much 
cooperation potential in the education field of the general 
aviation. Also Chinese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had much 
potential to develop among Chinese industries. If South Korea 
did not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in the fields of automobiles and 
high-speed railways, it would be the best time for South Korea 
to develop in the Chinese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此次韩国之行安排的重要行程是在韩国相关人员的陪

同下，徐昌东会长一行参观韩国的“尹奉吉烈士纪念馆”。

尹奉吉 (1908-1932)，韩国独立运动家，抗日英雄。1931

年来到中国上海加入了韩国在上海的爱国团。1932 年 4

月 29 日，在日本驻沪军政要人在虹口公园举行庆祝“天

长节”（昭和天皇生日）的“淞沪战争祝捷大会”期间混

入会场，向主席台手掷炸弹，成功刺杀日本陆军大将白川

义则，被当场逮捕，同年 12 月押送日本，在石川县金泽

日本陆军基地内壮烈就义。年仅 24 岁。制造了震惊世界

的“虹口公园炸弹案”。这段历史对于上海人的徐昌东会

长具有特殊的意义，同时也见证了中韩两国在抗日战争中

彼此命运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血浓于水的深厚友谊。徐

昌东会长此行特意携祖孙三代人第二次来“尹奉吉烈士纪

念馆”共同缅怀这位为中韩两国民族独立自由做出贡献的

英雄，同时也希望双方在未来的合作中友谊历久弥新！

The important stop during the South Korea visit was 
Chairman Xu Changdong visited Maeheon Yoon Bong-
gil Memorial Museum. Yoon Bong-Gil (1908-1932) was an 
independent activist and anti-Japanese hero. In 1931, he 
came to shanghai, China and joined in Patriotic Corp. On April 
29th, 1932, Japanes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figures in Shanghai 
celebrated ‘Eternity Festival’ (Emperor Hirohitho’s birthday) and 
the victory of Battle of Shanghai in the Hongkou Park. He hid 
himself in the parade and casted a bomb into the podium, so 
Generaloberst Yoshinori Shirakawa was killed. He was arrested 
and transferred to Japan in December. He was cruelly killed at 
the age of 24 in the Japanese army base in kanazawa, Ishikawa 
Prefecture. The Hongkou Park Bomb Case shocked the world. 
This history had special meaning for Chairman Xu Changdong 
as local person of Shanghai. Meanwhile, it proved the profound 
friendship fighting for each other’s destiny of both countries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It was the second time for Chairman Xu 
Changdong along with his son and grandson to visit Maeheon 
Yoon Bong-gil Memorial Museum and recall the hero who 
made a contribution for the national independent for China and 
South Korea, and cherish our everlasting friendship among the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最具

影响力的留学人员民间团体的欧美同学会总会的下设组

织，多年来一直践行习近平主席在欧美同学会 100 周年

大会上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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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民间外交的生力军”的要求，致

力于服务海归会员、成为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交流

交往、支持国家建设的重要民间力量。在韩期间，欧美同

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徐昌东会

长一行还实地考察了韩国的通用航空企业，对韩国通用航

空企业的发展现状及技术水平作了进一步的了解。韩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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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航空产业协会也表示尽快来中国实地考察，并就细节问题

进行探讨与磋商，共同加快推进“中韩通用航空产业园”建设。

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徐昌东会长此次韩国之行以及“韩

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的成立，拉开了中韩两国在通用

航空产业领域的强强联手、合作共赢，共同推动中韩两国通

用航空产业发展的序幕。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WRSAEA) is one of the consisting parts to the most 
profound, influenti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formed by 
educated returnees.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which has always adhered to Xi Jinping’s proposal: make use of 
its 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ass organization, base in 
domestic and exploit overseas, be part of the talent tank that 
can offer advice and suggestions, extend civil diplomacy; has 
been committed to serving returnees from overseas, supporting 
local governments’ economic development, offering suggestions 
for developing China. During this visit, Chairman Xu Changdong 
investigated South Korean general aviation enterprises, and 
further studi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echnological level of 
South Korean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Korea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Industry said they would visit China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discussed the detail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Korea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Park. This visit and the 
foundation of Korea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marked the win-win cooperation for both countries to 
improve China and South Korea general aviation development.

徐昌东会长祖孙三代人向尹奉吉烈士纪念碑鞠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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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发
展协会、韩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考察团一行
受邀考察南京通航产业
The Delegation of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Korea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Invited to Visit Nanjing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2019 年 2 月 20 日，受南京市政

府邀请，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

长、中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会长、美

国美中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徐昌东携夫人蒋彦红、欧美同学会企

业家联谊会副秘书长艾曙光、欧美同

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秘书长、海

明堡（亚洲）直升机有限公司副总裁

张蓉杰、海明堡（亚洲）直升机有限

公司通用航空教育培训总监 MR.PAUL	

XU，以及韩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

会长曹鈤铉为代表的韩国考察团一行

考察南京的通航产业，积极推进南京

通航产业建设。

On February 20th, 2019, chairman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chairman of the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US-

China Capital Xu Changdong and his wife 
Jiang Yanhong,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Ai Shuguang, vic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 iat 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vice president of Hummingbird 
(Asia)  Helicopter Zhang Rongjie, director 
of education & training of Hummingbird 
(Asia) Helicopter Mr. PAUL XU, South Korea 
delegation led by chairman of the Korea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CHO IL HYUN were invited 
by Nanjing Government to visit Nanjing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anjing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中国通航产业发展协会、韩国通

航产业发展协会考察团此行针对南京

的通航产业，特别考察了南京市高淳

区。南京市高淳区委办、商务局、开

发区慢管会梅林森、汪春荣等相关领

导对中韩通航考察团进行了热情的接

待。高淳区相关人员向中韩两国通航

产业考察代表团首先介绍与汇报了南

京高淳开发区的产业优势、发展现状

以及未来通航产业园区的规划情况。

并于当日组织中韩通航产业考察团实

地参观了目前规划中的高淳区通航产

业园。

The delegation of China General 
Av iat ion  Deve lopment  Assoc iat ion 
and Korea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especial ly 
investigated Gaochun of Nanjing City for 
this Nanjing visit. District committee of 
Gaochun of Nanjing, Bureau of Commerce, 
Cittaslow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of 
Gaochun Mei Linsen, Wang Chunrong 
and other leaders warmly welcomed the 
delegation. Firstly, they introduced the 
advantages, current situation of Gaochun 
development zone and the planning of 
future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park. The 
delegation also investigated Gao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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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现场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park in the 
planning.

自 2006 年开始，国务院及其相关

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通航产业发展

的措施，对于推动通航产业基础设施

的建设，保障通航产业健康有序的发

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用航空

产业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前

景广阔、潜力巨大，特别是随着低空

开放、空域改革等相关扶持政策的陆

续出台，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将迎来“新

的春天”。

Since 2006, the State Council and 
its related departments released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promote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se measures 
played a much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and safeguarding the 
sound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general aviation. General aviation was an 
emerging industry which was our country’s 
priority industry with broad prospect and 
huge potential, especially as the release 
of support policies on the opening of 
low altitude airspace and the reform of 
airspace,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would 
have new progress.

在此背景下，南京的通航产业获

得了绝佳的发展契机，通用航空产业，

符合南京产业发展方向。而南京凭借

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高校资

源以及良好的航空相关产业基础，使

其在发展通航产业方面显现出得天独

厚的优势。通航产业项目对于推动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促进区域内产

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布局，提高南

京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和完善应急救援

体系等方面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In this context, Nanjing general 
av iat ion  indust r y  gets  the  per fect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The best 
thing was that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is  consistent with Nanj 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direction. With its superior 
geological location, abundant universities 
resource and better infrastructure for 
related industries, Nanjing has its excellent 
advantages on the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General aviation projects have 
more important meaning for pushing 
forward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of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promoting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optimizing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improving public 
service level of Nanjing Government and 
emergency rescue system.

高淳区通航产业园区实地考察活

动结束后，区委领导认真聆听了中韩

通航产业考察团的意见与要求，表示

非常欢迎中国和韩国企业投资南京的

通航产业。双方进行了深入的互动与

交流，并针对双方的实质性合作做了

进一步安排与部署。

After the visit of Gaochun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park, the regional 
leaders of Gaochun carefully listened 
the opinion and advice of China-Korea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legation and 
welcomed the investment of Chinese and 
Korean enterprises to Nanjing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Both sides had a deep 
discussion and exchange and made its next 
arrangement and deployment of practical 
cooperation.

会后，徐昌东会长以及曹鈤铉会

长一行还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饶有兴

趣地参观了代表了南京“六朝古都”

文化特色的“夫子庙秦淮河风景区”，

向韩国客人展示了渊源流长的中国文

化。希望未来，韩国和南京市不仅要

加强在通用航空产业经济方面，更进

一步加强在人文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After the meeting, Chairman Xu 
Changdong and Chairman CHO IL HYUN 
visited Confucian Temple to experience 
cultural features of Nanjing as six dynasties 
ancient city, expressing China’s long history 
of culture to Korea guests. They hoped 
Korea and Nanjing not only strengthen 
the economy of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but also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on 
huma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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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 月 21 日，欧美同学会

企业家联谊会会长、中国通用航空发

展协会会长、美国美中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董事局主席徐昌东携夫人蒋彦红、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副秘书长艾

曙光、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

副秘书长、海明堡（亚洲）直升机有

限公司副总裁张蓉杰、海明堡（亚洲）

直升机有限公司通用航空教育培训总

监 MR.PAUL	XU，以及韩国通用航空产

业发展协会会长曹鈤铉为代表的韩国

考察团一行在江苏省徐州市进行为期

数日的考察活动。徐州市市长庄兆林、

徐州市鼓楼区区委书记龚维芳、区委

领导姜明等主要政府分管负责人在徐

州绿地皇冠假日酒店大龙湖接待中心

对中韩通航产业考察团此行进行了热

情的接待活动，并签订相关合作协议。

On February 21th, 2019, chairman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chairman of the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US-China Capital Xu Changdong and his 
wife Jiang Yanhong,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Ai 
Shuguang,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vice president of 
Hummingbird (Asia) Helicopter Zhang 
Rongjie, director of education & training 

of Hummingbird (Asia) Helicopter Mr. Paul 
Xu, the delegation led by  the chairman 
of  Korea General  Aviat 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CHO IL HYUN 
visited Xuzhou, Jiangsu Province. Mayor of 
Xuzhou City Zhuang Zhaolin, Secretary of 
Commission of Gulou Area of Xuzhou City 
Gong Weifang, leader of district committee 
Jiang Ming welcomed the delegation at 
the Great Dragon Lake Reception Center of 
Xuzhou Greenland Crown Plaza Hotel, and 
signed cooperation agreement.

美国美中投资基金、海明堡（亚洲）

直升机有限公司是集通航制造、通航

维修、通航教育培训、航空小镇建设

的通航全产业链投资的专业通航企业。

并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和云南玉溪市

先后建有两个直升机生产基地。

US-China Capital and Hummingbird 
(As ia )  He l i copter  a re  profess iona l 
enterprises investing whole industry 
chain of general aviation such as general 
aviation manufacturing, general aviation 
maintenance,  and general  av iat ion 
town construct ion.  Two hel icopter 
manufacturing bases were built in Erdos, 
Mogolia and Yuxi, Yunnan Province.

之前徐州市政府与美国美中投资

基金、海明堡（亚洲）直升机有限公

司已进行过多次的沟通与接洽，并就

通航产业落地徐州的细节问题进行过

深入的探讨。基于对徐州市的通航产

业基础、区域优势以及发展前景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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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考量，美国美中投资基金、海明堡（亚

洲）直升机有限公司，于此次活动期间，

与徐州市政府签订了“通航产业园合

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打造以直升机

制造为龙头，并带动当地的通航维修、

通航教育及航空小镇的通航全产业链

建设。

Xuzhou government  has  ta lked 
with US-China Capital, Hummingbird 
(Asia) Helicopter for several times on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ed in 
Xuzhou. Based on general consideration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advantages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Xuzhou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US-China 
Capital, Hummingbird (Asia) Helicopter 
signed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Park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Xuzhou 
government. Both sides would build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of general 
aviation led by helicopter manufacturing, 
supported by local  general  aviation 
maintenance, general aviation education 
and general aviation town.

此外，针对徐州市通航产业的总

体发展与布局，徐州市政府还与中国

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韩国通用航

空产业发展协会三方签订了“战略合

作协议”。旨在集合中国通航企业、

韩国通航企业资源及技术优势，共同

推动徐州市通航产业的综合发展。

Besides, for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of Xuzhou general aviation, 
Xuzhou government signed ‘Strateg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 with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and Korea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 ion.  I t  would 
use the resource and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of Chinese and Korea general 
aviation enterprises to jointly promot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Xuzhou 
general aviation.

签约活动结束后，徐州市政府相

关领导陪同中韩通航产业考察团一行

参观考察了徐州市鼓楼高新区、鼓楼

区云创园、龟山风景区、云龙湖景区

等地，使三方加深彼此了解，增强互动，

为未来更深度的合作，共同推动徐州

市通航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After the meeting, the delegation 
with the leaders of Xuzhou government 
visited Gulou High-tech zone of Xuzhou, 
Yun Chuang Park of Gulou Area, Zaozhuang 
Guishan Scenic Spot, Xuzhou Yunlong Lake 
Scenic Area. It aimed at strengthen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action among 
three parties for deeper cooperation,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developing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of Xuzhou. 

左 1：徐州市市长庄兆林，左 2：韩国通
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会长曹鈤铉，左 3：
中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会长徐昌东

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韩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与徐州市政府签订三方战
略合作协议

美国美中投资基金、海明堡（亚洲）直升机有限公司与徐州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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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韩国通用航空产业
发展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 合力推动邯郸市通用
航空产业快速发展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and Korea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signed MOU  Jointly Promoting Rapid Development of Handan City’s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2019 年 2 月 24 日下午，中国通

用航空发展协会、韩国通用航空产业

发展协会与邯郸市政府在北京签署合

作备忘录，旨在进一步促进中韩通用

航空产业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共同推动邯郸市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

邯郸市市长王立彤、中国通用航空发

展协会会长徐昌东、韩国通用航空产

业发展协会会长曹鈤铉出席签约仪式

并致辞。邯郸市领导武金良、张才、

白钢以及中国通航产业发展协会、韩

国通航产业发展协会相关代表参加此

次签约仪式。

On the afternoon of February 24th, 
2019,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and Korea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Vsigned 

MOU with the government of Handan City 
in Beijing to promote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Chinese and Korean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achieving mutual 
benefits and win-win result and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l aviation 
development of Handan City. Mayor of 
Handan City Wang Litong, chairman of 
the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Xu Changdong, chairman 
of the Korea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CHO IL HYUN 
attended the signing ceremony and 
gave speeches. Leaders of Handan City 
Wu Jinliang, Zhang Cai, Bai Gang and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and Korea 
General Aviatio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also attended this ceremony.

王立彤在致辞中代表邯郸市委、

市政府，向出席活动的各位嘉宾表示

欢迎，对合作备忘录的签署表示祝贺。

他说，中韩两国互为近邻，一衣带水，

文化相通，历史上就有交流合作、互

结友好的优良传统。此次邯郸市与韩

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签署合作备

忘录，是推动双方交流合作的又一务

实举措，必将进一步深化双方经贸合

作、增进人民友谊、打造中韩合作新

标杆。

Wang Litong said he, on behalf of 
municipal committee and municipal 
g o v e r n m e n t  o f  H a n d a n ,  g a v e  h i s 
warm welcome to the attendees and 
congratulated the s igning of  MOU. 
China and Korea are neighbors facing 
each other across the sea. In history, we 
have the good tradition of cooperation, 
exchange and friendship. The MOU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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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actical measure to promote mutual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and further 
strengthen mutual trade cooperation and 
friendship, becoming a new model for 
China and South Korea cooperation.

邯郸作为四省交界区域唯一具备

铁路、公路、机场的城市，具有承载

航空产业项目的优势基础。目前邯郸

机场已开通至上海、广州、成都、大

连等 14 个国内主要城市的直达航线，

航线运载能力每年5000吨左右。目前，

邯郸机场正在按 4D 级标准进行扩建，

货运及配套功能将进一步完善。同时，

邯郸物流业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年货

物运输总量已达 2.1 亿吨，这些都为通

用航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韩

国制造业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尤

其是通用航空制造领域，拓展海外市

场是当前的一大趋势。邯郸愿作为中

韩发展通用航空产业的重要基地，竭

诚为韩国客商来邯郸投资兴业提供一

流服务，共创美好未来。

Handan, located in the juncture 
of four provinces, is the only city with 
railways, highways and airport. It has the 
advantages to develop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So far, 14 direct airlines to main 
cities such as Shanghai, Guangzhou, 
Chengdu, Dalian, with delivery capacity of 
5000 tons every year, have been opened 
in Handan airports. Handan Airport is 
expanding under 4D level standard to 
further improve freight delivery and 
support functions. Meanwhile, logistics 
industry of Handan has kept its rapid 
increase and the total amount of good 
delivery has been up to 21 million tons, 
which strongly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South Korea 
is equipped with world leading level 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specially in 
general aviation manufacturing. It is a 
popular trend to expand overseas market. 
Handan is willing to be an important base 
for China and South Korea to develop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to provide best 
service for South Korea businessmen 
investing in Handan, creating beautiful 
future for both sides.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

中国通用通航产业发展协会会长徐昌

东说，韩国是全球制造业较发达的国

家，产业门类齐全、技术先进。造船、

汽车、电子、化工等产业在全球具有

重要地位。通用航空产业属于高新技

术聚集的新型产业，需要具备自动运

行、远程调节、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

韩国具有国际领先的高新技术能力，

不仅有飞机零部件配套生产力 , 而且通

航飞机的整机装备技术也非常出色。

邯郸是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最有潜

力的城市之一，产业基础及区域优势

明显。韩国与邯郸市的合作空间十分

广阔。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将

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推动中

韩双方的合作，并结出丰硕成果。

Chairman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 iat 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chairman of the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Xu 
Changdong said, South Korea is a country 
with better manufacturing industry, 
various industries and leading technology.  

