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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刊 25 期  2014.04

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   

—— 亚洲转型：寻找新动力

欧
美金融危机阴翳未消，全球经济复苏举步维艰，国际发展格

局错综复杂。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形势，面对有增无减的竞

争压力，亚洲展现出卓越的发展活力与惊人的发展潜力，通

过亚洲智慧，化危机为生机，变压力为动力，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和稳定来源，亚洲国家共克时艰，合作应对，创造出令人瞩目的业绩，

给世界贡献了信心与力量。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几十亿亚洲人民正不断用自己的智慧与努力走向

世界舞台的中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长久回荡在时代上空的主旋

律。亚洲要谋求更大发展、更好地推动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共同发展，仍然任

重而道远。如今，世界经济结构正在深度调整，国际金融领域依旧风险犹高，

保护主义壁垒节节攀升，全球治理机制亟需完善，转型升级的呼声势如破竹，

锐不可当——不转型，不足以及时赶上新科技革命的步伐，全力推进产业创

新的进程，迎来美好的发展前景；不转型，不足以弥补外部市场的断裂，全

然摆脱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打压，保持上升的发展势头。

世间万物，变动不居。亚洲历来具有自我变革的精神传统，要打破现存

的发展桎梏，让亚洲活力充分迸发出来，就必须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

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更加注重发展质量，更加注重民生改善，主动参与全

球治理结构和国际金融体系调整改革，积极促进亚洲各新兴经济体同世界其

他地区的区域次区域深化合作，为世界经济能够实现健康、强劲、可持续的

增长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发挥亚洲变革与发展的优势，创造新的崛起。

•  上 海 论 坛 （ 2 0 1 4 ） 主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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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历史，亚洲孕育了许多辉煌灿烂的文明历史，取得了无数世人惊叹的巨大成果。近代以来，亚洲

历经磨难与考验，在风雨飘摇中不断发展。

如今，亚洲各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 , 社会变革加快，城市化加速，老龄化加剧，环境资源压力倍增，

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和社会福利制度面临巨大挑战。亚洲正立于一个崭新的起点上，面对新情况新问题，

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不足以应对这些挑战。亚洲国家需要用好亚洲智慧，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利用全新

的发展理念、创新的制度设计、有效的政策措施，在全球化的框架下寻求和利用新的发展动力。

未来十年，正是亚洲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就必须拓展新的合作领域，寻求新

的合作方式，发挥新的合作功能，以安全合作与务实合作为重点，加快推进多领域、立体式的互联互通建设，

积极创造更多合作机遇，提高合作水平，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使亚洲变革和世界利益的融合达

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二十一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亚洲的发展不再是模仿和追赶，而是超越与创新，在顺应时代潮流的转型中，

亚洲必将努力摆脱对传统发展路径的依赖，走出一条迥异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充分吸收新的体制机制改

革理念，抢占科技革命制高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创新破解转型发展的困境，以创新引领经济社会进步。

亚洲转型，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与困难同在。亚洲转型必须保持开放的地区主义，在经济上平等对话，

加强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政治上搁置争议、相互妥协，在全球治理中发出共同的声音，在文化

上，增强信任，互相尊重，用包容与团结处理矛盾纷争。亚洲国家是命运共同体，亚洲转型是亚洲国家联

合自强的重要战略方向，是亚洲国家合作共赢的强大动力。响应时代号召，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

亚洲转型的福祉必将惠及亚洲人民，造福世界人民，转型成功的亚洲必将迈入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为世

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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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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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论 坛 议 题 —— 经 济 · 金 融   

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终结？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转型的速度和规模是史无前例的。1978 年，

中国在世界上仍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年均 8% 的高增长。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为美国的五分之一。中国的高增

长依赖于经济全球化，并也极大地改变着全球产业链以及全球贸易体

系。不过吗，2008 年受美国次贷危机的波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尽

管没有人能够准确言明这次放缓将要持续多久，但大多数人不得不怀

疑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高增长周期。不过，作出这一结论是不是还为

时尚早呢？我们希望从三个角度切入，从而完成对这一庞大问题的交

流与阐释。

中国的经济减速：周期因素还是结构因素？

在中国，将经济问题归咎于体制原因是一个传统。但是，对于一

个已经保持了 30 年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制，我们不得不问这样的体制究

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基于宏观调控建构起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我们必

须得承认其确实在这个高增长阶段具有优势。但是，经济发展与经济

结构的不断完善必须与经济周期紧密契合。如果现行体制的某些方面

不能够继续调整以适应经济的深化发展，那么这样的体制必然就是一

种阻碍。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没有最好的体制，只有能够不断适应经

济周期需要的体制。由此来看，保持经济体制与机构改革的良好衔接

必然是重中之重。那么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主席：张   军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张军教授是当今中国有影响的经济

学家，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增长和发展

政策有深厚的研究。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

特殊津贴，并入选新世纪国家百千万人才

工程国家级人才。他曾兼任多个地方政府

的咨询顾问并参与世界银行、福特基金

会、英国文化委员会以及欧盟、南非等研

究与咨询项目。他操非常流利的英语，是

国际上十分活跃的中国经济学家。过去十

年来，他是 Wilton Park Conference、The 

Chatham House、The Chicago Society、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St. Gallen 

Symposium, Korea China Forum、The 

Brenthurst Foundation、The Forum Asia

（CASA）、Mizuho Global Forum、The 

Danish Top Executive Summit 以及财富论

坛、达沃斯论坛、福布斯论坛等特邀演讲

嘉宾。

他 1992 年在复旦大学获得经济学博

士学位。1992-1995 年间分别获得“英国文

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 和 “美中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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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委员会”(US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 提供的奖学

金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 (University of Sussex) 和华盛顿州立大学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97 年以来，曾在伦敦经济学院、伦敦大学亚

非学院（SOAS）、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东京都立大学、韩国庆北

国立大学、联合国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 (UNU-WIDER)、加拿大皇后大学和耶鲁

大学等从事研究工作。

张军教授现担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他是上海市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民

进中央特聘咨询研究员。他是 CSSCI 核心经济学期刊《世界经济文汇》的主编，

也是国际期刊 Economics Systems、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Journal 

of Pro-Poor Growth、East Asia Policy、China Economic Journal、China Finance 

Review International 的编委以及《经济学（季刊）》、《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经

济学报》、《改革》、《中国金融评论》、《社会科学战线》等约 30 种中文期

刊的编委或学术委员。他是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China Economic 

Review, The World Economy, Economics Systems, Environmental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等以及《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经济学

季刊》等特聘审稿人，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研究生论文特聘校外审查人；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以及上海财经大学等多个院校的经济学

博士论文学校外审稿人；是中金国际“经济学 / 金融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中

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平安励志计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也是欧

洲 ChinaBizSpeakers 的指定演讲人。

张军教授还是浙江大学、山东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安徽大学、

上海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等 20 多所学校的校聘兼职教授，还曾是韩国庆北国立

