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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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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在
海南博鳌开幕。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
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BFA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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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盛会
    2010年到2012年是博鳌亚洲论坛发展中十分重要的三年，也是本届理事会共同
工作的三年。三年来，在本届理事会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博鳌亚洲论坛无论在自身发展
还是对外扩展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进步和丰硕的成果。本刊通过精彩的图片，从各个层
面上反映本届理事会在三年中取得的成绩。其中既包括了三次成功而隆重的博鳌亚洲
论坛年会，也包括了论坛在国内外举办的各种专题活动的精彩瞬间。谨以此作为对本届
理事会全体成员的衷心感谢！也是对论坛今后发展的衷心祝福！

坐落在海南省琼海市博鳌东屿岛的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  摄影 万全/人民画报

博鳌亚洲论坛第三届理事会纪念专刊

Grand Ope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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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复苏：
亚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

“Green Recovery: Asia's Realistic Choice for Sustainable Growth”
—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0 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开幕式会场  BFA 供图

博鳌亚洲论坛第三届理事会纪念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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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0年4月9日至11日，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

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大会并发表题为“携手推进亚

洲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主旨演讲。老挝、丹麦、蒙古等7国元

首和政府领导人出席年会，政、商、学、媒体界代表总数逾2000人。

与之前历届年会相比，2010年年会参会代表人数最多、企业界代表人数

最多、代表总体素质最高。根据论坛秘书处最终统计，该次参会代表总数2033

人，其中：政府代表300人，占14.8% ；企业界代表1090人，占53.6% ；媒体代表

582人，占28.6 % ；专家学者61人，占3%。

2010年年会恰逢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换届，新增选的9位理事，既有日本

前首相福田康夫、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马来西亚前总理巴达维等亚洲地区的

著名政治家，又有俄罗斯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法国前总理拉法兰、美国前财

政部长保尔森等区域外大国的前政要，日本经团联副会长、三菱商事会长佐佐

木幹夫等商界领袖也名列其中。理事会是论坛的战略决策机构，9位新理事的

加入，有力地促进了论坛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

企业界的积极参与使博鳌亚洲论坛有别于亚太经合组织等政府色彩浓厚

的国际会议，成为企业领袖们关注亚洲、交流智慧、激荡思想的首选。2010年

年会，企业界代表总数1090人，多于以往历届年会，其中包括荷兰皇家孚宝集

团董事长布鲁德斯、德勤全球首席执行官奎励杰、邦吉公司董事长魏泽博、爱

立信董事长泰斯库、菲律宾阿亚拉集团董事长阿亚拉、英国标准人寿董事长

格林斯通、瑞银投资银行全球副主席布列坦爵士、三星电子株式会社社长李润

雨、SK集团董事长崔泰源、印度默迪企业集团董事长K. K. 默迪、印尼国家银

行行长穆汀托罗等企业界领袖。由于跨国公司代表众多，论坛还专门为其组织

了“跨国公司中国区总裁圆桌会议”，邀请34家跨国公司负责人，就“绿色增长

时代的企业经营战略”展开深入探讨，反响热烈。

2010年年会，代表听会率极高，不仅开幕大会座无虚席，22场分论坛也

是场场爆满，会场气氛热烈但井然有序，体现了高规格国际会议应有的氛围。

该届年会，新兴经济体特色进一步突显。“立足亚洲、立足新兴经济体”，

是博鳌亚洲论坛区别于世界经济论坛的主要特色，成为全球新兴经济体借鉴、

交流、合作的首选平台，则是论坛近年来的侧重点。新兴经济体成为各场分论

坛讨论重点。

印度、南非部长级官员首次率团出席，“金砖四国”加大对论坛的参与力

度。论坛设置了一场题为《中国与印度：21世纪的合作》主题午餐会，就中印

合作前景展开讨论，气氛热烈、坦率，是该届年会最为成功的分论坛之一。南

非派出了由总统府部长查巴尼率领的代表团首次参会。远在南美洲的巴西也

对论坛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2010年4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在海南博鳌开幕。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时任东帝汶副总理古特雷斯、阿富汗副总统哈利利、
时任蒙古国总理巴特包勒德、时任丹麦王国首相拉斯穆森、老挝国家主席朱马利（自左至右）出席开幕式并分别发表主旨演讲。 BFA 供图

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开幕式会场  BFA 供图 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开幕式会场  BFA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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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开幕式前，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与会各国领导人集体合影留念。 BFA 供图

2010年4月9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海南博鳌会见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并新当选论坛理事长的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摄影 樊如钧/新华社

2010年4月9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和咨询委员会成员，
这是习近平与新当选论坛副理事长的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在一起。BFA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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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

“包容性发展：
   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

Inclusive Development: Common Agenda & New Challenges
—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1 2011年4月15日，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开幕式在海南省博鳌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与会的外国领导人一起步入会场。

博鳌亚洲论坛第三届理事会纪念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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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1年4月14日至16日，主题为“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

战”的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 2011年恰逢论

坛成立十周年，年会总体规格高于往年，并与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

次会晤相继举行，引起国内和国际社会巨大反响。

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了在三亚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后，

与俄罗斯、巴西、南非、韩国、西班牙、乌克兰和新西兰等7国领导人共同出席

论坛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对“包容性发展”进行详细阐述。胡主席的

主旨演讲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年会共举行约50场正式活动，数量超过往年水平。年会期间除开幕大会

和23场主题分会外，还举行了7场早餐会、5场圆桌会议以及论坛成立十周年

纪念活动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余名中外各国嘉宾积极参与各场

活动，围绕“包容性发展”各抒己见，形成许多共识。

本次论坛年会受到各国媒体的热切关注，800余名中外记者在现场对年

会进行全面报道。境内媒体报道量达近3万条，境外主流媒体也对年会成果予

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胡主席在年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推动共同发展　共建和谐亚洲》的重

要演讲，通过对亚洲精神的高度概括和对亚洲及世界未来发展的五项建议，对

“包容性发展”重要理念进行全面深入的阐述，提出了关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

序的主张，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外引起热烈反响。

从本次年会开始，新兴经济体合作正式成为论坛驱动力和目标。近年来，

论坛在大力推动亚洲区域合作进程的同时，随着自身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将促进全球新兴经济体合作作为新的切入点，积极开展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