I n d u s t r i e s  s u c h  a s  s h i p b u i l d i n g , 
automobile, electronic engineering,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have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world.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a 
new mode of industry supported by high 
technology, needs high-end technologies 
such as automatic operation, long range 
regula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uth Korea, with world leading high-tech 
abilities, not only has the productivity of 
aircraft competents, but also has brilliant 
technique of  assembl ing  complete 
aircrafts. With its industry foundation 
and regional advantages, Handan City is 
the one of the most potential cities for 
developing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Handan City would be expected.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will fully act as the role of bridge to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achieving fruitful results.

韩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会长

曹鈤铉表示，韩国方面将全力推动双

方开展广泛深入务实的合作，以实际

成效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Chairman of  the Korea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CHO IL HYUN said South Korea will spare 
no efforts to develop widespread and 
practical cooperation to increase the 
benefits of both countries’ people.

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韩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与邯郸市政府领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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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会长曹   铉一行参观访问
欧美同学会并拜会企业家联谊会徐昌东会长
Delegation Led by Chairman of Korea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CHO 
IL HYUN Visited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and Met Chiarman of WRSAEA Xu 
Changdong

2019 年 2 月 24 日上午	，来自韩国民主党东北部江原

道 5 地区委员长、第 17 届韩国国会建设交通委员会委员

长、韩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会长曹鈤铉一行十几人来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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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长徐昌东会见了曹鈤铉一行，陪同参观了欧美同学会总会

并就中韩两国在通用航空领域合作发展召开了座谈会。中共

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原理

事长马文普，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留

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庄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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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艾曙

光，海明堡（亚洲）直升机有限公司通用航空教育培训总监

MR.PAUL	XU 徐邦出席了座谈会。

On the afternoon of February 24th, 2019, the delegation 
led by the chairman of five districts of northern Gangwon-do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Korea, chairma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Commission of 17th National Assembly 
of Korea,chairman of the Korea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CHO IL HYUN met the chairman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vice 

director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Xu Changdong, and visited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Besides, they had a conversation on th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eneral avi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Former minister of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former director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Ma Wenpu, 
vice chairman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hina Overseas-
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Zhuang Liang,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Zhang Rongjie,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Ai Shuguang,  director of training & education of Hummingbird 
(Asia) Helicopter Mr. Paul Xu attended this meeting.

马文普部长在致辞中首先向与会的韩国代表介绍了欧美

同学会的历史，他表示，我国一直注重中韩的合作关系，韩

国一直是我们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两国的友谊和合作

将有利于朝鲜半岛，乃至东亚以及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与中

国通用航空领域的合作必将为中韩经济合作开辟新的天地。

近三百年来，世界发生了四次工业革命，蒸汽时代、电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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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信息时代，现在已经进入以 5G 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

命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通用航空是引领各国发展的最重要

的战略新兴产业，它是高科技、高端制造业，是高品质产业，

是世界发展的潮流。我们双方的合作是站在世界科技高端的

合作，我相信双方的合作一定会获得成功。

Minister Ma Wenpu introduced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in his speech. 
He said our country has always paid attention to the cooperation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South Korea has always 
been our strategic cooperation partner. Our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of both countries is good to Korean peninsula, even 
the peaceful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n, and the world.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would usher in a new stage for China-Korea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recent three hundreds of years, the world 
has experienced four industrial evolutions, steam era, electricity 
era, information era and 5G era. Now we have entered the fourth 
era-5G time. In this era, general avi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strategic and emerging industry to lead the world’s development. 
It is a high-tech and high quality industry, and it is also the trend 
of world development. I believed our cooperation would achieve 
great success based on the world leading technology. 

徐昌东会长在座谈会中指出，与韩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

的合作是是恰逢其时。韩国具有国际领先的高新电子技术能

力，不仅有飞机零部件配套的生产力，在通用航空整机装备

技术也在发展，中韩合作将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中国在十

几年前，一寸高铁都没有，现在已经运营的高铁公里数是两

万九千七百公里，是全世界国家运营高铁公里数的总和。我

相信，十几年后，中国的通用航空将和高铁一样发达。

Xu Changdong said the cooperation with Korea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was the right time. 
South Korea, with world leading high-tech abilities, not only has 
the productivity of aircraft competents, but also has brilliant 
technique of assembling complete aircrafts. China and South 
Korea would create great synergistic effect. A decade years ago, 
China had no high-speed railways. Now, the amount of kilometers 
of high-speed railways which have been operated is 19,700 
kilometers equaling to total kilometers of high-speed railways 
operated by their states in the world. I believed that general 
aviation would be thriving as high-speed railways.

曹鈤铉在发言中，首先对马文普部长、徐昌东会长以及

与会的各位领导表示了真诚的感谢。他说，经济上的交流和

合作是国际交流与合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也是我们

此行的重要原因。韩国虽然是世界版图上面积非常小的一个

国家，但是我们对社会的回报和产出都是很大的。希望我们

能通过诚挚的交流，相互学习，借鉴双方在通航领域的有益

经验，精诚合作，共同推动中韩两国通用航空产业的大发展。

CHO IL HYUN firstly gave his sincere thanks to the minister 
Ma Wenpu, chairman Xu Changdong and the participated leaders. 
He said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on the economy was the 
very important aspec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This was why we took this visit. Although South Korea was a small 
country in the world, our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economy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I hoped we could jointly promote 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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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n the general aviation of both countries with sincer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mutual learning and experience 
sharing.  

座谈会上，与会嘉宾分别就中国通用航空的发展现状以

及未来发展前景展开了深入探讨与交流。韩国代表团此行中

国，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民间外交生力军”的要求，充分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自

2 月 20 日始，徐昌东会长分别陪同考察团一行先后于江苏

省南京市、徐州市进行了为期数日的实地考察与调研活动。

分别考察了南京高淳高新产业园、徐州市鼓楼高新区、鼓楼

区云创园等地。并促成徐州市与美国美中投资基金、海明堡

（亚洲）直升机有限公司鉴订“通航产业园合作”协议，与中、

韩通用航空发展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此次系列活动

不仅使中韩双方增进了友谊与了解，更为加强中韩两国经济

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通用航空产业合作发展奠定基础。

The guests had a deep discussion about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prospect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l aviation of China. At this visit,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has adhered to 
Xi Jinping’s proposal of the force of civil diplomacy and the 
role of bridge. Since February 20th, chairman Xu Changdong 
took Korea delegation to visit Nanjing City and Xuzhou City  of  
Jiangsu Province, such as Gaochun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of 
Nanjing, Gulou High-tech area of Xuzhou City, Yun Chuang Park 
of Gulou Area. Xuzhou City signed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ial 
Park Cooperation’ with US-China Capital, Hummingbird (Asia) 

Helicopter, and signed ‘Strateg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and Korea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 This series of 
activities not only strengthened the friendship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but also increased econo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for both sides, which would laid 
foundation for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此行来访中国，参加欧美同学会座谈会的韩国嘉宾成员

还有，韩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管理理事崔玉哲、协会事务总

长金玉景、协会对外协力理事赵淑正、韩国民主党（现执政

党）地域委员会事务局长郑主雍、协会研究开发理事李英昊、

协会监事安孝昌、宣传理事洪承俊、VESSEL 株式会社中国公

司课长黄明珠、VESSEL 株式会社中国公司总经理朴相幕等。

Governing director of Korea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CHOI WOOK CHEUL, secretary general 
of Korea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KIM OCK KYUNG, director of external affairs of Korea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CHO SU JEONG, 
director of regional committee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Korea 
JEONG JU YONG, R&D director of Korea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YI YONG HO, supervisor of Korea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AHN HYO CHANG, 
publicity director of Korea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HONG SEONG JUN, head of Chinese branch of VESSEL 
Huang Mingzhu, general manager of Chinese branch of VESSEL 
PARK SANGMOO also attended this presentation.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党支部 组织全体党员
参观“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
型展览”
Party Branch of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Visited the 
Exhibition of Great Evolution--Celeb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为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2018 年

11 月 27 日，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

干部职工，在党支部书记庄亮同志的带领下，赴国家博物馆

参观“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

旨在通过这样一次学习活动，更多地了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取得的伟大成果，为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及留学人才归国

创新创业寻找更多灵感。

To celeb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further fulfill the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the spiri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arty branch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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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by the secretary of the party branch Zhuang Liang organized 
all party members to visit the Exhibition of Great Evolution--
Celeb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on November 27th, 2018. It 
aimed at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great achievement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o serve the opening-up strategy and seek 
for more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for the returnees.

本次展览共设计了六个主题内容展区，分别为伟大的变

革、壮美篇章、关键抉择、历史巨变、大国气象和面向未来，

充分展现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发生的历史性跨

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此次展览包含 27个单元，分别运用了图片展示、文字解说、

场景模拟、模型展示、互动体验等手段，从多个角度展示了

40 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及宝贵经验。从三峡工程、南

水北调，到神舟飞船、航母、蛟龙潜海器；从武汉高铁到天

兴洲大桥；从“包产到户”到农业产业链的形成，无不展现

着党中央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魄

力和坚定决心。

The exhibition consisted of six theme exhibitions: Great 
Evolution, Grandeur Stage, Critical Choice, Historical Change, 
Powerful Country’s Expression and To Future. It fully presented 
our social productivity,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among production activities in four 
decad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especiall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ur Chinese nation has welcomed great leap from standing up, 
prosperity to being strong. The exhibition was composed of 27 
units to show great achievements and precious experience in 
four decad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from various views 
through pictures, words, scenes, models and interaction. It proved 
political power and firm resolve to complet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deep reform across the board from Three Gorges Project, 
South-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to Shenzhou spacecraft, 
aircraft carrier, Dragon underwater device, from high-speed train 
of Wuhan to Tianxingzhou Bridge, from fix farm output quotas for 
each household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hain.

大家在展品前驻足观看，热烈交流思想体会，感受颇深。

既惊叹于各个展区中所展示的科技创新格局发生的历史性

变革，又对“历史巨变”展区“开放	合作	共赢”单元等所

展示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印象深刻。

All people felt a lot before the exhibitions. They were 
expressed not only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new patter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development in 
every exhibition area, but also a mode of all-round, multi-level, 
and wide-ranging opening-up from the exhibitions such as the 
unit of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unit of Opening-up, Win-Win 
Cooperation.

活动结束后，全体党员们都深切感受到了生逢其时而又

任重道远，感受到了一种光荣感、责任感，表示要坚持与时

俱进，敬业奉献，并树立终身学习、不断创新的理念，全力

以赴做好本职工作，为留学人才创新创业及慈善事业贡献力

量。

After the activity, all party members felt a sense of honor 
and responsibility at this time. With keeping abreast of the 
changing times and contribution, they would do their best for the 
entrepreneur of the returnees and philanthropy with the mind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continuous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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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交通大学主办，中国留学人才发展

基金会支持的“弘扬国粹精华——陈英明诗书

画展”开幕式于 2018 年 11 月 27 日下午 15 点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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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

东方艺术中心主任、书画家陈英明教授，上海

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宗光，中国留学人才发

展基金会副理事长、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

会长徐昌东，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刘恒

岳等领导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上海交通大学党

委常委、党委宣传部部长胡昊，中国留学人才

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庄亮，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

金会副秘书长刘伟、古兰，中国留学人才发展

基金会全媒体中心主任张明瑞等相关领导出席

开幕式。陈英明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答谢词。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Chen Yingming’s 
Poetry,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Exhibition Opening 
Ceremony, hosted by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nd sponsored by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was held i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at 3 P.M on November 
27th, 2018. Guests such as vic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12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vic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director-general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ao Weizhou, director of Oriental Art 
Center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ainter-

calligrapher Professor Chen Yingming, former 
secretary of the Party Committee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Wang Zongguang, vice director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hairman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Xu 
Changdong, the member of Art Education Committee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Liu Hengyue attended the 
ceremony and gave speeches. The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CPC Committee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Hu Hao,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Zhuang Liang, vice-secretary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Liu Wei, Gu Lan, director of Main Media 
Center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Zhang Mingrui also 
attended the meeting. Professor Chen Yingming 
attended the ceremony and expressed his gratitude.

陈英明教授生于 1930 年 , 自幼喜读诗书，

尤爱绘画，1955 年定居上海，师从刘海粟、朱

复戡，深得二老薪传，而后兼学各家，逐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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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英明教授出席并致答谢词

徐昌东副理事长出席并致辞

曹卫洲理事长出席并致辞

Director-general Cao Weizhou said in 
his speech that Chairman Xi pointed out i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at we 
should build stronger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push socialist culture into prosperous. 
The works of Professor Chen advocated 
traditional beauty idea of the integration of 
poetry,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to express 
higher artistic spirit and broad humanistic 
feel ings,  promote Chinese tradit ional 
cultures, and present our power of cultural 
confidenc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hoped 
together with the experts from various 
fields and returned scholars, it made a 
contribution to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s 
and strengthening our cultural confidence.

成自己的山水画风格。陈英明教授坚

守传统，师法自然，数十年来，游历

祖国名山大川，描绘壮丽秀美山河，

力拓金石丹青。无一不融入心境笔墨，

又始终浓郁着源自传统的经典气质和

风骨。

Professor Chen Yingming, born in 
1930, enjoyed books, especially painting. 
In 1955, he settled in Shanghai and 
learned from Liu Haisu and Zhu Fukan. 
Later he gradually formed his style of 
landscape painting with learning other 
painting styles. Professor Chen was 
committed to tradition and nature. In the 
decades, he traveled around the country 
to describe magnificent landscape with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expressing 
traditional and classic character.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

土。”陈英明耄耋之年仍创作不辍，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诗书画展，实

为传承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盛

举。

Chairman Xi said: ’Chinese excellent 
culture is our great profound soft culture 
and the fertile soil for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The exhibition 

held i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was 
to inherit and promot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s.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是国家

级、全球性公募基金会，以服务留学

人才发展为宗旨。推进海内外高级专

业人才培养和交流是我们基金会的一

项重要业务。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was national-
level and global public-raising foundation, 
servicing the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The major task of our 
foundation was to push forward the 
training and exchange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at home and abroad.

曹卫洲理事长在致辞中表示，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繁荣兴盛。陈英明教授的作品，提倡

以诗书画为一体的传统美学思想，显

示了高远的艺术境界和博大的人文情

怀，弘扬了祖国的传统文化，彰显了

文化自信的力量。中国留学人才发展

基金会希望携手各方面艺术大家，汇

集各领域留学人才，共同为弘扬祖国

传统文化、坚定中华文化自信作出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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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卫洲出席“音
乐传递爱——郎朗艺术基金会公益之夜”并致辞
Director-general of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ao Weizhou 
Attended Music Spreading Love--Charity Night of Lang Lang Arts Foundation

由北京郎朗艺术基金会和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共同

主办的“音乐传递爱——郎朗艺术基金会公益之夜”活动

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晚 6点在北京丽晶酒店举行。第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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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郎朗艺术基金会创

始人、国际著名钢琴家郎朗，招商银行原董事、行长马蔚华

出席并致辞。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庄亮等主办单

位相关领导，施坦威全球主席 Ben	Steiner，富华国际集团董

事会主席陈丽华、迟重瑞等 200 余位知名企业家参加本次

活动。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朱迅主持本次活动。

Music Spreading Love--Charity Night of Lang Lang Arts 
Foundation, co-hosted by Beijing Lang Lang Arts Foundation and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was 
held in Beijing Lijing Hotel at 6 P.M on December 12th, 2018. Vic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12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vic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ao Weizhou, founder of 
Beijing Lang Lang Arts Foundation, world renowned pianist Lang 
Lang, former director and president of China Merchants Bank 
Ma Weihua attended and gave speeches.  Over 200 guests such 
as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Zhuang Liang, president of Steinway 
Musical Instruments Ben Steiner,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Fuwah 
International Group Chen Lihua, Chi Chongrui participated in this 
activity. The host of CCTV Zhu Xun chaired the activity.