大学、全南国立大学以及日本青山学院的“特聘讲座教授”，是韩国 Uiduk 大学

的聘任研究教授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和澳门大学经济系的讲座教授。

自 2002 年以来还曾担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和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

学院（ASM）的 EMBA 和 IMBA 的特聘课程教授。

他的研究成果多次获得全国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

学的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是第二届蒋学模经济学奖（2002）和第三届张培刚发展

经济学优秀成果奖（2010）的获得者，也是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六届青年教师研

究奖 (1998) 的获得者。他还于 2009 年分别获得“复旦大学校长奖”和“廖凯原

最受欢迎教师奖”。他的研究论文还荣膺《中国金融评论》颁发的 2008 年度最

佳论文一等奖。他还曾获得国家“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奖”以及第六届上海市十大

杰出青年称号（1999）。

他用中文和英文在 China Economic Review, The World Economy, Economic 

Systems，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tudies 以及《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

《经济学季刊》等著名经济学杂志发表了百余篇研究论文，出版专著和译著超过

60 种。其中在《经济研究》发表论文超过 20 篇。他的代表性著作包括《中国的

工业改革与经济增长：问题与解释》（2003）、《组织、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

（2004）、《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中国的经济增长》（2005）、《转型、治理

与中国私人企业的演进》（2006）、《中国经济研究十篇》（2009）、《不为公

众所知的改革》（2009）、《改革、转型与增长：观察与解释（当代中国经济学

家文库 - 张军卷）》（2010）、《这样的故事最中国》（2011）《张军自选集》（2013）

以及《中国经济再廿年》（2013）。

张军教授在西方出版了多部英文著作。除出版了 Economic Transi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McGill-Queen 

University Press, 2008) 和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Cengage 

Learning, 2009）之外，他还为 Th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Ltd. 出版公司主

编了 Unfinished Reform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一书，为 The Springer 撰写了

China’s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and Financing 等著作。

他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政策的评论与观点频繁见之于国内外重要的媒体，包

括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CCVT 经济频道、CCTV 英语频道、东方时空、实话实说、

第一财经、东方卫视、BBC World Service、PBS、Bloomberg、ABS、KBS、凤

凰卫视、亚洲电视台、Now-TV，路透社、法新社以及《纽约时报》（美国）、《华

尔街日报》（美国）、《朝日新闻》）日本）、《金融时报》（英国）、《华盛

顿邮报》（美国）等。他还是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Syndicate）、《经济观察报》、

《上海证券报》、《瞭望东方周刊》等多家财经专栏作家。

中国能找到增长的新源泉吗？

增长与发展是当今中国经济问

题的主旋律。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

担心中国已经失去了之前的比较优

势，经济增长的势头已经收敛。历史

上，许多正处于高增长的国家突然经

济放缓乃至崩盘的案例比比皆是。而

中国的高增长与那些陷于经济泥沼中

的国家似乎非常相似，都深刻地依赖

于全球出口市场，并且随着美国与欧

洲经济的放缓，中国也告别了这样的

经济红利。许多人指出，转型的关键

在于刺激内需，建立消费主导型经济，

但是转型本身的机会成本也将成为中

国的高昂代价。所以，找到新的增长

点与如何平稳度过转型期已经成为中

国必须面临的棘手抉择。

中国可以从日本和东亚新
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增长模
式中吸取什么教训？

对于放缓的中国经济，许多经

济学家持悲观态度。他们以日本为

前车之鉴，认为经历了三十年的高

增长后，中国必然面临经济放缓，

甚至一蹶不振。日本经济曾创造超

过二十年的高增长，但是，1973 年后，

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产出陷入长

达二十年的停滞。1973 年日本已经

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以购买力平价

衡量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

美国的 60%。香港、新加坡、韩国和

台湾为代表的亚洲四小虎，在达到

同样的收入水平后也陷于经济放缓。

中国是否真的就一语成谶？中国又

能够从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

体的增长模式中吸取什么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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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增长结构的变化与亚洲面临
的新挑战

2012 下半年度以来，世界经济已经从危机开始走向比较确定的复

苏，预计 2013 年全球将处在略高于 3% 的恢复性增长水平。全球经济

此前差异明显的“双速复苏”——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强

劲、先进经济体增长疲软的状况——正在逐步变成差异收敛的“三速

复苏”。其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虽然仍旧更为强劲一些，

但困难日显、速度也在放缓；而在先进经济体中，美国和欧元区似乎

也日益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

目前，在世界经济走向复苏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领头羊的发达国

家正在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为主的

亚洲则面临新的挑战。

主席：华   民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华民，经济学教授，现任复旦大

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他长期从事国际经济、世界经济与中

国经济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近阶段，

他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

面：国际金融危机的生成机制、国际

货币体系改革、中国的汇率体制及对

外贸易战略。

华民于 1982 年获复旦大学学士

学位，毕业后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

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1993 年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毕业， 图 1：世界经济增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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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增长版图的重构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提供的资料来看，世界经济未来增长

的领头羊将不再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工业

化国家。根据估算，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在未来 5 年中将

会超过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在这过程当中，发达国家

对危机正确的应对方法和再工业化等措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美国，由于超常规货币政策的不断持续，刺激住房市场复

苏并使家庭部门财富增加，同时金融信贷依然宽松，使得私人需

求保持强劲。另外从企业方面看，一则，衰退期往往意味着创新

机会成本的降低，刺激更多企业利用原本就良好的制度环境成就

更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二则，美国政府的再工业化政策也

适时地为跨国企业重新布局全球生产链和价值链，反投母国创造

了机会。据预计，美国的增长率将从 2013 年的 1.75% 加快到 2014 

年的 2.75%。在日本，安倍政府的超量货币投放和日元贬值政策，

也带动消费和净出口的提升，并使日本的增长强于预期。

亚洲经济增长面临的新挑战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持续下滑的风险已经

增大。这是因为它们长期面临国内基础设施瓶颈和其他产能约束、

外部需求增长的减缓、信贷增长放慢、金融市场薄弱、政策选择局

限等等，由于商品市场价格下跌，许多商品出口国的前景也已恶化。

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成功代表，亚洲经

济增长同样面临新的挑战，内部风险不断凸显。首先，在一些经济

体中，信贷增长强劲和融资条件宽松加重了金融失衡，推升了资产

价格，带来极大经济隐患；此外，可能的区内外冲击因素，如：发

达国家财政危机、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国际资本流动逆转等，也会

造成区域性整体增长风险。由于亚洲的供应链网络已经高度一体化，

并且各经济体对地区市场需求和融资的依赖性不断增加，使得任何

潜在区域风险的破坏性都有可能被强烈放大。最后，许多亚洲新兴

经济体仍然处于内外失衡的结构性纠偏过程中，政策难度异常巨大。

亚洲需要什么样的变革？

要实现更为强劲的增长，亚洲需要变革、需要采取更多政策行动。

首先，增加开放度。亚洲虽然长期实践的是开放发展战略，但主要的

是通过鼓励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而对本国市场的开放却始终有欠深

入，更多的开放、尤其是要素市场开放理应成为下一步亚洲经济增长

的催化剂。其次，推进自由化。亚洲的增长一贯以政府主导为特征，

在发展初期这有利于集聚资源、加速起飞，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

高，进一步的市场化和自由化将成为制度红利释放的主要来源。最后，

强化创新与合作。无论在微观的个人和企业层面，还是在宏观的国家

与地区层面，亚洲的持续发展都迫切需要强化技术和制度的双重创新

与合作，以推动亚洲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6 年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参与了一系列社会