交流。2011年论坛年会与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结合举行，中、俄、巴、南

非等新兴经济体国家领导人出席论坛年会，充分肯定了论坛在加强新兴经济

体之间合作的作用，也为论坛今后巩固在亚洲的基础，扩大在世界其他地区的

影响打下了坚实基础。2011年年会有关讨论和交流活动，为新兴经济体之间

深化各个领域的合作开辟了新的空间，论坛本身也成为新兴经济体进行交流

合作的重要平台。 

2011年4月15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
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推动共同发展 共建和谐亚洲》的主旨演讲。

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2011年4月15日，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福田康夫在年会开幕式上致辞。

2011年4月15日，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巴西总统罗塞芙、南非总统祖马、
时任韩国总理金滉植、时任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乌克兰总理阿扎罗夫（自左至
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开幕式并分别发表主旨演讲。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2011年4月15日，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开幕式在海南省博鳌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开幕式结束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与会的外国领导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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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15日， 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开幕式前， 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出席论坛开幕式的外国领导人和论坛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合影。

2011年4月14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海南省会见前来出席
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的论坛理事会和咨询委员会成员。

2011年4月15日， 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开幕式前， 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和夫人刘永清同出席论坛开幕式的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亲切交谈。

2011年4月14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海南省会见前来出席
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的论坛理事会和咨询委员会成员。

2011年4月15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海南省博鳌国际会议中心会见
前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的代表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18

博鳌亚洲论坛第三届理事会纪念专刊

19

“变革世界中的亚洲：
  迈向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

“Asia in the Changing World: Moving Toward Sound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2 2012年4月2日，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在海南省博鳌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摄影 段崴/人民画报

博鳌亚洲论坛第三届理事会纪念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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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理念，阐述了中国政府积极推动立足内生增长、秉

承开放包容、实现互利共赢、促进团结和谐、坚持和平发展五点重要主张。突

出强调开放的发展、开放的包容、开放的合作，清晰地表达了中国对于亚洲乃

至世界能够继续保持开放的期待，也清晰地表明了中国将继续并进一步扩大

开放的政策取向和坚定决心。

2012年年会共设置45场正式活动，除开幕大会和22场分论坛外，还设置2

场名人对话、2场电视辩论、9场圆桌会议、4场主题早餐会、3场主题午餐会和

2场主题晚餐会。根据不同议题，采取多样化的会议形式，尽量满足各界嘉宾、

代表的需求。来自39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中外嘉宾和代表积极参与各场

活动，围绕大会主题和各议题各抒己见，在诸多领域和热点问题上进入深入探

讨和交流，产生了许多有益的观点和思想，为亚洲和全球化经济发展提出了积

极的思路。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参加年会的企业界代表占全体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二，他们中既有在各产

业、各行业举足轻重的知名跨国大企业，也有许多已经进军国际市场的中小企

业，还有“企业家之家”之称的各国商会组织。日本遭遇2011年“3·11”三重

灾难冲击，但企业界仍派出50多位重量级企业家踊跃与会。印度、东盟等周边

经济体，也派出部长级官员和众多大企业与会。2012年年会的代表性和地域

分布，较往年又取得新的进展。

700余名中外记者在现场对年会进行全面报道。据不完全统计，主流媒体

在2012年3月22日至4月8日发布约12450条报道，其中电视新闻212条，报刊新

闻1894条，网络新闻11558条。同期非主流媒体发布信息超过25000条，其中新

闻近18000条，网络消息7000多条。

年会期间各方围绕年会主题展开热烈交流，认为企业和社会是健康和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论坛年会代表的主体是企业家，他们是各场分会最积极

的参与群体。在宏观经济政策、贸易投资自由化、区域贸易投资合作、科技创

新以及教育、医疗、妇女、社会福利等分会上，他们和其他与会代表进行了活

跃而深入地思想交流与碰撞，产生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火花，也产生了

许多值得政策制定者深入思考的深邃的观点。例如，IT行业领军人物就方兴

未艾的云计算产业提出无云不成气候的前瞻性观点。中国民营企业家们提出

如果降低准入门槛，他们最想进入的三大领域分别是教育、医疗、旅游。国际

金融领袖针对南南开发银行，提出多种模式与实施路径。

2
012年4月1日至3日，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本

次年会主题是“变革世界中的亚洲：迈向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与意大利总理、哈萨克斯坦总

理、巴基斯坦总理、伊朗副总统、泰国副总理和越南副总理等7国领

导人共同出席。李克强副总理在主旨演讲中提出了建设开放、团结、和平、和

谐亚洲的明确主张，表达了中国与亚洲各国一道，共同推动亚洲健康与可持续

发展的愿望，受到国内外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

李克强副总理在年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凝聚共识   促进亚洲健康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演讲，高度评价了2012年年会主题的重要意义，深刻阐述了中

2012年4月2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开幕式，
并作了题为《凝聚共识  促进亚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主旨演讲。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2012年4月2日，时任意大利总理蒙蒂、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时任巴基斯坦总理吉拉尼（自左至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开幕式并分别发表主旨演讲。 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2012年4月2日，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在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开幕式上和时任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交谈。 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2012年4月15日，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开幕式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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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会首次设立主题为“东盟自由贸易区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东

盟专题分会，就东盟自贸区建设及东盟经济体发展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因第

20届东盟领导人峰会于2012年4月3日举行，东盟分会备受关注。

马来西亚前总理巴达维表示，中国—东盟自贸区运行至今没有遇到任何

障碍，双方在许多问题上都有着一致看法和目标。中国—东盟自贸区加强了双

方的合作，促进了经济发展，正加速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和东盟需

要实现共同发展。他对亚洲未来成为一个统一的市场表示乐观。

越南副总理黄忠海表示，东盟正朝着2015年建成基于政治安全、经济和

社会文化三个支柱的东盟共同体的目标推进。东盟在建设经济共同体过程中

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挑战，这也正是东盟必须不断扩展和加深区域经济一体

化的原因所在。东盟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这些挑战，缩小彼此间的分歧和

差距。

印尼驻华大使易幕龙感谢论坛给予东盟这样一个广阔的平台，向世界展

示一个真实的东盟，让世界了解东盟在亚太区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东盟分会主题与2012年4月3日举行的第20届东盟领导人峰会主要议题