曹卫洲理事长在致辞中首先对北京郎朗艺术基金会以及

郎朗先生积极投身公益事业的行为表示赞赏。他指出，开展

公益慈善项目、推动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是中

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的光荣使命和重要职责。他认为，现

场诸位企业家们充分发挥自身影响力，主动投身公益事业，

郎朗与盲童演奏

长辛店中心小学 30 位小朋友鼓乐表演《烽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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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必将为公益事

业树立光辉的典范，这些企业家们

所践行的“平等、互助、博爱、共享”

的现代慈善理念和“义利兼顾、以

义为先”的社会理念，必将得到广

泛传播，必将为形成人人关心慈善、

人人支持慈善的良好公益氛围作出

贡献。

Director general Cao Weizhou 
expressed his appreciation to the action 
of Beijing Lang Lang Arts Foundation 
and Mr. Lang Lang to the cause of the 
public good in his speech. He pointed 
out that developing charity projects,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hilanthropy was the 
important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He thought 
with their self influence, contribution to 
the philanthropy and the fulfillmen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entrepreneurs 
would set  good examples to the 
philanthropy. Modern philanthropy 
idea of ‘Equity, Cooperation, Love and 
Share’ and social idea of ‘Considering 
justice and benefits simultaneously 
and justice is the first’ entrepreneurs 
practiced would be widely spread 
and create good atmosphere for 
philanthropy that people cared and 

1、曹卫洲理事长出席公益之夜并致辞
2、北京郎朗艺术基金会创始人、国际著
名钢琴家郎朗出席公益之夜并致辞
3、招商银行原董事、行长马蔚华出席公
益之夜并致辞
4、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朱迅主持
公益之夜

1

3

2

4

supported. 

本次“音乐传递爱——郎朗艺术基金会公益之夜”拍卖环节有雕刻大师黄小

明《百鸟朝凤》、娘本大师父子《文殊菩萨》唐卡、施坦威钢琴、赛麟汽车、名

家现场绘画作品、紫檀 6 件拍品成交，现场还设立了“乐捐”学校环节，现场获

捐 32 所学校，合计募得善款 1326 万元人民币。该笔善款将用于帮助贫困地区儿

童改善音乐教育环境等公益项目。

The auction works in this activity was ‘Song of the Phoenix’ by sculptor Huang 
Xiaoming, Thang-ga work of ‘Manjusri ‘ by Arts and Crafts Expert Niang Ben and his son, 
Steinway piano, Saleen car, painting works by experts in the scene, red sandalwood. ‘Le 
Juan’ school was also set in the activity. The activity raised 13.26 million RMB for 32 schools 
to improve music education environment and other charit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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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20 日，中国留学人才发展

基金会副理事长、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

长徐昌东参观考察雄安新区，欧美同学会企业

家联谊会副会长、河北雄安商研智库专家委员

会执行主任刘庄生，徐昌东副理事长夫人蒋彦

红，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秘书长张

蓉杰陪同。

V i c e  d i re c t o r  o f  t h e  C h i n a  O v e rs e a s -
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chairman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Xu Changdong 
investigated Xiong’an New Area with vice chairman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and executive director of 
Expert Committee of Hebei Xiong’an Business 
Research and Think Tank Liu Zhuangsheng, Mr 
Xu Changdong’s wife Jiang Yanhong, and vic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Zhang Rongjie.

徐昌东副理事长一行先后参观了雄安新区

市民服务中心的会议中心、政务服务大厅、管

委会办公区、企业服务中心、商业中心及凯丽

酒店等地，详细考察了雄安新的发展规划和总

体布局。

Vice director Xu Changdong visited the 
conference center, government service hall, the 
office area of the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enterprise service center, business center of Citizen 
Service Center in Xiong’an New Area, Kaili Hotel 
and other places to study the new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general layout of Xiong’an.

最后，徐昌东副理事长一行与雄安新区管

委会党政办副厅级干部张金亿及相关部门同志

进行了座谈。张金亿介绍了雄安新区基本情况，

徐昌东副理事长介绍了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

会、欧美同学企业家联谊会等基本情况，并详

细介绍了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

会共同主办的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

坛相关情况。双方就在雄安新区召开分论坛及

人才引进等工作展开了深入交流。

Finally, vice director Xu Changdong had a 
discussion with the cadre of the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of Xiong’an New Area Zhang Jinyi and 
other people. Zhang Jinyi introduced the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Xiong ’an New Area, while 
vice director Xu Changdong introduce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and 
gave a detail introduction to the forum of ‘Going 
Global’ Strategy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co-hosted 
by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and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Both parties had a deep exchange 
about setting sub-forum in Xiong’an New Area, 
attracting talent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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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卫洲出席《刚
果民主共和国古代木雕遗产展》开幕式
Director General of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ao 
Weizhou Attended Opening Ceremony of Exhibition of Ancient Wood Carving Legacy of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2019年 1月 4日，由李可染画院、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一带一路研

究院、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博物馆联

合主办的“一带一路”中非合作文化

交流——《刚果民主共和国古代木雕

遗产展》在李可染画院图形学美术馆

开幕。

The Belt and Road--China-Africa 
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Exhibition of Ancient Wood Carving Legacy 
of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co-
hosted by Li Keran Academy of Painting, 
the Belt and Road Academy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the National Museum of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was 
opened in the Graphic Arts Museum of Li 
Keran Academy of Painting on January 4th, 
2019.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

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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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银监会原副主席、中国光大银行董

事长唐双宁，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

师、中国美协没骨画会会长李魁正，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庄亮，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刘

伟，首都师范大学重彩画研究中心主

任郭继英，收藏家王钰，李可染画院

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硕士

生导师王海昆等领导出席本次展览开

幕式。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一带

一路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可染画院副

秘书长林宏担任策展人并主持开幕式。

Guests such as vic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12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vic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ao Weizhou, former vice 
chairman of 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president of China Everbright 
Bank Tang Shuangning, doctoral supervisor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chairman 
of Boneless Painting Institute of China 
Artists Association Li Kuizheng,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 lars  Deve lopment  Foundat ion 
Zhuang Liang, vic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Liu Wei, director 
of Heavy-color Painting Research Center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Guo Jiying, 
Collector Wang Yu, vice president of Li 
Keran Academy of Painting, master tutor 
of School of Art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Wang Haikun attended the o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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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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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展览开幕
2、中国银监会原副主席、中国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致辞
3、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美协没骨画会会长李魁正致辞
4、首都师范大学重彩画研究中心主任郭继英致辞
5、收藏家王钰致辞
6、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一带一路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可染画院副秘书长林宏担任策展人并主持开幕式

1

4

2

5

3

6

ceremony. Executive presid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Academy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vice secretary general of Li 
Keran Academy of Painting Lin Hong was 
curator and chaired the ceremony.

2018 年 9 月 3 日，习近平主席在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要促进中非文明交流互鉴、交

融共存，为彼此文明复兴、文化进步、

文艺繁荣提供持久动力。”为了践行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精神，顺应中非传

统友谊日益增进、人文交流不断发展

的趋势，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一

带一路研究院策划并参与主办了本次

展览，旨在介绍刚果金古老的文明和

灿烂的文化艺术，进一步促进两国文

化交流。

On September 3th, 2018, Chairman 
Xi said in the Beijing Summit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By 
enhancing exchanges, mutual learning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our 
civilizations, we will inject lasting impetus 
into invigorating our civilizations and 
cultures, enriching our artistic creations, 
and provide rich cultural nourishment for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spirit in Chairman Xi’s speech and 
keep abreast with the trend of increasing 
development of China-Africa traditional 
friendship and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 
the Belt and Road Academy of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planned this exhibition to 
introduce ancient and splendid culture 
of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strengthening both countries’ cultural 
exchange. 

刚果金是非洲传统雕刻发源和发

展的核心区域，亦是非洲文化的高地

之一。这里的雕刻类型多样，风格各异，

既不乏写实性，又有恰到好处的夸张、

变形和强有力的节奏，透露出原始朴

拙的生命和自然之美。雕刻不仅是一

种艺术形式，而且与非洲传统宗教、

道德伦理、生活习俗息息相关，是人

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的工具，反映

了刚果金人们朴素的世界观和人生价

值观。刚果金雕刻艺术，形式与内容、

感性与理性完美统一，加之历经千百

年仍然保有的鲜明的精神独立性，影

响着非洲雕刻艺术，成为世界艺苑中

的一朵奇葩，并深深地影响了布拉克、

毕加索、马蒂斯等艺术大师的创作，

推动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产生和发

展。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was the core area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Africa Carving, 
and also was the highland of African 
culture. There were different kinds of 
carving with realistic and right form of 
exagger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powerful 
rhythm to express original and sincere 
beauty of life and nature. Carving was 
not only a form of art, but also related to 
traditional African religion, moral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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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s, and life custom and lifestyle. It 
promoted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 
nature and society, reflecting simple 
world view and life values of people of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Its 
carving art perfectly combined form and 
content, sensibility and reason together. 
Although it experienced hundreds of years, 
it still kept rare spiritual independence. 
The whole thing has influenced African 
carving art and become a miracle among 
the world arts. It had a deep effect on the 
artworks of Brake, Picasso, Matisse and 
others, and promoted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Western Modern Art.

刚果金的雕刻艺术品深深的根植

于广阔的土地上，用其特有的艺术形

式传播着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教化以

及普世的生活知识、技术手段等。这

些雕刻艺术品建立在尊重传统文化价

值的基础上，是人类面对自然勇于挑

战的精神力量，是促进人与人对话的

重要支撑，是刚果金 450 个民族的精

神图腾。

The carving work of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rooted in this vast 
land, used its special art form to spread 
the perception and education of human for 
the world, and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methods of life. These carving works, 
based on the respect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 was the spiritual power to challenge 
the nature and also the important support 
to develop the dialogue between people. 
It was spiritual totem for the 450 ethnic 
groups of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多样化的艺术风格，诞生出令人

钦佩的木雕艺术品。这些木雕艺术品

源于生活，体现不同阶级、不同民族、

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合作共生的凝

聚力。本次展出的刚果金古代木雕遗

产，记录着千百年来刚果金的历史变

迁与文化传统，是用最朴实的艺术语

言触及人类最深的灵魂。

Various art styles produced admirable 
wood carving works. The art works came 
from life, representing cohesive power 
among different classes,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people and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Ancient wood carving legacy 
of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showed in this exhibition recorded the 
historical change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experienced by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in hundreds of years, and was 
the simplest art language touching the 
deepest soul in human. 

本次展出的 481 件展品全部由收

藏家王钰先生提供。我们在此也向刚

果民主共和国那些“无名”的伟大艺

术家们致敬！

The 481 exhibit ion works were 
provided by collector Wang Yu. We, 
hereby,  paid our  respects  to those 
‘unknown’ artists of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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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卫洲一行视察
首都（朝阳）国际人才港
Director General of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ao Weizhou 
Visited Capital (Chaoyang) International Talent Port

2019 年 1月 23 日，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

卫洲、副理事长徐昌东视察首都（朝阳）国际人才港。中国

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庄亮，副秘书长刘伟、古蘭，办

公室主任何芳，弘如视界投资有限公司项目总监李力，首都

（朝阳）国际人才港管委会副主任曹平，一带一路研究院副

院长荣晨，弘如视界投资有限公司项目部主任王蒙陪同。

Director General of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ao Weizhou, vice director Xu 
Changdong visited Capital (Chaoyang) International Talent Port on 
January13th, 2019 with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hina Overseas-
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Zhuang Liang, 
vice secretary Liu Wei, Gu Lan, office director He Fang, project 
director of Hongruhorizon (Beijing) Investment Company Li Li, vice 
director of the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of Capital (Chaoyang) 
International Talent Port Cao Ping, vice president of the Academy 
of ‘the Belt and Road’ Rong Chen, director of the project 
department of Hongruhorizon (Beijing) Investment Company 
Wang Meng.

首都（朝阳）国际人才港是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发

起、主导并拥有全部知识产权的人才工程，预计可于 2019

年底完成全部施工建设。首都（朝阳）国际人才港采用政府

引导、企业运作的模式，致力于发挥国际人才创新创业平台、

合作交流平台、创造服务平台作用，使之成为活力迸发、环

境优美、人才向往的新型园区和国际人才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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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卫洲理事长为徐昌东主任颁发聘书

曹卫洲理事长为曹平副主任颁发聘书

Capital (Chaoyang) International Talent Port, initiated 
by the China Overseas-Educated Scholar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was a talents program which led and owned overall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It was predicated to complete in the 
end of 2019. The program adopt the mode of government-led, 
enterprise operation to exert the function of the platfor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 for international talents, platform 
for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and service platform as to create 
a new area and international talents highland with vigor, 
beautiful scenic and fierce attraction for talents. 

曹卫洲理事长一行视察了首都（朝阳）国际人才港建

设工地，并与相关部门同志进行了座谈，座谈会由庄亮秘

书长主持。曹平副主任、荣晨副院长分别汇报筹建工作安

排和人才港建成后的规划。座谈会上，曹卫洲理事长为首

都（朝阳）国际人才港管委会主任徐昌东和副主任曹平颁

发了聘书。

Director general Cao Weizhou investigated the construction 
site of Capital (Chaoyang) International Talent Port and had a 
presentation, which chaired by secretary Zhuang Liang, with 
related people. Vice director Cao Ping, vice president Rong 
Chen respectively reported the arrangement for preparatory 
construction and the planning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alents 
port. At the meeting, director of the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of Capital (Chaoyang) International Talent Port Xu Changdong 
and vice director Cao Ping were conferred the letters of 
appointment from director general Cao We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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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昌东
Xu Chang-Dong

美国美中投资基金董事局主席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US-China Capital Inc.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
President of the WRSA Entrepreneur Alliance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
Deputy General Director of COSDF

中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会长
President of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海明堡（亚洲）直升机制造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Hummingbird (Asia) Helicopter Manufacturing Co., Ltd.

美中能源集团董事局主席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US-China Energy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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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新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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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昌东一行受邀考察韩国。

“以民间外交为支点 , 撬动经贸繁荣”，践行习总书记欧美同学会民间外交生力军的指导精神是徐昌东此行的

初衷。中韩实质性的产业合作助力了两国关系升温，并推动了中韩通用航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呈良性循环发展。欧

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成为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交流交往、支持国家建设的重要民间力量。

除了经济效益，徐昌东这次韩国行从某种意义上也为 2019 年开春的中韩民间外交画卷增添了极富神韵的一笔。

作者：蒋皓

海外布局，赴韩再落一“棋子”

1 月 28 日，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中国通用

航空发展协会会长、美国美中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徐昌东，携夫人蒋彦红、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理事

艾曙光、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秘书长、海明堡（亚

洲）直升机有限公司副总裁张蓉杰、海明堡（亚洲）直升机

有限公司通用航空教育培训总监 MR.PAUL	XU 一行，受邀参

加在韩国国会宪政纪念馆举行的成立“韩国通用航空产业发

展协会”的成立大会，并签署了中韩通用航空协会的合作备

忘录，韩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是在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关

心和支持下成立的。

徐昌东的“通航大外交”韬略
        --- 专访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中
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会长徐昌东

徐昌东，美籍华人，1952 年出生于中国江苏，1983 年到美国留学，后在美国成立投资贸易化工为主的美国

达西集团。2000 年回国后，先后在中国大陆投资医药、商贸、旅游、航空、交通、新能源等领域，担任美国美

中投资基金董事局主席、海明堡（亚洲）直升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鄂尔多斯市海明堡直升机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等职务。先后与美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的知名企业合作引进直升机、航空发动机等项目，并在鄂尔多斯市

投资建厂，生产美国海明堡系列直升机。并与民政部紧急救援中心合作共同发展航空救援服务平台。他还提出了

非政府紧急救援理论 --“国家不养飞机理论”，这一理论被美国、日本、韩国、欧洲等国家普遍采用，并作为中

国创新的国家救援理论。此外，还长期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身兼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中美清洁能源

论坛中方联名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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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副理

事长、美中友好协会委员、诺贝尔（中国）论坛执行主席、中国度假联盟主席、四川省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基金会

名誉会长、中国低空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美中能源集团董事局主席、四川省 5.12 灾后重建促进会及基金会两

会名誉会长等职务。

韩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会长曹鈤铉、国会科学技术

信息广播通信委员会委员长卢雄来、国会议员吴世济、国会

议员崔旭哲，李英昊等业界专家和有关人士 300 多人出席

了此次会议。

中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会长徐昌东表示：中国已将通用

航空产业作为中国的战略新兴产业重点推进，并相继出台了

《关于促进通用航空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办 [2016]38 号 )

等一系列相关文件。在扩大低空空域开放、培育通用航空市

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制造水平等方面推进通用航空

产业的发展做了详细部署。

徐昌东会长表示，此次选择韩国作为战略合作的原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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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通用航空产业是高新技术聚集的新型产业，需要具备自动运行、

AI 数据、远程调节等尖端技术。	韩国具有国际领先的高新电子技术能

力，不仅有飞机零部件配套生产力 , 而且通航飞机的整机装备技术也

非常出色。如果中国的巨大市场空间和韩国的配套技术相结合 , 将会

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另外，在通用航空产业的教育领域，中韩双方

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韩国和日本都是出色的工业国家。我认为 , 中国现在有能力推

动中韩通用航空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韩国在中国的汽车和高速铁路领

域都没有抓到良好的契机，那么现在是韩国进军中国通用航空产业的

最佳时机。”徐昌东说。

在韩期间，徐昌东会长一行还在韩国通航协会会长曹鈤铉议员的

陪同下实地考察了韩国的通用航空企业，参观了韩国泗川航空城，对

韩国通用航空企业的发展现状及技术水平作了进一步的考察。韩国通

用航空产业协会也表示尽快来中国实地考察，并就细节问题进行探讨

与磋商，参照苏州新加城工业园的模式共同加快推进“中韩通用航空

产业园”建设。

此次韩国之行，以及“	韩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的成立，拉开了

中韩两国在通用航空产业领域全面合作的序幕，双方强强联手、合作

共赢，共同推动中韩两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

在韩国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徐昌东此行特意携祖孙三代人来到“尹

奉吉烈士纪念馆”，共同缅怀这位为中韩两国民族独立自由做出贡献

的英雄，并作了“中国民族从不忘记帮助过我们的朋友”为主题的演

讲同时也希望中韩双方在未来的合作中友谊日久弥新！

留美归来，开拓通航“蓝海”