工作，先后担任中国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

专家、中国教育部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上

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中国世界经

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

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国际友

人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企业家资质评审委

员会专家等职。

他已撰写西方混合经济体制研究领域

的著作 10 部，曾编写 4 部优秀的国际经济

学教科书，并在《经济研究》、《管理世

界》等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不下 200 篇论文。

其中，《西方混合经济体制研究》获得国

家教育部艺术与社会科学优秀作品二等奖，

《中国开放经济下的宏观非均衡分析》获

得安子介国际贸易优秀著作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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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融系统已经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一方

面，美国和日本采取了大规模的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洲维持

了长时间的低利率政策，全球经济处于宽裕的流动性环境之中。另一

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出现了一定的放缓，同时也面临着大

量资本流入和流出的问题。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

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带来的潜在风险，并且更加强调对创

新滥用行为的监管。

金融系统的新变化带来了新的风险与挑战：关于美国退出非常规

货币政策的预期已经导致了市场的波动；在流动性泛滥的背景下，新

兴市场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短期资本流动，而在未来，他们可能要面临

外部金融环境不确定性加大而导致资金流动规模加大的风险，。所以，

如何认识和化解新形势下的宏观经济金融风险，正确把握金融创新与

金融稳定的关系，让金融服务在未来的经济复苏、转型以及增长中发

挥更为充分的作用，是本届上海论坛金融分论坛的主要议题。

本议题由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对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

全球经济正处于一个恢复的进程之中，尽管还显得有些缓慢，但

已经表现出逐步稳健的态势，这一点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中体现得更

为明显。随着经济的复苏，美国正在接近调整货币政策的时间窗口，

尽管退出量化宽松以及低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势在必行，但对这一

变动的担忧，已经成为了市场波动的重要来源。宏观政策变动如何能

够兼顾金融市场的稳定，将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在经历了宽松货币政

主席：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孙立坚，1962 年出生于上海，复

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

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

会常务理事、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

地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

究所副所长、2011 年国家哲学社科重

大项目首席专家。孙教授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金融市场的微观结构，比较金

融体系，国际金融，实证金融理论和

开放宏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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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以及财政刺激之后，中国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高企、房地产价格

快速上涨等问题逐步显现。随着国内货币政策转向中性，这些问题的

走向将会对中国的金融稳定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在外部长期维持

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流动性宽松的背景下，保持中性的货币政

策将加大资金流入的压力，对于中国的金融市场以及宏观政策效果都

会形成冲击。

金融服务方式转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后危机时代，全球形成了宽松的货币环境，对企业而言意味着流

动性约束以及资金成本的下降，对其投资乃至总体经济的增长都形成了

正向的刺激。但是，如何有效配置流动性，引导其进入实体部门，切

实支持经济发展，防止过多货币引发通货膨胀或者催生资产泡沫，是

金融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中国而言，金融服务转型的意义更为深远，

金融服务的升级将在中国经济长期的结构调整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在金融行业逐步向民营资本开放的趋势下，民营资本应当积极填补原

有金融服务的缺位，通过专业化的服务，推动中小企业以及创业的发展；

上海自贸区内，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和金融行业改革开放的逐步实

现，不仅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对于中国的服务业升级，

也具有战略意义。

统一高效的监管模式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普遍提升了针对异常金融交易活动的监管力

度。在全球流动性充裕的环境下，如何在各国之间，形成一个统一的

监管框架，以避免“监管套利”行为再次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横行，强

调及时的信息披露与信息传递，已经成为各国监管部门和学者高度重

视的问题。在中国，在金融部门不断改革开放的同时，通过有效监管，

防范国际“热钱”流动对我国市场形成负面冲击，逐步从行政监管向

功能监管转变将势在必行，如何使监管制度化，监管方式上更为市场化，

将对我国建设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产生重要意义。

1984 年，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工学士学位，1993 年 4 月至 2000 年 3

月在日本一桥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

并于 2000 年 3 月获得了商学博士。回

国后，执教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至今。

2004 年和 2006 年荣获上海市邓小平

理论研究和成果宣传优秀学术论文二

等奖和三等奖，2004 年和 2006 年获

得上海市第七届和第八届哲学社会科

学学术论文优秀成果三等奖。2004 年

荣获全国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优秀论

文二等奖。2012 年获第八届上海市决

策咨询研究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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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合作的新视野

亚太是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也是大国互动最为频繁的区域，同

时也面临着各种挑战。一个和平、稳定与合作的亚太符合不仅符合中国

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体亚太国家乃至全球的重大福祉。近年来，亚太

合作出现了新的形势，它既带来了机会，也提出了挑战，这需要我们紧

密跟踪研究。考虑到中国将是 2014 年 APEC 峰会的主办国，分析亚太合

作的新趋势，设计有利于亚太合作与发展的政策与战略，更有着极为重

要的政策意义。

亚太政治合作：机遇与挑战

亚太区域内的各种政治合作机制层出不穷，亚太各成员国之间的双

边关系不断深化，亚太区域政治互信总体增强。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

图共赢是本地区各国共同愿望。亚太地区政治合作正面临着巨大的机遇。

但同时，挑战也客观存在。中美两国间的战略互信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日本国内政治的右倾化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抱

有疑虑，甚至试图拉美抑华，等等，这些既不利于地区稳定，也不利于

地区合作。如何通过双边努力化解分歧，管控冲突，增进互信，如何利

用地区各种多边机制，如 10+3 框架，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等，形成

有利于地区合作与发展的政治共识，这些是我们要探讨的重要课题。

亚太地缘经济：合作的新趋势

亚太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必要

性上升，合作的前景广阔，但地缘政治因素妨碍地区合作的开展。作为

主席：吴心伯
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吴心伯，复旦大学发展研究

院副院长，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美关系史学会副会

长，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上海

美国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美国问题

研究所所长，上海市“曙光学者”，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务

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海峡两岸关系研

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上海市人民

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咨询专家委员

会委员。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亚洲

安全丛书国际编委，美国战略与国

际问题研究中心《华盛顿季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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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要充分利用地缘优势，