不谋而合，既显示了论坛设立议题的前瞻性，也是论坛为直接推动多层次、多

形式、多领域务实经济合作的新尝试、新努力。论坛将在理事会指导下，进一

步加强这方面的努力，更好地为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服务。

本次年会的小众会议效果良好。为使每个与会群体都能有针对性地参加

活动，论坛秘书处根据嘉宾构成作了细化，在传统的小众会议，如“青年领袖

圆桌会议”、“民营企业家圆桌会议”、“跨国公司中国区总裁圆桌会议”、“两岸

企业家圆桌会议”、“华商圆桌会议”等的基础上，新增了“跨国公司CEO脑力

激荡”会议、“制造业圆桌会议”、“媒体领袖圆桌会议”和“全球化VS去全球化”

会议，增加了对嘉宾的吸引力。小范围会议达到13场，约占正式活动的三分之

一。百事公司董事长兼CEO卢英德在参加完由25位全球大企业家出席的、长达

2个小时的闭门会议后表示，这种小范围会议可就相互关心的问题深入沟通，

在这方面博鳌亚洲论坛比达沃斯做得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论坛以灵活务

实的方式更加直接地为促进地区经济合作服务的特点。 

2012年4月2日上午， 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开幕式前， 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同前来出席开幕式的外国领导人和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合影。摄影：万全/人民画报

2012年4月1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海南
省博鳌国际会议中心会见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
年会的嘉宾并与他们合影留念。摄影：万全/人民画报

2012年3月31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海南省博鳌与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的论坛理事会和咨询委员会成员集体会见并座谈。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博鳌亚洲论坛

海南省博鳌金海岸大酒店，画面左侧为博鳌亚洲论坛的创会会址。2001年2月27日，博鳌亚洲论坛在这里宣告成立。摄影 黄一鸣
博鳌亚洲论坛第三届理事会纪念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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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鳌亚洲论坛（英文名称为Boao Forum For Asia，缩写为BFA）

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性、定期、定址的国际组织。

论坛由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及日

本前首相细川护熙于1998年倡议，并于2001年2月27日正式

宣告成立。中国海南博鳌为论坛总部的永久所在地，从2002年开始，论坛每

年定期在这里召开年会。

论坛得到亚洲各国普遍支持，赢得世界广泛关注。论坛目前已成为亚洲

以及其他大洲有关国家政府、工商界和学术界领袖就亚洲以及全球重要事务

进行对话的高层次平台。论坛致力于通过区域经济的进一步整合，推进亚洲

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论坛的宗旨是立足亚洲，促进和深化本地区内和本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

间的经济交流、协调与合作。为政府、企业及专家学者等提供一个共商经济、

社会、环境及其他相关问题的高层对话平台。

会员大会为论坛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年举行一次。通过与政界、商界及

学术界建立的工作网络，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以来一直为会员与会员之间、会

员与非会员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合作提供服务。博鳌亚洲论坛会员分为荣

誉会员、发起会员、钻石会员、白金会员和普通会员5种类型，不同的会员类

型享受不同的权益。目前论坛共有来自多个国家、代表不同行业的各类会员

191个。

自2010年以来，各类会员企业呈不断增长趋势。与此同时，论坛进一步

提升了对会员的服务：加强了信息资讯的提供，每月初向会员发出中英文的

“博鳌电子通讯”，发布最新的论坛动态、政经新闻和会员动态；每周提供中

英文的“亚洲经济周报”；每季度提供中英文双语版的论坛官方杂志《博鳌观

察》；论坛研究院不定期向会员提供相关研究报告；论坛秘书处还与重要媒

体合作，不定期提供高端刊物。此外，结合会员需求，论坛定期举办形式多样

的会员俱乐部活动，让会员了解相关经济动态和产业政策，也让会员有更多

的机会进行沟通和交流。 

2010年9月8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组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执行委员会主任俞正声在上海会见前来参加上海世博会荣誉日活动的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成员。BFA 供图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及会员大会
BFA Board of Directors, Advisory Committee, and Members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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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 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 摄影 段崴/人民画报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原中国驻美国大使周文重。 摄影 段崴/人民画报

2012年3月31日，博鳌亚洲论坛会员大会在博鳌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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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理事、新加坡国务资政、
金融管理局主席吴作栋。 BFA 供图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马来西亚
前总理巴达维。 BFA 供图

2012年3月31日，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会议在博鳌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2012年3月31日，博鳌亚洲论坛咨询委员会会议在博鳌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摄影 万全/人民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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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  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利丰集团主席冯国经。 BFA 供图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阿尔马迪。 BFA 供图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 BFA 供图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SK株式会社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崔泰源。 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博鳌亚洲论坛理事 阿米特·密特拉  BFA 供图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 三菱商事高级顾问佐佐木幹夫。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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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31日，博鳌亚洲论坛会员大会在
博鳌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摄影 段崴/人民画报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爱立信公司董事长雷夫·约翰森。 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 俄罗斯工商会主席卡特林·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 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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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鳌观察》创办于2012年7月，由博鳌亚洲论坛与贵阳日报传

媒集团联合主办，是高端经济评论类杂志，亦是博鳌亚洲

论坛唯一公开出版期刊。《博鳌观察》以英、中双语，在亚

太地区及相关经济体发行。

《博鳌观察》诞生于亚洲，成长于一个开放而多元的时代。依托博鳌亚洲

论坛的深厚资源，《博鳌观察》与全球智库、院校、政商机构、国际组织建立合

作，共同熔铸有影响的国际视野和亚洲声音。

从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乃至更广泛层面的社会发展，每一份有价值的思

考，均属《博鳌观察》的关注范围。以全球视野促进亚洲合作，分享思想，推动包

容与理解，助力亚太以至更广泛区域的交流与发展，是《博鳌观察》的使命。

《博鳌观察》拥有专业的国际采编团队，着力在全球范围搭建一流的作者

网络。特邀撰稿人涵盖政要、商业领袖、外交官、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知

名记者。通过他们的声音，《博鳌观察》期待成为全球舆论阵营中，富有思想光

泽的媒体平台。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意大利前总理蒙蒂、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美国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欧洲

