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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迈向新阶段 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

全球化期待中国新作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袁 勇

40年前，中国开启了波澜

壮阔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实

现了腾飞。与此同时，也极大

地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影响

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的

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是如

何互相影响的？这种互动在

未来面临着哪些新变化？中

国企业应当如何重塑全球经

贸关系？中国应该如何吸引

全球化人才？由全球化智库

（CCG）主办的“第四届中国与

全球化论坛：互塑和推动——

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新未来”

日前在北京举行，与会政府官

员、专家学者、企业家等就这

些问题展开了讨论。

欧元区稳定与欧洲一体化面临挑战

意大利新执政联盟
引起欧洲警惕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中国产品亮相国际品牌授权博览会

2018美国国际品牌授权博览会5月22日在拉斯维加斯开幕。20

多家中国文博机构和文创企业组团参展，带来近百个原创 IP（知识

产权）品牌以及 400余件文博文创衍生产品和项目。图为参观者经

过恭王府博物馆展台。 （新华社发）

小米登陆法国继续开拓欧洲市场

中国创新型科技企业小米5月22日在法国巴黎举行发布会，宣布

进入法国市场。位于巴黎的法国首个小米授权店和法国小米官方网上

商城同步开业。图为顾客在巴黎小米授权店内消费。 （新华社发）

改革开放助推全球化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取得了巨
大的发展成就。与此同时，经济全球
化进程也得到了持续深化。与会人士
普遍认为，这并非巧合，而是两者互相
塑造、互相推动的结果。

“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经济全球
化的发展，同时又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
球化的发展。”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
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说。

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要继
续深化改革开放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
程，中国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龙永
图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有3个重要
的历史事件不容忽视：一是 1978 年十
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改
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二是 2001年中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快了中国的对
外开放，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贸易大
国；三是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

“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理念，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
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陈文玲认为，未来中国对经济全球
化的作用突出，表现在多个方面：
一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稳定之锚。
在朝核问题等国际问题上，中国都
主张采用和平之道解决问题。在中
美贸易问题上，中国一直用智慧的
办法使中美关系保持了斗而不破的
局面。二是中国是世界经济的发展
之矛。中国经济将持续保持中高速
增 长 ， 是 世 界 经 济 增 长 的 主 要 动
力。同时，中国通过提供“一带一
路”倡议等国际公共产品，为其他
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中国
创造的新商业模式、新经济业态都是
全球发展的新动力。三是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中国超越了
从单个国家利益出发来思考问题，
为 21 世纪的全球发展提供了思想武
器。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金
鑫表示，未来中国应该适应世界的发
展趋势，世界也应该适应中国的发展
趋势，国际社会应更多地了解中国的
发展变化以及动因。“我们要把握客观
度，全面地介绍中国，讲好中国故事，
也要讲出中国的困难。我们要确保

‘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就要处理
好其同国内发展的关系，要和发展中
国家共享‘一带一路’建设成果，也要
把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引进来，打造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三方共
赢的合作关系。”金鑫说。

企业参与能力需加强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积极“走出
去”是推动企业实现更大发展的有效
途径，经济全球化也需要中国企业扮
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但是，众多与会
人士认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的能
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金鑫认为，中国企业应该苦练内
功，强身健体，“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
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还不是很多，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还未处于上游。
企业与国外社会组织打交道的能力还
需要增强”。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宋志平表示，中国企业应当认真思考
如何通过调整发展策略适应参与经济
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我
们企业以前是世界工厂，就是围绕着
中国生产，然后出口到全世界。现在
我们要调整，变成‘世界是中国的工
厂’。我们最近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
投资，也在非洲投资。把投资、工厂放
到国外，既维护了客户利益，又能取得

经济效益，同时促进了投资地区的经
济发展，让他们对我们不再有怀疑和
担忧。”宋志平说，“中国企业要在全球
产业链中占据有利位置，应该加大自
主创新的力度。这次中美贸易摩擦更
加凸显了这个问题。我去一些企业考
察时，发现有的企业规模很大，却没有
像样的实验室，没有对研发的投入，就
是不停地买生产线”。

复星全球合伙人、复星旅游文化
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钱建农认为，中国
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日益
复杂的国际关系挑战，要成功应对这
些挑战，中国企业应该建立合理的投
资策略，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企业要
有开放的合作心态。复星提出“中国
动力嫁接全球资源”来做全球化投
资。钱建农以自己加入复星集团后
的第一个投资项目——法国地中海
俱乐部项目为例，法国总统马克龙称
赞这个项目是中法企业合作的一个
典范。为什么马克龙高度评价复星
和地中海俱乐部之间的合作？一个
重要的原因就是复星保持了开放的
合作心态。在收购地中海俱乐部时，
法国方面担心中国股东控股后，地中
海俱乐部可能就变成一家中国公司
了。复星公司向对方解释，收购的目
的是为了让企业更好地发展，让消费
者喜欢它的服务和产品，没有理由改
变企业原有的基因。复星公司对原
有的管理团队和原有的业务模式的
尊重，打消了对方的疑虑。钱建农还
建议，中国企业应在更广的范围内展
开全球合作。这样的好处是企业可
以减少局部的、单一的地缘政治风险
影响，更好地适应并参与到多边贸易
体系中。