加大与周边国家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塑造地缘经济的新格局。本地区

国家要克服地缘政治对地缘经济的束缚，在地区经济合作中建立合作而

非对立的关系，倡导开放而非封闭的理念，寻求共赢而非零和的结果，

实现一体化而非碎片化的目标。要进一步推动亚太地区开放型经济格局

的形成，协调 TPP、RCEP 等各种自由贸易安排的包容共存，促成亚太各

国政策协调、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新趋势和新局面，为最终实现亚太

自由贸易区创造有利条件。

亚太安全合作：更多机制还是更多功能？

亚太地区面临着多样化的安全挑战，其中既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

新出现的问题，既有传统挑战，也有非传统挑战。冷战结束以来，本地

区探索安全合作，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合作机制，包括东盟地区论坛，“10+3”

机制，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东盟防长扩大会，东亚峰会，亚太经合

组织等。但是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那么，影响地区

安全合作的主要原因何在？是需要建立更多的安全合作机制，还是要强

化现有机制的功能？如何促进传统安全合作与非传统安全合作的互动、

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的互动？亚太地区应建立什么样的安全架构？这些

都是亟待探讨的问题。

委，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

网络“地缘政治风险”理事会主席

（2013-2014）。

吴心伯于 1992 年在复旦大学获

国际关系法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工作至今。

1994 年赴美国乔治 • 华盛顿大学从

事访问研究，1997 年在斯坦福大学

从事访问研究，2000 年在布鲁金斯

学会任客座研究员。2005 年 3 月在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任访问教授。2006

年 10 月至 2007 年 7 月任美国和平研

究所杰宁斯 • 兰朵夫高级研究员。

先后数十次应邀赴美国、日本、新

加坡、韩国、德国、法国等国家访问、

参加学术会议及讲学。此外，还是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与美国战略

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定

期双边对话的中方主持人，以及中

美青年外交官对话的中方主持人。

主要从事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

中美关系及亚太地区政治与安全问

题的研究。出版专著《金元外交与

列强在中国》、《太平洋上不太平—

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

（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世事如

棋局局新—21 世纪初中美关系的新

格局》，编著《转型中的亚太地区

秩序》，英文研究报告《中美之间：

处理危机与保持和平》，译著《蒋

介石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回忆

录》，在国内及美国、德国、日本、

韩国、新加坡、印度等国发表学术

论文 60 余篇，另在《环球时报》、《中

国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

《南方周末》及香港《南华早报》、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英国《金

融时报》等国内外媒体发表国际时

事评论文章百余篇。

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还积

极参加政府决策咨询，承担外交部委

托研究课题、应邀参加外交部专家会

议及外交部访美专家学者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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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都市发展的政策引导与优化：
创新与智慧

由于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权力中心、商业中心、交通枢纽、

金融和财政中心、人口和人才集聚以及文化休闲娱乐中心等多种功能，

城市发展受到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城市的竞争格局日益显著，发达国

家依靠其既有优势而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新兴国家不

甘落后，正努力挤进世界城市的分工体系，争取获得应有的席位。

总之，世界城市体系正处于变局之中，对于未来城市发展形势的

研判准确与否，应对策略得当与否将直接决定一个城市在未来世界城

市体系中的分工和定位，我们必须未雨绸缪。

鉴于这样一种形势判断，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对大都市发展的形

势（包括现状与趋势）及其发展策略开展深入细致的研讨，为未来大

都市研究指明方向，为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科学决策提供理论和技术

支持。

本论坛将围绕一下三个方面的议题展开讨论，即：

国际大都市发展机遇与挑战

本议题将紧紧围绕国际大都市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讨

论，通过讨论力图把握国际大都市发展的规律，并从大都市发展的趋

势中把握未来发展的机会。

国际大都市治理模式与决策支持

本议题将聚焦大都市治理与政府决策支持，探讨先进的大都市治

主席：梁   鸿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梁鸿，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

共政策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自从

1988 年进入复旦大学工作以来，已

经从事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相关研究

二十余年。

梁鸿教授是我国社会保障领域尤

其是医疗保障与卫生政策方面的知名

专家，是中国社会保障 30 人论坛正

式成员。同时兼任国务院城市医保改

革评估专家；国务院城市社区卫生服

务体系建设指导专家；上海市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工作市长顾问；上海市政

协常委；上海市浦东卫生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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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都市发展的政策引导与优化：
创新与智慧

理经验和模式，为未来大都市发展中政府作用的发挥建言献策，提供

智力支持。

上海国际化道路选择

本议题将以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战略为中心组织与会专家与

上海市相关委办局官员开展有针对性的研讨，为上海的国际化建设建

言献策。

由上，本论坛努力实现如下三个方面的突破：

（1）规格高。参会代表主要由来自相关的领域的顶级学者、专家

构成，既有诺奖得主，更有上海市政府高参与官员。

（2）互动性。论坛的组织方式尽可能避免以往的论文宣读方式，

尽量采取互动形式，在各个环节加强专家之间以及专家与听众之间的

沟通交流。

（3）实效性。在议题讨论中，紧紧围绕上海国际化战略，其结论

必然能够为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的管理与规划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

院长等职务。先后承担并完成世界卫

生组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

室、国家卫生与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上海市政府

等单位委托的重大课题和决策咨询等

研究项目 50 余项，在权威和核心刊

物上发表论文 100 余篇。为上海市新

医改乃至国家医改工作做出了杰出的

贡献。

近年来，梁鸿教授专注于医疗保

障体系完善、构建合理有序的医疗服

务体系的研究。在社区卫生服务尤其

是中国家庭医生模式的政策研究方面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曾获人保部、卫

生部研究成果一等奖，上海市科技进

步一等奖、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一等

奖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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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论 坛 议 题 —— 社 会 · 健 康  

变化中的亚洲劳动力市场

亚洲国家的人口转变正在重塑亚洲的劳动力市场格局。日本、韩

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都面临年轻劳动力人口不

断减少的趋势，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现有的增长模式提出挑战；而印度、

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拥有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但同时面临经济增

长如何尽可能地收获人口红利、避免巨大的就业压力的挑战。另一方面，

亚洲各国在劳动力资源方面的差异为区域内劳动力流动、产业转移和

合作发展提供了机遇，对劳动力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是未来亚洲发

展的战略重点之一。

本分论坛将在此大背景下，深入探讨亚洲的劳动力资源分布及未来

发展趋势，考察亚洲各国产业结构差异和产业转移趋势，并从劳动力流

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分析亚洲各国在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中，人

力资本投资政策、就业政策和产业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讨论在全球化

时代亚洲劳动力市场对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影响，寻求亚洲各国社会经济

协调发展的可能途径。

亚洲劳动力资源及区域内劳动力流动
亚洲各国在劳动力资源，包括劳动力数量、年龄结构和人力资本

结构等方面存在较多差异，这些差异影响着各国的劳动力成本、国际

竞争力及工作机会。近年来区域内劳动力流动发展迅速，据估计亚太

地区内部有超过 3000 万的转移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从人口年龄结构相

对较轻，劳动力供给较为充裕的国家流向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劳动

力短缺的国家。而且由于各国在劳动力资源和产业结构方面存在的互

补性，今后劳动力在区域内流动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区域劳动力流

动一方面增加了劳动者工资收入，为劳动者提供更多机会，提高劳动

者福利，但另一方面许多转移劳动力面临工作环境较差，工作时间较长，

主席：彭希哲
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主任
主席：封   进
复旦大学经济系副系主任

