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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有你 A LETTER OF THANKS

Dear Friends of China Forum,
This yearbook captures some significant highlights of our work in 2019.  It 

encapsulates our team’s efforts to fulfill the mission of “letting the world hear China’s 
voice”. It’s been a year of great change around the world.  From how to reconstruct global 
governance to how China would define its role, the world is watching us.  Such a time 
brings us both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is is our first year of full operation. Sixteen prominent scholars and professionals 
from China attended 22 international summits through our program, delivering their ideas 
worldwide. Our diverse community is comprised of scholars, government officials, 
diplomats, and military officers. They exchanged views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around the 
world on wide ranging topic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conomic cooperation, 
defense and security, and digital governance.

We believe that such meaningful exchanges conducted between influential experts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will produce tangible, long-term benefi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in public diplomacy and people to people understandings. We are proud to make our 
contributions to a more peaceful and inclusive world. 

On behalf of the China Forum team,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heartfelt 
appreciation to our partners and members of our community.  Your continued support will 
enable us to build and expand our program, to turn concept into action, vision into reality.  
Together, we aspire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Onward,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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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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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FORWARD

中国论坛的朋友们：
2019年是中国论坛的开局之年。这一年中，世界格局面临重大改变。如何重塑

全球治理机制，如何定义中国在世界的角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也令中国论
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这本年册总结和显示了中国论坛在2019年的一些工作亮点，也记录了各位成
员朋友为实现“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这一使命所付出的努力。这一年里，十六位优
秀的中国学者与专业人士通过中国论坛项目参与了二十二场国际峰会，并将他们
的思想带到了全世界。我们的成员有学者、政府官员、外交官以及军方人士，参与的
议题涵盖了国际政治、经济合作、安全防务以及数字治理等内容。

我们坚信，顶尖专家在国际舞台上的交流合作对于中国公共外交事业意义重
大，同时也有助于推进中外人文交流。如今，中国论坛正在为建设一个和平、包容的
世界贡献一份力量，这让我们倍感骄傲。

我们谨代表中国论坛团队，向我们的合作伙伴以及成员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是
你们长久以来的支持，让我们坚定信心，努力将中国声音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
景转变为现实，一起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

我们与您共迎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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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MISSION

China Forum (CF) is a permanent platform of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CIS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headed by Mme FU Ying, sponsored by Chunqiu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and Strategic Studies. 

CF’s goal is to foste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Its community 
includes former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diplomats, economists, 
academics, and media experts. CF supports and assists them to 
attend international forums to express Chinese views and ideas.

当前，国际舞台风云变幻，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如
何积极、有效地与世界互动，发出“中国声音”成为更加迫切
的课题。 

依托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在上海春秋发展
战略研究院的支持下，设立“中国论坛”常设项目。 该项目
属非营利性质，主要目的是推荐和支持国内优秀学者、前官
员、企业家和媒体专家出席国际论坛，发表演讲、参与互动，
讲好中国故事，扩大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论坛办公新址：清华同方科技大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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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单位
MAJOR SPONSORS

组织结构
ORGANIZATION

2019年是中国论坛的起步年，人员配备基本到位，组织架构如下：中国论坛下
设执行委员会与秘书处，执行委员会由主席傅莹、副主席李世默以及执委四人组
成。秘书处下设五大部门：项目部、行政部、培训部、研究部、媒体与对外联络部。秘
书长由张立荣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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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是
清华大学校级研究机构，旨在打造国际战略和
安全领域的国际化和专业化的高端智库。中心
通过研究国际热点问题，为决策提供参考意见
和建议，同时通过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增进国
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提升清华大学在战略与
国关界的国际影响力。

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是一家非盈利研
究与平台型智库，成立8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与
体制内智库紧密呼应、良性互动、高度互补，贡
献独立的学术力量与正能量的话语传播力量，
一直致力于为中国发展模式提供理论支撑与舆
论支撑的智库生态建设事业。

执 行 委 员 会

秘 书 处

项
目
部

培
训
部

媒
体
联
络
部

行
政
部

研
究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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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
EXECUTIVE COMMITTEE

委员：张立荣
中国驻欧盟使团前公使

委员：李波
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委员：韩桦
北京丝绸之路合作与发展促进会会长 

CGTN评论员

主席 ：傅莹
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外交部前副部长

副主席：李世默
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理事长

委员：肖茜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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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网络
GLOBAL NETWORK

