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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智库是 2013 年于中国北京成立的一家以“凝聚全球精英，寻求共同价值”为使命职责，为中

国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为世界交流提供智力支持的研究机构。

智库研究聚焦人文交流、教育文化、国际政治、民族 教、前沿科技、财经贸易六个领域，目前已

与中国政府主要部门建立了课题委托关系。除委托课题外，研究成果向全球发布，重大成果以太和智库

丛书形式集结出版。

太和智库与近百家国内外知名机构建立了联系，合作领域主要涉及学术研究与交流，以及非 方活

动组织。太和智库是“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及“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成员单位，是

中美青年创客交流中心专家委员会主席单位。

太和智库简介



�

中国传统哲学经典《易经》有言：“保合太和，乃利贞”，展意为自然赋予万物独特禀赋，成就各

自品性，协调万物并济，达至 高和谐，是为“太和”。其意旨在引导人们正确认知本我与世界，体悟

其中深蕴的哲学道理，创造共同价值，进而获取源源不断的生活智慧与前行动力。

几千年后的今天，人类社会虽然步入高速发展轨道，但人类文明传承与可持续发展却面临种种挑战。

科技飞速演进对社会伦理制度的冲击、人类生存环境面临的多重威胁、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不同

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等，正严重影响着人类文明体系的和谐运转与共同价值观念的建构。

2017年，太和智库发起创办太和文明论坛，每年一届，以“探寻共同价值，共谋和谐发展”为根本 旨，

以“科学文化·未来伦理·共同价值”为主题，以“严谨客观、面向国际、着眼前沿、务求实效”为原则，

聚焦人类文明共生共享，发掘研究矛盾问题根源，寻求平抑化解冲突之道，旨在促进国家地区文明交流

互鉴，推动人类社会和谐恒续发展。

太和文明论坛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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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担任第三届太和文明论坛的轮值主席让我倍感荣幸。在

此我要热烈欢迎所有的国外来宾和前政要，来自中国和世界各

地的知名科学家、专家以及 22家媒体的记者朋友，诚挚感谢诸

位的到来。

大家对于太和文明论坛的兴趣逐年增高，越来越多的国家

和地区的嘉宾参与其中，参会人数也在增加。论坛参与者不仅

能够客观评估当前形势的发展进程，而且能够放眼未来，描绘

今后的发展前 。这一切充分证明了太和文明论坛的声誉与日

俱增。毫无疑问，这就是太和智库作为一个智力平台，能够汇

聚亚、美、欧等各地知名专家的优势。

此次论坛的举行，正值国际关系与世界和平的困难时期。

进入 21世纪，人类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和新威胁，比如，单方

面破坏国际法，违反武器公约、气候协 ，贸易保护主义、恐

怖主义、极端主义以及互联网恐怖主义、毒品及武器贩卖等等，

这些问题 害着主流世界秩序的根基。我认为唯有合作才能够

真正行之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和威胁。

本届论坛将讨论当前的国际关系和安全态势，评估“一带

一路”倡议的现状，共议教育文化、人工智能等议题。相信首

次被纳入到论坛框架中的青年对话论坛也一 会非常精彩。

开幕式致辞

Rashid Alimov
太和智库高级学者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20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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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世界人口中 20%（约 20 亿人）是 15-24 岁的年轻人。出生在世纪之交的这些青年，正在

积极参与到本国的政治、经济活动以及社会文化生活当中。21 世纪的青年一代不同于他们的父辈，其

成长伴随着全球化和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现代青年并未经历 两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和两极格局的斗争，

他们成长于一个思想与人员自由流动的时代。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强烈希望能为加强国际合作、促进

相互理解、实现可持续发展、消除战争和冲突，从而实现 终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如今局势的波动

之下，年轻人是否有能力担负起应尽之责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就留给青年对话论坛的年轻代表们来回

答吧。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从不同国家和大洲而来，汇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而且再 25天，

这里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中国凭借改革开放实现了快速和平发展，几十年来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就，并且正满怀信心地继续前行。

预祝中国和中国人民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成就繁荣昌盛的未来，也预祝各位嘉宾事业有成，生活幸

福。感谢诸位的聆听！

我很荣幸能够代表上海合作组织参加第三届太和文明论坛，

也欢迎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商业、文化、教育、科学

等各界知名人士到此共襄盛举。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科学文化、未来伦理和共同价值”，

这一主题可谓恰逢其时。本届论坛的议题包含了许多亟需解决

的时代议题，在世界政治如此动荡的时代中，我想提醒各位要

H.E.Vladimir Norov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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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对国家以及国际关系前 的思考。

在两极体系崩溃和世界政治版图重组之后上合组织成立，有关国家从那时起逐步建立起了睦邻互信、

相互尊重的友好纽带。上合组织没有“大”国和“小”国之分，在进行协商和做出决 时，所有会员国

一律平等，参与者的利益都被考虑在内，所以说众多国家有意加入并非巧合。

众所周知，上合组织的成功发展归因于各会员国遵循了“上海精神”，那就是互信、互利、平等、协商、

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这些原则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一带一路”倡议宏伟蓝图的基础，

他鼓励各个参与国在共建 程之中互利合作，进而影响更多区域，使“一带一路”真正成为一项国际化

的倡议。我认为尤其重要的是教育和文化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可惜现代世界却湮没在虚假新闻肆虐的

信息海洋之中。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仔细思考各类事件、表象及其发展 程，并提高鉴别信息的能力，

依据经 证实的信息做出判断。我认为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 程度的教育和文化，并能尊重他人意见，

必要时做出妥协。

另外，也有必要讨论并了解信息通信技术的爆炸式发展，包括人工智能等问题。 近在中国国际智

能产业博览会上，阿里巴巴负责人马云提出：互联网时代，人们使用机器工作；但是在智能技术时代，

机器会和机器合作。对此，我认为首要问题是，究竟是技术服务人类，还是技术已经侵入个人的 IT平台，

终让人类终成为一种“应用程序”。

当然安全问题也是重中之重，没有广义上的安全，就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很明显，将“一带一路”

的建设和安全问题放在一起讨论是非常有必要的，没有安全就谈不上贸易、交流或往来互通。几千年前，

把不同民族、国家、区域和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古丝绸之路是这样的，而对 21世纪的丝绸之路来说亦是

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安全这一概念出现了较大变化，具备了与以往不同的构成要素。随着IT技术的发展，

现代社会对网络安全的需求也愈发强烈。

我还想强调，本次青年对话论坛是如此及时和重要，使我们得以接触并思考青年一代对未来的看法

以及他们对“一带一路”理念实施现状的态度。

后我希望各位参会嘉宾万事如意。本次论坛的议题十分重要，希望它们能够激发全新的想法和对

策，从而使我们充实思想，改变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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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近我常常用毛主席的一句话谈中美关系，这句

话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太和论坛那么重要，这句话是这样说的：“我

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

们的勇气。”	

很明显，现在美中关系已经降到 43年来的冰点，这也是我

所目睹 的 糟糕的情况。但首先，我们“要看到成绩”。这

从太和文明论坛的发展就可见一斑。短短三年间，论坛已经从

一个小小的想法成长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我们可以放眼看一

看在场的学者、前政要以及领导人，再回顾一下往届论坛的成

果——那些令人耳目一新的重要观点。

我们“要看到光明”。虽然美中关系出现了一些短期问题，

但我依然保持乐观，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像这样的会议仍然能

够邀请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会者，同心协力为解决实际问题寻

找方案。我很喜欢这样一个说法，“在操心孩子未来的问题上，

上海的母亲和纽约的母亲其实没什么不同。”正因如此，为了

两国人民的福祉，中美一 能找到一条携手应对挑战的道路，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经济 机等方面

的问题。

我们“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有时，对掌权者讲真话是不

容易的，但太和文明论坛却以大胆提出新理念、设法改变现状

的姿态做到了这一点。

我在开头引用了毛主席的名言，结尾时，我想引用一句西

方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话：“毫无疑问，一小群善

于思考且坚 忠诚的人们能够改变世界。”这确实是永恒不变

的真理，这也是太和文明论坛的本质。

后预祝第三届太和文明论坛圆满成功！

Stephen Orlins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



�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与诸位相聚于此，首先请允许我对第三届

太和文明论坛的组织者选择这样一个充满时代意义的主题表示

赞赏。

当今世界，全球化正面临挑战，而科学的全球化则由于信息

和通信技术的变革发展成为了可能。科学就像一个“全球企业”，

美国发生的事情，在巴西、俄罗斯、欧洲和中国马上就会为人所知，

所有的科学家都是全球社会的一部分，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道德

规范，而他们通 其他职业所不具备的活力和严谨性将这种规范

在彼此之间推行。科学又像一个“集体企业”，所有科学家的工作

都是点滴的积累，他们的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为新技术的发

展与应用开辟了新的道路。公平、开放的贸易确保了这些技术在

全球范围内得以推广。更重要的是，现在存在着一种不断发展的

全球文化，科学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益流行的科学文化影响着人们看待信息的方式，也影响着