彭希哲，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现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社会科学数

据研究中心主任。他曾在多个国际学术团

体中（如 IUSSP, IHDP，ESSP 等）担任科

学委员会委员，也是国家和上海等地方政

府的决策咨询专家。近年来主要在中国人

口动态与人口政策、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

社会性别与可持续发展等几个独立而又紧

密相关的研究领域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

彭希哲 1982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并获

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83 年至 1988 年赴

英国留学，先后获得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

院人口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曾在英国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担任研

究人员。1988 年 11 月回国后在复旦大学

工作至今。1991 年晋升为教授，1993 年

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多次以国际专家身

份应邀出访有关国际机构和大学研究单

位，并被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美国依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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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社会保障等问题，这些问题不利于劳动力在区域内流动。本议题

将考察各国劳动力资源的差异和未来趋势，重点探讨区域内劳动力流

动的可能性、存在的问题和产生的影响，探讨多边和双边的劳动力流

动政策。

亚洲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的影响及就业

政策
尽管各国劳动力资源方面存在差异，但各国均面临共同的问题，

即如何实现充分就业。一个国家的就业量和就业结构受到本国产业结

构调整的影响。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结构性失业的加重将对就

业政策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逐步加深的背

景下，一国产业结构调整不仅影响到本国的就业情况，而且会影响到

其他国家的工作机会。当前，在一国内部正进行着产业调整，如中国

正努力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向附加值更高的制造业。在区域内部，

产业转移在亚洲各国之间进行，如韩国、新加坡的一些制造业转移到

中国，而中国转移到泰国、越南、孟加拉等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对

不同技能的劳动力产生不同的影响，本议题通过考察产业结构调整过

程中各国的就业政策，以及与此相关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分享各国

经验。

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青年就业、老年就业

和妇女就业
亚洲各国年轻人口的比重有很大的区别，各国和地区的教育体制

和职业培训机制也各有差异，从而直接影响到年轻劳动力的就业和对

整体经济的发展潜力。本议题将系统的回顾并预测亚洲地区年轻劳动

力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变动趋势、教育和技能状况、地区经济结构对劳

动力素质的要求、各国（地区）就业状况等问题，并探讨年轻劳动力

跨国（跨地区）迁移的前景和相关政策，以及亚洲区域合作的可能途径。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亚洲许多国家都面临年轻劳动力人口短

缺的问题。开发利用中老年劳动力资源将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

战略措施之一。本议题将梳理亚洲各国和地区的劳动力退休制度，分

析中老年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状况，探讨延长退休年龄（领取全额养老

金的最低年龄）和可能性，讨论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中老年人力资本

的宏观思路和政策措施。

随着亚洲各国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女性

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参与对亚洲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

义。本议题将集中讨论亚洲各国女性经济活动的现状，以及影响妇女

经济参与的制度和文化等障碍，探索推动妇女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策

略和政策措施。

大学、日本广岛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

聘请担任高级客座研究员或客座教授，是

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的中国人口与发展问

题专家。

近五年来 , 他共主持了 20 多项国家

和省部级、国际合作科研项目，主编学

术专著 11 种，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 ( 其

中发表在国内核心以上刊 20 篇，国际

学术刊物或外文学术专著中 11 篇 )，获

省部级以上学术奖励 3 项。他的代表性

论著包括：独著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China: Fertility Trends since the 1950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UK, 1991)，

主 编 The Changing Population of China 

(Blackwell, 2000) 等。2011 年在《科学》

杂志上发表全面论述中国人口和发展的

论 文：China’s demographic history and 

future challenges。

封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

系副系主任。同时为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

保障中心、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曾作为访问研究员工作于阿姆斯特丹大学

和丁伯跟经济研究所、法国就业研究中心、

法国人文社会科学之家、芬兰中央银行、

巴黎一大。2012 年入选国家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要研究领域为养老

保险、医疗保险、健康经济学和劳动经济

学。著有《健康需求和医疗保障制度建设》、

《人口转变、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等专

著。论文发表于《经济研究》、《世界经

济》、《经济学季刊》、《数量经济技术

经济研究》、《中国人口科学》、”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China and World 

Economy”等国内外权威期刊。主持和在

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以及

教育部、农业部、加拿大 IDRC、上海社科

等项目。获得“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 ( 教育部 )”、“上海市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市邓小平理

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决

策咨询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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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论 坛 议 题 —— 社 会 · 健 康  

城市化的升级与城市的未来

城市化是亚洲正在发生的重要结构性转型，也是亚洲经济增长的推

动力。不仅需要持续推进城市化来促进城乡结构的转变、推动经济的繁

荣，城镇化在不同阶段也面临不同的任务、具有不同的特点。亚洲不同

国家和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升级转型，是需要通过寻找城市化的新动力、

积极应对城市化不同时期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发展挑战、在更高阶段中建

设有质量的城市。因此，亚洲城市发展需要不断创新城市发展的新理念，

通过城市化的升级来推动发展转型，建设具有崭新内涵的亚洲未来城市。

亚洲城市分论坛计划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

新型城镇化的路径和实现

正如本届政府所提倡，新型城镇化将构成近年来和未来几年中国

发展的突出热点。对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的理解、新型城镇化所面临的

任务和挑战、以及如何实现新型城镇化将必然引起众多专家的积极关

注。新型城镇化作为中国提出的概念，不仅包含着巨大的中国经验，

也本身构成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软实力。新型城镇化也不仅是一个

中国问题，通过亚洲国家对城市化发展升级规律性的认识，能够对亚

洲经济社会转型提供借鉴。同时亚洲领先城市如东京等的先行经验，

也能够对准确把握亚洲新型城市化的内涵和未来城市化升级转型提供

参考。

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转型

亚洲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面临各自不同也有广泛共性的突出问题，

主席：任   远
复旦大学国家建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任远，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

旦大学国家建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

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复旦大学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受聘

为上海市人口与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

委员、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

员等。是国际人口科学联盟（IUSSP）、

亚洲人口学会（APA）、中国人口学

学会（CPA）、上海人口学学会等学

术社团会员。2006 年获得国家人口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发的“中国十大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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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乡城结构的转变、人口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移民和城市社会融合

的实现、城市化过程中的住房、健康和福利体系的完善等等。如何在

城市化过程中完善社会政策和社会事务管理，对于城市的有序管理是

重要的。同时，城市化过程中也包括社会结构的升级、包括社会力量

的成长和社会运行的组织化，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流动性和社会活

力的发挥，同时使城市化构成现代化和现代国家成长的基础。

面向未来的亚洲城市

城市化升级的目的是建设面向未来的新一代亚洲城市，这样的未

来城市的目标是提高城市品质和宜居性，提高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包括对人类行为方式和社会生活的重构和改变，以及通过技术创新和