央行执委阿斯姆森、以色列央行行长费舍尔以及著名经济学家蒙代尔、菲尔普

斯、厉以宁、李稻葵、陈志武等，均为《博鳌观察》提供过重要稿件。

2012年10月，博鳌观察网站(www.boaoreview.com)开通，移动媒体亦同

步上线，有效提升了《博鳌观察》的影响力。自发行以来，《博鳌观察》受到各界

人士广泛关注，在政商届获得良好反响。 

博鳌研究院和《博鳌观察》
BFA Research Institute and Boao Review

博
鳌亚洲论坛研究院成立于2001年，是论坛的重要智力支持机

构。研究院的主要职能包括：在对世界经济研究分析基础上，

提出年会主题和议题；组织起草并发表与论坛业务相关的经

济预测，及时提供与区域内重大发展有关的第一手信息，并讨

论研究该区域内及其同主要合作伙伴之间与经济、贸易、商业和财政有关的重

大课题；负责为论坛年会、研讨会及其他专题会议提供智力资源；为会员和其

他合作方提供人力资源培训；负责建立亚洲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工作网络及

信息交流中心。

研究院已建立起高层次的亚洲域内外经济问题研究专家网络，吸引了国

际著名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

研究院每年出版三份年度研究报告：《新兴经济体发展年度报告》、《亚洲

经济一体化进程年度报告》和《亚洲经济体竞争力年度报告》。此外，研究院每

周出版《亚洲经济周报》，为会员和相关合作伙伴提供最新的亚洲域内外的经

济信息作为参考。

研究院院长由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兼任，姚望博士任执行院长，杨希雨任

执行副院长，洪斌、王东任副院长。 

2012年6月27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在《博鳌观察》创刊招待会上致辞。 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博鳌观察》首届理事会成员。  BFA 供图

2012年6月27日，博鳌观察创刊招待会在北京举行。 BFA 供图



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坐落在海南省琼海市博鳌东屿岛的博鳌亚洲论坛大酒店。摄影 黄一鸣

亚洲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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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9日，博鳌亚洲论坛前任理事长、
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 BFA 供图

2010年4月11日，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举行“电视论坛：在博鳌看世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时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与上海世博会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周汉民在论坛中对话。 BFA 供图

2010年4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举行“贸易保护主义：全球经济脆弱复苏的现实威胁”主题午餐会。新加坡国务资政、金融管理局主席吴作栋与中国商务副部长易小准参加主题讨论。 BFA 供图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峰（左）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0年年会的分论坛上和与会嘉宾交谈。 BFA 供图

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分论坛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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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11日，邦吉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泽博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0年年会举行的“公司治理：危机的教训”分论坛。 BFA 供图

2010年4月10日，菲律宾阿亚拉（Ayala）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阿亚拉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举行的“未雨绸缪：企业的
反周期战略”分论坛并作主题发言。 BFA 供图

2010年4月10日，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参加
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举行的“后危机时代的企业
经营环境”分论坛。 BFA 供图

2010年4月10日，沃尔沃集团高级副总裁潘伟博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举行的“海外并购：
现实与目标的差距”分论坛参加讨论。 BFA 供图

2010年4月10日，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
举行的“消费：亚洲经济的软肋”分论坛中与嘉宾展开讨论。 BFA 供图

2010年4月10日，原高盛大中华区主席、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在
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举行的分论坛上。 BFA 供图

2010年4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举行“海外并购：现实与目标
的差距”分论坛。CNBC亚太电视台新闻主持人宋马丁主持会议，沙特基础
工业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穆罕默德·阿尔马迪、澳大利亚FMG集团
执行董事史贵祥、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熊维平、安佰深亚洲区非行政主席
麦博格、沃尔沃集团高级副总裁潘伟博参加论坛讨论。 BFA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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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与施耐德电气首席执行官Jean Pascal Tricoire（左）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G20：处于十字路口”分论坛。 BFA 供图

2011年4月15日，安佰深全球CEO贺马汀(左)、全球私募股权联盟副主席斯蒂夫·霍华德（右）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私募股权与创投资本：成长的烦恼”分论坛。 BFA 供图

2011年4月16日，澳新银行新南威尔士州和首都地区主席史伟立（左）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
年会“美欧金融监管法案：解读与启示”分论坛上展示“金融危机调查报告”。 BFA 供图

2011年4月15日，时任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中）、中国常住世贸组织大使易小准（左一）、印度商工部长夏尔玛（左二）、南非贸工部长戴维斯（右二）、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傅强恩（右一）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中国融入世界：分享共赢的十年”分论坛。 BFA 供图

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分论坛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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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15日，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大学校长对话企业领袖：人才培养模式的再思考”分论坛结束后，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刘川生、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中国
国际交流协会会长章新胜、美国杜克大学校长布罗德海德、美中合作发展委员会执行主席李建生、丹佛斯首席运营官方行健、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陈繁昌（自左至右）在一起合影留念。 BFA 供图

2011年4月15日，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左二）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政策解读：十二五规划”分论坛。 BFA 供图

2011年4月16日，克罗地亚前总统梅西奇（左）、东盟秘书长素林（中）、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右）
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主题午餐会：2011世界经济展望”。 BFA 供图

2011年4月15日，马来西亚前总理巴达维与巴西Bradesco银行首席经济学家Octavio de BARROS在
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中等收入陷阱”的亚洲式规避分论坛上交谈。 BFA 供图

2011年4月15日，美国前商务部长、花旗集团副主席古铁雷斯在博鳌
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全球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分论坛。 BFA 供图

2011年4月16日，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1年年会“持续调控下的房地产业创新”分论坛发言。 BFA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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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2日，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变革世界中的亚洲 – 迈向健康与可持续发展》主题晚餐会。 摄影 段崴／人民画报

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分论坛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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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2日，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收入分配与经济转型”分论坛。 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2012年4月2日，美国芝加哥市前市长戴利在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亚洲城市的未来”分论坛上发言。摄影 董芳／人民画报 

2012年4月3日，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博鳌观点汇：教育的真谛与症结”分论坛。 摄影 董芳／人民画报

2012年4月2日，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2年年会“对话保尔森”分论坛。 摄影 段崴／人民画报

2012年4月3日，时任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2年年会“对话佐立克”分论坛。 摄影 段崴／人民画报

2012年4月3日，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媒体领袖圆桌会议：亚洲社交媒体的未来之路”分论坛。 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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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中国区总裁圆桌会议
China CEO Roundtable

2011年4月14日，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跨国公司中国区总裁圆桌会议：跨国公司成长战略中的中国因素”分论坛。 BFA 供图

2011年4月14日，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跨国公司中国区总裁圆桌会议：跨国公司成长战略中的中国因素”分论坛。 BFA 供图

2011年4月14日，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跨国公司中国区总裁圆桌会议：跨国公司成长战略中的中国因素”分论坛。 BFA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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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家圆桌会议
Private Sector Roundtable