他们如何在推理中使用逻辑，以及如何用证据和理性来解决争

端。这种流行的科学文化是对当今许多国家民粹主义的一种检

视。这种文化是承认共同的人性和推进共同价值观的重要基础。

它使不断演变的多边机制得以加强，让我们能够在国际法律和

规章制度的框架之内不断地适应新变化，这一机制应是由各国

共同设计、搭建并认可的，不能由强国一时冲动而强加于弱国，

也不能由富国强加于穷国。我们共同的人性和共同的价值是人

道主义的框架，这种框架反映在 遍人权，包括男女平等的概

念中，而不因不同的种族、 教信仰或政治信仰而异，这种思

想体系有时被批评为是一种忽视社会文化和个人条件属性，

于注重理性、自主的自我概念。但是国际法治社会是建立在主

权国家之上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建立的，他们的相

互作用和价值观产生了一种共同和 遍的文化。

Ismail Serageldin
尼扎米国际中心联合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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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共同价值观中，我们发现作为人类行为指南的伦理构建是 遍可以被接受的，诸如正义、

平等、公平和自由等概念，是所有制度都努力希望提出 义的首要概念。它们有助于提供指导行动的道

德框架，而对善和美的追求则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但当前，科技创新也引发了新的问题，这也就需要我们重新 义我们的认知边界和道德行为准则。

几十年前，人们从来没有想 会有心脏移植、试管婴儿、基因编辑或是互联网，更无法设想互联网上的

言论自由会导致虚假信息，以及国际互联网治理这样的问题。

因此，在本次会议拉开帷幕之时，请允许我祝贺本次论坛的议题涵盖了上述所有问题，并鼓励对其

进行开放自由的讨论。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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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高兴能够和各位朋友相聚于此。自 2018 年我们和

太和智库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来，我们有了非常好的一个发展，

再次感谢吴海龙会长能够带领尼扎米与中国建立起如此卓越的

伙伴关系。

当我们即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70周年大庆的时候，

我们环顾四周看到，世界各国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中都在思

考该如何面对共同的挑战。而且，我们也看到，在大家还在考

虑如何实现青年发展目标时，中国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外，

我们也知道，中国已经实现了减贫 76%的目标，这是值得全世

界为之庆祝的，而且“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提出的国际性

项目，已有众多国家参与其中。

我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先生在两个

月前参加尼扎米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在北京共同举办的一次会

议上的一段话，他说人类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需要思想的指引，

中国与阿塞拜疆曾经出现 众多的智者，比如孔子和尼扎米，

今天在面对人类共同挑战时，需要有更多有识之士贡献其智慧

和力量。

感谢能有这样一个论坛作为平台，让思想相互激荡，期待

我们能在讨论中掀起智慧的风暴。 后预祝本届太和文明论坛

圆满成功，也希望我们的合作能够走得更加长远！

Rovshan Muradov
尼扎米国际中心创始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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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思考了很久，也不知道如

何准确、完整地描述， 后我不得不借用英国作家狄更斯所说

的话：“这是一个 好的时代，也是一个 坏的时代。”这

是一个智慧的年代，也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信任的时期，

也是一个怀疑的时期；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也是一个黑暗的

季节；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我以为，这就是今天我

们所处的世界。

当下，人们 关注的是中美关系何去何从。我从事外交工

作四十多年，多数时间都是在从事与中美关系有关的工作。几

十年来，我曾一直笃信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

到哪儿去。但现在看来，我笃信了几十年的东西被中美关系的

现状彻底颠覆了。中美关系好确实好不到哪儿去，但坏起来可

是哪儿都能坏。

三年前，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访华

时曾预言，中美关系将经历一个严冬。我当时对他的话有点儿

将信将疑，现实却不幸被他言中。特朗 政府对华发动的贸易

开幕式主旨演讲

我们的将来一定是最好的时代

吴海龙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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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关税大棒”“金融遏制”“断供禁购”“科技脱钩”“美企撤离”，一波又一

波的打压，登峰造极，令人发指。两国的 方交往几乎到了老死不相往来，鸡犬不相闻的地步。两国既

有的各种对话机制早已名存实亡。

不久前，我与一位东欧国家的前政要交谈，他认为中美出现的这种情况，即使在美苏冷战时期也不

多见。确实就像基辛格先生所言，中美关系已回不到 去。中国人心里很明白，美国已把中国视为“战

略竞争对手”， 位为“潜在敌人”，不管今后哪个党派执政，都难以轻易变更。

我一直不相信有“修昔底德陷阱”。我觉得那是一些学界人士为中美关系预设的一个“坑”。颇具

讽刺意义的是，中美关系 终还真 进了这个“陷阱”。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中美关系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究其原因，那就是美国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必须把中国打趴

下才罢休。为了寻找打压中国的借口，特朗 政府罔顾事实，喋喋不休地叫嚷，“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捞

了美国的钱”“偷了美国的技术”“威胁了美国的安全”等等。事实果真是如此吗？

的确，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美贸易额连年跃升，达到每年6000多亿美元，中国基本上是顺差。

但美国吃亏了吗？美国消费者享尽了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据统计，他们每个家庭因此每年平均可节省

开支 1000 美元。如果美国有一亿个家庭，便可节省上千亿美元。反观我们中国的那点贸易顺差，却是

勤劳的中国人民用汗水一点一滴挣来的血汗钱。包括美资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从输美商品中赚取了丰厚

利润！

“偷美国的技术”“盗美国的知识产权”更是无稽之谈。美国确实拥有世界上许多的先进技术，但

中国人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美国的一些技术是在双方协商基础上，用我们的市场和许多超国

民待遇的优惠投资条件换来的。中国每年花在购买外国知识产权的钱达三百亿美元之多，很少有哪个国

家会舍得花这么多钱。中国的 5G世界领先，中国还能从哪里偷呢？中国的高铁世界一流，中国又从哪

里去盗呢？中国的特高压输电冠绝全球，中国还需要从哪里去仿呢？中国的AI 技术、量子技术等与美

欧等发达国家比肩，中国抄谁的呢？现在我们甚至都要担心别人偷我们的技术，盗我们的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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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中国威胁了美国的安全”。不要说我们缺少这种能力，即使有了这个能力，我们也不会威胁

别人。恰恰是美国处处在威胁着中国的安全。美国的军机不断地在中国的家门口飞来飞去。美国的军舰经

常在中国的沿海游弋，不时闯入我十二海里领海，频频穿 台湾海峡。这究竟是谁在威胁谁的安全呢？

以上种种论调不堪一驳。事实上，我们不想成为美国的敌人，也不想挑战美国的地位。我们只想把

中国人自己的日子 好点儿，让世界变得更好点儿。中国不想惹事，但也不怕事。中国从来不惧怕任何

对手。中美不管打什么战，中国输得起，但美国则赢不起。

当然，我们仍然希望与美国和平相处，相安无事，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一点并没有因中美关系

变坏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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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客们千万不要误判了形势，打错了算盘。中国已不是四十年前的中国，更不是七十年前的

中国。新中国诞生后，美国封堵了中国近三十年，但结果呢？新中国不但没有被扼杀，被困死，反而自

力更生，奋发图强，造出了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上了天，万吨巨轮下了水，还节衣缩食为非洲兄弟

建造了一条坦赞铁路。今非昔比，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使中国积累了雄厚的实力。我们更不会惧怕任

何对手。

特朗 不是要打贸易战吗？特朗 一宣布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美国股市应声暴跌，美国老百姓

一片抱怨。中国经济指数稍有变动，中国汇率略有浮动，就会对美国和世界市场产生震动。这就是中国

经济的力量，这就是中国市场的作用。有人鼓噪美国与中国“脱钩”，姑且不论所谓的“脱钩”是多么

幼稚可笑，如果真脱了，中国凭着自己巨大的创造力、竞争力和市场力以及民族的向心力，一样会发展

得很好。西方不亮东方亮，此路不通走彼路。美国人要和我们脱钩，我们就和更多的人挂钩。“一带一

路”“17+1”、亚投行（AIIB）等这些合作的纽带，只会把中国与世界联结得更加紧密，中国开放的

道路会愈加宽广。能把中国打趴下的，只有中国自己。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不久前说 ，“美国阻挡

中国发展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我想他讲的是大实话。

其实，贸易战没有赢家。中国从心底里愿意与美国尽快达成一个能照顾彼此利益和关切的贸易协 。

中方已表现出极大的诚意，并作出了许多努力，但也毋庸讳言，特朗 总统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因此