信息化应用提高城市发展的能力。亚洲城市的未来发展需要结合自身

文化传统和现代化全球化的有机结合，构造有特色的亚洲城市。同时

通过推动城市区域发展和城市间的合作，推动区域发展的整合性，并

通过城市合作来为解决区域重大问题提供合作机制。本议题将重点讨

论未来亚洲城市建设的方向性和品牌性建设，使不断的城市化及所带

来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关系的改变构成出亚洲发展的未来图景。

年人口学家”称号 . 2012 年入选教育

部新世纪人才。

任远于 1999 年获得经济学博士

学 位， 之 后 留 校 任 教，2006 年 获 得

教授职称。曾在美国伊利诺大学芝加

哥分校社会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助理

（2002），在英国阿伯丁大学社会学

系（2000-2001）和日本东亚发展研究

所（2006）分别从事访问学者。主要

的研究领域为人口与城市发展。近年

来在人口问题和社会政策、中国城市

化、人口迁移和城乡发展、老龄化研究、

人口 • 就业与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就

业研究、人力资本研究、城市群与区

域发展、人口和环境研究、可持续发展、

城市问题与城市管理等几个密切关联

的研究领域深入开展研究。

近 5 年来负责和参与的省部级研

究课题、政府决策咨询课题和国际合

作课题 30 余项，完成专著和编著 4 部，

在国际刊物和国际学术著作中发表论

文 2 篇，参与著作编写及在国内权威

和核心刊物中发表论文 60 余篇，获得

包括国家人口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

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等多项省部

级学术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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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论 坛 议 题 —— 社 会 · 健 康  

环境与卫生系统持续发展的创新之路

健康与福祉不仅是个人与社会最重要的议题，而且是最基本的人

权。健康不只是与医学有关，还与生存的环境、卫生服务与保障体系有

关，更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参与。

纵观亚洲各国，经济发展起落多变，生活环境迥然各异，社会变革

影响深远，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回顾过去的 50 多年，亚洲各国在利用

有限资源，改善生存环境，提升人群健康水平，强化卫生系统方面的探

索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但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困难，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解决环境保

护的问题，如何在百业待兴中增加健康投入、提高卫生系统能力和绩效

的问题等。在亚洲保障卫生体系可持续发展，需要系统思维、创新思路，

需求与时俱进，机遇稍纵即逝，挑战无处不在。本论坛为亚洲各国提供

了一个持续发展创新的交流平台，设三个子议题。

环境风险及其健康影响

随着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导致

对公众健康的危害及潜在的风险，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与影响社

会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

与其它各大洲相比，环境和健康风险在亚洲更为突显。当前，亚洲

环境健康问题呈现如下特点：一是复合性污染严重，暴露人口众多，人

群污染暴露水平高；二是人群暴露时间长，历史累积污染对健康影响难

以短时间消除；三是人群对环境污染物具有完整暴露途径且复杂多样，

并呈现明显的城乡差异性，比如，城市大气污染已成为城市居民心肺疾

病和肺癌等高发的一项主要危险因素，而水环境污染与农村地区消化道

恶性肿瘤高发的密切相关；四是传统和现代环境与健康问题并存。

主席：陈   文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陈文，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复旦大

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副所长。兼任中国

医疗保险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卫生

经济学会医疗保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上海市卫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上海市医疗保险协会常务理事，上海

市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管理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和公共卫生教育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医疗卫

生事业管理专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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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坛将邀请相关政策制定者、企业和专家，阐述当前亚洲环境

问题的成因及其对亚洲居民健康带来的影响，提出亚洲环境和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环境与健康问题的对策建议，并与会听众共同

开展讨论。

Policy Club：环境政策与公共卫生（或环境政策对公共卫生的影响）

卫生系统发展与创新

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环境下，如何通过构建强有力的

卫生系统，有效抵御疾病风险，提升人群的整体健康水平，是亚洲、

乃至全球共同关心的问题。

亚洲各国国情各异、文化多元，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卫生系

统面临的问题、发展的需求既有共性，也有特点；其在订立发展目标、

完善顶层设计、创新体制机制方面的实践探索、经验教训，对世界各

国而言，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不论是一国实践的由因推果、由果溯因；还是多国实践的比较分

析、综合评价，或归纳或演绎，都将为全球卫生系统的改善提供重要的、

可靠的实证依据。

亚洲拥有世界上地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几

十亿勤劳、智慧的亚洲人民，蕴藏深厚的转型发展的动力和潜力。在

回答什么样的卫生系统能够适应转型发展的要求，秉持什么样的理念、

采取什么样的策略、重点关注哪些维度和内容、如何分步推进以改善

卫生系统整体绩效等问题时，一方面是发展，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

另一方面是创新，发展的动力之源。

本子议题将围绕亚洲卫生系统发展和创新的关键环节和核心内

容，沟通协调、务实合作、开拓进取，探索一条具有亚洲特色、创新

优势的卫生系统发展思路。

后 2015 的亚洲健康发展之路

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创造了一个全球发展的共同愿景和政治承

诺，由此大大改善了全球健康。然而，发展的不平衡仍存在于不同的

目标之间、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和不同人群之间，

例如，因性别、地理位置和家庭经济条件所造成的健康差异依然存在。

另一方面，新现的健康威胁正在加剧，包括全球化、人口流动、

人口变化、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针对这些现实，亚洲应该有怎样的

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解决方案呢？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不仅

要投资于健康，更要关注健康结局的改善。亚洲国家应该为后 2015 的

卫生发展建立新的伙伴关系，聚焦重点，形成共识。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指标。如何让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让亚洲转型的

福祉惠及亚洲人民、造福世界人民，卫生系统责无旁贷！

际药物经济学与结果研究协会亚太委

员会委员，《中国卫生资源》杂志副

主编。上海曙光学者 (2006)，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 (2008)。1994 年获上

海医科大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专业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8 年获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博士学

位。2000•2001 年获国家教育部留学

基金资助在美国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

校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健康

保险、卫生政策经济学分析、药物经

济学与药品政策等。已主持完成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世界卫生组织、教育

部和卫生部等资助项目 20 余项。已发

表学术论文 90 余篇。曾获上海市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和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

技术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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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论 坛 议 题 —— 能 源 · 环 境  