积极争取全球化人才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合作与竞争交

融的过程。与会人士认为，无论是全
球合作还是全球竞争，人才都是最重
要的因素，争取全球人才应是中国参
与全球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在人力资本全球化过程当中，
我们要更多地放眼全球，吸引更多的
优秀人才。近 5 年来，中国出现了留
学生回归热。但是，与美国的人才战
略相比，我们还有不足。去年，中央
下发了关于吸引外国人才的指导意
见，总的精神就是‘使用好’，不光
是要引进来，关键是企业、科研单位
能不能把他们用好。所以，在参与全
球化过程中，我们很重要的任务就是
让外来人才拥有国民待遇，享受合理
的激励报酬等，吸引他们来到中国，
留在中国。”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
院长吴江说。

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
席梁建章认为，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
中国还有很大的政策提升空间。“我们
公司现在也在做全球化业务，不光要
服务中国人，也需要把服务推广到其
他国家和地区。在推广过程中，我们
要建立地区总部，要建立营销服务中
心，就需要掌握不同语言的人才。在
招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旅游签证的
便利化、工作签证的便利化还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比如，我们希望面试一
个外国人才，只是面试，所以用旅游签
证就可以，但是他发现旅游签证的程
序比较繁琐，于是就放弃了面试，我们
也就失去了他为我们工作的机会。”

侨外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
丁颖表示，要吸引更多的全球化人才，
国家应该保持开放的人才政策，同时
应该认真研究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
才，并制定合理的人才吸引策略。“国
家应该制定不同层次的人才吸引政
策。这个政策应该是有国际化视野
的、成体系的，以解决吸引全球人才、
留下全球人才的问题。”

会议现场，与会人士就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本报记者 袁 勇摄

意大利五星运动党与北方
联盟日前公布了联合执政的“共
同施政协议”，并将相关计划提
交意大利总统。这项“共同施政
协议”的推出再次放大了意大利
新执政联盟与欧盟机构间的分
歧，并迅速引发包括法国在内欧
盟核心国及官方机构的强烈
担忧。

法国媒体指出，虽然意大
利新执政联盟已不再要求退出
欧元区，但欧盟仍担心其带有
鲜明民粹主义色彩的施政计划
将对未来欧元区的稳定与欧洲
一体化造成严重冲击。法国

《世界报》撰文指出，施政计划
中的经济、外交与移民政策都
令欧盟及核心国感到了前所未
有的压力，特别是该计划呼吁
重审欧盟条约及欧盟对银行业
的自救机制等内容更使欧盟权
威受到直接挑战，遭到多个成
员国强烈抨击，并指责“这是一
项没有理智的计划”。法国媒
体同时指出，意大利执政联盟
领袖还曾要求欧洲央行一次性
取消意大利 2500 亿欧元公共
债务并新增 1000 亿欧元开支，
虽然相关诉求并未在施政计划
中出现，但这将成为未来迫使
欧盟在协调中作出妥协的重要
筹码，并构成对欧元区稳定的
持续威胁。

法国金融分析师指出，意大
利新执政联盟的计划也迅速让
债务危机风险再度笼罩欧洲金
融市场，特别是两个带有鲜明民
粹主义色彩的政党就管理欧元
区第三大经济体达成一致后，投
资者继续逃离意大利资产，相关
主权债券也遭到大举抛售。米
兰证交所在21日开盘后迅速下
跌 2%，意大利国债违约风险利
息 也 暴 涨 40 个 百 分 点 ，达 到
170点。

法国官方迅速对意大利出
台的相关施政计划给予了强硬
表态，担心该计划中扩大支出、

质疑欧盟条款等内容将进一步
加剧欧盟内部的裂痕，加速欧
洲离心化趋势。法国经济部长
勒梅尔近期表示，意大利遵守
对欧盟的预算承诺至关重要，
如果意大利新民粹主义政府无
法履行财政承诺，欧元区的稳
定将受到威胁。勒梅尔称：“如
果新政府甘冒风险，不尊重对
债务、赤字及整顿银行业的承
诺，那么欧元区的金融稳定将
面临更大危机。”