新时代东风浩荡，中国梦曙光在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对实现民

航强国目标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为我国通用航空的发展提供了新方

向。

留美归来的徐昌东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十几年来一直致力推动

中国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通用航空产业作为“中国制造 2025”战略

性新兴产业，既是高端装备制造业也是高端消费业，在经济新常态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背景下，是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选项。

徐昌东出生于中国无锡 ,1982 年自费前往美国留学，	在纽约市立

大学 (CUNY) 专攻计算机科学。在美国留学期间 , 他开始关注通用航空

产业。作为中国通航产业的扛鼎人，徐昌东在国内外素有“通航之父”

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协会会长徐昌东与韩国通用
航空发展协会会长曹鈤铉签订中韩通用航空产业合
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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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誉。

“这是一片广阔的蓝海，前景诱人”，他分析说，“通

用航空是继汽车、船舶之后的第三块大蛋糕。”

以美国为例，三亿人口、几十万架飞机、直接服务 278

万人、间接服务 500 万人，我们国家人口是美国的五倍，

将来飞机保有量和为其创造稳定就业机会可想而知。

中国的天空之路是蓝色海洋，天空的开放，空中之路正

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现在是发展中国通用航空产业的最好

时机。在国家利好政策下，通用航空呈爆炸式发展——到

2020 年，我国将建成 500 个以上通用机场，通用航空器达

到 5000 架以上，实现真高 3000 米以下监视空域和报告空

域的无缝衔接；通用航空产业经济规模超过一万亿元。

中国民航局在《通用航空发展报告》中预计 , 到 2027

年中国通用飞机保有量最多可增至 2.5 万架，中国将开启利

用通用飞机的“飞机出租车时代”，成为达到美国水平的世

界最大市场。

将国外直升机技术“国产化”

徐昌东担任董事局主席的美国美中基金公司先后引进了

美国海明堡直升机、乌克兰航空发动机、莱仕康固定翼飞机

等项目。并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和云南玉溪市建立了两个海

明堡直升机生产基地。2017 年底，公司成功取得美国达西

集团的莱仕康 11-A 和 11-E 的飞机生产许可，预备在中国大

陆大规模投资生产。目前公司正与荷兰政府洽谈并已签订备

忘录引进 139 座福克 130 喷气支线飞机生产线项目。

中国是人口大国，徐昌东以敏锐的眼光瞄准了中国通用

航空市场的需求，以精准的市场定位，在全国布局建厂生产。

打造以通航飞机制造为龙头，带动通航维修、通用航空教育

培训、通航小镇可持续发展的航空产业链。公司最新收购了

美国莱仕康固定翼飞机的制造权，作为一款四人座单引擎多

功能飞机，其飞行和着陆性能稳定、机内空间大、操作简便、

性能优越，非常适合用于家庭用飞行、驾驶训练、旅游观光、

森林防火、农林作业、地质勘探等。			

“我确信。十年后 , 中国天空将至少有几万架轻型飞机

飞行。	中国全国还将建设几千个专用机场 ,1000 万人将从

事这一产业。”徐昌东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

从直升机的引进到直升机制造国产化，从直升机紧急救

援体系搭建到直升机制造、维修人才储备，徐昌东希望一个

真正适用于中国国情的体系落地生根，并逐步健全起来。

聚焦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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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将走向何方（以下简称

AI）？ AI 最终能否达到或超越人类智

慧？智能机器人最终会否取代人类成

为新型物种？笔者认为 AI 的出现与深

入发展并非单纯硬件与算法的进步或

生产力提升，而是可能影响人类种族

演进发展的长期事件。未来 30 年、50

年、80 年，AI 将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

中“重塑”人类社会的科技、伦理、

国家安全、甚至影响人类生存的地位。

本文以简单回顾 AI 发展现状为起始，

进而简要讨论 AI 的核心问题：意识的

产生，继而从中长期发展趋势和哲学

的角度探讨 AI 未来发展需要面对的问

题及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

一．人工智能阶段性崛起

1. 硬件与算法的突破

AI 的概念最早于上世纪 50 年代被

提出，不是新概念。数十年来 AI 的发

展在各时期技术储备有限的大背景下

经历了多次发展起伏，均不温不火。

上世纪 90 年代爆发信息技术革命，硬

件与算法的飞跃发展及大数据收集与

应用手段的进步为 AI 的再次快速兴起

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近年出现的深度

学习神经网络技术是本轮 AI 兴起的主

要技术支撑。

2. 阿法狗横空出世

AlphaGo 以令人震惊的舆论效果战

胜人类围棋冠军李世石，成为本轮 AI

兴起的标志性事件。AlphaGo 之所以造

成舆论轰动是因为它向世人揭示了这

样几个事实：

（1）过去认为短期内难以被超越

的人类“特有”的围棋思维能力被 AI

人工智能中远期发展探讨

　　2014 年加入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并牵
头组建企业家联谊会青委会。幼年随同父母旅日
生活，后留法接受高等教育，城市规划专业硕士
学位。归国后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
作，后自主创业，创办：环保、互联网、教育领
域公司。现兼任四川省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自
幼对自然科学及技术应用领域抱有浓厚兴趣，立
志通过资本与技术的融合促进行业的进步。

赵立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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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危机是否已近在眼前呢？答案是否

定的。AI 当前的能力类似人类中偏执

或自闭的天才，单项能力突出，但综

合能力近乎于弱智。现阶段 AI 必须在

人类精心设计的框架内，按照预先设

置好的目标和算法进行狭窄的算法分

析。当前最先进的 AI 也不具备多细胞

原始生物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自我生

存进化的基本能力。

外部世界的信息是极为复杂的：

一片叶子的形状和大小代表了什么？

它与光照和空气流动有何关系？与温

碾压式超越，说明更高层次的机器智

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当足够先进的

硬件与算法有效融合，在特定领域足

以产生远超人类智能的效果，且人工

智能进化提高的速度远比人类智力进

化提升速度快。可以预见这种超越还

将在更多领域出现。

（2）我们认为通过上百年甚至上

千年，已经穷尽可能的领域（例如围

棋的走法）实际上还存在众多人类智

能尚未发现的可能性。AI 可以进入比

人类认知深得多远得多的维度，复杂

到人类智能无法触及和理解（例如围

棋大战中展现的难以理解的走法）。

（3）人类智力及人类自身仍走在

进化的道路上，远非完美；而且碳基

生命在速度、力量、智能等方面能够

达到的高度是有限的，就像人类跑不

过飞机一样，AI 理论上可以远超人类

智能。

可以猜想：AI 在围棋走法上表现

出的“深度挖掘、穷尽延伸”的能力

用在分子生物学、化工、新材料、机

械设计、软件编程、系统集成等等领

域会产生什么效果？ AI 的大数据整合

分析能力用在医疗诊断、宏观经济分

析、城市管理等领域会有什么效果？

再者，AI 的超强学习和博弈输出

能力用在军事指挥方面又会产生什么

影响？比如空战海战等等。似乎 AI 有

潜力介入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影响控

制人类命脉产业。种种推测，让人兴

奋也让人担忧。

3. 人工智能的阶段性应用

			当前 AI 已经在如下领域崭露头

角：自动驾驶、算法优化、医疗诊断、

语音及图像识别、行业大数据分析。

未来十年的发展趋势可能是向细分应

用领域渗透，例如：客服问答、文案

撰写、外科手术、烹饪制作、教学培训、

交通管理、基础科研 ...					

如果说工业机器人、交通工具等

传统机械是代替和延伸了人类的体能

工作，那本轮 AI 的应用是替代和深度

提升人类的脑力工作，是更高层次的

进步。总的来说本轮 AI 兴盛呈现出的

最大特点是：具备了对多类型交叉信

息的集成分析和深度学习能力（空间、

概率、形状、博弈、与专业知识的深

度结合等）；AI 开始走出传统 IT 技术

简单的信息储存、归类、交换的虚拟

互联网空间，广泛进入并直接影响复

杂的外部物理世界，对社会实体施加

直接影响。从虚拟世界走入实体世界

的演变可以看作 AI 的一次跨越，具有

里程碑意义。

4. 人工智能尚为初级阶段

目前AI展现出的优势有如下几点：

对海量数据的逻辑化梳理以及该过程

的速度；对交叉信息处理分析的高精

准度；对基于特定专业知识背景，以

某种给定目标基于明确任务展现出的

强大处理分析能力。

艾隆马斯克，霍金等大师级人物

发出终极警告：AI将毁灭和淘汰人类，

度有何关系？这棵树是谁种的？这棵

树上有多少片叶子？叶子黄了，落到

地上，有什么意义？一棵树的形状美

不美？一个小孩在拍皮球，然后哭了，

这个场景的内在含义有哪些？球与小

孩的关系是什么？ AI 想理解这类问题

仍束手无策。现有硬件设备和算法还

不具备将不同性质的信息整合为统一

的电化学信号进行处理的能力。

人类的智能是全方位的综合智能，

能够跨领域理解事物极其多样的内在

联系，对模糊信息进行自主归类提炼，

抽象化、具象化；能够应对瞬息万变

的外部世界，分辨有用无用信息，更

能够自主纠错；人类更具有自我意识，

能够随机萌发各种想法。AI 想要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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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类智能比肩的能力，还有太多的

问题尚待解答。

二．人工智能能走多远

1. 人脑是可以再现的实体

人脑是现代社会的缔造者。仅1.5kg

平均 1.2L 的狭小空间内却包含了上千

亿计神经细胞，每个神经细胞又发出

众多突触与其它神经细胞连接，形成

十兆级数量的神经连接网络。人脑复

杂的电化学生理过程展现出惊人的效

率，因其研究的困难性，大脑也被称

为内宇宙。神经科学、心理学、分子

生物学等领域已针对大脑做了长期的

研究探索。现有技术已经可以看到某

种心理活动对应的脑区；已基本明确

人脑的组成单元、各脑区有功能以及

脑区间的协调机制；也在生化领域部

分了解了大脑运作的化学机制，甚至

发现了大脑内某些粒子存在的量子态。

多国合作的《人类大脑计划》（Human	

Brain	Project）的实施还将把我们对大

脑的认识向前推进一大步。然而对于

大脑如何产生高等级意识这一最基本

问题，学界尚未提出任何让人信服的

理论，甚至有学者认为大脑只是类似

收音机的接收装置，与外部信息产生

共鸣。目前尚无人可以证明自由意识

是大脑自己产生的。伟大发明家尼古

拉特斯拉（一生做出近 1000 项发明，

提出无线电、激光、洲际通讯等概念，

交流电系统发明者）曾讲过：“我感

觉宇宙中存在一个知识的存贮中枢，

每当我有新的灵感之时，我感觉我的

大脑与这一存储装置发生了连接，发

明一个新事物似乎是对知识的下载过

程。

可以推测：破解了人脑就能再现

和超越人类智慧。但人脑的智能能否

被复制和超越呢？这是AI的终极问题，

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人从一枚受

精卵开始发育，逐步发育长大；人去

世后人脑内神经网络又化为灰烬。人

脑在眼前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它是现

实存在的实体。组成大脑的每一个细

胞都在那里“放着”，是能够被探索

和再现的结构，不是上帝的产物，不

是无法触及的黑洞。人类智能被再现

和超越的可能性是现实存在的，笔者

个人预计这种超越将在本世纪内实现。	

2. 人类意识的特征

人类心智是经过数亿年演化的巅

峰之作。从宏观上看，笔者认为人类

意识具有如下特征：

（1）意识是一种随机性（模糊）

与确定性（精确）混合共存的状态，

可以对外部客观世界进行一定程度的

模拟再现；意识具有对自然规律的感

悟总结能力，能够在了解外部世界的

基础上加工创造出外部世界不存在的

新事物；意识具有自发性，在大脑结

构的规范下，随机产生具有人类心智

特征的“想法”。意识可能是自然规

律以大脑为物理基础产生的映射现象。

（2）意识同时具有认知外部世界

与自我内心世界的能力。为了维护宿

主载体（人体或动物体）的生存，意

识融合了对宿主载体的行为起规范和

协调作用的本能和情绪，它们共同形

成对外部复杂环境进行有效应对的行

为模式。

（3）健康的意识促使宿主载体克

服各种困难，追求长久稳定的存在（求

生本能）。这种正面性将过滤掉不利

于宿主生存繁衍的行为模式和心理活

动，推动宿主积极追寻有利于生存发

展的事物。这种正面性也是人类社会

持续发展存在的原动力和基础。			

3. 意识产生的理论猜想

（1）量子力学原理是意识产生的

根源

意识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呢？医学

研究已经证实大脑的电化学信号以神

经回路和复杂的化学离子体系为载体，

客观持续存在，不论人处于昏迷、睡

眠还是清醒状态。笔者进一步猜测认

为：意识可能是一种融合电脉冲与化

学调控的“量子态电化学信号”，意

识就是这种持续的电化学信号本身。

量子力学原理告诉我们粒子在未被测

量的情况下只能被波函数描述，处于

一种“概率云”的状态。“概率云”

包含了粒子位置与速度近乎无限的可

能性，仅在测量和观测时（或宏观坍

缩）粒子才会真实展现一个确定的状

态。意识正是以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

理为基础产生的：在复杂脑结构的规

范下，百亿亿数量级的脑电波脉冲（动

作电位）和化学反应布满整个神经网

络，展现出既有规律又具有随机性的

状态，	其整体的性质类似于粒子构成

的“概率云”，是具有量子态特征的“量

子脑波场（云）”。大脑既接收外部

刺激，让外部刺激与脑内的“脑波云”

发生碰撞交融，同时“脑波云”又自

发性的加工和释放出新的想法：量子

态的整体特征让脑电波在神经网络中

往复运动时“释放出”潜藏在“概率云”

中的某些信息（就像是测量使得粒子

从波函数中现身一样）。这些从“无

限可能的概率云释放出”的信息并不

是完全无意义和随机的，而是受到复

杂脑结构的调控和限制，是在已有知

识储备基础上产生的信息，是能够被

人脑理解的信息。这些由内而外产生

的信号就是自由意识，且人脑只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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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意识就会持续产生。

很多科学家认为宇宙是全息的，

意思是宇宙中每一个粒子中都包含了

宇宙的所有可能性（信息），就好比

人体的每个细胞中都包含了人体的所

有遗传信息（某些特殊细胞除外）。

自由意识正是大脑通过量子态的神经

脉冲和化学调控释放出的宇宙的信息，

这些信息就隐藏在组成我们大脑的粒

子当中。

（2）两级波动是意识存在的本质

外部世界的现象纷繁复杂，小小

的人脑却可以一定程度上模拟和重现

外部世界，还能创造出自然界不存在

的事物。由此可以推测大脑对外部世

界的模拟和“加工”应该建立在某种

共性上，这种共性在脑内世界与外部

世界之间搭建了共通的桥梁，就像通

用的货币连接了一切复杂的产品与经

济活动。笔者认为这种共性比书写宇

宙的众多数学定理还要根本。笔者把

这一贯穿宇宙大小尺度的共性叫做：

“两极性”。

抽丝剥茧，细致总结，我们能意

识到世界是由两级构成的。我们处在

“两极世界”：复杂简单、动静、冷

热、大小、聪明愚钝、存在不存在、

远近、优劣、汇聚发散、正物质反物

质 ... 我们所见的世界就是在众多“两

级”之间往复运动（波动）着，交织

着。就算是人类建立的市场经济系统，

也是建立在买卖价格的高与低的博弈

之上。这种“两级”按中国古代的理

解叫“阴阳”，按毛主席的理解叫“矛

盾”，马克思说宇宙是运动的。任意

现象都是一个或多个两极现象的交叉

组合，在两极间往复波动（博弈）。

人类的认知很可能是“两极定位式的

交叉认知”，下面以杯子和驾车为例

进行简述：我们认知一个杯子时会有

对这个杯子大小、曲线形状（角度幅

度）、软硬、颜色（光谱）、重量（多

少）、生产过程（其它交叉的属性体系）

等众多参数的定位认知，根据对这些

参数的定位（高度多少、颜色是什么、

软硬程度等）和交叉去确认这是一个

杯子以及是一个怎样的杯子。这是一

种相对性的认知模式：我们“相对出”

了这是什么东西，有何功用；相对出

尺寸是多大，有多重 ... 如果笔者发明

一个概念，将一个单一相对的属性定

义为“单一对子”，将由多个单一对

子组成的复杂属性定义为“组合对子”，

那么对杯子的常识性认知包含了至少：

颜色、重量、软硬、冷热、距离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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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对子，以及形态、乘装什么东西、