迈向包容性发展：绿色能源转型与环境气候治理

新能源技术的不断创新和突破正在使得传统能源系统发生根本性

变革 , 而通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结合也为传统工业制造与石油时

代的终结提供了强大的支撑。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会否因此而到来？新经

济模式是否会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交通方式、人居方式带来重大变

革 ?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关系到全球经济复苏的投资路径选择、更

决定了“低碳时代”乃至“后碳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亚

洲经济增长所依赖的传统制造正在新经济模式的冲击和挑战下寻求转

型，相对匮乏的化石资源更加剧了转型增长的迫切性，因此关注能源经

济新模式，既是塑造亚洲长期竞争力之所需、也是探索包容性增长路径

之要务！

能源系统变革的终极动力源于生态环境系统的可持续诉求，全球气

候变化、区域环境退化的威胁始终横亘在各经济体面前 , 亚洲国家因其

高密度的人口和脆弱的生态系统而威胁更甚！ 2014 年是联合国气候变

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全面发布的重要时点，人

类活动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与气候变化的科学关系更加明确 , 二摄氏度温

升控制的迫切性以及各国正在采取的各类减缓、适应性行动的局限性都

彰显了 2015 年全球在德班平台下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全球性减排机制

的重大意义！如何依托新的科学事实、新的影响评估推动后京都时代全

球气候治理新机制的最终确立，将成为 2014 年上海论坛关注的重点话题。

在全球环境变化与区域环境退化的双重压力之下，亚洲新兴经济体

的增长模面临巨大绿色转型压力！是否需要承受断臂之痛才能够遏制工

业化中期环境资源问题的恶化，是横亘在所有新兴工业化国家面前的共

同问题。在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手段尚不成熟、规避环境外部性的公共制

度尚不健全的客观局限条件下，“增长”与“绿色”如何互相包容，仅

仅依靠传统的命令 - 控制式的政策机制显然是不够的，如何将能源结构

主席：吴力波
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主席：陈诗一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联席所长

吴力波，博士，1974 年生，内蒙古

呼和浩特人。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导，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

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

副主任。

复旦大学理学学士，环境科学硕

士，日本广岛大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

（2004）。2005 年至今于复旦大学经济学

院任教，2009-2011 年受邀担任国际能源

署能源技术部高级咨询顾问，2012 年四月

受邀担任美国三一学院讲座教授。在国际

SSCI、 SCI 期刊及其他期刊共发表论文

三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三部。她先后主

持承担了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科技部国家软科学研

究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

大项目、以及上海市发改委“十二五规划”

重大问题研究、上海市科委软科学研究课

题等二十余项国家、省部级课题；2006 年

入选上海市首届“浦江人才计划”、2010 

年入选上海市“曙光人才计划”。她的研

究成果先后获得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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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气候环境治理的政策诉求通过市场机制有效地传递到社会经济

发展的各个领域和阶段，各国如何通过更为广泛的技术合作、更为积

极的市场培育来共同推动一场更为彻底的绿色革命，需要各利益相关

方展开深入讨论、凝聚共识！特别是在针对能源、环境污染物和温室

气体的各类税费制度已经在发达国家广泛采用、也被发展中国家逐渐

接纳的条件下，更需要深入研讨各类政策适用的边界条件、相互之间

的反馈关系、社会经济综合影响等等，为减少政策实施难度、降低社

会经济调整成本提供可靠借鉴！上海论坛能源环境分论坛将以服务顶

层战略设计为目标，以建设和谐亚洲、绿色亚洲为己任，凝聚各方智慧，

寻求构建兼顾经济效率与环境公平的亚洲绿色转型之道！

全球气候治理与区域环境改善：市场机制的困
境与出路

在全球环境变化与区域环境退化的双重压力之下，治理机制的重

构已经迫在眉睫！是否需要承受断臂之痛才能够遏制工业化中期环境

资源问题的恶化，是横亘在所有新兴工业化国家面前的共同问题。在

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手段尚不成熟、规避环境外部性的公共制度尚不健

全的客观局限条件下，“增长”与“绿色”如何互相包容，如何以最

低的增长代价换取最高的环境收益！发达国家诸多市场机制如何运用

到市场尚不成熟、制度尚待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暴露出来的多项

政策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如何避免市场失灵？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

深入研讨。

二氧化碳减排：亚洲转型发展新动力

2013 年 5 月，美国夏威夷观测中心对太平洋上方大气中二氧化碳

浓度的观测显示其时均值已突破 400ppm，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突破这

一数值，在工业革命前的人类历史上从未超过 300ppm，上一次超过

400ppm 的时间至少在 300 万年以前。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将会带来气

温升高，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并导致地壳异动，进而引起地震、海啸、

火山喷发等连锁地质灾害，相应的食物短缺、饥荒、传染病甚至物种

灭绝也将接踵而至。各个国家已经意识到该严重性，在最新的金融危

机拯救计划中都不约而同地将二氧化碳减排和低碳经济作为未来的重

要发展方向。比如，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以发展低碳技术为重要内容的“美

国复苏与再投资计划”，并通过了一份温室气体减排法案，努力发动新

的低碳引擎，把低碳绿色经济打造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英国也发布了《英

国低碳转换计划》国家战略白皮书。中国在 2008 年 4 万亿的经济刺激

计划中也将 38% 的资金用于低碳技术和绿色项目。然而，国际上为达

成《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碳减排义务和绿色气候启动基金的谈

判却异常艰难。本议题旨在通过深入讨论，从各国自身转型发展新动

力的视角来认识二氧化碳减排的重要性，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第八

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二等奖、2011

年度国家能源局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

奖、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三等奖等。

陈诗一，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韩国庆北国立大学经济学博

士，德国洪堡大学访问学者。现任沪港发

展联合研究所（港中大 - 复旦）联席所长、

复旦大学生态环境人文社科领导小组联合

组长与复旦大学可持续发展政策实验室主

任，同时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复旦发展研究院和复旦丁铎尔中心研究

员，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十届理事以

及 CSSCI 收录期刊《世界经济文汇》编辑。

先后入选上海领军人才（2012）、复旦大

学卓识人才计划（2011）、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0）和上海市浦江

人才（2007）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经济金融

问题、能源环境与发展经济学、应用计

量 经 济 学 等。 在 Quantitative Finance、

Journal of Forecasting、The World 

Economy、China Economic Review、

Economic Systems、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Energy Policy、《中国社会科

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金

融研究》、《世界经济》等国内外一流经

济学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多次被转

载和引用。专著入选首批《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成果文库》（2010）和首届刘诗白经

济学奖（2012）；论著先后荣获上海市哲

学社会科学或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

成果奖一等奖（1 次）、二等奖（1 次）、

三等奖（3 次）、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经济学季刊》

年度最佳论文奖、第四届中国软科学奖专

业研究奖等。曾在第 8 届计量经济学理论

和应用世界大会（SETA2012）、第 10 届

世界经济学大会（ESWC2010）等国际顶

尖学术会议上报告入选论文。主持国家社

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以及省部级研究课题多项，任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和国家哲社办评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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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论坛（2014）特别活动与专题研讨

开幕式：亚洲发展的动力在哪里？
时   间 ：2014 年 5 月 24 日上午
地   点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主   持 ：Park In-Kook
嘉   宾 ：Robert Shiller
               Adam Posen 
               David Greenaway 
               沙祖康 