14
15

摩洛哥⸺马拉喀什
世界政策会议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

阿斯塔纳经济论坛

越南⸺河内
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

美国⸺阿斯彭
阿斯彭思想节

美国⸺华盛顿
美中关系协会

瑞士⸺达沃斯
世界经济论坛

俄罗斯⸺索契
瓦尔代俱乐部

荷兰⸺阿姆斯特丹
NEXUS INSTITUTE

英国⸺伦敦
WILTON PARK

英国⸺伦敦
DITCHLEY

俄罗斯⸺莫斯科
RT

意大利⸺迪里亚斯特
安博斯集团

比利时⸺布鲁塞尔
欧洲之友

斯洛伐克⸺波拉蒂斯拉瓦
全球安全论坛

韩国⸺首尔
韩国和平经济论坛

德国⸺汉堡
洲际对话

奥地利⸺维也纳
阿尔卑欧洲论坛

摩洛哥⸺马拉喀什
大西洋对话会

英国⸺伦敦
CHATHAM HOUSE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TRT世界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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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
SNAPSHOTS



1月22日至25日，金刻羽作为国际经济专家受邀参加2019冬季达沃斯，并在
“反思全球金融风险”论坛、全球化智库午餐会上，就全球金融治理、全球化、中国经

济的未来等话题与各国专家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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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冬季达沃斯论坛 |  瑞士 · 达沃斯

WORLD ECONOMIC FORUM

JANUARY
一月

18
19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中美数字经济对话论坛 |  美国 · 华盛顿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DIALOGUE ON THE DIGITAL ECONOMY

3月10日至12日，李
波应邀参加由美中关系全
国委员会举办的中美数字
经济对话。两国专家在会
上讨论了数据治理、供应
链管理、物联网等议题。双
方代表一致认为，当前两
国在数字经济方面面临许
多共同的风险和挑战，但
是应对方式有所不同，中
美两国在数字经济方面还
需达成诸多基础性共识，
来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
展。会议签署了《中美数字
经济共识协定》。

MARCH
三月



4月10日，金刻羽

应邀赴华盛顿参加“反

思国际合作”研讨会 。

会议由IMF总裁拉加德

主持，邀请了四位世界

知 名 经 济 学 家 探 讨 了

世 界 金 融 治 理 结 构 的

未来。金刻羽会上从中

国积极融入世界经济、

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

提 出 了 改 善 全 球 治 理

的中国方案。同时她认

为IMF在这一过程中应

当发挥作用，避免大国

之间的潜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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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研讨会：
布雷顿森林体系七十五周年
BRETTON WOODS AT 75 -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PRIL
四月

20
21

中俄智库战略对话会议 |  俄罗斯 · 莫斯科

MAY
五月

5月13日至17日，李世默、李波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孔丹理事长一行出
访俄罗斯，与当地智库和媒体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俄方与会人员包括联邦总统
顾问谢尔盖·格拉济耶夫（Sergey Glazyev）、俄罗斯联邦数字发展、通信和大众媒
体部副部长Kislyakov Evegeny、 Osipov Alexander、俄罗斯联邦外交部规划司司
长Alexey Drobinin、俄罗斯联邦远东发展部副部长Pavel Volkov、俄罗斯联邦会
议国家杜马议员Sergey Gavrilov。双方就多极世界新形势下的中俄战略关系、中
俄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及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协作等问题展开了
深入的讨论。



5月16日至17日，张立荣赴哈萨克斯坦

参加了阿斯塔纳经济论坛。2019阿斯塔纳经

济论坛主题为“振兴增长：人、城市、经济”。讨

论到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未来经济发展

时，很多与会者认为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和“一带一路”建设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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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阿斯塔纳经济论坛 
| 哈萨克斯坦 · 阿斯塔纳 
ASTANA ECONOMIC FORUM 2019

MAY
五月

22
23

2019斯洛伐克全球安全论坛
 | 斯洛伐克 · 波拉蒂斯拉瓦
GLOBSEC BRATISLAVA FORUM

jUNE
六月

6月6日至8日，于洪君、黄仁伟参加了斯洛伐克安全论坛。于洪君在接受当地

媒体专访时指出，分离主义、恐怖主义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等问题正在成为全世界

所面临的共同威胁，中国愿意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黄仁伟在“可持续发展”分

论坛上强调，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是极度不平衡的，剧烈的贫富分化使得这种发展难