2012年4月1日，华旗资讯集
团总裁冯军在博鳌亚洲论
坛2012年年会“民营企业家
圆桌会议”分论坛上发言。
摄影 董芳／人民画报

2011年4月14日，博鳌
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
“民营企业家圆桌会
议”分论坛。 BFA 供图

2012年4月1日，时任河南省省长郭庚茂（左）与中华民营企业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出席
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民营企业家圆桌会议”分论坛。 摄影 董芳／人民画报

2011年4月16日，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民营企业的全球化挑战”分论坛。 BFA 供图 2011年4月14日，中华民营企业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主持“民营企业家圆桌会议”分论坛。 BFA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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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领袖圆桌会议
Young Leaders Roundtable

2012年4月1日，与会代表在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 “青年领袖圆桌
会议：定义幸福与幸福社会”分论坛上发言。 摄影 段崴／人民画报

2011年4月14日，与会代表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青年领袖圆桌
会议：诠释增长－公平、协调、和谐、共享”分论坛上发言。 BFA 供图

2010年4月9日，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芮成钢主持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青年领袖圆桌会议。 BFA 供图 2011年4月14日，与会代表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青年领袖圆桌
会议：诠释增长－公平、协调、和谐、共享”分论坛上发言。 BFA 供图

2012年4月1日，姚明在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青年领袖圆桌会议：定义幸福与幸福社会”分论坛上参与讨论。 摄影 段崴／人民画报 2012年4月1日，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青年领袖圆桌会议：定义幸福与幸福社会”分论坛会场。 摄影 段崴／人民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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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华商圆桌会议
BFA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Roundtable

2012年4月3日，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李海峰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
会 “华商圆桌会议：可持续发展与华商贡献”分论坛。 摄影 董芳／人民画报

2012年4月3日，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主持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
“华商圆桌会议：可持续发展与华商贡献”分论坛。 摄影 董芳／人民画报

2011年4月14日，亚洲金融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执行董事陈友庆（左）、印尼力宝集团董事长
李文正（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华商圆桌会议：华商与亚洲经济发展”分论坛。 BFA 供图 2012年4月3日，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华商圆桌会议：

可持续发展与华商贡献”分论坛会场。 摄影 董芳／人民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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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两岸企业家圆桌会议
BFA Cross-Straits Business Roundtable

2012年4月3日，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右）和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钱复（左）共同主持博鳌亚洲论坛
2012年年会“两岸企业家圆桌会议：共创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两岸经济合作新前景”分论坛。 摄影 董芳／人民画报

2011年4月16日，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两岸企业家圆桌
会议：签订ECFA后的企业合作前景”分论坛会场。 BFA 供图

2012年4月3日，中远集团董事长魏家福（中）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两岸企业家圆桌会议：共创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两岸经济合作新前景”分论坛。 摄影 董芳／人民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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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女性对话
Women Leaders’Dialogue

2011年4月14日，北京大学教授袁
明（左）和人民搜索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邓亚萍（右）出席博鳌
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女性：被低
估的领导力”分论坛。 BFA 供图

2012年4月3日，博鳌亚洲论坛
2012年年会“博鳌女性对话：
通往成功路上的障碍”分论坛
会场。 摄影 董芳／人民画报

2012年4月3日，法国前第一夫人Cecilia Attias、玖龙纸业（控股）董事长张茵、大都会人寿全球副总裁Susan Greenwell、博裕资本董事长
马雪征（自左至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博鳌女性对话：通往成功路上的障碍”分论坛。 摄影 董芳／人民画报

2012年4月3日，国际森林研究中心主任Frances Seymour
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博鳌女性对话：通往成功
路上的障碍”分论坛会场。 摄影 董芳／人民画报

2011年4月14日，北京大学教授袁明参加博鳌亚洲论坛
2011年年会“女性：被低估的领导力”分论坛。 BFA 供图



全球视野
法国财政部会议中心，2011年11月23日，第三届博鳌亚洲论坛国际资本会议在这里开幕。  摄影 陈建／人民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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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能源、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会议
BFA Energy, Resources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ference

2
011年7月11日至12日，博鳌亚洲论坛能源、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会议

在澳大利亚西澳州首府珀斯召开。会议开幕式由论坛秘书长周文重

主持，西澳大利亚州州长Colin Barnett、博鳌论坛理事长福田康夫、

时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陆克文、澳大利亚FMG首席执行官弗里斯特

和中海油总经理助理王家祥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此次是博鳌亚洲论坛首次在澳大利亚召开论坛专题会议，也是继2004年

伊朗能源会议后，再次在中国以外举行能源类的论坛。福田康夫理事长表示，

长期以来，能源、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都是亚洲最关心的问题。在当前复杂的世

界经济环境下，这些问题尤为突出。虽然全球经济开始复苏，但发达国家增长

缓慢，新兴市场需求疲软，原产品价格无法预期，以及来自主权债务、贸易保

护主义等种种问题仍未减少。亚洲国家需要改革增长模式，此次珀斯会议也因

此具有重要意义。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包括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曾培炎、中国国家能

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埃默森、澳大利亚

前总督Michael Jeffery、新日铁株式会社会长三村明夫、印度工商联合会秘书

长库马尔、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陈育明、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李剑阁、中

远集团总裁魏家福、首钢集团总经理王青海、马来西亚核能总干事Muhamad 

Lebai Juri、澳柒控股执行董事兼ACE首席执行官施来恩在内的来自亚洲及其

他地区共400多名代表和媒体人士围绕亚洲能源合作、亚洲经济转型与资源

需求、全球能源供给、全球新技术、新规划与全球钢铁工业发展、核能的未来、

澳大利亚的基础设施、澳大利亚投资、低碳经济的技术与创新、中澳合作、资

源价格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2011年7月11日，时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陆克文出席博鳌亚洲论坛能源、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致辞。 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2011年7月11日，博鳌亚洲论坛能源、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会议在澳大利亚州西澳州首府珀斯开幕。 西澳大利亚州州长Colin Barnett（左三）、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福田康夫（左二）、副理事长曾培炎（右二）、时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陆克文（右一）、出席开幕式。 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2011年7月11日至12日，博鳌亚洲论坛能源、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会议在澳大利亚州西澳州首府珀斯召开。 摄影 段崴／人民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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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年11月5日，博鳌亚洲论坛在青岛举行国际能源资源圆桌会议。

来自世界主要能源供需方和国际组织的50余名政府官员、企业领

袖、专家学者以及部分受邀嘉宾齐聚青岛，就国际能源资源领域的

重大问题进行探讨。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主持了开幕式。美国总统前经济顾问拉特里