有人戏称，特朗 不靠谱。有谁能相信，今天达成的协议，明天特朗 总统就不会撕毁呢？中国人也深知，

中美即使能够达成一个避免贸易战的协议，也并不能解决中美当前存在的所有问题。中美较量和博弈仍

然还会继续，甚至会变得比贸易摩擦更加激烈和严峻。

特朗 总统反复折腾，导致全球供应链被打乱，贸易模式被扭曲，国际资金流出现逆转，而美国贸

易逆差依旧，经济更显现衰退迹象。《华尔街日报》不久前预言，“特朗 正在输 与中国的贸易战”。			

但无论如何，中国人还是要感谢特朗 总统，因为他让中国人更加清醒和理智，也让中国人更加自

信和奋进。

不管这个世界如何乱象纷呈、复杂多变，我们对未来仍然充满期待。我们相信，我们的将来一 是

好的时代，是一个智慧的年代，是一个信任的时期，是一个光明的季节，是希望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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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乃至数据伴随着人类社会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

数字是人们反映事物之间数量关系的标准，数据是有根据的数

字，是人们测量分析计算的结果，一直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

的实践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中国的农历历法就是利用

数据来反映气节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电报则利用数据提高

了远距离通话能力。《孙子兵法》中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

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

而况于无算乎！”这其中也说明了数据对军事斗争的影响。美

国每十年一次的人口 查产生的数据是美国确立众议院各州议

员名额分配的基础。

今天，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引领下，数据是大数据时代人

类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基础。人自身的数据（如姓名、

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码、手机号、微信号等）应该是我们这

个大数据时代的基础数据，宇 空间、天文地理等自然界的相

关数据应该是我们大数据时代的自然数据，人类社会在网络空

间活动产生的数据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网络数据。人自身数据

是产生形成网络数据的基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当中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决 其余一切

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因此，人在网络数据的生命周期中

发挥着 基础的作用。这是我们思考数据权属问题的一个逻辑

起点和历史起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天赋人权理论强

大数据时代，数据主体在民、主权在国

陈智敏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特邀 )

公安部副部长 (2009-2017)	

中国友谊促进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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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人与生俱来的自由平等权利，这对我们思考数据权属也有启发作用。在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的数据

是与生俱来的。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说“大数据时代，数据权属的主体在民”。

公民对数据的主体权利应包括：

1.公民的数据权。这是大数据时代公民 根本、 基础的权利，是公民个人安全和隐私安全的基础，

也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这应该是属于宪法意义上的公民的政治权利。

2. 公民的数据人格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8条可视为数据人格权的法律基础，其包含数

据的知情同意权，即采集和数据处理前需要告知数据的主体并征得同意；数据的修改权，即修改或 权

他人修改其数据的权利；数据的被遗忘权，因为数字技术已经造成了人类丧失遗忘的能力，针对这一现象，

被遗忘权应运而生，也就是我们说的数据的删除权；还有公民数据不被侮辱、不被诽谤和诬告陷害的权利。

3. 公民的数据财产权。包括数据的采集权、可携权、使用权、交易权、挖掘权、收益权等等。数据

是大数据时代的一种新的资源、新的资产，像土地资本一样能够产生增值效用，这就为数据成为法律意

义上的财产并确 数据财产权提供了 重要的基础。

在数据权属关系上，仅仅明确公民的数据主体地位，明确公民数据的相关权利是远远不够的，还需

要国家来代表公民管理、控制相关的数据。所以说，大数据时代，数据主权在国家。这也是国家安全和

社会公共安全的基本保障，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核心表现。国家数据主权是

指国家享有对其政权管辖范围内数据的生成、传播、管理、控制、利用和保护的权力，对数据跨国流动

管理和控制的权力，对网络犯罪活动司法处置的权力，对敌对国家可能发动网络战的防御和反制权力。

具体可以表现为数据的管理权、控制权、防护权、反制权、司法权、网络战等方面的权力。国家数据主

权也是对公民数据权利保护的前提和基础，国家的数据主权相当一部分要通 政府的活动来实现，所以

政府对数据的管理权是非常重要的权力，主要包括获取、控制、发展规划、使用许可等方面。政府要用

这些权力来服务公共事业、服务公共安全。

需要指出的是，大数据时代，国家数据主权指向的是非传统安全，它的特殊性在于没有物理空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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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边界，在大数据生态的体系中，总体国家安全的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方向都离不开数据的支撑。

所以，我们要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为指导，建立健全国家数据主权体系。在建立国

家数据主权体系中，要考虑人类命运共同体，考虑国与国之间在大数据的开发、交流，在反恐、核安全、

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还要考虑“一带一路”的建设与发展。

网络企业通 它的投资活动、技术手段，以数据制造、使用、交换等行为获取数据财产权，企业有

权占有、使用、收益、处理自己的数据财产。数据是这些企业的主要业务，也是其经营的主要产品，也

是其 重要的资产。企业的数据权包括采集权、迁移权、制造权、分析挖掘权、交易权、收益分配权，

这里跟公民的财产权可能会有一些交叉问题，还有多次反复使用数据获取的效益分配问题。

现有的通信结构、技术形态加之法律上对数据权属问题的缺失以及目前谁收集谁拥有、谁控制谁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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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丛林规则形成了数据垄断的格局。特别是少数大公司利用其技术规则、标准制度、产业的优势形成

了数据垄断，导致国家、政府、公民和相关企业的数据权属难以很好地实现。这种数据垄断的格局与大

数据的互联性、互通性、流动性、全球性、共有性、共用性、共享性等基本属性极不相适应。大数据创

造了财富，因为数据权属问题不清楚，收益分配不清楚，没有被广大人民所享受，却被少数寡头拥有和

控制，而且不断地滚雪球，形成“马太效应”， 终造成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少数大公司利用大数据的特殊性，利用大数据权属关系的不确 性，进而利用一些政府部门的数据、

社会的公共数据和一些自然数据，并用它们创立的服务模式换取和收集了大量的公民数据、公民信息。

他们又利用这些数据创立了新的产业、新的业态、新的服务业去收集掌握更多的数据，现在又运用这些

数据改造、控制更多的传统产业，从而积累了更多的财富。同时，他们还利用掌握的数据与高新科技相

结合，研究制造人工智能机器人，取代一部分人的简单工作和需要一 智力的工作，造成相当一部分人

群失业，同时还对中产阶级产生了很大的威胁。中产阶级失去了发展升值的空间，开始出现了分化的趋势，

西方社会学者反复提倡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稳 社会结构开始分裂、开始变形，出现了巨额社

会财富被极少数人控制，大多数人相对贫困的发展趋势。

大数据的基本属性使企业能够准确地获知用户对产品的需求情况，实现按需生产，这让马克思描述

的未来社会的按需分配有了非常重要的经济技术基础。当前，共享经济的发展就是以大数据的这些特性

为基础。共享经济是基于技术手段提升闲置资源利用效率的新范式，以平台化、高效化、开放性和分布

式作为其基本特征，整合了多种要素及资源配置机制，其关键是数据的分享利用。数据是共享经济成功

的核心要素，通 数据重组社会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2018年，我国的数字经济已经占到我们经济总量的 34.8%。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结合将是一个

发展趋势，特别是 5G、物联网、大数据、计算机都会往这个方向发展，数据是数字经济的生产资料，所

以数据权属问题的本质是数字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 ：生产

资料所有制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研究和设计数据权属相关制度的一

个基本原则、基本出发点，并以此来探索建立一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数据权属和所有制之路。

大数据时代的权属问题不解决好，公民的数据权、国家的数据主权不从国家法律和国际规则上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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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那么拥有海量数据和强大技术手段的技术寡头，对人类社会的控制将更加严密、全面、深入和隐蔽。

数据寡头将通 分析其拥有的跨领域的庞大数据，掌握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所有情况，并通 信息精准地

投送，提供免费生活服务等方式，无声无息地引导和控制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日常行为，从而影响广大

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

数据寡头在人工智能等手段的帮助下，通 社交网络，更加精确地、有效地操纵制造舆论，影响控

制一大批民众的政治诉求，影响控制政党和社会组织的活动，进而左右选举进程和国家的政局。这个现

象已经在某些国家多次出现。数据寡头和资本寡头联合起来，通 垄断信息和资本，影响控制全球的经

济、政治外交活动，通 推动机器人的军事化、司法审判的智能化等方式，影响控制军事活动、司法活动，

还可能影响着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的方向，进而控制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5G等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历史潮流滚滚而来，正在猛烈地冲击着

我们在工业革命时代建立起来的现有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冲击着我们现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

冲击着现有的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格局。从这些冲击中，我们已经感觉到，折射出现有的社会制度、

上层建筑和正在发展变化的以大数据为基本特征的新的经济形态，或者说经济基础与旧时不那么相适应

了。联想到新世纪以来出现的“9·11”恐怖袭击，2008年全球金融 机，特朗 当选美国总统提出“美

国第一、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由此而引发的中美贸易战，美 、美日、美韩、美欧、