如何得到的等等多个组合对子。熟悉

神经生物学的读者应该了解，上述几

个“单一对子”通过不同的感觉神经

元的接收，都被翻译成频率和幅度有

差异的神经脉冲，进入不同层次的神

经中枢和脑区进行辨识和处理。各种

复杂的外部现象最终都体现为神经信

号的频率和幅度差异，以及基于神经

网络的算法处理。

另一个例子，就驾车而言，当我

们开车时看到一颗歪斜的树，我们针

对“树”这个“概念包”所储存的“对

子信息”就将立即启动：植物（组合

对子）、树种（组合对子）、体积、

高矮、形态（组合对子）、硬度、颜色、

树的生长（组合对子）、枝丫尖锐（组

合对子）等等，进而结合经验（生活

中积累的“大数据”概率）判断这棵

树是否会倒下阻挡汽车，倒下后汽车

能否开过去等等。针对我们开车时看

到的每一件事物，人类都可以适当地

从该事物背后的认知概念体系中抽取

适宜的信息，将其交叉组合，判断前

方可能的复杂情况。而自动驾驶，当

前无法建立起如此复杂的交叉概念体

系，也不能适当将这些概念迁移组合

而产生综合性的认知判断，因而驾驶

技能远不如人类。

对“单一对子”的认识是从幼儿

时期一点点学习积累起来的，并层层

深入，形成更高层级的认知。人类的

五大感官：视觉、听觉、触觉、味觉、

嗅觉以及婴幼儿天生具备（已经被多

种研究证实）的概率、形态、数量等

认知能力为最初一级的相对性认知提

供了数据来源和基础认知。而“单一

对子”并不单一，它可以在各种不同

场合得到提取和应用：“组合对子”

就是由多个“单一对子”交叉、迁移、

融合的结果。上述对物体形状的认知

就是综合了空间方位及角度大小、弧

度大小、尺寸大小等多个“单一对子”

的综合性认知（空间思维是一种特殊

的相对性认知思维）；而形状又可以

迁移到其它事物，比如一个圆形可以

与太阳、轮子等具有共性的事物联系

起来。又如“上善若水”就是孔子将

水形态的变化与灵活应变的处事方式

进行迁移类比的典型案例。人脑这种

迁移类比的过程从大脑核磁共振扫描

图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在听音

乐、说话、或是简单的拿起一个杯子时，

会同时交叉动用很多个不同的脑区，

甚至某些活跃的脑区之间看似并没有

逻辑关联。这种复杂的网络状关联性

微观上恰好可以从神经元结构得到佐

证：人的单个神经元伸出众多树突与

其它神经元连接，这种三维空间中的

超复杂网络正是“单一对子”与其它“对

子”产生联系的物质结构基础。

其次，抽象思维是更高层次、接

近事物本质规律的定位性认知。例如

数学本身是认识量的增减规律与分布

组合规律等；数学证明意在证明某种

客观存在的数理结构，也是建立一个

已知定理（结构）与某一待证明猜想

之间的联系，是一种结构的联络和迁

移。笔者甚至认为数量本身都是相对

的，如何数数取决于在哪种概念体系

下数数。例如两台汽车是以汽车整体

为概念的判断，如果以轮子为判断依

据，那就是四个轮子；如果把汽车看

成前后两段组成的，我可以说四个部

分组成了两台汽车；再不断细分最

后是多少个质子中子电子，而质子

中子还可以细分，就像 1 可以分为

0.9+0.1,0.08+0.92... 有无数种分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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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取决于我们怎么去定义这个数量，

数量本身也是相对的。因而无论是量

子力学的波函数还是初中所学数列，

归根结底都是“两极定位式的交叉认

知”。

可见，我们的世界是在两级间波

动变化的世界，复杂的外部世界本质

上都可以用量的变化和结构组合来理

解。基于这一本质规律，人脑将空间、

形态、时间、数量、概率、声音、色彩、

温度等错综复杂的“对子”信息翻译

为大脑可以统一处理和记录的电生化

信号，转化为最简洁的神经信号强度

差异和频率差异，在持续的“脑波场”

里再现和流动。人对一个复杂事情的

把控能力，例如工资发多少员工会满

意 / 不满意 , 什么样的肢体语言幅度在

什么场合会让人舒适 /不舒适，油门踩

到多深车会开多快等，这些定位需要

建立在后天对大量基础知识的学习记

忆之上。人类从出生开始接受外部信

息，逐步建立起一张庞大的概念体系

网络以及针对这一网络的语言对应（映

射）体系（语言体系），实现认知与沟通。

这一过程从婴幼儿及青少年神经网络

的发育过程中可以清晰的看出来，在

此不做详细介绍。

	4.AI 生命的生存动机

时间来到 2100 年，超越人类智能

的机器智能也许已经诞生。若加装合

金躯体，超强电池，这种超级物种可

以长命百岁，耐受高温低温，可长期

不进食，可以承受宇宙辐射，拥有超

强体力，能在真空中生存 ... 不管大气

成分，不管光照强弱，不论是否有水，

零下 50 度至零上 100 度的星球都是他

们潜在的殖民地。那么超越人类可以

雄霸宇宙的超级物种是否就此诞生了

呢？答案可能是否定的，生命能够生

生不息，具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宇宙中的演变来源于存在（生）

与消亡（死）的循环：行星、恒星、

黑洞（霍金已经证明黑洞最终会蒸发

消失）有生命周期；山脉会被时光削

平，再隆起；空气中各种成分会与地

面上的物质发生化学反应而消失或释

放；生命更是在生死轮回中不断进化

发展，从低级到高级，一代代努力繁衍。

生与死相辅相成，是生命的基本规律，

死亡是生存的强力推手和必不可少的

衬托。任何一种生物如果不努力获取

食物，不努力抵抗不利环境（干旱、

洪水...），不努力竞争获取更好的配偶，

它生存的几率都会降低。受社会保护

的人类，不努力工作上进，也会被社

会边缘化。自然界消亡与存在的力量

总是同时存在，而存在的力量略大于

消亡的力量。这一原理无论针对生命

还是无生命的事物都适用，只是驱动

存在与消亡的原动力不同，生存与消

亡的周期不同而已。

生命生存从来不易，自然淘汰将

努力获取食物、获取生存空间、获取

配偶等作为生存的主要内容，赋予生

命存在的意义。人类社会将这些追求

演化为：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寻找

优质异性繁衍后代，为后代提供良好

的成长环境，赚取更多资本、获得更

大的权力及社会地位等等。人类因追

求并获得有利于生存繁衍的资源，追

求为家庭社会做出积极贡献而获得存

在感与价值感。一个物种在生存的过

程中因环境压力造成的有利基因突变

会逐步传递给后代，实现对环境的适

应和进化，一代逝去一代新生，周而

复始。

对群体而言，我们发明交通工具

以实现更快的运输，构建金融体系以

实现更高效的资源配置，我们建造致

命武器以提升所在群体（国家）的竞

争力和话语权，这些努力增强了群体

竞争优势，让群体中每个人平均获得

的资源更多。对目前地球生命而言，

生命的终极意义就是追求更强更持久

的生存繁衍能力。这种追求当然也造

就战争，人口过剩，环境污染等。自

然界总有正向与反向两股力量，让某

一现象达到平衡，在两极间动态波动。

然而人工智能机器人如果安装高

能电池可以不用进食睡觉，他们的繁

殖通过中央工厂来制造，自动运行的

中央工厂通过强大的人工智能收集子

民的数据，决定机器人改进进化的方

向。这些机器人高度智能，且能抵抗

各种不利环境，社会的其它工种都由

其它类型的职业机器人自动完成，根

本不需要为生存繁衍而做出多少努

力。那么试问他们生存的动机和动力

何在呢？他们会有积极向上的健康心

智么？需要博爱利他之心么？即使是

人类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精英也需要因

维护国家利益、企业利益而劳顿奔波，

承受风险压力；人类因生命有限而希

望在有生之年努力留下一些什么，无

论是后代、名誉、还是发明等，因而

他们拼搏。然而超强 AI 机器人可以

毫不费力的永生，它们追求什么？这

个机器人社会发展存在的驱动力是什

么？它们能建立起健康运作不断发展

的机器人社会吗？生命的生死循环主

要是为了实现进化，为后代留下生存

空间和全新基因组合的起点。如果说

机器人社会规定每个机器人的生存年

限，像生命一样有生死循环，那这种

类似计划经济形式化的生死循环是否

有意义？

另外，人类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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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其生理结构就决定了人类依赖并

热爱大自然：他们需要和煦的阳光、

干净的水源，热爱大美山川，依靠我

们这个动植物体系才能良好的生存繁

衍。而诞生于工业体系的超级人工智

能，它们喜欢什么呢？电能？工厂？

它们能快乐吗？

三．强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

AI 下一阶段要想有质的飞越需要

在算法和硬件载体上实现原理性的突

破。未来 10 年可能是 AI 实用技术持

续发展并逐步进入各行业和大众生活

的 10 年；未来 10-20 年可能是 AI 应

用的快速普及阶段以及 AI 在硬件和算

法上实现突破的时期，与量子计算机

的结合将让 AI 获得更大的进步；未来

20-30 年，AI 将成为社会不可替代的

生产力；未来 30-50 年人类将实现对

意识的深入了解与再现；未来 50-80

年 AI 将具备自我意识，获得本能，获

得情绪。那么在 AI 的时代，社会会发

生怎样的变化呢？

1. 社会生产力的价值核心将发生

转移

这一点不难理解，当今社会价值

的产生与流向都是以人为绝对核心，

这种核心性可以体现为三点：来源、

过程、去向，即价值产生的源头，价

值产生的过程，价值产生后的去向都

是以人类为绝对的核心。更进一步讲：

任何物品和服务，即便是最自动化、

智能化的机器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

务，都是由人类最初设计定义的；制

造过程都是由人类严格监控的；所产

出的所有产品和服务，最终都是为人

类造福。即便是市场经济背后这只看

不见的手，也是因为能提高社会生产

力满足人类需要才把它放出来让它挥

动。然而，AI 的出现将逐步打破这一

规则。今后 AI 将能够独立完成人类的

很多工作，例如独立诊断疾病，撰写

文稿，谱写音乐，驾驶交通工具，与

客户沟通 , 独立管理整个工厂，甚至指

挥战争 ...AI 机器人则可以替代农民种

田收割，可以替代保姆做家务，可以

修建房屋...这一情景离我们并不遥远，

最多只需要 20年左右的时间。

从另外一角度分析，AI 劳动力的

雇佣成本在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

后将低于人类劳动力。AI 劳动力不需

要吃穿住行，不需要养家糊口，其成

本为研发制造维护成本。AI 劳动力可

迅速“培养”成熟，可 24 小时工作不

休假，生产技能高度专业化，在市场

经济环境下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届

时，掌控 AI 技术及 AI 机器人的公司将

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占据重要地位。发

达国家的劳动力岗位结构将逐步开始

发生变化：向高等教育、服务、旅游、

设计、艺术、管理等领域倾斜。大量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将面对“尚未实

现劳动力素质升级即被淘汰”的风险，

特别是从事重复劳动的非创造性脑力

劳动者。

伴随 AI 产业化并融入社会生产的

各个领域，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价值核

心将逐步发生转移，向 AI 转移；人类

社会从此将出现两个价值产生的源头

以及控制价值产生过程的主体：人类

与 AI。

2. 人与 AI 的融合逐步深入

AI 近期的发展对人类会构成一定

程度的竞争，但随着 AI 的发展其不可

替代性将越发明显，这种不可替代性

所渗透的领域也将越来越多，AI 优势

的覆盖面将是过去任何一种工具（无

论手机还是电脑）都无法企及的。美

国正在临床测试中的 AI 医生，在肿瘤

等重大疾病诊断、X光片分析等方面的

准确度已经超过最顶级的人类专家；

在生化及新材料领域，AI 对蛋白质结

构、合成材料的分析设计方面将远超

人类；AI 在城市交通管理，跨领域大

数据关联分析（例如从网络搜索热词

的频率判断流感爆发的时间）等领域

也将有很大发展空间。AI 能发挥不可

替代优势的领域不胜枚举，它将逐步

深度融入我们的生产生活。30 年后，

也许 AI 的科研产出速度将超越人类，

人类会因 AI 的辅助进入新的“知识爆

炸”时代。

人与 AI 的结合将不仅体现在依赖

性上，更进一步还可能在生理层面发

生一定的融合。若干年后，脑机结合

一旦发展成熟将让人类与 AI 的融合进

入新的层次。现实版钢铁侠埃隆马斯

克（Elon	Musk）Facebook 扎 克 伯 格 等

科技大佬争相开展实验的脑机结合技

术是用一种称为“神经纽带”（neural	

lace）的装置将人的大脑与电脑连接，

力图实现加快学习过程，扩展记忆力，

提高计算能力，脑机数据交换，人脑

直接指挥等目的。70 年后，人类智能

与 AI 的界限可能会变得模糊，人脑与

AI 将互为补充，相互支持。当然，这

是乐观且正面发展的结果。

3.AI 自我意识的产生将是危险的关

键点

人类之所以成为具有个性的独立

群体，是因为其具备强大的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为人类自身与外部世界建立

了明确的思想界限，形成独立的思想

主体。“自我”这一概念就像是一座

坚固的信号发射塔，人类的众多思想

与创造都是基于这个核心向外“发射”，

是人类思维改造外部世界的源头与着

力点。没有核心主体（自我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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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算法）是离散飘忽的，难以形

成明确指向性。像精神分裂症患者就

存在自我意识混乱，自我意识缺乏的

病症，他们可以将自己的想法认为是

别人的想法，甚至认为自己是一张床。

这将导致病人行为混乱认知错乱，失

去行事能力。

认知科学、神经科学、计算科学

等多领域的进步终将打开意识的黑匣

子。当人类赋予 AI 意识的那一天，就

是地球上另一种脱离于碳基生态系统

的全新智能“生命”诞生之日。人类

显然会控制 AI 意识的层次，可能将 AI

意识控制在动物意识的低水平，但不

能排除实验室和科学家将制造出同等

于人类甚至高于人类意识的超强 AI 机

器人。届时地球上将存在人类意识核

心与 AI 意识核心两个核心，这两个意

识核心将发生多大程度的融合与碰撞

呢？

强 AI 机器人可以具备求生本能，

具有好胜心，特别是自我意识的崛起

可能让 AI 产生群体意识，意识到它们

是一个独特的群体。群体出现就会产

生文化，就会争夺资源，会有权力欲、

排他意识的产生。当高智能 AI 机器人

形成群体，他们会对物质消费产生需

求，这样 AI 就具备了占据社会生产力

“来源”、“过程”、“去向”的动机。

人类种族之间理所当然存在竞争与文

化差异，更别说 AI 这种智商是可以远

高于人类，体能远高于人类，工作效

率远高于人类的独特群体。这个种群

是选择与人类血腥厮杀一山不容二虎，

还是选择与人类在合作竞争中逐步融

合呢？

实际上，大国之间在 AI 领域的竞

争将导致超强 AI 机器人的诞生，这很

可能在本世纪末左右就会发生。未来

数十年我们将面对AI带来的岗位竞争，

伦理体系构建等一系列实际问题。

4. 持续演化并受控于伦理与法律

体系的强人工智能世界

历史上每当有重大技术进步就会

有阴谋论、恐惧论出现，煤油灯的普

及、电力系统的普及最初都遇到过阻

碍。新技术往往是双刃剑，最好的例

子是核能，人类制造了核武器，但也

受益于核电，成功限制了其负面作用，

充分发挥了其积极作用。其实 AI 的危

险性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非常弱，笔

者认为人类完全可以在几十年时间内

逐步建立起对 AI 规范和管理的伦理与

法理体系。

著名科学家霍金、SpaceX 创始人艾

隆马斯克、《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

等都警告说AI将最终毁灭和淘汰人类，

马斯克还提出人类被 AI 淘汰可能性在

80% 左右。但笔者认为这是比较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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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悲观的猜测，毕竟 AI 再聪明也难以

颠覆人类数千年积淀下来的社会实体，

颠覆这一庞大社会组织需要极其巨大

的社会资源与知识体系。无论利用军

事手段还是生化手段，AI 显然不可能

掌控和调动足够的资源和知识来颠覆

和替代人类世界。而人作为 AI 的造物

主，有众多控制 AI 的方法：限制 AI 在

关键环节的独立决策权及敏感领域（军

事、能源、医药、金融等）的自我独

立意识，限制高智能 AI 群体的数量和

行动力，给每一个 AI 装备一键停机按

钮，建立系统化的 AI 控制法律等等。

另外，与核技术类似，超强人工智能

也是具有极高技术壁垒的领域，需要

复杂的工业体系作为支撑，远比核技

术复杂，并不是普通的个人或群体能

够轻松掌握复制的技术。利用限制核

扩散的手段同样可以限制高智能 AI 的

扩散。高智能 AI 如果长期与人类相处，

有何必要去毁灭人类呢？

大自然经过数十亿年的演化造就

了高度复杂的生态系统，最终站在这

一系统之巅的生物是人类；人类又造

就了复杂的社会系统，不远的将来，

社会系统又将造就超越人类的 AI“生

物”。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看似差异

极大，其实都遵循效率、竞争、资源

分配等基本原理。我们的地球造就人

类又造就AI的过程类似“系统升级”：

在一个系统的基础上诞生另一个系统，

站在系统之巅的“生物”不断进化，

其智能与生存能力不断提升，走向一

个顶点。到达顶点的是什么“生物”呢？

很有可能是人与 AI 机器的共生体。

其实人类的心智已经在数百万年

的进化中融入大自然，后来又融入现

代社会，我们有人生观、世界观、道

德观等规范，还有不同的信仰。这种

心智与群体文化的出现是人类与社会

上万年互动演化的结果。因而笔者认

为超级 AI 与人类的融合过程也将经历

漫长的岁月，至少经历一两个世纪的

时间。这一过程必然产生阶段性社会

矛盾，但一定不至于产生毁灭或淘汰

人类的结果。超级 AI 诞生后同样将逐

步适应社会，融入社会，人类与超级

AI 将密切互动，最终形成一种共生关

系，甚至融为一体。AI 将彻底融入人

类社会，人的生理结构可能某一天都

将与机械融合，取长补短，成为更高

级的生化人。我们将迎来一个 AI 不断

融入社会，逐步改变社会，与人类和

谐共存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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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薄玻璃