奇、澳大利亚前副总理马克.维尔和中国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张国宝发表了主旨演讲。

此次圆桌会议着重对世界经济和全球能源资源市场作中长期展望，目标

是通过宏观层次的讨论，使资源能源领域供需双方更清晰地判断和把握全球

经济和资源能源市场的中长期趋势。通过来自主要能源供需方和国际组织的

政府官员、企业领袖、专家学者的坦诚交流，推动供需双方形成共识，在博鳌

亚洲论坛框架内建立对话平台和机制，共同致力于维护全球资源能源市场的

稳定健康发展。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能源资源青岛圆桌会议
BFA Global Energy & Resources Roundtable(Qingdao)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能源资源（青岛）圆桌会议会场。 BFA 供图

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国际能源资源（青岛）
圆桌会议与会代表合影   BFA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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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年11月22日至24日，博鳌亚洲论坛国际资本会议在法国巴黎

举行。

会议就全球经济形势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国际货币体系改

革、银行业监管、跨国并购等进行广泛、深入地讨论。论坛副理事

长、中方首席代表曾培炎就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结构性改革发表主旨演讲。

中方代表指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单一主权货币

为中心的全球储备货币结构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经济多元发展格局不适应，

美元作为主权货币的国内政策功能与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所应承担的国际责

任和义务不适应，现行金融监管体系与跨国金融交易日益频繁、金融创新层出

不穷的形势不适应。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符合全球各个国家和经济体的共同利

益，任务十分紧迫。

中方代表认为，各方应在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方面凝聚四点基本共

识：第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以解决世界经济中深层次

不平衡。第二，改革应当体现包容性，必须综合考虑和均衡兼顾不同利益诉求，

特别是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和要求。第三，坚持循序渐进

的原则，不排除一些地区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和需要，采取区域性的货币机制

和安排。第四，推进改革与保持经济增长并行不悖，各经济体要兼顾经济的周

期性变化和长远的结构性调整，保持经济稳定发展。

中方代表建议：发挥G20在推进改革中的主导作用，充分依靠峰会机制，

推动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设计出公正合理、切实可行的改革路线图，可考虑

在G20框架下成立一个有代表性的咨询研究团队开展此项工作。国际储备货

币发行国应实施负责任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保持币值相对稳定，合理控制

流动性总量，防止产生负面的外溢效应。

此次会议是博鳌亚洲论坛举行的第三届国际资本会议，也是2011年G20

峰会后在法国举行的又一重要活动。来自欧洲、亚洲和新兴经济体的400余名

代表围绕“合作、创新与发展”主题展开热烈讨论，会议达成了广泛共识，取得

圆满成功。法国总统萨科齐为与会代表举行了欢迎招待会并发表演讲。会议受

到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合作、创新、发展
—第三届博鳌亚洲论坛国际资本会议
“Global Meets Local: Cooperation,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nference 2011 当地时间2011年11月22日，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在爱丽舍宫为第三届博鳌亚洲

论坛国际资本会议举行欢迎招待会并发表讲话。 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右）和法国财政与产业部部长巴鲁安
出席第三届博鳌亚洲论坛国际资本会议开幕式。 摄影 陈建／人民画报

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在分论坛上发言。 摄影 陈建／人民画报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
在分论坛上发言。 摄影 陈建／人民画报

与会嘉宾在分论坛上发言。 摄影 陈建／人民画报

当地时间2011年11月22日，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福田康夫、副理事长曾培炎出席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
在爱丽舍宫为第三届博鳌亚洲论坛国际资本会议举行的欢迎招待会。 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博鳌亚洲论坛第三届理事会纪念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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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年11月26日，博鳌亚洲论坛和印度工商联合会在有印度“金融

首都”之称的孟买举行亚洲金融合作会议。会议以“开放的亚洲、

开放的金融”为主题，500多位银行、保险和金融业界以及政府官

员、监管机构和企业负责人出席大会。开幕式上，博鳌亚洲论坛理

事长福田康夫发表了致词。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曾培炎在主旨演讲中，就加强亚

洲金融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增进亚洲货币合作。东亚各国应当进一步提高

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实际可操作性，增强经济监测、危机救助和预防的能力。条

件成熟时，可考虑建立覆盖更加广泛的亚洲货币合作机制。二是多渠道融资支

持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发挥亚洲开发银行在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重要

作用。同时，研究建立双边或多边的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或者其他形式的投融

资机构，重点投向能源、交通、电信、市政建设等领域。三是进一步完善亚洲资

本市场。特别是发展直接融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完

善跨境金融交易和清算机制，加强金融监管合作，促进亚洲资本市场的互联互

通。筹划建立地区评级机构，为资本市场提供金融服务。四是扩大亚洲国家本

币在区域内的使用。亚洲各国政府应通过政策层面的支持，更多签署双边本币

互换协议和一般贸易本币结算协定，扩大货币互换规模，鼓励金融机构为本币

结算提供便利和服务。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围绕全球经济展望，亚洲金融的开放、创

新与监管，资本市场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中的作用，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的

蓝图与规划，汇率波动与货币互换，自贸区建设与亚洲经济一体化，能源、资

源、金融的良性互动，亚洲中小企业的融资策略等话题展开讨论。

正在印度访问的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受邀出席闭幕式并发表讲话。

张平代表中国国家发改委对此次会议的圆满召开表示祝贺，并应会议秘书处

的要求，向出席闭幕式的来宾简要介绍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未来展望。

这是博鳌亚洲论坛首次在印度召开会议。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亚洲已成

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亚洲在涉及全球经济治理、国际货币体系

改革等问题上的影响力与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并

不相称。亚洲应在重大机制和规则制定上发出更多声音，构建安全高效的区域

金融和贸易体系，共同应对复杂的外部风险和冲击。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在闭幕致词中表示，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正处

在过渡和变革的历史时期，而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给这个过渡期带

来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在这种形势下，加强亚洲区域内外的金融合作就

显得尤为重要。博鳌亚洲论坛也将继续秉持其成立以来的一贯宗旨，积极推动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为亚洲各经济体实现共同发展做出贡献。 