美越贸易战，与中国已经发展到科技战、金融战，而且美国在国际组织大量“退群”，联想到美国发生的“占

领华尔街”运动，英国的“脱欧”运动，法国的“黄马甲”运动……这些例子正在向我们说明，经济基

础变了，上层建筑就不那么相适应了。这可能是 21世纪以来出现全球性动乱的根本原因。正像狄更斯

在《双城记》中说到的“这是一个 好的时代，也是一个 坏的时代”。

综上，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发展和安全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哲

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应认真研究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要开展对于大数据时代的

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格局世界体系的制度性、标准性、规则性的研究和设计，以适应快速发展的时代。

在这个研究中，数据权属是其中 重要、 基础、 核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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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科幻作家约翰·温德姆曾经说 ：“一个民族能

够持久，能够破除谣言， 重要的是相互信任。信任使我们能

够超越时间和空间，一起创造我们的未来。”

1992 年，在家乡萨拉热窝，我从书中看到这句话，对此

象非常深刻。但是令我难以相信的是，前南斯拉夫这样一个有

历史文化的国家居然解体且被战争阴云笼罩，那时的情境犹如

“末日时钟”敲响。而当前的气候变化、核 机、生命科学技

术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一些错误的政策和政治发展，使人类

时时刻刻都面临“末日时钟”临近午夜敲响的时刻。

如何克服因此而生的恐惧，如何做得更好，如何能够走好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旅程呢？我想用十个以英文大写字母“I”

开头的单词来描述这个问题，即：Inequality（不平等）、

Inclusion（包容）、Income（收入）、Injustice（不公）、

Identity（ 身 份）、Institutions（ 制 度）、Immortality（ 不

朽）、Instability（不稳 ）、Interconnectivity（互联）和

Innovation（创新）。

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不平等一直都存在，也会一直影响

着世界和平与安全。和平与安全不是一切，但如果没有和平与

安全，经济与发展则无从谈起。不平等、排外、不公平，是当

今全球范围内冲突和斗争的主要根源。如能规避冲突，从经济

增进互信  共谋安全

Zlatko Lagumdzija

波黑总理 (200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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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角度来看，可以带来非常大的价值。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报告，对和平道路作了经济学分析，它不仅能保证和平发展，更能带来经济效益。

根据这份报告，如能预防50%的冲突发生，价值换算成经济学数字就是每15年330亿美元。换句话说，

在冲突预防中每投资 1美元，就可以得到 16美元的回报。而“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是国际经济合

作平台，更是一个避免冲突、寻求和平的有力工具。

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在 13年前推出的“全球和平指数”，是和平与安全领域 全面的报告。在 去

20年间，全球和平与安全有两个方面一直在恶化：持续冲突上升了8.69%，而安全稳 下降了4.02%。

有117个国家的军事人员在人口中的占比在持续下降，98个国家国防支出占GDP的比例也一直在下降，

但大家仍然认为军事斗争和军备在不断发展。这份报告还提到，自 2008 年起世界对主要国家的信任其

实都处于下降通道，在 去五年当中，世界对美国领导力的信任下降幅度超 其他大国。

和平现在也与气候变化影响紧密相关，有 9.7 亿人生活在极度恶劣或受气候影响特别严重的地区，

其中 4亿人的和平感非常低。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地区冲突、恐怖事件在 2018 年所带来的经济影

响达 14.1 万亿欧元，占全球GDP的 11.2%，约等于每个人损失 1853 美元。 安全和 险的国家

之间差距非常明显。 去半个世纪当中，欧洲其实非常安全，但现在欧洲政局非常动荡，安全感不像以

前那么强了。今后欧洲还能够继续保持安全吗？我们无法得到答案。

在 去的一百年中，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阿波罗”项目就是一个 好的例子，即把人类送上月球，

并平安地带回来。这个项目在 1973 年终止，我们算了一笔账，整个项目的花费比当时全球 大的三家

企业——通用电气、IBM、壳牌石油的整体收入之和还要高。整个项目的造价超 254 亿美元，换算成

现在就是 6414 亿美元，这等同于现在美国一年的国防支出。在技术和管理层面，“阿波罗”一共动用

了 2万多家企业和大学的 40万名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为把“阿波罗”送上月球，“土星 5号”

火箭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土星 5号”每秒消耗的燃料比当年查尔斯·林白跨越大西洋整个旅程

所需要的全部燃料还要多得多。50年前“阿波罗”这个“A”代表了时代和技术的发展，现在则有了 4

个“A”：苹果、亚马逊、Alphabet（Google 母公司）、阿里巴巴，这 4个“A”的企业市值超 3.2

万亿美元。这些企业的发展是否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威胁？我们也无法得到答案。新时期类似“阿波罗”

这样的一些项目和企业，其实在和平与和谐发展、繁荣、知识共享等方面也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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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乐见的另外一个方面。

对于所有人来说，我们希望生活在更好的世界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避免冷战再次发生呢？如何

解决现在所谓“新冷战”的风险呢？如何能够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安全？如何让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我

们无法独善其身，每一个人都不是彼此孤立的，都在同一条船上。未来社会是共享社会，要共享愿 、

共享价值、共享和平、共享繁荣、共享经济、共享技术、共享知识、共享数据、共享教育、共担责任、

共享决心，更要共享领导力。从长期来看，共享领导力非常重要，中国有非常好的长远战略眼光，我们

也正是从中方伙伴身上学到了面向未来的远见。我们应该把眼光放长远，每个人共同努力，避免“末日

时钟”午夜敲响，我们可以共同规避这一点，我们一 要做到。

一个人的安全不是所有人的安全，每个人都不能独善其身，必须共同努力，共献智慧。我们共商和

平与安全，随时准备应对 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每一个人更加安全，才能够获得 终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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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前的今天，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

学发表重要演讲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倡议，

掀开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序幕和世界发展进程的崭新一页。

6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由理念变为行动，由愿 化为现实，

中国与沿线国家在港口、铁路、公路、航空、电力、通信等领

域开展了大量合作，“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

本形成，一大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1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有效提升了沿线国

家的设施联通水平，有效促进了经贸与投资合作，有效密切了

人文交流往来，为各国和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加强

国际合作打造了新平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了新贡献。

“一带一路”建设也是中国教育国际交流的顶层设计，是

中国教育走向世界舞台的路线图，是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

更广领域推进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的重要抓手。6年来，我们积极

联动内外，充分整合资源，不断加强教育领域的务实合作，取

得了丰硕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与 2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签署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共有 60所高校在 23 个沿

线国家开展境外办学，16 所高校与沿线国家高校建立了 17 个

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打造职教交流合作升级版

刘利民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

教育部副部长 (201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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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推进了优质教育资源共享。2018 年全年共有“一带一路”沿线 64个国家

的 43225 名学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在华学习，占资助来华留学生总数的 68.57%，积极落实“丝

绸之路留学推进计划”，在互学互鉴的同时，加深了相互的理解与友谊。同时，职业教育也在积极响应，

努力探索，培育出了如中国 -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鲁班工坊等一批重要试点成果，为“一带一路”建

设提供了人才、技术和智力支撑。

4月举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各国就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达成广

泛共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教育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日益凸显，教育交流和人才培

养将为沿线各国的互联互通不断创造平台，持续提供支撑。特别是伴随一批重大工程和国际产能合作项

目相继在沿线国家落地，对于技术技能人才的需要极为迫切，亟需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参与建设，而这些

正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强项和优势。

中国的职业教育伴随着我国日益强大的现代工业体系而成长，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

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目前，中国举办着世界上规模 大的职业教育，中高职院校1.17万所，

在校生近 2700 万人，每年开展技术培训上亿人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应用型人才和技

术工人队伍。通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已初步形成了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的格局，享誉世界

的“中国制造”“中国奇迹”就是对其 强有力的背书。

我国高职院校今年要扩招 100万人，并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 1000 亿元，统筹用于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加快培养各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扩大就业。国务院也专门颁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描绘了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和施工蓝图，提出了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教合作的目标，

中国的职业教育和“一带一路”职教合作进入到了大有可为的政策红利期和发展机遇期。

面向世界，职业教育要继续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以能力和实用技术传 为依托，

以人才培养为抓手，以服务当地经济发展、促进就业为导向，以共建标准为核心，借助“一带一路”政

策优势和企业资源优势，培养更多高素质高质量的劳动者，提升职业院校国际化办学水平和国际核心竞

争力，促进“一带一路”国家的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推进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繁荣和沿线国家的民心

相通。下面，我也借此机会，就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分享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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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人才培养方面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培养满足各自需求的高素质国际化人才

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归根结底是为了培养服务企业海外发展和跨国企业在华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要扭住人才培养这一核心，创新培养模式，完善学科专业建设，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建

设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面向职教发达国家，要通 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短期研修、出国和来华留学等形式，学习借鉴发