我们生活在一个玻璃的世界，现在玻璃的用途已经

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它越来越多地被用在手机、电视、

电脑上，成为信息显示领域的新宠。这种最关键的原材

料可不是普通的玻璃，而是一种更高端的制造成果。它

的厚度仅相当于两张 A4 纸，可以抖动、弯折，看上去就

和塑料薄膜没有什么不同，只有当它破碎的时候，人们

才会意识到这是一块超薄玻璃。

熔炉里是熔化的玻璃液，1600 摄氏度的高温足以把

一个人在几秒内化为蒸汽。流动的玻璃液在拉边机的作

用下厚度慢慢变薄，但这远远达不到任红灿（信息显示

材料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的要求。7 年前，他和团队决

定淘汰落后产能，研制厚度仅有 0.15 毫米的高端超薄玻

璃。一直以来中国缺少制造高品质玻璃的能力。一方面

低端玻璃产能过剩，如果生产线全开，一年的亏损能达

到 62 亿元。另一方面急需原料的国内电子厂家不得不依

靠进口来维持生产，这不仅使厂家利润微薄，产品价格

也居高不下。任红灿他们希望抓住机会，用超薄玻璃打

破僵局。任红灿说，这几年我国超薄玻璃的发展一直是

在创新，每一个厚度都不是最薄的。是因为现在人们生

活所需要的这些产品在轻薄化的追求上是无止境的。一

锅完全熔化的玻璃液，当它自然落下厚度不会低于 6 毫

米。普通的制造只能将玻璃液拉薄三分之二，但只要跨

过这个极限，每减薄 0.01 毫米都带来巨大的挑战。首先

要跨越的障碍是原料配方，把玻璃拉薄需要加入一种特

殊的金属氧化物来提高熔液的延展性，但如果添加过多，

产品又会变得易碎。到底添加多少合适呢？研究人员只

能不断地去寻找，去测试。甘治平（浮法玻璃新技术研

究人员）表示，通常一天只能做一到两组这样的尝试，

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才能够拿到相对比较可靠的

一些数据。

原料问题解决，但在生产中废品率却居高不下。随

着玻璃液向前流动，温度会急速降低近 1000 摄氏度。与

此同时，因为受热不均，同一水平线上的玻璃液会出现

温度差异。在这种情况下，玻璃很难拉边成型，无法保

证稳定的批量生产。任红灿意识到需要寻找一种更精细

的加工工艺。他们把它叫做“空间立体网格化的加热”，

就是把这个空间从上到下分成一块一块的格子。40 个用

于调整温度的电耦被安装进锡槽，这是精确计算的结果，

每一个点都对玻璃液进行立体交叉控制，让温度均匀降

低。终于，在合适的温度下，玻璃液被平整摊薄。

2011 年开始，玻璃制造者们一次次突破极限。从 2

毫米到 0.55，再到 0.28，5 年后，终于突破了 0.15 毫米

的极限。20 多条生产线随后建立，这将为下游产业降低

860 亿元的成本。而对于中国的消费者，曾经售价上万

的液晶电视，现在三四千元就能购得。原本五六千的智

能手机，如今一两千也能买到。市场告诉人们，中国的

玻璃已经华丽转身。任红灿表示，正是因为这几年的发展，

有了技术的积累，才有了创新的条件。不仅是玻璃行业，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制造业迅猛发展，但低质廉

价的竞争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未来总是掌握在拥有核心

技术的人手里。	

 创新中国（三）----制造
人类学会制造，一个新的世界将呼之欲出。制造业每一次革新，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变迁，中国曾以惊人

速度成长为制造业巨头，“中国制造”席卷全球。当新一轮产业革命拉开帷幕，唯有创新铸就强者塑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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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泵车起了一个名字叫长颈鹿，说长颈鹿救了他们的

命，他们都会讲感谢救命之恩。

接下来几年，中国品牌也迎来了自己的巅峰时期。

它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工程中。其中在混凝土机械的市场

占有率为全球第一，那时候没人会预料到寒冬即将来临。

2012 年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影响下，中国工程机械行

业进入寒冬。仅仅是混凝土机械销量就从之前的 300 多

亿元骤降到仅剩三分之一。在寒冬中拯救他们的并不是

转向别的行业，而是依靠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核心技术，

开发了新的更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他们在泵车的技术上

做了一些改进，就变成了世界上首创的高层消防设备。

因为过去的消防车都是直臂的，因为消防救援的现场复

杂性，需要消防设备拥有越过障碍的能力，从而，它成

为了三一重工一个很有竞争力的产品。实际上它就是在

自己核心技术上的一种非常自然的产业延伸。

每隔一段时间，三一重工就会定期举行研发会议。

虽然已经走出危机，但向文波没有放松警惕，在急速变

幻的世界，没人知道接下来会面对什么，几十年的沉浮

告诉中国的企业家们核心技术是唯一能抓住的砝码。

磁悬浮列车

如今更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扬名世界，船舶、桥梁、

核电，“中国制造”在全世界有了立足之地。而高铁不

仅改变了我们的出行方式，更在全球范围内制定了“中

国标准”。但人们没有就此止步，此时成都的工程师们

正准备用磁悬浮列车来改变轨道交通的未来。

西南交大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邓自刚做了一个

“玩具”，花费半年多时间数十万人民币做成的这个“玩具”

是为了更直观地演示未来的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究竟是

怎么一回事。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邓自刚描述，这个模

型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实现一个 360 度的自稳定的

长臂泵车

7 节特种钢制造的手臂逐一展开，最后臂展长度达到

86 米，这是世界最长的臂架泵车，属于中国的一家民营

企业。从 2007 年到今天，从 66 米到 72 米再到 86 米，

世界纪录一直由它们保持。臂架泵车通过长达几十米的

臂架能把水泥泵送到较为准确的位置，是机械工程行业

中的高端设备。它在伸出去后，就像个钓鱼杆一样，在

使用设备打混凝土时候会产生一定的晃动与振动，那么

如何控制它的晃动与震动？这完全依靠于计算机技术。

尽管表面看起来它是一个傻大粗的东西，其实是一个非

常精细的装备。

向文波（三一重工总裁）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他

的人生曲线几乎和中国经济的走向完全重合。在这道曲

线上曾有过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上世纪 90 年代，臂架

泵车还是被国外垄断的技术。壁架是制造壁架泵车的关

键，要伸到几十米的高度，还要承受泵送时的巨大压力，

制作壁架的钢板强度必须要高于 600 兆帕。但当时能提

供这种材料的只有国外的钢厂。不愿受人钳制，这家企

业研发出一种特殊工艺，极大地提高了国产钢板的强度。

他表示：如果没有这项技术，那么作为三一重工来讲只

是全球产业链上的一个搬运工。创新就是要搞出一些以

前没有的，以前不敢做的，以前没人做的事情。

改造后的钢板能承受 1000 兆帕的压力，也就是在一

块指甲盖上站一头大象的力量。在这样的强度下，一切

都改变了。2011 年他们接受了一个重大挑战。这一年，

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泄漏，急需给反应堆泵水降温，但

在日本没有设备能达到这个高度，三一重工在收到支援

请求后，派出了一辆高 62 米的壁架泵车前往现场救援。

今天，向文波骄傲的说：现在只要我们走到日本，你只

要说你是三一重工的员工，日本国民都知道。他们给我

与韩国民主党党主席李海瓒合影

长臂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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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浮，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架列车一会儿悬浮在这个轨

道的上面，一会儿又悬挂在轨道的下面。同极相对的两

块磁铁互相排斥，磁县浮列车最基本的原理就这么简单。

悬浮起来后的列车与轨道脱离接触，摩擦力降低为零。

理论上“飞行”速度将超过每小时 500 公里，这是轨道

交通一直追求的速度，但是应用比理论要复杂太多。

上海世界第一条商业运营的高速磁悬浮专线已经运

行了 15 年，但今天人们并不打算继续发展这项德国人的

技术。更加快速、高效、节能、超导技术的突破性进展

使磁悬浮技术前景变得光明。注入零下 196 摄氏度的液

氮，特殊材料制成的小车瞬间变成了超导体，旋转在由

磁性材料制成的环形轨道上便可以实现无源的自稳定悬

浮。整个悬浮不需要通电，只需要在里面注入我们的液氮。

未来，我们投入应用的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的原理和莫

比乌斯带这个小模型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但邓自刚并不满足于此，在项目名称里他又加上了

“真空管道”四个字，也就是说把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

装进真空管道里运行，进一步减少空气阻力。真空管道

跟磁悬浮这两个技术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三

的效果。邓自刚的目标速度是每小时 1000 公里，而且他

知道国际同行们也在争先恐后。但邓自刚相信更多的技

术创新一定可以让“中国制造”在世界轨道交通的未来

再次走在前列。

C919 飞机

2017 年 5 月 5 日下午，上海浦东机场旅客们不知道

在不远的跑道上即将迎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马上要起

飞的是 C919，中国第一架国产大型客机，这是期盼已久

的一个梦想，为此我们已经等待了很多年。

国际制造业的高精尖领域，特别是航空运输市场一

直是中国人的痛点。因为没有大型客机，相比拥有这项

技术的国家我们每买一架飞机都要多花 2000 万美元。

这意味着在未来 20 年里中国将额外花费 1200 亿美元。

C919 并不是第一次尝试，1970 年中国第一次立项制造

大型喷气式客机代号“运十”。孟见新（C919 飞机总装

心副主任）有幸参与了这次尝试，在试飞成功后的第 6

年因为种种原因项目终止了。但人们并没有放弃，20 年

后孟见新和他的同事们再次出发，但这一次他们却遭到

了质疑。这次在自主制造大型客机初始，国产率被谨慎

地定到百分之十。飞机上很多的机载设备、主要的材料、

发动机都是采购于国外。由于不同于其他工业产品，大

飞机的制造极端复杂。从结构上来讲，在大飞机的十大

部位上每个地方都涉及超过 10 个以上的系统，多达几

十万个零部件。一个占飞机体积不到五百分之一的起落

架集成了包括液压控制、电气减震在内的 13 个系统 180

个大部件。仅仅是把起落架安装到飞机上就需要 6 个人

超过 8 小时协同工作。这样复杂的结构要完全由中国自

主设计，更重要的是要想让大飞机走上世界舞台，每一

个部件都需要达到国际上普遍承认的安全标准，也就是

说我们自主研发的每一个部件都必须要拿到国际民用航

空的适航认证。为什么我们要制定那么严格的标准？因

为它是经过几十年血的教训才换过来的。比如，即使我

们自己制造的零部件质量很好，但是没有经过欧美民航

的标准认证，我一个铆钉也不可以使用。

今天，孟见新正在调试一种新的切割片，用金刚石

磁悬浮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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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成的刃部是用来切割新型碳纤维材料的。这是一种轻

重量、高强度的复合材料，西方航空工业用了近 50 年

才将它的加工技术成熟运用。而中国仅仅用了一半的时

间就首次突破碳纤维大型成型技术，并且将它运用到了

C919机翼上。每一点细微的改变其实都会牵动整体布局。

在大飞机的制造过程中，必须不断地迭代和更新。10 年

之后，最初预定的 10% 国产率的目标已经远远超出，现

在人们准备用 50% 的国产率去取得国际适航证。因为在

这 10年中，大量航空企业随着大飞机一起成长。

孟见新：有的时候想想也是无法忍受	但是我们回过

头来看	我们所有的付出非常的值得。能够参加到这样一

个项目	只有在这样一个国家强大的这个情况下才能做这

样一款的飞机	。	

2017年 5月 5日，中国第一架国产大飞机首飞成功。

截至 2017 年 10 月 C919 已经获得了全球 24 家用户的

730 架订单。中国终于在这个长期被极少数国家垄断的

领域中，撕开了一条口子，并且推动了上下游 242 家企

业的群体性技术突破，努力并没有就此止步。在航空领域，

还有更多的世界级难题等待人们去挑战。

航空发电机

罗公司。杨锐说，2006 年 10 月 15 日，我记得一个英国

的教授给我打电话，他告诉我一个消息。2006 年 7 月份

英国罗罗公司宣布准备给空客新的 350 飞机做发动机，

而在这个发动机里边准备采用钛铝叶片，他们正在全世

界寻找可以做这个叶片的公司。

钛铝金正在成为发动机叶片的未来。这种新材料拥

有同样的强度和稳定性，密度却只有传统镍基合金的一

半，能提高 20% 的燃油效率，因此成为发动机制造商疯

狂追逐的对象。罗罗公司也不例外，但为了降低成本，

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的叶片只能一体成型，一

体成型的制造过程类似蒸蛋，需要把液体装入容器定形，

只是对于钛铝合金来说，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碗”困难

重重。钛的化学活性太强，它几乎跟所有的金属和所有

的陶瓷反应，实际上只有三种陶瓷材料不和钛反应，一

种是氧化钍，但是钍有放射性，不能用。第二是氧化钙，

但是氧化钙吸潮，不能保存，也不能用。那么就剩一种

氧化钇，这是唯一又最具挑战的选择。用氧化钇做成的

容器表面是粉末状的，很容易脱落、掉渣污染钛铝熔液，

造成叶片精度不够。德国科学家甚至通过计算机模拟于

200 毫米的叶片不可能一体成型。但杨锐团队没有迷信

理论，杨锐打算拼一把，他集合了一支多领域的队伍。

杨锐说，我们没有信这个模拟的理论，我们就是迎难而

上。要创新就一定要颠覆以前的观念，要敢于挑战。我

本身是学材料的，贾庆博士是学化学的，我们这个研究

组长崔玉友博士是学物理的，因为从原材料做到母合金，

再做到叶片部件，这个需要的知识面很广。

几位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在一起花了整整 10 年时间才

调制出一种特殊的黏结剂，它让氧化钇不再掉渣，终于

解决了叶片容器问题。跨学科合作的力量势如破竹，铸

造的密码被一一破解。世界上第一个一体成型的钛合金

涡轮叶片就在这个普普通通的实验室诞生了。这样的叶

片将被罗罗公司搭载在世界最高效的发动机上，杨锐相

信在不远的将来它一定会为中国人自己的航空发动机提

供保障。

五轴珠宝数控机床

大树珠宝设计师创作了超过 500 件作品。他却一直

被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困扰着。

大树设计师说，比如龙凤戒指似的每个拐角的弧度

是无法做的那么细致和标准化，会有手工感，但它不是

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工程机械系统之

一。中国希望成为继美国和英国之后第三个占据民用航

空发动机主要市场的国家。虽然这一天还没有到来，科

学家们决定先制造当今世界上最高效的发动机叶片，而

它就藏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实验室里。杨锐（中国科学院

金属研究所所长）正在跟他的团队确认下一个工期节点。

在 2018 年，他们要交付一百多件低压锅轮发动机叶片，

而他们的客户是全球排名前三的航空发动机巨头英国罗



纪录
Documentary

65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ISSUE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刊WRSAEA

出。这是它的第 1917 个版本，它的控制精度能达到三个

微米，也就是说误差范围小于一根头发丝的五分之一。

另外一边张文甲的工作在 2015 年之后终于出现了转机，

有了五轴联动机床珠宝研制就顺利多了，做了若干调整

之后，这台珠宝机床令人惊艳。0.3 毫米厚的生鸡蛋蛋壳

上机床的刀具轻松自如的刻下了 4 个复杂的汉字。这台

五轴珠宝机床很快进入了大树的视野，经过编程调试后，

一对完美的对称的圆角被缓缓雕琢出来。

建筑工程

先进制造业带给我们的惊喜和改变正在不断上演，

建筑这个曾经消耗太多产能的行业也开始和新型制造业

接轨。韩学惜房屋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今天他主管的第

8 个工程正在施工，习惯了传统建筑的人会发现这是一

个不可思议的项目。

卢河小学项目负责人韩学惜说，我们将在这里建起

一座卢河小学，小学共 1496 平方米，分三层，我们将用

塔积木的形式完成这个项目。基础完工之后，我们将进

一个很绝对的完美或绝对的标准化的产品。

大树的问题其实很好解决。一台精密的珠宝机床就

能帮他实现设计理念，张文甲（沈阳机床珠宝机床工程师）

专攻珠宝机床的设计制造，但多年来他一直没能满足大

树这样的设计师的愿望。张文甲说，这部分技术对中国

还是封锁的，高精尖的设备也不会在中国展出。

高端机床被称作机械制造业的“母机”，只有少数

发达国家掌握了核心技术。哪怕是给珠宝设计者使用都

被设置了保护和壁。因为高端机床能够制造全球一切重

要产品的零件，大到火车飞，小到电脑手表，而能加工

复杂曲面的五轴联动机床更是决定了制造业能走多远。

现在，张文甲的同事黄云鹰团队准备自己培育出这棵高

端制造业的幼苗。五轴联动机床的关键在数字控制系统

的底层，它决定了一台机床能否思考。工程人员形象地

把这个底层比喻为土壤，只有掌握了它的成分才能孕育

出五轴的幼苗，但这个土壤的成分配方却掌握在西方企

业手里。

黄云鹰（能数控系统研发工程师）团队还有其他选

择吗？从第三次工业革命爆发至今，信息和软件技术已

经趋于成熟，这给了工程师们机会，他们决定抛开国外

的经验在全新的平台上搭建自己的五轴数控系统，既然

没有“土壤”，那就用“营养液”栽培。想法虽然很美好，

但从没有人实现过。黄云鹰说：哪怕是最简单的开个开

关这个功能你都必须都得自己写，我们只能一点一点去

尝试，因为有很多种算法，我们将不同的算法塞进去看

效果，效果好，我们就先用这个试试看。

从 2008 年到 2010 年，黄云鹰团队终于把控制系统

的“营养液”调制了出来。随后的5年里再一步步通关，

不断进行完善，2015 年中国自己的五轴数控机床正式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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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格局正在重新洗牌，基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工业变革