以持续。



6月20日至29日，张逸伦赴美国观摩阿斯彭思想节。阿斯彭思想节被誉为美国

的达沃斯，是全球各行各业顶尖精英人物的聚会。此次活动讨论话题涵盖了美国社

会与政治、国际政治、艺术文化、经济与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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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彭思想节 |  美国 · 阿斯彭

ASPEN IDEAS FESTIVAL

世界和平论坛 |  中国 · 北京

WORLD PEACE FORUM

jUNE
六月

24
25jULY

七月

7月8日至9日，周波、
姚云竹、韩桦等专家受邀参
加世界和平论坛。世界和平
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其宗
旨是为世界各国政策制定
者和智库专家提供一个讨
论国际安全问题的平台，就
如何应对全球性或地区性
的安全威胁，如何加强国际
安全合作展开沟通和对话，
讨论世界关切的重大议题。
中国论坛还参与了此次会
议的组织工作。



8月28日至29日，朱锋受邀参加韩国DMZ和平经济国际论坛，论坛由韩国政

府下属的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院和韩国国家经济、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共同

主办。

    CHINA
FORUM
      2019

SNAPSHOTS
瞬间

韩国和平经济论坛 |  韩国 · 首尔

DMZ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HE PEACE ECONOMY

AUGUST
八月

26
27SEPTEMBER

九月

9月22日至24日，唐晓阳赴意大利出

席了“非洲能否成为下一个亚洲”主题研

讨会。来自非、亚、欧、美的三十多位政界

官员与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认为，

非洲在当前阶段，当务之急是让全社会达

成发展的共识，而非照搬西方民主制度。

非洲能否成为下一个亚洲
 | 意大利 · 科莫湖
CAN AFRICA BE NEXT ASIA



SEPTEMBER
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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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代论坛 |  俄罗斯 · 索契

VALDAI FORUM

28
29SEPTEMBER

九月

“圣雷莫国际海上武装冲突法手
册修订”研讨会  | 丹麦 · 哥本哈根

MEETING OF EXPERTS FOR THE REVISION OF THE SAN REMO
MANUAL ON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ARMED
CONFLICTS AT SEA

9 月 3 0 日 至 1 0 月 3 日 ，傅

莹 、李 世 默 赴 俄 罗 斯 出 席 了 第

1 6 届 瓦 尔 代 论 坛 。本 届 瓦 尔 代

论 坛 主 题 为“ 东 方 黎 明 与 世 界

政 治 秩 序”。关 于 中 俄 关 系，傅

莹表示俄罗斯是中国最重要的

邻 国，也 是 可 倚 重 的 战 略 协 作

伙 伴 。一 个 强 有 力 的 中 俄 关 系

不 仅 符 合 双 方 利 益，也 是 维 护

世 界 稳 定 的 重 要 保 障 。会 议 适

逢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 0 周

年，中 俄 两 国 专 家 当 晚 在 索 契

共同庆祝了这一节日。

9月30日至10月4日，田士臣作为中国唯一

代表赴丹麦参加新一轮修订《圣雷莫国际海上

武装冲突法手册》国际专家组圆桌会议首次会

议。该文件对于限制和减轻海上战争影响具有

重要意义。



SEPTEMBER
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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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SEPTEMBER

九月

法国前总理、春秋资深学者多米
尼克·德维尔潘来华交流 | 中国 · 北京

“海上武装冲突法的现状与挑战”
研讨会  | 中国 · 大连

9月24日，张立荣、
田士臣参加了由大连海
事大学海法研究院和国
观智库共同主办的“海
上武装冲突法的现状与
挑战”研讨会。会议组织
方认为，中国不仅是“日
内瓦第二公约”的缔约
国，对于《圣雷莫手册》
这种早已得到国际认可
的海上冲突法则也持正
面的态度，因此，有责任
和义务参与海上武装冲
突法的修订，为海上武
装安全冲突国际法完善
提供中国智慧的同时，
也 有 利 于 提 高 中 国 在
国 际 海 洋 争 端 方 面 的
话语权。

9月22日至24日，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
作为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资深学者到访北京，同中国
论坛专家进行了题为“中国、非洲与欧洲大三角：21世
界的新挑战”的闭门研讨会。德维尔潘就当前非洲的
发展情况以及未来对非援助的前景发表了看法，认为
中国与欧洲的合作对于非洲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他
还听取了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对非项目的介绍。李世
默、李波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10月12日至14日，李世默出席了在摩洛哥举办的世界政策会议。本次会议聚