达国家的先进教学管理模式，提高师资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实力。

面向职教需求强劲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加强对其相关教育现状和产业基础的研究，科学谋

划“走出去”战略。要发挥学校专业优势，集合优势资源，深度开展合作，以“钉钉子”方式对接沿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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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远播有余、深耕不足”；要配合企业“走出去”开展技能培训，重点加强对当地教师的培训，通 “

人以渔”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培养本土“建设者”，带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面向自己的强身健体，在当下技术迭代加速期，包括5G在内的智能技术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

职业教育要利用智能技术打破资源和距离限制，丰富教学手段和形式，强调个性化学习和创新实践能力

的培养。要完善学科专业建设，提升人工智能专业化、技能型人才培养力度，培养具备良好人机协同能

力和扎实技术素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以智能技术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在标准建设方面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凝练符合国际规范、突出中国特色的教

育标准

澳大利亚有TAFE培训包，英国有BTEC课程体系，成熟的职业教育必然有其教学和技能标准体系。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应以构建职业教育国家标准为契机，加强互学互鉴，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与发达国家职业教育质量的等效提升，为世界职教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在充分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理念和有益经验方面，将其模式、标准、资源结合中国职业教育体系和产

教融合的实际，融会贯通，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和标准。

在研制和推广符合当地实际的职业教育标准方面，要充分结合我国人才培养的有益经验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教育及行业实际。一步一个脚 ，行稳致远。不久前，中国 -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申报的

5项专业教学标准成为了赞比亚国家职业教育教学标准，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标准“走出去” 出了重

要一步。同时，开展“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建设和推广，例如我国“1+X”证书制度体系中的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大型中资企业面向全球的认证证书，提升我国技术标准和产业体系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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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人文交流方面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促进中外民心相通

中外人文交流对促进沿线国家民心相通，夯实国家间社会和民意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教育是

人文交流中 为基础性的重要领域，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方面的

先导性和广泛性作用。

面对国际形势百年未有之变局，我们要建立好有关国际交流平台和组织，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

合作精神，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智库合作、产教合作、学术交流、文化交流等，促进中外职业

教育互学互鉴，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 民意基础。

面对国际学生流动的强劲趋势，我们要摒弃单边主义，通 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留学

规模、加大合作办学力度、加强师生互访频次等渠道和方式，培养更多相互了解、感情亲密的友好伙伴，

让他们成为推进中外人文交流的友好使者。

面对合作项目对双语人才的紧迫需求，我们要“引推”结合，既加强小语种人才培养，也继续推广

汉语教学，原汁原味地展现中国职业教育的独特魅力，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将中国的现实国情、

民情传递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断增加沿线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

同道而相益，同心而共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让我们继续携

手前行，本着“共商”的态度，下 “共建”的决心，拿出“共享”的诚意，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走深走实、高质量发展。交流协会愿与在座的各位一道，发挥各自资源优势、搭建平台、分享成果、

交流互鉴，打造职业教育合作交流升级版，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和中外民心相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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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我们谈到创新和技术，5G是一个非常关键且重要的

话题。相比移动通信技术从 1G到 4G的演进，5G是一个极具

变革性而且前所未有的技术，5G带来的网络变革将会更加彻底。

在中国，工信部在今年 6月给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

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颁发了 5G牌照。这几家运营商都对 5G

给予了非常大的关注。

在全球，5G也是热门话题。3GPP在 2018 年已经完成了

独立组网的 5G技术规范。2018 和 2019 年 5G的频率拍卖已

经在亚洲、北美和欧洲开展。5G网络建设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现在韩国、美国、英国的电信运营商已经在一些地方开始铺设

5G网络并提供 5G服务。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冰岛 5个

北欧国家共同签署了《在北欧地区发展 5G系统意向书》，目

的是让这些国家成为 5G无线网络建设的领跑者。

为什么全世界那么热衷于发展 5G呢？这是因为无线网络是

我们数字经济的一个基础。有人说无线网络已经成为数字经济

的一张入场券，无线网络的质量和规模其实已经成为衡量一个

国家实力非常重要的指标。国际电联对于 5G的 义，有三个

不同的应用场 ，分别是增强移动宽带、超高可靠超低时延通

信、海量大连接。5G能够提供高带宽、低时延、高密度数据通

信的优势，完全改变了无线网络和移动通信的格局，而不是从

1G到 4G的简单量变。4G技术主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联接，

5G的到来将实现人与万物的互联。所以 5G不仅仅是一个技术

的话题，它将会造福于整个经济及社会。

共享 5G  合作共赢

王建宙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董事长(2004-2012)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 (GSMA)	高

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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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会给全世界带来什么？比较容易看到的就是，5G将产生极大的经济价值，包括直接经济效益和

间接经济效益。直接经济效益意味着 5G网络设备的投资、移动设备的制造等。间接经济效益是指 5G

的应用将会推动整个经济和各行各业的转型发展。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30年，

5G将会产生 2.9 万亿人民币的直接经济贡献，而间接经济贡献将达到 3.6 万亿人民币。根据GSMA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预测，到 2034 年，5G将会推动全球年GDP增长 2.2 万亿美元。

5G将会提升我们的生产力，这是5G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在洛阳一个钼矿场，

大量的挖掘机、运输机来来回回如火如荼地工作，这种繁重的施工和矿业现场，面临较高的安全风险。

现在通 5G可以实现人在办公室远程操作设备车辆，减少了人员在现场的伤亡风险。这就是 5G带来

的前所未有的美妙体验。

5G将会在农业领域广泛应用。比如，滴灌作为农业微灌溉的一种方法，可以确保每一根植物能够

在根部获得足够的水分。如何让每一个植株都能形成很好的联接？让每一个植株都能实现很好灌溉？这

就是 5G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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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还将在医疗行业、健康行业发挥作用，造福人类。例如可以实现远程医疗操作，一位医生能够

操控远在千里之外的医疗器械去做超声波检测，这将会极大解决发展中国家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

5G正在推动社会创新。2000 年，3G技术刚刚兴起时，很多客户问 3G能干什么？我说 3G能让

你们获得数据。客户那时候还不了解什么意思，但直到 iPhone 的出现，大家才知道 3G其实是为移动

互联网所准备的技术。现在人们又问类似的问题，5G能干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创新，

需要更多的设备，需要 5G新的应用场 ，而这些对于每一位企业家、每一位投资者都是极大的机会。

要知道5G的网络总值，只占到整个5G价值的5%，剩下95%的价值都来自于我们的应用、平台和服务。

5G时代已经到来，关于如何做好 5G的应用推广，我提几点意见：

一、需要增强 5G在国际层面上的合作

移动通讯于上世纪 80年代问世，在不到 40年的时间里，已经使全球 50亿人拥有移动电话。这应

主要归功于国际合作。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在 5G时代放弃国际合作。可能一开始 5G的标准是由

全世界各地的电信运营商、设备提供商、芯片供应商、手机供应商、互联网供应商共同制 的。当我们

在推广和应用 5G时，就能发现国际合作的价值。国际合作可以减少成本，提高效率，从而造福人类。

二、需要鼓励垂直行业参加到 5G网络的使用中

和以前网络不同，5G需要更多关注垂直领域。在垂直领域有很多高可靠低时延的应用，企业可以

在他们的厂区、矿山、港口、医院等建立一个包含 5G网络、计算、数据处理、数据存储和应用在内的

平台，这也可以叫做 5G	LAN。可以使得 5G业务更加高效，而且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控制网络安全。

三、需要在 5G应用上呼吁更多的企业家精神，进行更多的创新

创业者在 3G以及 4G的发展 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5G的价值主要存在于应用场 。人

们需要更多的 5G应用程序，同时 5G也为创业者以及投资人创造了巨大的机遇。

四、需要在电信运营商之间共享 5G资源

同4G相比，5G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以及运维投入，所以要提倡电信运营商共享5G资源，包括基站、

回传以及频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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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发言嘉宾观点汇总

“一带一路”安全与发展分论坛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 推动亚非欧互联互通，实现沿

线国家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发展，促进各国共同繁荣。

设施连通、消除贸易壁垒、金融一体化以及人文交流等，能有

效降低“第四次工业革命”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呼吁国际社会

确立基于共同发展和一体化的新的全球和平原则，共同打造“人

类命运共同体”，让世界各国人民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和谐共处。
H.E. Ahcene Boukhelfa

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

“一带一路”充分展现了“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中国文

化精髓。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互嵌，中国安全与国际安全

高度关联，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高度融合，中国政府要与沿线

国家共商共建区域安全体系，统筹布局完善服务保障机制，全

面提高境外安全防范和风险应对能力。程志刚

中国非洲工业合作发展论坛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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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临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发展中国家成为