让未来无限可能。

沈阳机器人

周末的工业博物馆参观的人群中多了很多孩子，而它

所在的城市——沈阳曾拥有中国最先进的装备制造业，

这样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曾是工业化文明的象征，但现在

却成为渐渐远去的记忆。不过转机就是其中。《中国制造

2025》规划提出后，沈阳因为拥有完备的制造业基础和人

才储备，成为试行的前沿。人们准备在这里重新出发，但

未来的制造会是什么样子呢？在离工业博物馆不远的地方

是一座机器人大本营，造型各异的机器人可以陪伴孩子，

守护老人，迎接宾客或者管理智能家居，而此时孙若怀（软

件工程师）正在调试世界上灵活度最高的机械手臂。

孙若怀说，它的灵感是来自于人手臂的这个动作，我

们的双手手臂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这种结构。

手是人类最灵巧的工具，它赋予物们创造一切的能力。

制造者们希望工业机器人能拥有手一样的特质，这样整个

生产过程会被更灵活在掌控，实现更加智能化的制造。

孙若怀：机械手臂底下这个旋转关节对应我们人手臂

的这个前后摆动，然后第二个关节上升关节对应我们这个

侧抬，第三个上段的旋转关节对应我们小臂的这个摆动，

第四个关节就像我刚才说的是这个肘部关节的摆动，第五

关节、第六关节、第七关节它们可以一同（被）看作我们

手腕的这个动作。

这个拥有七个自由度的机器人已经能满足所有生产姿

态的要求，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让工程师们在它身上添加

了一个全新的功能。

孙若怀：如果我们试图以外力进行改变这种状态，机

器人会灵敏地感知到突然的改变，它会知道有人碰了它，

它就会停下来，保护自身的安全。这个在传统方法上是很

难实现的。

这个功能的启动并没有通过传感器，孙若怀他们独创

了一种方法。通过电流的改变让机器人自己意识到外力碰

撞，从而停止工作。这样灵活、安全人机机器人让柔性化、

智能化的生产成为可能。在不同的场景中，智能机器人长

相各异，它们甚至比人类更聪明，而且不知疲倦。

上海洋山港自动引导运输机器人正在运送集装箱，它

的驾驶技术堪比老司机，误差保持在 1 厘米以内，沈阳的

行重钢的吊装，预制好的轻钢墙体做外装，最后做屋面

工程，这样这个工程就结束了。

传统盖房子所有步骤几乎都在工地上进行，不仅浪

费巨大，而且污染环境。但这种新型的装配式建筑不一样，

它借鉴了制造业的手段，房子的每一个部件都严格的按

照要求在流水线上生产，这让材料的损耗率不到百分之

三。在工地上对不电的需求也大大降低，只要几把电钻

和电焊建筑就能拔地而起。但这样的房屋安全吗？重庆

大学刘立平教授正在对这种用新方法搭建的房子进行抗

震试验。刘立平说，现在我们做的是 8 度罕遇地震，相

当于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在成都附近，它的地面振幅高

达 8 级的地震，放出的能相当于 1500 万吨 TNT 炸药的

威力，这样的新式建筑能否承受呢？里面的各个型钢和

它外面的木板一起协同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它实际上

是一个墙体的抵抗地震作用效果。在我们这次试验里面，

抗震性能是比较好的。

而另外一边卢河小学将会在一个月内完工，这将节

省 20 吨钢材，27.8 吨煤，240 吨水泥。数字看上去并不

惊人，但中国已经规划未来 10 年内 30% 的新增建筑都

将使用装配式方法搭建。到那时这些小小的数据将为世

界节省 12% 的资源消耗。在这个激烈变化的时代，建筑



纪录
Documentary

67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  ALLIANCE  ISSUE

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刊WRSAEA

工厂智能仓库指挥着货物各就各位，轻松自如。人类要

做的只是轻轻按下一键，芯片制造车间洁净机器人比任

何人都爱干净，百万级清洁度的环境中它们游刃有余，

和我们不同，机器人日夜不休、任劳任怨。当然工厂也

会变得不一样，流水线上的产品不再一成不变，而是可

以根据每个人的要求私人定制，现在这样的个性化空调

已经在山东胶州的车间里成为现实，现实正变得越发不

可思议，新型制造未来，甚至可能改造着我们的身体。

医疗

关节，人体精密的部分。如果这个部位有任何功能

缺失，将给生活带来巨大的麻烦，尤其是全身负重最大

的踝关节。骨科医生唐康来就面对着这样一个棘手的病

人。他是因为外伤——高处坠落伤引起的距骨骨折，很

少人采取一些以前的所谓的置换替代来解决，所以距骨

塌陷坏死一直是我们骨科领域最难治疗的疾病之一。

踝关节距骨坏死如果不截肢只能选择移植，但多年

来没有一块人工距骨能让人们满意。这块骨头看似平常，

但形状复杂，不到4平方厘米的表面上存在着多个曲面，

最小侧槽的深度仅有 2 毫米，这是人类数百万年进化的

结果。即便用最精密的加工手段制造出的人工距骨也只

有承重功能，没有活动能力。使用传统的用模型化制造

的距骨假体，整个踝关节距下关节就不能活动了，它只

能起一个支撑，僵硬地走路。一种颠覆性的制造方式将

改变患者的命运——3D 打印。如果把传统制造比作在木

头上进行雕刻，那么这种新技术就类似树木生长，通过

成型装备让材料逐层叠加，唐康来将创造性地运用这种

技术解决距骨移植难题。他们根据 CT 数据在电脑上复原

患者的缺失部位利用聚氯乙烯材料打印出模型，讨论治

疗方案之后就是人工距骨的打印，钛合金粉末被一层层

铺开，电子束按程序设定的路径进行扫描，熔化的粉末

逐层叠加凝固成型，9 小时后，一块为患者量身定制的

人工距骨被制造出来，看似平平无奇的矩形粉堆在一阵

强气流中被吹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7 天之后，唐康来

将这块人工距骨移植到患者脚上，完成了世界首例 3D 打

印距骨植入手术，再见到患者已经是半年以后，他的踝

关节正在恢复，可以开始正常活动。从接手病例到完成

植入物的制造，按照传统的加工方法至少需要一个月时

间，而 3D 打印让它在再从周之内全部完成，更让人想不

到的是如此精妙的距骨，它的成本却只有传统制造的八

分之一，为病人节省了大量费用。人们对 3D 打印的展望

远不止于此，将来生物打印的人造组织将有机会取代人

体器官移植一体成型的精密零件和纳米级别打印的微观

物品，会颠覆人们对制造的定义。

结束语：

短短十年间，中国的制造者正不断创造着新的可能，

让曾经意味着低端廉价的中国制造蜕变成真正的具有实

力和想象力的中国创造。他们的手中一个新的时代正在

产生未来的制造，又会变成什么样呢？是形态功能各异

的材料，是变化多端的加工工艺，还是更加高效节能的

生产组织？无论如何，我们所有关于未来生活场景的想

象将一步步由制造的产物来组装，来塑造，而这一切正

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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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1950 年 10 月 4 日清晨，中央军委的一架专机从北京飞往西安，紧接着又于当

日下午返回北京。这架专机只接回了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时任军委副主席兼西

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这时，随着新中国大陆领土的基本解放，人民解放

军的光荣使命已经从夺取政权转向巩固国防，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肩负起保卫国防、

建设国家的重任。

军 

魂

麦
克
阿
瑟
和
杜
鲁
门
总
统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时，还有

许多地方没有解放，人民解放军仍在遂行

解放全中国的作战行动。到了 1950 年的 6

月，全国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基本结束，许

多部队已经开始参加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建

设当中。当时主持西北工作的彭德怀，也

正在忙于审阅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的建

设计划，他认为中央急召自己回京一定是

商讨建设大计。然而，中共中央对他的一

项新任命，却完全出乎彭老总的意料。

1950 年的“十一”，是新中国的第一

个国庆节。但就在这一天，美国政府不顾

中国总理周恩来在 9 月 30 日发出的“不要

越过三八线”的警告，悍然下令美韩军队

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也就在这一天，金

日成首相代表朝鲜党和政府致函毛泽东，

请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人民军作战。入夜，

天安门广场的焰火还在怒放，“出兵朝鲜”

已成为中共中央的紧迫议题。为了挽救朝

鲜危局，保卫中国的安全，维护亚洲和世

界和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毅然作出

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随后

在讨论志愿军司令员人选时，毛泽东提议：

“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我的意见还是

彭老总最合适。”对于中共中央的决议，

彭德怀毅然领命，并说出了自己考虑再三

的决心：“出兵援朝是必要的，就算是打

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让美军摆在鸭绿江边，它要

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从 10 月 4 日奉召回京，到 10 月 19 日率领志愿军首批出国部

队 25 万人跨过鸭绿江，这仅仅只有 15 天的时间，被毛泽东几次称

赞为“唯我彭大将军”的彭老总，再一次用自己的行动树立了“一

切听从党指挥”的光辉楷模。元帅如此，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也是如此。

出兵朝鲜的命令发布后，第 13 兵团 10 万官兵坚决听从党的召唤，

立刻从和平状态转入战争动员，在 20天内完成部队集结，两个月内

就从华南和中原千里转进，准时到达东北地区的指定位置，义无反

顾地奔赴朝鲜战场。

1950 年 11 月 1 日，朝鲜东线云山地区云雾弥漫，志愿军第 39

军出其不意，对号称开国元勋师的美军骑兵第一师发起攻击，激战

三昼夜，歼敌两千余人。后来的《抗美援朝战史》以这样的文字记

载了这次战斗：“在云山地区重创美骑兵第一师，迫敌退到清川江

以南。”从 1950 年 10 月下旬开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入朝作

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发起了五次战役，把兵临鸭绿江边的美韩

军队打回到三八线以南，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曾经疯狂叫嚣“感

恩节前结束战争”的美军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总统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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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 12 月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

了职务，无可奈何地结束了他 52年的军事生涯。

在近 3 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有 290 万人

入朝参战，身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虽然在解放战

争中一直指挥第一野战军转战大西北，却在朝鲜战场上先后指挥了

来自二野、三野、四野的各支部队与强敌作战。为了统一指挥、统

一认识、统一步调、统一安排，中共中央决定志愿军实行党委集体

领导制度，这就从领导制度上保证了各部队的统一行动。同时，还

要求党支部的组织形式要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

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做了一些具体的规定，采取了一些具体

的措施。比如，在分散坚守阵地的单位成立阵地支部，退守坑道的

部队成立临时支部，就把不同单位建制的人员在思想上、组织上形

成一个高度统一的战斗集体。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儿香两岸……”这是电影《上甘岭》

的主题曲，它是在全国影响了几代人的一曲英雄赞歌，而在当年上

甘岭的一号坑道，真实的故事却是这样的：一号坑道原是第 15 军

134 团 8连坚守的，后经不断补充战斗人员，共有 16 个不同连队的

干部战士聚集到一起。为了统一指挥，上级就派了二营教导员进入

坑道，以八连为主成立了临时党支部，重新组织起一支坚强的战斗

集体。他们同其他退守坑道的连队一起，在 20多个昼夜主动向敌人

出击 158 次，歼敌 2000 余名，使占领上甘岭地表阵地的敌人寝食

难安，最后配合大部队反攻夺回了全部地表阵地。杜鲁门的总统生

涯在上甘岭的炮声中凄凉地结束了，艾森豪威尔以结束朝鲜战争的

承诺当选为美国第 34届总统。

1953年 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

抗美援朝取得了全面胜利，但这场战争也引发了新中国领袖们更多

的思考。就在朝鲜停战 5 个月后，一次被称为“人民解放军现代化

建设里程碑”的重要会议在北京召开——这就是全国军事系统党的

高级干部会议。1953 年 12 月召开的全国

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提出了人民

解放军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就是要建

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要在 5 到 10 年

间逐步实现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编制体制

的合理化、军事制度和军事训练的正规化。

为适应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 1954 年 4 月颁布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毛泽

东在审阅这部《条例》时，特别提笔写上“中

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

是我军的生命线”。《条例》明确规定：“党

委统一的集体的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这是在人民解

放军全面转入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新起点

上，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制度。

1955 年 9 月，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

衔制度，同时向有功人员授予勋章、奖章。

当这一年的国庆节到来的时候，鲜花与彩

绸共舞，将星与勋章同辉，这支身经百战

的人民军队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面貌

出现在世人面前。然而，正是在这歌舞升

平的和平年代里，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

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越来越强烈地

感受到另一种不同于“炮火硝烟”的严峻

挑战，毛泽东把这种挑战形象地比喻为资

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正是在这种

时代背景下，以解放军某部八连的故事创

作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引起了毛

泽东高度重视和思考。南京军区某部八连

本是一个普通的连队，但自从进驻大上海

的南京路后，这个连队就变得不再普通。

八连日夜守卫的这条南京路，过去是灯红

酒绿，现在成为最复杂的“考场”，八连

这些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干部战士，能

否还象战争年代那样牢记宗旨，保持本色

呢？在当时，毛泽东主席就讲到，告诫我

们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在拿

枪的敌人面前，他不愧是英雄，但是，在

糖衣炮弹面前，很可能要当俘虏，或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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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败仗。那么怎样才能经得起考验，就是

要坚持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

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所以八连一进城以后，严格遵守纪律，所

以能够在南京路上站稳脚跟，能够发扬艰

苦奋斗，能够拒腐蚀永不沾，这是很重要的。

1963 年 4 月，国防部授予连队“南京

路上好八连”的荣誉称号。同年7月29日晚，

以“好八连”为原型创作的话剧《霓虹灯

下的哨兵》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毛泽东

看得十分投入。两天后的八一建军节凌晨，

他挥笔写下了《八连颂》。好八连，天下传。

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

永不沾……“南京路上好八连”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经受住了考验，并以他们的故事证

明：在和平年代只要保持和发扬光荣传统，

这支军队就能够坚定不移地听党指挥，坚

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

毛泽东一生当中，曾多次论述和强调过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而一位普通士兵也

的确坚定不移地用自己的行动执行了这一

宗旨。他就是解放军某部汽车连班长雷锋。雷锋生前是沈阳军区树

立的先进典型，抚顺市的人大代表。他甘当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党把自己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1962 年 8 月 15 日，雷锋

在本职岗位上因公殉职，实现了“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

人民服务之中”的誓言。1963 年 2 月中旬，在全国许多报刊自发掀

起宣传和学习雷锋的热潮中，《中国青年》杂志社作出了一个重要

决定。大家越看雷锋的事迹，越感觉到对他评价越高，感觉到最好

请毛主席题词。这样才下决心给毛主席写信就是在这间屋子里，这

张书桌上，毛泽东挥笔写下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

3 月 6 日，雷锋班全体同志在学习雷锋大会上，光荣接过毛主席

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邓小平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在撒满春光的中国大地上，雷锋的名字迅

速传遍全国，雷锋精神成为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在和平年代的延伸和

发展，沿着雷锋的足迹，人民军队的行列中又成长起王杰、欧阳海、

刘英俊等一大批英模人物。

国庆十周年阅兵盛典是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一次国庆

阅兵式。这支牢记宗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钢铁行列中，必然耸立

起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军魂意识，在这支经过十年建设、已拥有陆海

空诸军兵种的现代化军队的铿锵脚步中，你仍然可以听到“一切听

从党指挥”的历史足音。然而，1959 年又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年份，

王杰

欧阳海

刘
英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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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将要走过一段发奋图强、自力更生的艰难岁月。听从党的指挥，

人民解放军又迎难而上，一支支英雄部队转向国防工业建设的新战

场。

1959 年 5 月下旬，张蕴钰将军率领 5 万大军开进荒无人烟的罗

布泊，开始在大漠深处建设原子弹试验靶场。就是从那个时候起，

一支支部队开进这片沙漠，陆续修建起导弹实验基地、火箭实验基

地和卫星实验基地。与此同时，聂荣臻元帅、张爱萍上将等一批开

国将帅挂帅出征，指挥着全国 900 多个工厂、院校和科研单位，围

绕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展开了代号“596”的科研大会战。并从此

开始，相续指挥了氢弹会战、导弹核武器会战和卫星会战，中国西

部亘古荒寂的大漠深处，不断传来惊天动地、震撼世界的声音——

听从于党的召唤，起步于困难时期。

今天，回首新中国国防工业的每一项开创性事业，人们几乎都能

发现人民军队的将军和官兵们的身影，他们以对党的忠诚和信念的

力量，让蘑菇云升腾、火箭轰鸣。他们在铸就国防核盾牌的同时，

也为和平年代里“一切听从党指挥”的军魂意识铸就了新的时代名

称——这就是“两弹一星”精神！ 1988 年 10 月，邓小平在参观刚

竣工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时，感慨地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