焦中美关系，会上李世默与梁振英、陈启宗在分组讨论中就全球化、香港局势等问

题，向各国参会人员阐明了基本事实与中国学者对时下热点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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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策会议 |  摩洛哥 · 马拉喀什

WORLD POLICY CONFERENCE

October
十月

32
33

10月21日至22日，岳晓勇作为中国论坛特约专家赴土耳其参加TRT世界论坛。会

议以全球化问题为核心，涵盖了安全、自由贸易等地区热点问题。岳晓勇在会上强调

了中国推动全球化、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

TRT世界论坛 |  土耳其 · 伊斯坦布尔

TRT WORLD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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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October

十月

10月29日至30日，翟东升受邀出席在
德国汉堡举行的“洲际对话”2019年度大
会，在题为“领袖对话—在全球经济和技术
铁幕落下的时代，多边主义能否存活？”的分
论坛中分享了对中美关系和贸易战的观察
和解读，提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是面向全球
主要贸易伙伴而不仅仅是针对中国，主要是
中国的反抗吸引了火力。

10月30日，张立荣参加了由中国南海研究院与欧盟驻华代表团共同发起并联合
主办的首届“中欧海洋安全问题对话会”。来自国内外的六十多位专家参加了本次会
议，与会者围绕“海洋环境保护的协同与规则”“海洋基础设施保护”“海上执法经验共
享”“国际海洋治理与合作”“区域海上安全合作”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

洲际对话：发展的新时代 |  德国 · 汉堡

DIALOGUE OF CONTINENTS : THE NEW AGE OF PROGRESS

中欧海洋安全问题对话会 |  中国 · 海口



SEPTEMBER
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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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NOVEMBER

十一月

交点思想者大会 | 荷兰 · 阿姆斯特丹赴英同当地智库商讨合作并考察
公关培训机构 | 英国 · 伦敦

10月9日至15日，张立荣、韩桦赴英国伦敦，对当地的Wilton  Park、C h at h a m  
H o u s e 等 多 家 知 名 智 库 进 行 走 访，并 洽 谈 今 后 合 作 事 宜 。

11月10日，李世默作为发言嘉宾参加了荷兰交点思想者大会。该会议每年邀请不

同国家、不同文明、立场各异的思想型学者参加，进行激烈的碰撞和交锋。会上，李世默

作为中国学者代表，与欧盟前执委会主席巴罗佐、中欧大学校长叶礼庭、《丝绸之路》作

者弗兰科潘等知名人士，就国际秩序的走向、自由主义的未来等问题展开辩论。

NEXUS CONFERENCE



11月17日至19日 ，黄仁伟赴布鲁塞尔参加中欧论坛。此次论坛有两百余位来

自中欧的官员、专家与学者到会参与讨论，中国论坛特邀专家黄仁伟教授出席并发

表演讲。黄仁伟教授引用匈塞铁路和比雷埃夫斯港等实例，深入阐述了一带一路给

欧盟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17+1”机制形成的重要意义。

11月20日至21日，黄仁伟赴意大利
出席了一带一路论坛。此次会议由意大利
安博斯集团主办，中国论坛为支持单位。
会议聚焦一带一路项目为两国企业所带
来的机遇，黄仁伟在会上指出，在中美、美
欧贸易战的背景下，如中欧投资协定能够
在2020年达成，中欧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可
能会超过中美。通过对接一带一路与欧亚
基础设施网络，双方的共同利益能够继续
得到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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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中欧论坛 |  比利时 · 布鲁塞尔

EUROPE-CHINA FORUM

38
39

一带一路论坛 |  意大利 · 迪里亚斯特

BELT AND ROAD SUMMIT

NOVEMBER
十一月



12月4日至6日，王栋赴越南出席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第十二次大会。

该会议是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二轨安全对话平台,每两年召开一次。本次会

议由越南外交学院主办，主题为“变局时代维系和平：构建地区适应力及反应力”。

会议讨论了大国关系、东盟凝聚力、海上安全与“印太”战略、科技革命、多边主义、

基于规则的秩序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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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第十二次大会
|  越南 · 河内

12TH CSCAP GENERAL CONFERENCE

DECEMBER
十二月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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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对话会 |  摩洛哥 · 马拉喀什