开放的亚洲 开放的金融
—亚洲金融合作会议
Asian Financial Cooperation Conference

当地时间 2012年11月26日，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福田康夫、副理事长曾培炎、秘书长周文重、印度政府原电力部长、印度能源、环境与水资源委员会主席
普拉布（右二）、印度工商联合会总干事普拉萨德（左二）、印度工商联合会副会长比拉（右一）等出席亚洲金融合作会议开幕式。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当地时间2012年11月27日，时任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出席
博鳌亚洲论坛亚洲金融合作会议闭幕式并发表讲话。 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亚洲金融合作会议会场。 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2012年11月26日，中国投资公司监事长金力群在亚洲金融合作会议“开放、
创新、监管－金融业德亚洲式平衡”分论坛上发言。 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2012年11月26日，印度GVK副董事长Sanjay Reddy在亚洲金融合作会议分论坛上发言。 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与会嘉宾在亚洲金融合作会议闭幕式上致辞。 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印度政府原电力部长、印度能源、环境与水资源委员会主席普拉布
在亚洲金融合作会议开幕式上致辞。 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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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年7月5日至6日，应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日本前首相福田康

夫邀请，博鳌亚洲论坛中日企业家交流会在日本横滨洲际大酒店

举行。论坛副理事长、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率中国企业家代

表团出席交流会并致辞。中日两国近60位企业界人士参加。

中日企业家围绕“新形势下推动中日经贸转型升级”这一主题，就“中日

贸易投资关系现状与展望”、“亚洲经济一体化与中日企业家的作用”、“中日资

源能源与创新合作”和“企业并购——双赢的选择”4个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充分地交换了意见。会议取得以下四点重要共识：

第一，大家在讨论中都强调，中日两国的企业家应该继续成为中日友好

的桥梁和纽带，中日企业界有责任共同为下一代构筑和平友好、互惠互利的合

作关系。

第二，在全球经济增长仍然乏力，不确定性增多的情况下，中日两国作为

全球经济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应该努力加强互利合作，整合双方的优势，进

一步扩大双边贸易投资规模，进一步拓展全方位经济合作。这不仅有利于两国

企业共克时艰，而且对于稳定地区和全球经济也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展望中日经贸关系，大家都认为，有些重要领域亟待双方尽早开

展实质性合作，即使在那些双方已经有了多年很好合作的领域，也还存在许

多急需发展的空间和改进余地。大家具体梳理了双方应该重点加强的五大合

作领域：

一是开拓双方在包括金融、保险、证券等行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领域的

合作。抓住中日货币直接交易机遇，促进双方投资贸易和资本市场的合作。中

日加强财政金融合作，有利于两国储备货币多元化，推进东亚金融合作，也有

利于形成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

二是共同努力发展绿色经济。中日两国同为能源消耗大国，双方应该在

包括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开发和推广新能源汽车、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等各方

面展开全面合作。

三是两国都是能源进口大国，均面临严峻的能源供应挑战。两国应该加

强双方政府和企业界之间各个层面的合作，携手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和市场公

平，改变国际能源市场上“亚洲溢价”的不公平状况。

四是发挥日本的科技开发优势和中国的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源优势，进一

步加强和深化双方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一体化合作。

五是中日同为自然灾害多发国，两国应该从政府以及民间、市场以及技

术等各个层面，加强应对地震灾害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的合作，分享抗灾救灾等

方面的技术与经验。

第四，中日两国企业家们还指出，在跨国产业链已经遍布全球，全球性产

业结构重组方兴未艾的潮流中，仅仅强调双边贸易平衡、仅仅注重双边经贸合

作，已经不合时宜。两国企业家都强调，要把加强中日经贸合作，放到地区和

跨地区这个更大的框架中来考虑。为此，两国应该在积极推进中日双边FTA

谈判的同时，携手引领中日韩FTA进、“10+3”、“10+6”、乃至FTAAP（亚太地

区自由贸易协定）等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推动亚洲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中日企业家交流会是论坛首次在日本举行的此类会议，论坛将本着促进

本地区区域合作的宗旨，继续为区内外国家加强双边合作提供平台。 

“新形势下推动中日经贸转型升级”
—博鳌亚洲论坛中日企业家交流会
Transform and Upgrade Sino-Japanese Trade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Boao Forum for Asia China-Japan Business Forum

2012年7月5日，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福田康夫出席在日本横滨举行
的中日企业家交流会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会长宫原耕治在中日企业家交流会上发言。 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董事长魏家福在中日企业家交流会上发言。 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2012年7月5日，出席中日企业家交流会的嘉宾合影。 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76

博鳌亚洲论坛第三届理事会纪念专刊

77

中美企业家对话会
US China CEOs Dialogue 2012

2
012年6月26日，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邀请，博鳌亚洲论坛在北

京举办第三次中美企业家对话活动。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和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睿博联合主持对话。

周文重秘书长表示：“作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渠道之一，两

国企业家之间的交流，尤其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界领袖之间的坦诚对话，正

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博鳌亚洲论坛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过去两年举

办的对话，就中美贸易和投资关系的方方面面，从宏观和微观层次进行了深入

探讨。对话的成果和建议，通过不同渠道传达给两国决策部门，一定程度上推

动了经贸关系朝向更为积极和健康的方向发展。此次举办第三次对话，双边经

贸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情况。希望通过此次对话，进一步加深两国

企业界的相互了解，并与政府决策形成良性互动。”

麦睿博主席表示：“美中企业界的沟通是促进双边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

重要渠道。博鳌亚洲论坛与周文重秘书长此次成功地邀请了一批代表不同领

域的国有企业负责人与民营企业家，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董事会成员就

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主要问题分享了观点。交流有效地增进了两国企

业界的相互了解，进一步确定了我们将向美中两国政府提出的关注重点。我们

期待着下一次企业家对话的举行。”

本次活动邀请近20名中美各行业知名企业的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出席，

并就中美经济前景、中美投资环境变化、如何推动消除投资壁垒、美国大选、

中国民间资本行业准入以及国企改革等议题进行广泛和建设性的讨论。双方

企业家一致认为，这种小范围、高规格的闭门对话形式，既有一定的行业代表

性，涉及中美经贸关系的诸多领域，又能切中双边贸易与投资中重大而突出的

问题，坦率而深入地进行剖析，讨论富有实质性和前瞻性。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

西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中国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熊维平、联想控股董事长、Lenovo创始人/名誉董事长柳

传志、复星集团联席总裁范伟、蒙牛乳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孙伊萍等中国

企业家，以及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宝洁公司董事长麦睿博、美中

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傅强恩、花旗银行副主席比格莱利、UPS国际公司总裁

丹·J·布鲁托、塞拉尼斯公司主席Mark C. Rohr、摩根大通投资银行部首席执

行官Jes Staley、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首席执行官Patricia Woertz、强生公