“一带一路”主舞台，但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了解得远远不

够。“一带一路”是全方位、大范围、多领域的，确立了中国

与世界互联互通互动的新范式、新态势，诸多情况需以更加全

面、专业、细致的眼光来对待。外部世界的已知面变小，未知

面变大，尤其是利益扩大之后，未知的风险也随之扩大，这是

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新挑战。

傅梦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发改委“一带一路”规划专家

对于大国博弈要区别看待。有关大国都提出了竞争性的倡

议，这是一种“阳谋”。中国要更多考虑如何在同他们的竞争

中找到共同点，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对于有关国家的插

手破坏，中国需要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密切合作，保护共

同利益。西方大国经验表明，国际秩序既是海外利益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拓展海外利益的必要工具。“一带一路”不仅要

成为拓展海外利益的主渠道，更要成为完善国际秩序的资产。

傅小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安
全所所长，兼反恐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一带一路”不应仅注重“硬实力”，更应关注“软实力”。

第一，中国应加大对非洲社会活动的参与力度，目前看中国采

取了相关举措，但在当地社会反响不够。第二，解决低薪雇工

问题，收入 低不利于劳动者生活的稳 和价值的实现，进而

影响社会稳 。第三，“一带一路”帮助非洲建设基础设施，

长期看对非洲发展非常有利，但短期要重视社区被迫搬迁等易

引发矛盾的问题，防止出现不和谐因素。

Fana Gebresenbet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和平
与安全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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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下一阶段的改革开放面临的 大

挑战是世界秩序的变化。当前国际环境下，要研究“一带一路”

与改革开放战略的关系，“一带一路”不仅要服从服务于中国

的总体改革开放，而且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战略营造良好的国

际和地区环境。 重要的是，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化，都要坚

持改革开放，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是一切工作的前提。
郭长林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知名国际问题专家

“一带一路”发展至今，呼唤一个 2.0 版的海外利益保护

体系。在这一体系建设中，海外安保行业是一片新蓝海，海外

安保企业要紧跟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步伐，进一步加强自身建

设，提升业务品质。要从 去“百船出海、八仙 海”的方式，

进一步向专业化、职业化、国际化、多元化转变，不能“关起

门来”搞海外利益保护能力建设，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政府和相关机构开展密切合作，才能把海外“一带一路”安

全与发展问题解决好。

姜秉新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从企业的视角看，中企在海外面临十大风险和挑战：公共

安全、政治干扰、双边关系、文化融合、政治体制、项目建设习惯、

货币差异、合同标准、劳工政策与法律、财力支持。要重视政

治风险，应对这一风险的 好办法，就是与欧洲国家在非洲等

地区开展第三方合作，以务实合作排除政治干扰和恶性竞争。姜德华

葛洲坝集团对外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葛洲坝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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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于 2015 年底建立，截至目前对外

发放贷款约 90亿美元，会员数量达 100 个，亚投行的成功主

要取决于中国的成功。关于基础设施投资，首先要重视使用国

际标准；其次要重视可持续发展问题；第三要考虑环境保护等

社会问题。另外，亚投行强调工程采购流程透明度的重要性，

确保项目所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满足需求和目的，因为长

期外汇债务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都是非常大的忧虑。

Martin Kimmig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席风险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安全合作，首先，要明确安全

合作的目的。跨国安全合作是为确保“一带一路”在安全稳

的环境中顺利发展下去。其次，除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外，应关注其他更广范围的风险，如充分考虑债务风险，尤其

是大型项目，要非常谨慎，一旦出现风险，投资国和接受国都

会受到冲击。第三，从实施安全合作的主体看，目前强调政府

多一些，企业少一些。企业在此方面可以进一步发挥主观能动

性，做出自己的贡献。

讨论“一带一路”安全问题，要把促进经济发展当作 大

的安全问题。大发展小问题，小发展大问题，不发展经济萧条，

通货膨胀严重，到处都是问题，安全问题根本堵不住。“一带

一路”项目要同所在国的利益实现高度融合，“一带一路”的

安全就不会是问题。安全问题比较大的地方，可能就是“五通”

需要加强的地方，“五通”均衡实现，可有效避免安全问题的

出现。

李莉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
世界和平论坛副秘书长

黎维彬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国家开发银行顾问、首席经济学家

（201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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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

展”的“上海精神”，同“一带一路”所倡导的理念相契合。

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对接，可将本地区经贸

合作提升到崭新水平。上海合作组织全力支持互联互通建设。

同时，上合组织高度重视地区安全合作，坚 践行多边主义原

则，和平与安全是“一带一路”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

“硬实力”是“一带一路”建设相对容易的一部分，中国

在此方面已取得巨大成就，目前亟待加强“软实力”建设。走

出去的中国企业，应进一步提升自身“软实力”，注重文化融

合，增进彼此互信，避免矛盾冲突，妥善解决分歧，以更加积

极主动的姿态，适应当地情况，展现自身文化，为“一带一路”

建设赢得更多理解和支持。

Djoomart Otorbaev

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理 (2014-2015)

H.E. Vladimir Norov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

非洲当前的安全形势，对保护中国在非洲投资、中非双边

合作项目的人员和财产安全构成现实挑战。在此背 下，中非

安全合作紧迫性凸显，需要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中非跨境安全

合作进一步深入发展，要增强政治互信，这是跨境安全合作的

基本前提条件；要加强机制建设，进一步打造更加全面有效的

对非政策；要强化政策要求，促使各方进一步重视和加强跨境

安全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刘贵今

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2007-2012)

中国驻南非大使 (2001-2007)

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 (1995-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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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中东地区安全治理，并非美国所言的“搭便车”，

实际上一直发挥着建设者的重要作用。放在“一带一路”大背

下看，越来越多的外部人士认识到“一带一路”在促进地区

安全治理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方案

和倡议，还兼具文化、哲学价值，在促进非洲和中东地区安全

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逐步得到认可。中国应继续坚持这些行之

有效的外交理念和举措。

唐志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
中东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在“一带一路”问题上，主要经济大国有不同看法。经

六年的发展，“一带一路”取得巨大成功。意大利作为G7国

家率先加入“一带一路”，起到重要先导作用；而希腊的加入，

使“16+1”机制变为“17+1”机制。“一带一路”为沿线各

国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就一 会得到更多国家的理解支持和

参与。在此 程中，政策联通至关重要，把“一带一路”同各

国自身的发展战略相衔接，才能够实现“共建、共赢、共享”。

孙永福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商务部欧洲司司长（2003-2015）

中东乱局或成为世界动荡之源。解决中东安全问题，关键

在于主导权要掌握在中东国家自己手中，提升他们的自主安全

能力和水平。通 自主、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从根源上解决

问题。为此，应当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展多层次的安全合作，推

动有效的安全治理和安全机制建设，实现共同安全和 遍安全，

形成稳 有序的中东安全体系。

吴思科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2009-2014）

中国驻阿盟全权代表（2005-2007）

中国驻埃及大使（2003-2007）

中国驻沙特大使（200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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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方向的“一带一路”建设，要关注五个问题：一是部

分东南亚国家更崇尚保护自然生态；二是东南亚多数国家信仰

教，而我们更多强调物质世界的改善和生活的现代化；三是

东南亚国家不会允许任何一个大国在该地区独自坐大，他们寻

求大国平衡外交；四是应当根据当地市场承受能力进行投入，

经济利益有一 边际效益，“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是两回事；

五是不能眼中只有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同经济界、学术界、 教

界之间的交流融合同等重要。

“数字丝绸之路”将对新一轮工业革命产生巨大推动作

用。在此方面，中国已是领跑者，以华为 5G为代表的工业和

技术发展、IPV6 的技术发展，包括区块链技术的发展等，都

在为世界提供解决方案。安全问题对建设“数字丝绸之路”非

常重要，这个安全不仅指网络数据安全，更要站在“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理念下理解安全问题，建立立体化、全方位、综合

性的“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

吴毅宏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新华社中东总分社社长、总编辑

（2001-2009）

闫立金

中国丝路集团董事长
丝路国际公益基金理事长

“一带一路”的本质是内外融通，而内外融通是中国长治

久安的发展模式。新时代以“一带一路”统筹内外两个大局，

“一带一路”已成为 高级别的国家战略。六年来，“一带一路”

呈现“全球扩展、全国展开、全业覆盖、全民参与”的“四全”

发展态势。要妥善应对国际形势变化，切实加强跨国安全合作，

关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面临的安全风险，进一步解决民心

相通问题，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持续健康发展。

翟崑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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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分论坛

中美关系目前有三个确 的变化：其一，中美力量对比的

变化，中国实力地位大幅度上升，中美之间差距明显缩小；其

二，中美之间形成新的战略竞争态势，为应对中国崛起，美国

将战略竞争上升为中美关系的主导面；其三，中美关系呈现既

是对手又是伙伴的超复杂关系形态。这些变化将中美关系带入

下行道，摩擦和紧张成为新常态，但双方也有进行 机管控、

防止形势失控的共识。

目前中美关系中的不确 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未

来发展方向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其二，中美关系是否还能维持

政经分离的状态，即在承认政治制度不同的同时，保持经贸领

域的互惠；其三，中美在一些重要的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上

将采取怎样的对策；其四，中美两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对于中

美外交决策将产生何种影响。“特朗 因素”是当前以及未来

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发展的 大不确 因素。

崔立如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200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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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不是在不考虑政治因素的前提下把 去做法正当化