法国经济界也对意大利施
政计划表示担忧，认为相关计
划“即使落实其中一小部分，其
对欧洲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
的”。有法国经济学家认为，此
次意大利新执政联盟共同施政
计划的推出带有鲜明的民粹主
义色彩，显示出其所代表的发
展理念与核心诉求在意大利国
内甚至欧盟内部都拥有一定影
响力，将对未来的欧洲一体化
与欧元区改革造成冲击。首
先，相关计划将使意大利财政
开支显著上升，并促使国内税
收持续下行，与欧盟现行紧缩
框架背道而驰，增大其未来在
欧洲央行债务违约的风险。其
次，意大利新执政联盟与俄关
系近期不断拉近，并曾要求欧
盟方面停止对俄制裁，将进一
步加剧欧盟外交政策分歧，增
加法、德等在欧内部协调政策
的难度。最后，意大利施政计
划及执政联盟领导人的执政思
想带有鲜明的民粹主义色彩，
五星运动党领袖马伊奥始终坚
持反对欧元的态度，对欧盟的
难民政策也持全盘否定观点，
北方联盟领袖萨尔维尼更称欧
元为“失败的货币”，希望意大
利回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
前。此外，意大利这项带有极
强象征意义的施政计划及其对
欧盟治理方式、欧元的批判态
度将增大未来欧盟边缘国效仿
的风险，特别是在德、意、波、匈
等欧洲国家民粹政党均在政坛
崭露头角的这一敏感时刻，将
冲击未来欧元区改革计划，使
欧盟进一步走向分裂。

史黛西·坎宁安：从实习生到纽交所总裁
本报驻纽约记者 朱 旌

史黛西·坎宁安认为，一个女性在任何时候都要敢于去尝试

前人未曾探索过的领域，如果她重新定义了一个女性未曾踏足

的新领域，那她将为她之后的所有人重新定义这一领域。5 月 21 日，纽约证券交易所母公
司洲际交易所集团对外宣布，现任首
席运营官史黛西·坎宁安将就任纽交
所第 67任总裁，成为纽交所 226年来
的首位女总裁。从实习生到总裁，史
黛西·坎宁安不仅创造了历史，而且还
有着令人惊叹的成长经历。

现年43岁的史黛西·坎宁安曾经
是 纽 约 证 券 交 易 所 暑 期 实 习 生 。
1994年第一次来到纽交所实习时，她
还是美国利哈伊大学工业工程专业的
学生，像其他即将毕业的学生那样，她
努力工作希望能顺利留在纽交所。虽
然华尔街的传奇人物——第一位在纽
交所取得女性席位的穆里尔·西伯特，
已经为女性进入纽交所开创了先河，
但作为女性，进入纽交所的机会还是
相对较少的。面对挑战，史黛西·坎宁

安没有选择后退。两年后，她如愿以
偿加入纽交所，成为一名负责为小部
分股票报价的交易员。

2005 年，史黛西·坎宁安离开华
尔街到一家烹饪教育学院工作，但几
经周折，最终还是回到纽交所。她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厨房当厨师
与在交易厅做交易员没有太大的不
同，因为两者都要求她同时处理多重
任务，并有效地处理错误。她认为不
同的职业体验让她学到了很多东西，
工作技能是相同的。

再次回到纽交所后，史黛西·坎宁
安凭借傲人的工作业绩，迅速在纽交
所打开局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她被提升为销售和关系管理部门主

管。2015 年，她开始担任首席运营官，
负责监管股票、股票衍生品和交易所交
易产品业务，还负责纽交所的 3 个股票
市场和两个期权市场的产品管理、销售
及战略业务。在担任首席运营官之前，
史黛西·坎宁安曾是纽交所治理服务公
司的总裁，该服务公司负责提供治理、合
规和教育解决方案。史黛西·坎宁安还
曾在纽交所担任销售与关系管理部门主
管，负责美国现金股票和期权市场的销
售团队。所有这些工作经历，都为她日
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纽
交所的女性仍然非常少见，史黛西·坎宁
安却是纽交所唯一的女性专职经纪人。

史黛西·坎宁安曾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回忆说，当她第一次到纽交所工作时，

她发现男洗手间富丽堂皇，配备有沙
发、便利设施和一名全职的卫生间服
务员，但女洗手间则是由一个旧电话
间改造的。据称，即使像这样仅有的
女洗手间，还是穆里尔·西伯特为女性
争取到的。然而，30 年过去了，女洗
手间依然还是那个样子。

史黛西·坎宁安曾经这样吐露心
声，“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能否成为交
易员，成为交易员对我来说是个机会。
因为，穆里尔·西伯特已经为女性在纽
交所任职铺平了道路。我认为重要的是
一位女性在任何时候都要敢于尝试前
人未曾探索过的领域，如果她重新定义
了女性未曾踏足的新领域，那她将为她
之后所有的人重新定义这一领域”。

2017 年 1 月份，阿德纳·弗赖德
曼出任纳斯达克 OMX 集团的首席执
行官。此次史黛西·坎宁安即将上任
纽交所总裁，意味着全球最著名的两
家证券交易所——纽交所和纳斯达克
都将由女性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