司消费品集团全球主席吴人伟等美国企业家出席了对话活动。 

2012年6月26日，出席第三次中美企业家对话会的企业家合影。 BFA 供图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睿博联合主持对话会。 BFA 供图

第三次中美企业家对话会会场  BFA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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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的亚洲经济与社会：
青年人的使命和角色
—2011博鳌青年论坛（香港）
“Asian Economies in Remodeling: What We Can Do” 
2011 Boao Youth Forum (Hong Kong) Rundown

2
011年9月15日,由博鳌亚洲论坛和香港菁英会共同主办的“2011博

鳌青年论坛（香港）”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举行。全国政协副主

席董建华、香港特别行政区署理行政长官唐英年、国务院港澳事务

办公室副主任周波、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吕新华、中央人

民政府驻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王志民、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

彰、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海龙、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章新胜、中华全

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齐兴达、泰国华人青年商会会长李桂雄、印度工业联合会

青联主席Shankar Vanavarayar以及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香港菁英会

主席洪为民、筹委会主席陈宁宁廖伟麟出席开幕式。

这是博鳌亚洲论坛与香港菁英会合作举办的第三届青年论坛，主题为

“转型中的亚洲经济与社会：青年人的使命和角色”，30位演讲嘉宾围绕主题

发表了精彩演讲。与会人员就亚洲文化创意产业、互联网的未来、教育体制

改革及经济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的议题进行探讨。董建华、唐英年、周波、王

志民和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在开幕式上致辞，吴海龙、章新胜分别发表主旨演

讲。来自亚太地区的学者、官员、企业精英、专家及青年代表等共1500余人

出席会议。 

2011年9月15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海龙（中）和 香港菁英会主席洪为民（右）在 “2011博鳌青年论坛（香港）”上。 BFA 供图

2011年9月15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署理行政长官唐英年出席“2011博鳌青年论坛（香港）”并致辞。 BFA 供图2011年9月15日,“2011博鳌青年论坛（香港）”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BFA 供图 2011年9月15日，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出席“2011博鳌青年论坛（香港）”。 BFA 供图

2011年9月15日,“2011博鳌青年论坛（香港）”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BFA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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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东北亚生态（伊春）论坛
The second Yichun Forum on Ecology for Northeast Asia

2
011年8月27日至28日，由国家林业局、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和博鳌

亚洲论坛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东北亚生态（伊春）论坛”在

黑龙江省伊春市召开。黑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金济滨主持开幕式，

黑龙江省政法委书记黄建盛、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永利、博鳌亚洲

论坛秘书长周文重、韩国前总理李寿成、伊春市市委书记王爱文先后致辞。开

幕式的主题报告由博鳌亚洲论坛执行总监、论坛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姚望主持。

国际气候变化研究中心、FAO粮农组织、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的项目官

员与专家，以及来自中日韩多国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企业家及媒体约200人参

会。与会代表围绕积极推动政府生态保护政策的建立与完善，大力发展低碳经

济，推行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绿色生产、消费和生活方式，加强生态

文化建设，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和研究。

绿色、低碳、环保一直是博鳌亚洲论坛密切关注的主题，论坛曾以“绿色

复苏：亚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作为2010年年会主题，也曾在历届年会分

论坛中专门设置生态、环保议题。与会者提出，亚洲是碳排放大洲，亚洲国家

在转型为新的绿色发展模式的同时，应越来越关注森林生态保护建设。

这是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首次参与主办东北亚生态论坛。首届东北亚生

态论坛于2009年8月28日至29日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举办，会议通过了《东北亚

生态（伊春）论坛共识》。首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

响。 

2011年8月27日至28日，第二届东北亚生态（伊春）
论坛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召开。 BFA 供图

韩国前总理李寿成致辞   BFA 供图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致辞  BFA 供图

出席第二届东北亚生态（伊春）论坛的代表合影。  BFA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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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ind the Scenes 海南博鳌地处海南省琼海市万泉河、九曲江、龙滚河的三江入海口。 摄影 黄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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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15日，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期间举行的《博鳌十年：回顾与展望》主题晚会。 BFA 供图

2010年4月9日，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前，拉莫斯，霍克、曾培炎、 福田康夫、 蒋晓松、魏家福、周文重在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高尔夫邀请赛现场。 BFA 供图

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在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高尔夫邀请赛上挥杆开球。 BFA 供图

2010年4月10日，新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福田康夫和前任理事长拉莫斯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举行晚会上。BFA 供图

2010年4月10日，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举行晚会上。BFA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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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9日，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
福田康夫在上海世博会博鳌亚洲论坛
荣誉日活动中致辞。摄影 杨光／新华社

上海世博会博鳌亚洲论坛馆。 摄影 王丽莉／新华社

2010年9月9日，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福田康夫、副理事长曾培炎
出席上海世博会博鳌亚洲论坛荣誉日活动。摄影 杨光／新华社

2010年9月9日，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福田康夫、副理事长曾培炎、秘书长周文重
以及部分理事会成员在上海世博会博鳌亚洲论坛馆。摄影 杨光／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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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13日，礼仪小姐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与会
代表下榻的酒店迎候嘉宾的抵达。摄影 侯建森／新华社

2011年4月13日，礼仪小姐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与会代表
下榻的酒店迎候嘉宾的抵达。摄影 侯建森／新华社

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召开前，服务员将刚刚插好的鲜花送往会场。摄影 万全／人民画报 2011年4月15日，礼兵列队迎候前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开幕式的中外领导人。 BFA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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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31日，周文重秘书长迎接福田康夫理事长抵达。 摄影 段崴／人民画报

2012年4月2日，泰国副总理、财政部部长吉拉提·那拉农抵达博鳌会议中心。摄影 段崴／人民画报

2012年4月2日，时任意大利总理蒙蒂抵达博鳌会议中心。 摄影 段崴／人民画报

2011年4月15日，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抵达博鳌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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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日，前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的部长级嘉宾们。摄影 万全／人民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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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十年图片展剪彩仪式。 BFA 供图

博鳌十年图片展。 BFA 供图

华夏经典艺术特展。 BFA 供图

福田康夫理事长在FMG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里斯特陪同下游览珀斯天鹅河。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曾培炎副理事长在法国前总理拉法兰陪同下参观法国议会大厦。摄影 徐讯／人民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