的一个借口。因此如果不考虑民主的适应性，民主便没有意义。

我们不能制造一种错误观点，即国际秩序是由美中文明所主导

的。对很多国家及其人民而言，他们并不希望困在这两大文明

之中，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文明。面对国际秩序的失衡，

我们需要捍卫多边多元的国际秩序，而不是受制于传统的美中

俄战略铁三角。

中国崛起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功的转变。在全球竞争中，

美中两国在北极、南极、南美、非洲，网络空间等各个方向领

域都在争夺主导地位。处理美中两国关系需要回归传统做法，

即厘清国家利益。美中两国必须明确各自的国家利益，清楚哪

些领域可以合作，哪些领域处于对立和抗争阶段。只有这样，

美中才能在军控、气候变化等方面开展合作，避免不必要的恶

性竞争。

Thomas Gomart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Robert Daly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

亚洲古老文明之间有和平共处的传统。亚洲国家是“文明

国家”，各族群和谐生存，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中国与 度

的工业化改变了亚洲的面貌。亚洲的崛起也改变了世界经济的

格局。中国、 度等亚洲“文明国家”不会在意“修昔底德陷

阱”，它们关心的是如何拥有更好的生活。亚洲国家可以依靠

构建利益共同体来化解矛盾，亚洲会成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典范。

丁一凡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

所常务副所长（200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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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 因素”有两个维度：其一是不可预测性；其二是

对华政策和战略缺乏总体性和高度。自尼克松总统以来，每一

任美国总统都以总体战略视角来处理美中关系。但特朗 总统

并未萧规曹随。他主要关注贸易问题，没有一个整体的对华政

策和战略，给美中关系带来了不确 性。应对目前的全球问题，

一是要加强现有机制，二是要创造一个包容、基于共识、有效

的新机制。美中虽是 强大的两个国家，但不可能包办一切，

美中两国都需要接受其他国家所展现的领导力。

John Holden

麦克拉迪咨询公司中国业务团队
高级主任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
（1998-2005）

多极化已是常态，但美国仍有不少人不相信世界多极化的

趋势，这正是国际秩序的矛盾和 险所在。俄中都不喜欢目前

的国际秩序，这就是为什么两国要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世界不

能由单一的权力中心来控制和主宰。即使特朗 连任失败，美

中关系也不会立即转好。美中关系转圜可能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在此期间，俄中一 要保持紧密合作，而正是美国的对外政策

促使俄中走近。

朝鲜半岛在 2017 年充满了 机，2018 年出现了和平的

新希望，而 2019 年则是 险而不确 的一年。在韩国看来，

朝鲜半岛有三种和平模式：一是维持和平，即保持无战状态；

二是制造和平，即通 对话谈判变停战协 为和平协 ；三是

建设和平，即通 建立“南北经济共同体”实现持久和平。目前，

实现朝鲜半岛和平面临四大障碍：其一，韩朝缺乏互信和共识；

其二，朝鲜拥核；其三，韩美同盟的存在；其四，韩国国内对

朝态度的极端化趋向。

Alexander Lukin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亚与上海合
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国际关系
主任

Chung-in Moon

延世大学杰出教
大韩民国总统特别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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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原来的弱者、受害者，转变为受益者。原来的受益

者美国则变成了“受害者”。“一个强者变成了一个弱者”，

特朗 在这样一种逻辑的驱使下采取了逆全球化的行动，导致

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的动荡。中国已经成为缓解不平等的主要

力量，同时也成为引领新型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中国模式在原

有国际机制上，补充和创立了新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中国

是国际机制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变革者。中国倡导的新型全球

化和新型治理是和平而非暴力的，是包容而非排他的，是开放

而非封闭的，是民主而非霸权的。中国倡导的是共生、共享、

共赢的治理。

未来的国际秩序将超越西方化，不再以西方为中心，其部

分原因在于非西方国家和其他参与者对国际规则提出的主张。

世界正在走向一个更加区域化的世界。因此，世界正在变得更

加全球化 ( 至少在经济上 ) 和更加区域化。重叠的区域秩序将

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的关键组成部分。

乔卫兵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

唐世平

复旦大学特聘教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美中关系短期悲观，长期乐观。长期乐观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贸易问题可以解决，很多美国提出的要求也是中国需要

调整改进的地方；其二， 分夸大美中战略对抗关系将会让美

中两国错用资源，从而对两国造成 害；其三，美中两国人民

对于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经济 机等威胁有着共同的理解，

而只有美中两国合作，才能够有效应对这些威胁。如果把两国

人民的这个共同理解同美籍华裔群体联系起来，就会对美国政

府施加压力， 终促使两国合作。

Stephen Orlins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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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缘是指人们以货币为媒介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货币是人

类进行劳动分工的重要工具，币缘是促进人类形成利益共同体

的重要媒介。从币缘政治视角看，未来世界会脱离单一国家的

信用货币体系，建立多元货币体系，形成洲域化的“币缘圈”，

并为洲域经济合作圈奠 基础。新型全球化不是单一国家主导、

单一货币体系推动的，而是基于洲域化的多元货币体系的。币

缘政治是人类交流合作的关键中介，而区域性的“币缘圈”可

以成为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台阶。

王湘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对于中方而言，中美关系仍然是首要的，但美国的重要性

正在下降。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实际冲击力小于之前预估。在

特朗 就职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中美仍然在朝鲜问题、对非洲

投资、药品监管、军事安全、人文交流和全球治理六个领域存

在广泛合作。不能把中美关系仅仅聚焦在经贸摩擦上，经贸摩

擦只是中美关系的一部分。

王 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
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

中美都非常愿意维持稳 并不断发展实质性的安全关系。

中美安全关系，尤其是两军关系，在中美关系趋冷，贸易战正

酣之际，仍然总体保持稳 。美国国防战略 为深远的目标之

一就是要让中美两军关系能够走上长期透明和互不侵犯的轨

道。必须强调的是，虽然中美安全关系总体稳 ，但中美安全

关系并不会像 往中美经贸关系那样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

石”，其还不足以为中美关系提供足够的凝聚力和共同利益。

徐弃郁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

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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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市场化和信息处理能力建设的滞后，严重影响国

家战略资源安全。造成中国在全球资源领域话语权缺失的重要

原因不单是国外因素，更多的是中国国内资源领域改革的严重

滞后，特别是在石油等战略资源领域，中国的计划经济根深蒂

固。资源领域的全球领导力是建立在充分的市场竞争基础之上

的。未来，中国需要建强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处理能力。

于宏源

太和智库研究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和公

共政策所所长

中国不在中东填补权力真空、不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

而是要在共建“一带一路” 程中，确立和平、创新、引领、治理、

交融的行动理念，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

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稳 的支持者、中东民心交融的合

作伙伴。促进中阿关系发展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准确了解、

构建客观的伊斯兰文明知识体系；二是须重视中东研究的供给

侧改革。中阿文明交流互鉴，不仅需要懂阿拉伯语言和文明的

中国专家学者，也需要懂汉语和中国文明的阿拉伯专家学者。

朱威烈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阿改革发展研究
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

日本外交的基本行动样式是“傍超级大国”。日英同盟助

力日本国运昌盛。二战后日本外交必须强化日美同盟，以阻止

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目前日本外交面临的重大课题就是阻止

特朗 的孤立主义倾向。日本外交有两个非常典型的行动样式：

一是“忖度外交”，即揣测外交，揣测美国的政策，预估美国

的行动，力求先于美国一步行动；二是“引君入瓮外交”，即

日本政府出资引导美国智库、公务员、政务 强化和扩大日美

同盟。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教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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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仍具备充沛的前进动力，逆全球化不会成为新的时

代趋势。世界贸易格局出现了深刻变化，在二战后的相当一段

时间里，国际贸易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或富裕国家的需求，以及

它们的跨国企业所驱动的。但自从中国加入WTO后，发展中

国家的需求变成了驱动全球贸易和跨境经济伙伴关系非常重要

的新生力量。反全球化政治运动或排外的民粹主义，主要集中

出现在部分西方发达国家。而中国、巴西、 度及其他发展中

国家，是支持全球化和开放的。

朱云汉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
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执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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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科技分论坛

颠覆性的商业模式频繁出现，而这种模式是以技术进步为

前提的。目前，全球市值 大的十家企业中，有七家是互联网、

科技类公司。这些公司通 自己的不断发展，拓展到新的领域，

颠覆旧的格局，开创新的行业。这些企业逐渐成为商业帝国般

的存在，是好是坏，还没有一个 论。未来科技公司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可能会主宰世界科技的发展。今天，处理大量的数据