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

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

师发出这番感慨时，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已经踏上了

新的里程。

聂
荣
臻

张
蕴
钰

张
爱
萍

1988 年 10 月，邓小平在参观刚竣工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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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有上万个门。每天早上，一些门被打开，成千上万的游客来来往往。而在过去，这里来往

的都是声名显赫的王公贵族。 

故 宫 （四）

指点江山 

公元 1861 年农历十一月初一，这

一天的上朝仪式将与以往不同，它在	

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这个仪式叫做

“垂帘听政”。	养心殿是紫禁城中部

偏西的一座毫不起眼的宫殿，也是紫

禁城里最神秘的宫殿之—，从雍正以

后，这里成为中国的政治决策中心。	

就在垂帘听政的前一天，惠亲王绵愉

收到一份上谕，特许他在“垂帘听政”

的仪式里免除礼仪。因为绵愉在皇亲

贵族里辈分最高，而这次让他觉得新

鲜的是，这个叫做“垂帘”的上朝仪

式和他们所熟悉的祖制究竟有什么不

同？	

明代以来，皇帝平时召见大臣、

处理国事的方式大同小异，叫做“御

门听政”或者“御殿听政”。也就是

我们熟悉的上朝。	乾清门广场把紫禁

城分为“外朝”和“内廷”。外朝又

叫前朝，内廷又叫后宫，明朝的日常

政务都在前朝举行，而清代的政务中

心却移到了后宫。	明代上朝的时候大

臣们从南城、东城出发，先到午门，

经过金水桥到皇极门，就是今天的太

和门。皇帝的路线是从居住的乾清宫

来到皇极殿，或者皇极门，大约 500

多米的路程。	清朝时大臣由东华门进

入紫禁城，穿过景运门来到乾清门，

而皇帝从乾清宫到乾清门仅有 50 米的

距离。明清相比：清朝皇帝走的路比

明朝皇帝近得多。	听政仪式从前朝转

移到后宫，隐含着明清 500 年间中国

政治制度的变化。	据大明会典记载：

早朝时，大臣必须午夜起床，穿越半

个京城前往午门。凌晨 3 点，大臣到

达午门外等候。	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

响时，大臣就要排好队伍；	钟声响起时，

宫门开启。	百官依次进入，过金水桥

在广场整队。	官员中若有咳嗽、吐痰

或步履不稳重的都会被负责纠察的御

史记录下来，听候处理。	通常，皇帝

驾临太和门或者太和殿，百官行一跪

三叩头礼。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机会

与皇上对话，大臣向皇帝报告政务，

皇帝则提出问题或者做出答复。	

公元 1498 年秋末的一天，宫中失

火，弘治皇帝彻夜未眠，请求免朝一日。

此时的弘治皇帝不来上朝还向大臣请

个假，而在十几年之后的正德皇帝连

招呼都不打，让大臣们白白地等了一

整天，直到傍晚才宣布“今日免朝”。

饥渴难耐的大臣们急于回家，午门内

外乱成一团，有一名将军竟然被活活

挤死在禁门。	皇帝疏于朝政，这在明

朝绝不是个别现象。明朝万历年间，

大臣们竟然有 20 多年没有在朝堂上见

过他们的皇帝。	明朝时，即使皇帝不

上朝理政，国家机器也能依靠一班大

臣和一整套政务流程维持正常运转。

清朝则与明朝不同，大臣们只是奉命

办事，皇帝则往往是事必躬亲，因此

勤政成为大多数清朝皇帝的特点。	在

乾清门广场旁边的工艺品商店在过去

叫做九卿房，是清朝大臣等候上朝的

地方，公元 1861 年农历十一月初一，

绵愉和大臣们就在这里等待这次　“垂

帘听政”。	

历史上，每当皇权受到威胁的时

候，一些非常手段的采用就成为必然。

“垂帘听政”只是以特殊手段维护皇

权的一个特例罢了。	从明到清 500 年

间，紫禁城逐渐被建成举世无双的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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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

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

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

对下发。	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

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

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

红”。按照规定，皇帝仅仅批写几本，

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

照皇帝的意思代笔。以往，太监读书

识字是被严令禁止的。明宣宗不仅改

了这个规矩，而且在他的鼓励下，宫

里还成立了专门的太监学堂。后人猜

测：明宣宗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让

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力。久而久之，一

种奇怪的政治格局出现了。	我们发

现明朝内廷、外廷的机构完全对称。

外有内阁，内有司礼监，外有三法司，

内有东厂、锦衣卫，外廷有派往地方

的总督、巡抚，而内廷派往地方的也

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等。这样，

内廷、外廷相互制约，才能确保皇帝

的决策地位。但是，这也造成了内外

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权夺利。	

紫禁城东部的这片建筑在明代叫

做文渊阁。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

在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让

这个紫禁城里最不起眼的房子成为声

名显赫的所在。在文渊阁办公的内阁

成为实际上的政务决策者。	表面上，

例行的政务流程似乎并没有改变，但

决策权却出现了转移。张居正是如何

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当时的万历

皇帝还是个孩子，张居正身为皇帝的

老师，很容易影响皇帝的决策。	再者，

万历的“批红”是在司礼监冯保指导

下完成，而冯保跟张居正关系密切。	

张居正把自己的意见授意他人，写成

奏章，再由自己“票拟”赞同。幼年

皇帝的批红自然毫无问题。	就这样，

大臣的“奏章”，阁臣的“票拟”，

皇帝的　“批红”，由张居正一手操控，

达到空前一致。他的新政也就毫无障

碍地顺利推进。	自从司礼监掌握了“批

红”权，就给太监涉政提供了契机，

在此之后，太监和内阁之间的争权夺

利此消彼长，终于在公元 1506 年达到

白热化。	

这一年秋末的一天，司礼监的太

监一反常态，在乾清宫与内阁之间不

停奔走。原来，太监刘瑾的权势越来

越大，内阁决定弹劾刘瑾，但是正德

皇帝没有明确表态。内阁大臣决定在

宫，中国的封建集权也历经兴衰终于

走到尽头。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熟知

的宰相一词，是明朝以前的产物，那时，

宰相是文武百官的总头目，甚至皇帝

的诏书没有宰相的签字就不能生效。

而自从有了宰相，相权和君权一直存

在矛盾。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废除了宰

相，着手建立一套新的政治权力体系。	

1402 年，刚从自己的侄子手里夺过皇

位的明成祖，为了巩固权力，做出两

个重大决定，一是把首都迁到自己的

势力范围北京，二，成立内阁，这样，

一个国事咨询机构正式建立了。	过去，

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

明成祖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宰相拥

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

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

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

直接对六部负责。	在明成祖掌控之下，

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

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 1936 处

驿站，全长 143700 公里的驿道，层

层下发到帝国每一个角落。	后来，明

宣宗时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

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

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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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完整的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

面堪称完善，后来，它被西方人学习，

形成了后来的内阁制和首相制。在中

国明朝成化年间开始出现的内阁首辅，

就是首相的雏形。	然而，这套制度在

明朝末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而缺乏

完善制度支撑的王朝就像一座将要倒

塌的大厦，绝非一己之力能够挽回。	

崇祯二年，皇太极率十万骑兵，绕开

了袁崇焕把守的山海关，攻打遵化，

偷袭北京。袁崇焕急报北京，同时迅

速回防。崇祯帝却猜疑他要和皇太极

共谋京师，清退兵之后，袁崇焕死于

非命。从那以后，出现了明军整支部

队投降清军的现象。辽东明军皆言：“以

原因何在？后人猜测：当年的朱批谕

旨中涉及到康熙对皇位继承人的意见，

可能对雍正的统治不利。从这一刻开

始，雍正的集权拉开了序幕。	三年后

一个法国传教士谈到第一次见雍正帝

时的印象：他身材魁梧，口齿不错，

但讲话速度较快。看来他挺有头脑，

而且精神焕发。	这个给外国传教士留

下深刻印象的皇帝最大的苦恼就是自

己刚刚坐上的皇位还很不稳固。其实

这种苦恼，他的几位先辈都曾经经历

过。	清初，努尔哈赤设置议政王大臣

会议。国家大事都由会议讨论、决定。

会议甚至有罢免皇帝的权力。奴尔哈

赤这一规定给后来的皇位继承者们带

来无穷的烦恼，顺治曾苦恼于多尔衮

的专权，康熙曾苦恼于鳌拜的跋扈，

这些让皇帝寝食不安的人，几乎都是

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骨干。	养心殿西暖

阁，是雍正处理政务，批阅奏折的地

方。这里悬挂着他亲笔书写的对联：

“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

字里行间极为迫切的表露了雍正帝对

集权的渴望。	为了加强皇权，顺治恢

复明朝的内阁，康熙成立南书房，都

是为了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

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雍正十

分清楚：议政王大臣会议仍是对自己

皇位的强大威胁。	雍正八年，他终于

等到了机会：雍正帝借口与蒙古噶尔

丹交战，整理军报的内阁远离内廷，

泄密的机会较多。由此，他成立了军

机处。	乾清门广场西北的一排房子就

是军机处值房，我们发现，军机处的

房子和宫墙之间有两米的空隙，据说

这里曾有一条通往养心殿的专用通道，

这条路穿过宫墙，经过御膳房直达养

心殿。现在，我们已经找不到这条路，

但是御膳房院子里的宫墙上，依然留

有疑似通道的痕迹。	无论是哪一条路，

从军机处到养心殿只有 50 米的距离，

第二天上朝时决一死战。刘瑾不除，

内阁将全体辞职。	第二天，在太和门

外，朝会如期举行，正德皇帝没有来，

刘瑾却出现了。这时的刘瑾不仅仅是

掌管马匹的头目了，他已经被皇帝任

命为司礼监总管。皇帝终于和内阁翻

脸了。	其实，太监的后台就是皇帝，

弹劾皇帝宠信的太监，就是威胁皇权，

这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	从这一天开

始，全国所有重要公文先要送给刘瑾，

他过目后才能发到六部和内阁。那么

刘瑾如何越过皇帝“批红”这一关呢？

正德皇帝喜欢玩乐，每天骑马、玩鹰，

还在后宫开办集市，自己扮作商人取

乐，刘瑾就专找皇帝玩兴正浓之际汇

报公务，每次，皇帝都会很不耐烦地

说：这些事也要来烦我吗？于是，刘

瑾就堂而皇之地代替皇帝批红。	我们

不知道明朝的大臣经过午门的时候会

不会不寒而栗，刘瑾上台后曾在此先

后“杖责”23 位大臣。	据说“廷杖”

分“用心打”和“着实打”。被“用

心打”的，弄不好就会残废；而被“着

实打”的，绝无生还之理。轻重程度，

只要查看一下监刑官的脚尖就知道：

脚尖张开，不至于把人打死；脚尖并拢，

那就棍棍要人命。	至此，宦官在明朝

政治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到了天

启年间，太监专权达到了极点，宫廷

中竟有十万名太监。	那时侯，天启皇

帝经常睡不好觉，因为住在不远处的

太监总管魏忠贤起得很早，洗脸的时

候敲的铜盆叮当乱响，根本不把皇帝

放在眼里。当时的魏忠贤先是被人称

为千岁，后来变为九千岁，最后居然

成了九千九百岁。

	自明初以来，明朝的政务中心就

在紫禁城这几个地方转换，权力的交

替，左右着明朝的国运。宫闱重重之

中、争权夺权的阴谋时有发生。	通过

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经形成了一

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

为？”	史书记载：李自成攻破北京城

的前一天，崇祯在乾清宫敲钟召集大

臣，但是没有召来一个人。明朝 200

多年的历史在这一刻走到了终结。崇

祯皇帝在景山上最后看了一眼辉煌的

紫禁城，在农民起义军攻城的呐喊声

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明朝被李自成

推翻仅一个多月后，清军攻入了北京，

紫禁城换了主人。然而，和这座皇宫

一样，皇权，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

朝中依然延续，而且越发凸现。	

公元 1722 年初冬的一天，雍正帝

下旨：所有康熙的朱批谕旨，都要上缴，

私自存留者，从重治罪。	雍正帝刚刚

即位不久，急于收回康熙的朱批谕旨

金瓯永固杯 / 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
院 珍宝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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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皇帝能随时召见军机大臣，了解国

家大事。皇帝阅览官员呈报的奏折，

军机大臣聆听皇帝口述上谕，回到军

机处凭记忆拟定上谕，然后再赴养心

殿交皇帝定夺。这中间只需一个时辰。

上谕经皇帝首肯之后，就成为正式的

诏书由军机处下发。	军机处根据公文

紧急程度 , 规定传递速度，标“马上飞

递”的：日行三百里；更紧急的：写

四百、五百、六百里。驿站换马不换人，

一路飞递，送到地方官员手中。	这样：

皇帝通过军机处直接向各级官员下达

命令。在军机处逐渐成为新的政务枢

纽之后，努尔哈赤以来的议政处也就

渐渐形同虚设。政务中心逐步靠近皇

帝寝宫的过程，也是权力向皇帝集中

的过程。	成立军机处后，雍正终于实

现了皇帝“惟以一人治天下”的理想。

但是，当权力的重担集于一人之身的

时候，那些不够精明强干的皇帝往往

难以胜任。

	公元 1840 年 7 月 4 日，浙江定

海附近的海面上突然出现了英国军舰，

定海知县登上军舰询问来意。英国人

限他次日投降，否则开炮轰城。	此时

的北京紫禁城和往常没什么两样，第

二天，道光帝照常向皇太后问了安，

处理了几件日常的公文。此时，距离

北京数千里的定海已经被英国人占领。	

由定海到北京，奏折传递的速度最快

也要 20 天，道光帝直到 7 月 24 日才

得知定海失陷。在这二十天当中，当

地官员因为得不到皇帝的命令，无从

应对局势的变化，以致延误军机。	在

之后的日子里，道光帝陆续收到各地

纷沓而来的战报，信息相当混乱。直

到 8 月 9 日，战争开始一个多月后，

道光帝总算弄明白英国已经发动战争

这一事实，而就在此时，英国军舰已

经逼近天津。	集权制下，战争的决策

者是皇帝，而道光帝既不能及时了解

军情，同时对英国也是一无所知，直

到战争结束，道光皇帝还在问：听说

英吉利距离中国七万里，它到底在哪

里？	这场战事在历史上叫做“第一次

鸦片战争”。

	故宫里的军机处展室，陈列着奏

折匣，就在雍正帝逐步完善的密折制

度中，这种奏折匣被广泛的使用。	明

朝的时候，大臣上奏给皇帝的奏折，

通过各级衙门层层上报，有时皇帝没

看到奏章，一些大臣已经知道奏章的

内容。	为了加强保密，雍正时期开始

使用这种奏折匣，它配以宫廷特制铜

锁。只有皇帝和上奏的大臣才有钥匙。

大臣上奏的密折除了皇帝之外，任何

人无法知晓。	所谓“朕之耳目，天下

之所共知”。雍正帝借助密折制度把

自己的触角伸向各地，无孔不入。甚

至同在一地执政的官员也得互相防范、

互相猜疑。这种密折政治的的确方便

皇帝体察下情，但是也为捕风捉影打

开了方便之门。	建立密折制度时，雍

正帝反复强调：密折“慎密二字，最

为要紧，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

可不畏乎？”这种说法在一百多年后

得到验证。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

法联军攻破广州城后，在总督府里缴

获了一些奏折匣，里面装有清朝两广

总督耆英写给道光皇帝的密折。密折

中一些侮辱洋人的语言让英国人怀恨

在心。后来耆英在谈判时遭到英国人

当面羞辱，中途离去，结果以失职罪

被皇帝赐自尽。	一手建立了完备的奏

折保密制度的雍正无论如何也不会想

到，100 多年后，作为最高机密的奏

折竟然如废纸一样被入侵者缴获。

道光帝曾经形象地把“为政治国之

道”比喻成“一所大房子”，“住房

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

听任破坏，必至	要动大工。”	紫禁城

这所大房子从明成祖开始建造，其间，

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也几经修修补补，

最终，皇帝与皇权都随着时间流逝，

化作历史的云烟。	公元 1861 年农历

十一月初一，这次“垂帘听政”开始了。

和以往的听政不同的是，这次在朝堂

之上出现了两个宝座，它们一前一后，

中间以一道帘子相隔。绵愉和众大臣

们朝拜了前座上的年幼的皇帝，他们

听到的旨意却从帘子后面发出。慈禧

独掌大权以后，前座上的皇帝形同傀

儡。她自己以独特的方式扮演了强权

皇帝的角色。至此，大清国的集权政

治发展到又一个高峰。公元 1912 年 2

月 12 日，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政

务活动在养心殿开始了，它已经很难

再叫做上朝，因为这次仪式惟一的内

容就是隆裕皇太后带着六岁的溥仪颁

布了皇帝退位诏书。无论“御门听政”

还是“垂帘听政”在此时都已经成为

了祖制，而中国的封建王朝也永远成

为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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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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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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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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化集团副总裁

WRSAEA
许立荣

刘庄生

陶庆华

钟　波

左安一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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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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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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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住总集团实业公司董事长

WRS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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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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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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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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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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松青

王　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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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HP Investment Holdings 董事

加拿大名人名商报社社长

WRS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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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霄冰

沈　琦

朱宇华

王　锐

周燕霞

陈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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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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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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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Hot 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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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