12月12日至14日，赵亚力赴摩洛哥参加大西洋对话会。该会议由摩洛哥新南

方政策中心和美国马歇尔基金共同创办，自2012年每年举办一次，已成为在马拉

喀什举办的知名年度政策对话会，主要关注大西洋特别是非洲地区经济、政治和

安全话题。每年超过350名高级官员、企业领袖、学者、舆论塑造者和民间力量代

表参会。

ATLANTIC DIALO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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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傅莹大使在英国Financial Times发
文指出，尽管中方始终抱有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的
愿望，美国却坚持认为中国是要争夺主导世界的权
力，这是一种严重的误判。中美关系的未来，关键在
于双方能否继续在同一个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解
决分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
及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也应当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

傅莹：中美应该为“竞合”时代做准备

9月20日，李世默在俄罗斯瓦尔代论坛发表评
论文章。他认为，美国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惜破坏全
球贸易体系，这使得当前世界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
化。在这一关键节点，中俄关系的发展具有巨大潜
力，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国际金融方面的合作。
中俄两国在产业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通过进一
步扩大开放，能够让更多的企业和人民从中受益。

李世默：中俄关系的重要时刻

8月6日，周波在美国Foreign Policy杂志发表
评论。他指出，尽管中国没有当世界警察的野心，但
是如今中国在海外有大量利益，国际社会也不乏要
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因此中国人民解
放军顺应形势，积极参与到巡逻护航、联合军演、执
行人道主义救援等国际事务中。同时，中国依然秉承
慎重使用武力的原则，通过扩大开放、加强国际合
作，为全球安全治理树立了一种新模式。

周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未来

8月6日，于洪君在China Daily发表文章，对当
前国际形势进行了探讨。他指出，世界的经济与战略
重心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由美国和欧洲主导的战
后世界秩序将面临变化。在西方世界陷入保护主义、
民粹主义的泥潭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正
建立卓有成效的多边合作机制。中国自身的改革开
放以及一带一路项目，正在给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新
的启示。

于洪君：中国将继续融入世界

黄仁伟：中美可能长期对抗，我们该另起炉灶吗？

6月15日，观察者网报道了黄仁伟题为“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下中美关系走向何方”的讲座。他在采访
中认为，中国不应学习苏联当年通过“华约”另起炉
灶的做法，一定要把原来的体系巩固住，包括世界银
行、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中国能够在
里面慢慢长大，并且避免被孤立，这符合中国的自身
利益。

4月22日，李波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就建设一带
一路过程中如何实现数字化企业国际化进行了详细
论述。他指出，中国数字经济赋能能力已经超过OECD
国家平均水平，但大部分中国数字化企业在“一带一
路”市场上的能力与潜力尚待挖掘。要更好实现数字
企业“走出去”，中国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构
建“数字丝绸之路”，并且可以率先推动国际化的产业
数据共享。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
入，扩大制造业开放，用好大数据资源竞争优势，引领
数字信息处理与保护的国际规则制定进程。

李波：打造数字“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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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金刻羽在布雷顿森林委员会刊物中发表
文章，她提出，世界正呈现出网络化的趋势，而全球
经济的日趋网络化使得中国有机会成为世界经济领
袖。中国经济的特点是积极连接、融入全球网络，而
非像传统霸权国家那样强迫其他国家去接受自己的
规则。在新的世界秩序下，中国的使命不仅仅是自身
的发展壮大，还要引领其他国家共同走向繁荣。

金刻羽：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领袖

11月，姜锋在德国《国际政治与社会》杂志发表
文章，指出德国政界长期以来对中国乃至外界缺乏
准确的认识，使得近些年在处理与美国、欧盟国家的
关系时一度陷入被动。事实上，在远离政治冲突话题
的民间交往和社会关系上，中德两国一直相互欣赏
和吸引。如今中德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未来
应共同捍卫多边主义，承担更多全球责任。

姜锋：拿中国当东德？德国外交需要睁眼看世界

5月18日，张沱生在第21届斯德哥尔摩中国论
坛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势发表看法，他谈到，如果中
美走向冷战，不仅将给两国带来巨大灾难，而且将给
世界秩序带来极大的破坏。双方应当形成一种合作
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他还提出了
中美构建和平稳定、互利共赢关系的六点建议。讲话
全文在观察者网刊发。