高端对话：雾霾笼罩下的中国与亚洲——环境安全及科技、政策的应对
时   间 ：2014 年 5 月 23 日上午
地   点 ：复旦大学
主   持 ：杨玉良     
嘉   宾 ：徐冠华 
               秦大河 
               吴晓青 
               葛剑雄 

 

高端圆桌：亚洲经济增长瓶颈，谁能率先突破？
时   间 ：2014 年 5 月 24 日下午
地   点 ：复旦大学
主   持 ：孙立坚     
嘉   宾 ：Yves Mersch   
               Moon Woo-Sik  
               华   民      
评   论 ：Robert Shiller 
               Adam Posen   
                              

闭幕式：自贸区特别专场 ——自贸区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时   间 ：2014 年 5 月 26 日上午
地   点 ：复旦大学
主   持 ：Graham Mather ( 演讲环节 ) 
               张   军 ( 讨论环节 ) 
嘉   宾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
               郑铉珉
               邱丽萍     
               简大年   
               Graham Mather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2013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所长
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名誉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前科技部部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2013 年沃尔沃环境奖获得者
环保部副部长、民建中央副主席
复旦大学教授、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欧洲央行执行董事
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委员、首尔国立大学国际学院教授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2013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所长

世界自贸区协会主席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校长、鹿特丹港企业董事会成员
釜山广域市经济产业本部长理事官
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副总监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
世界自贸区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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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论坛（2014）分论坛政策沙龙顺利举办

2014 年 1 月至 4 月，八场分论坛政策沙龙暨上海论坛
（2014）分论坛筹备会议陆续召开，从经济、金融、公共政
策、能源、绿色环境等方面探讨未来中国发展问题。

“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终结？”政策沙龙
是上海论坛（2014）的首场预热活动。参与此次活动的专家
学者有殷醒民、寇宗来、章奇、陈钊、章元、王永钦、李婷、
张晏和周伟林等教授。与会专家学者分别从宏观及微观的角
度详细剖析了中国经济的现状，普遍认为基于目前中国经济
发展宏观条件良好的情况，中国经济会保持持续增长态势。
然而，与会专家学者也指出，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资本驱动
的阶段，未来中国经济将在保持增长的前提下放慢增长速度。
与会人员认为中国应采取积极的经济政策，稳中求进，在“进”
字上下足功夫，变资本驱动模式为创新驱动模式，充分提高
劳动者素质，从而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

“迈向包容性发展：绿色能源转型与环境气候治理”政
策沙龙在陈诗一教授的主持下，于经济学院 714 会议室举行。
研讨会主要就我国当前面临的环境问题以及如何实现环境保
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进行了政策研讨。王弟海老师、陈
硕老师、章奇老师、罗长远老师、寇宗来老师与数十位同学
参与了讨论。其他几场分论坛政策沙龙也陆续召开，为上海

上海论坛（2014）筹备汇报会议暨签约仪式

2014 年 2 月 25 日，上海论坛（2014）筹备汇报会
暨签约仪式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举行。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副校长林尚立、党委副书记刘承功、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
务总长朴仁国等出席会议，上海论坛组委会秘书长、校长
外事顾问陈寅章担任主持，论坛组委会、秘书处、各分论
坛主席以及外事处、外联处等部处领导等出席。

会上，林尚立副校长致开场词，论坛常务副秘书长、
秘书处办公室张怡主任汇报了本届上海论坛的设置和特
色，以及上论坛秘书处相关筹备工作的进度。复旦大学宣
传部部长萧思健介绍了本届上海论坛媒体宣传方案、宣传

策略，以及合作伙伴。本届论坛的各分论坛主席汇报并展
示了其分论坛议题选取的背景意义、嘉宾邀请情况、分论
坛准备工作进展等。

最后，杨玉良校长和朴仁国总长做总结致辞。杨校长
针对如何选择论坛议题、如何提升论坛的质量等提出了新
颖且有远见的看法。同时，赞扬此次上海论坛主题及相关
议题的选取与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要求与目标紧密结合，
主动积极地朝着服务“世界的发展，中国的战略”的大方
向前进。

朴仁国总长对上海论坛迄今为止的筹备工作表示肯
定，并就议题设置、媒体宣传战略等方面提出了切实且具
有前瞻性的设想。

上海论坛是由复旦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
复旦发展研究院承办的国际大型学术论坛，旨在搭建中外
政商学界人士共同交流沟通的平台，为区域发展及国家大
计建言献策，至今已成功举行 8 届，出席的国内外嘉宾达
2400 余人次。上海论坛（2014）的主题为“亚洲转型：
寻找新动力”，并将就自贸区建设与发展、气候环境治理
等热点话题展开深入讨论。

23 WWW.SHANGHAIFOR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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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日程

第一天             2014年5月23日（星期五）

               08:30-22:00     大会注册

   19:00-21:00     欢迎晚宴

第二天   2014年5月24日（星期六）

   09:00-12:00     开幕式大会

                                    13:30-17:00          分论坛会议

                                    18:30-21:00          开幕晚宴

第三天        2014年5月25日（星期日）

   09:00-17:00     分论坛会议

      

第四天    2014年5月26日（星期一）

   08:30-10:30     自贸区特别专场

   10:30-11:30     分论坛成果汇报

   11:30-12:00     闭幕致辞

   13:30-18:30     参观活动

   

时间：2014年5月24日（周六）-26日（周一）（会期三天，5月23日报到注册）

地点：上海

规模：国内外学、政、商三界代表约4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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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语言
中文和英文 

会议论文
1.  参会代表须提交论文摘要和全文，语言为中文或英文;

2.  论文摘要和全文提交截止日期见邀请函附件;

3. 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将根据每位学者提交的论文，安排每位学者的会议发言;

4. 《上海论坛（2014）论文集》将于会后出版，若届时论坛组织委员会决定收录您的论文，

     将不再另行征求您的意见，如您不希望论文被收录，请以书面形式提前告知上海论坛秘书处;

5. 论文提交格式：

 MS-Word 文档

 纸张大小 A4

 正文字号-小四；标题字号-四号

 字体——英文：Times New Roman；中文：宋体

 行间距 1.5  倍行距

 字数：摘要300字、全文5000-7000字

 文章封面上请注明论文题目、作者姓名、单位、电子邮件地址

网站信息
上海论坛官方网站：www.shanghaiforum.org

论坛最新动态请登录上海论坛官方网站查询并下载所需资料

上海论坛秘书处办公室联系方式

地 址：中国上海复旦大学邯郸路220号

邮 编：200433

电 话：86-21-55664590  55664665

传 真：86-21-55670203

电子邮件：shanghaiforum@fudan.edu.cn  

网 址：www.shanghaiforum.org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
地址：中国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邮编：200433
电话：86-21-55664590  55664665   传真：86-21-55670203
电子邮箱：shanghaiforum@fudan.edu.cn   网址：www.shanghaiforum.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