张沱生：中美战略竞争将走向何方

5月17日，张立荣、张雅婷在观察者网发表了阿
斯塔纳经济论坛参会手记。参会者表示，全球贸易体
系、中国经济、中美关系如今在国际场合备受关注。
论坛上既有肯定中国的声音，也不乏对中国的质疑
和误解，今后中国还需多参与各类国际论坛，多发
声，争取逐渐减弱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和疑虑。

张立荣、张雅婷：阿斯塔纳经济论坛上，中国话题备受关注

10月10日，针对不断发酵的NBA涉港言论争议，
韩桦在接受CGTN采访时表示，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
与捍卫美国价值观并不存在根本矛盾。中西方两种文
化中都有入乡随俗（Do as the Romans do）的传统，
而分离主义以及干涉主权行为一贯都是中国的“雷
区”。一些美国企业和个人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同
时，却打着捍卫美国价值观的旗号，肆意践踏中国的
价值观，这只能显示其自身的傲慢和无知。她还指出，
国内舆论对NBA的回击，针对的是外国公司进入中国
市场却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缺乏尊重的做法。

韩桦：来华经商与捍卫美国价值观并不矛盾

7月11日，吴士存在英国Financial Times发表
文章，分析了“印太战略”背景下的南海形势。他认
为，南海形势趋稳向好的大方向不太可能逆转，但会
呈现“稳中有乱、时有升温、博弈加剧、分歧增多”等
特征。未来南海形势发展既存在有利于和平稳定的
积极因素，但也隐藏着不少令人担忧的消极因素。特
别是随着南海规则制定和秩序构建逐步推进，区域
内外国家在南海的权力和利益博弈日渐加剧，继续
保持南海形势持续向好发展的挑战不容忽视。

吴士存：“印太战略”背景下的南海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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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至30日，翟东升在“洲际对话”2019
年度大会上分享了对中美关系和贸易战的观察和解
读。他谈到，尽管美国由于内部政治极化而试图将矛
盾对外转移，大搞逆全球化，但是全球经济的驾驶舱
里还是有一位成年人的：中国至今一直保持着开放、
负责和理性的心态和姿态。针对与会专家对中国一
带一路项目中债务问题的质疑，他说，由于中国此前
3-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几乎全部都在美元和欧元的
国债中，而欧元债券如今成为负利率资产，美元债券
的利率也被美国历届政府政府人为压低，中国政府
显然不能将鸡蛋放在一个低效的篮子里。因此，中国
拿出储备中的四分之一左右储备投放到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去，能够在全球有效扩大总需求，不仅仅有利
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成长，而且有利于让包括美欧
在内的全球经济摆脱后危机时代低增长的泥潭。讲
话全文在观察者网刊发。

翟东升：我们是全球经济驾驶舱里的成年人

10月21日，岳晓勇出席了土耳其TRT世界论
坛，并接受土主流媒体TRT电视台的专访。他表示，
中土关系近些年来得到不断发展，土耳其地处欧亚
大陆结合部，交汇东西方文明，是“一带一路”的天然
合作伙伴，两国合作潜力很大。现在在土的各类中资
企业已达1000多家，他们对中国的招商引资能力值
得我们学习。中企对土投资总量今年有望达到40亿
美元，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多见的。今年7月，埃尔多
安总统成功访华，同习近平主席就加强政治互信和
促进经济、贸易、科技、能源以及基础建设合作达成
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本
次参会纪实在观察者网刊发。

岳晓勇：土叙边境冲突之际，我去伊斯坦布尔开会

10月18日，赵明昊在《中美聚焦》发表文章，指
出美国对华战略正呈现过去40年前所未有的强硬
转向，美方已经明确将中国视为自身的最大威胁。特
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正是美国对华展开全面竞争
态势的一部分。然而这对于地区国家来说是非常危
险的，例如东南亚国家不希望陷入中美对立带来的
选边站队困境，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也不希望
与中国陷入对抗关系。中美需要加紧寻求在印太地
区开展良性互动之道。

赵明昊：“印太战略”与中美地缘政治竞争 10月9日，田士臣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中国需要从被动参与转变为主动参与和影响
国际法规则的创制，将来更需要在各个领域提出中
国方案，引领和主导某些领域国际规则的创制。他认
为，中国从被动参与转变为开始主动参与和影响国
际法规则的创制，将来更需要在各个领域提出中国
方案，引领和主导某些新疆域国际规则的创制，这个
国际规则话语权的建立一定是一个随着国家实力增
长而实现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田士臣：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军事规则创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