是人类不能轻松承担的工作，未来机器的自治很大程度上将成

为一种常态。需要思考的是，人类是否能够承担人工智能、机

器自治所产生的不可预测的后果。

费良宏

AWS首席云计算技术顾问

科学的全球化及其覆盖领域之广，是所有领域中 为明显

的。新技术本身就代表着新的科学，都是由 前沿的科学产生

的成果。科学产生技术，反 来，技术还有推动科学更好地向

前发展的潜力，这就是新技术的放大效应。任何科研成果都会

影响到社会中的每个家庭和个体，科学和个体间的关系是极为

密切的。科学的发明、应用以及其在家庭和个人之间的传播

及直接而迅速，科学研究、产业应用和个人使用之间的间隔变

得越来越小。

Jan Fischer

捷克共和国总理（20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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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是现在研究的重点，而人工智能、神

经网络等也正基于此进行深入研究。人体研究 于复杂，必须

动用大量自然科学工具。借助系统科学、动态系统科学、控制

论等，可以共同解决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健康等问题。通

可穿戴设备感知、系统模型建立、人体消音器等一整套闭环

软硬件技术，可以对人体进行复杂性建模，更好地分析感知生

命的变化规律，从而真正服务和保障人类的生命。

韩治刚

北京正气和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CEO

企业在5G的发展治理当中，不能不作为。5G时代，车辆、

红绿灯、道路都联网了，这意味着操控一百公里以外的车辆行

驶成为可能。有了远程驾驶，在灾难中，可以在没有生命 险

的情况下把大量救灾物品运往灾区。对企业来讲，可以用实际

行动来推动相关科技应用的成熟，推动政策的改变。顾伯平

太和智库首席文化学者

科技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历史性的变革，也让现代生活成为

可能，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技术可能带来好的影响，也

可能产生负面效果。技术会自我迭代向前发展，近年来，技术

也引发各类伦理、道德争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大国关

系。怎样让技术更好地发挥作用、赋能人类社会，而不是让技

术仅仅掌握在一小部分公司或是寡头手里，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问题。对技术产生的问题进行治理，需要寻求一种合作机制。

Thorsten Jelinek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欧洲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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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是人工智能的基础，它提升了数据和速度，连接了物

理和虚拟，但同时也存在风险。5G涉及到各个行业，是一个

系统性工程，但5G也有着自我意识和情感。在5G发展 程中，

政府一开始就要介入对它的管理和治理，法律也要随之不断健

全，甚至法律的制 可以相应提前，这样才有利于5G健康发展。
贾建平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7-2011）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根本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

式。一旦技术被应用成为工具，它就不再中立。正因如此，才

更应清楚预测与认知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影响，关注对技术

的治理。为使技术治理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我们亟需建立更

迅捷的商业模式和政府管理模式，以更加包容、可持续的方式

来解决技术发展带来的问题。

Danil Kerimi

世界经济论坛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
网络区域副主任

消费互联网发展影响和作用进一步向生产端，即产业互联

网这一端传导。大家都希望能更加公平地获取全球的货物，以

低的价格获得 高的质量、 好的服务。然而，企业人力、

原材料成本正在不断增加，怎样通 成本控制、效率提升、安

全交易来完成进一步改造，怎样从信息、货物、服务获取的角

度来保证交易和科技服务的安全，这些都需要通 技术手段去

解决。科技发展推动产生了一系列新模式，给传统的产业带来

一些颠覆性影响，但我们应该相信前沿科技正在不断解决这些

矛盾问题，让更加公平的时代尽快到来。

郎永淳

太和智库研究员
找钢网高级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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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什么技术，都要考虑三方面的监管，即政府监管、

专业监管与社会监管。政府因为要维护更大群体的利益，做法上

可能会比较保守，但未来，对于技术上的控制可能越来越多，也

更加迅速。专业监管，如科学委员会等，要确保体系的不断升级

与维护。社会监管中，必须把社会各界动员起来，增加全社会对

于技术监管的认知。多方参与的合作和监管可以帮助更好地实现

人工智能的跨国发展。应该建立一种“跨国+跨行业”的技术

合作机制与体系，把更多的社会学家、科学家和专业人士集合起

来，共同研究构建与科技发展应用相关的道德伦理框架。

蒙美玲

香港中文大学系统工程与工程管理
系教

中国错 工业革命，决不能错 信息革命，这种情结影响

着中国政府对于互联网的态度。从 25 年前中国接入互联网，

到今天中国人对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轮

科技革命全力以赴，AII	IN 是融化在中国人血液中的。对于新

技术，中国政府秉持“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的九字方针。

在互联网领域，中国政府既是“守门员”，也是推动者，不仅

要防止技术 害社会，也要推动中国新一轮科技的春天。

彭波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2012-2015）

前沿科技给全球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极度贫困的国家在

科研上毫无竞争力，他们被排除在这样的浪潮之外。在知识全

球化的背 下，科学界越来越开放，科研成果共享正在成为全

球共识。这些科研成果对于贫困国家发展医疗卫生、农业等大

有裨益，而一些学术机构和科学家，也希望从国际层面帮助贫

困国家做科研工作，努力解决日渐严峻的贫富差距问题。不管

是中国人、美国人，还是欧洲人、非洲人，大家都有着共同的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Ismail Serageldin

尼扎米国际中心联合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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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是物联网发展的重要基石。科技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

利益失衡，对此，政府要提前思考、计划，社会各界也要广泛

合作，进行监督管理。技术突破可以在短期内带来巨大收益，

但如何使更多人受益，更好的进行二次分配，让社会共享技术

突破产生的收益，这可能是国家管理层面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

技术要大力往前发展，监管、立法等方面要及时跟进，如此才

能有效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石民勇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国传媒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

技术正在改变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可以早期介入，

对技术进行控制，人类的未来发展可能会是另一条不同的曲线。

与技术发展相关联的有三大因素：其一，技术发展的速度和广

度。一方面，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每一天都有新进展。另一方

面，人类一些宏大的设计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可能无法实现，有

些技术本身也存在天花板；其二，技术发展存在不确 性和不

可预测性。成千上万的技术研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而这

些技术会如何相互影响，怎样塑造未来却难以为人所知；其三，

自动化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个人与企业的责任问题。机器在

自动化 程中导致的一些事故问题，到底由谁来负责？传统的

治理手段、治理格局，以及新技术带来的挑战之间存在着不匹

配。新技术存在被滥用、错用的风险，我们需要更有效的机制

来进行监管与管控。

Wendell Wallach

黑斯廷斯中心高级顾问
耶鲁大学跨学科生物伦理学

中心学者、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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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的早期发展 程中，政府往往是跟随其后的。但如今，

面对技术的快速进步，我们意识到监管可能要前置。我们都在

讨论科技进步，其实也可以用先进科技，如大数据分析、人工

智能等手段去加强监管。资本与技术的结合推动了产业的进步。

我们看到技术进步确实在促进利益分配的 程中发挥了很大作

用。当一个国家拥抱科技的时候，它的未来一 更加光明。

王杰

太和智库研究员
隆正互联董事长兼总经理

我们要用科技去发现科技的未来。大数据、人工智能都以

知识图谱为基础。95%以上的信息和数据都可以从开放的数

据里分析得来。关于 5G、机器人、区块链的信息，从大量的

新闻、科技咨询数据里面也可以挖掘出来。知识图谱建构了所

有实体之间的关联，包括机构、企业和人之间的关系。它可以

连接卫星的数据、企业内部数据、开放数据。利用知识图谱，

人们可以分析个人认知以外的数据和信息，从而获取新的收获。

于洋

中译语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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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不仅要关注技术，还要重视创造价值。从研发的

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去探讨人工智能的正确用途。比如，在制

造业领域，用机器人代替人类分拣，帮助中德两国制造业保持

竞争力；利用自动驾驶系统，降低物流运输成本；借助人工智

能系统，帮助残疾老人在机器辅助下实现独立行走等等。在一

些传统产业里，人工智能也有诸多创新性的前沿应用。在中医

药领域，5G技术带来更多的应用场 ，让康复和养疗实现更

多可能，人工智能也能助力中国传统医药产业的现代化；在农

业领域，人工智能推动自动化收割的发展，进一步解放劳动力。

在人工智能发展的 程中，应把握好七个平衡，即技术与价值

的平衡、创新与监管的平衡、竞争与合作的平衡、政府与市场

的平衡、国内与国外的平衡、接受度与参与度的平衡、独特性

与附加性的平衡。

张建伟

德国汉堡大学信息学科学系教 、
多模态技术研究所所长
德国汉堡科学院院士

科学技术研究在追求卓越的同时，还需要重视人文关怀，

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需要构建一种新的科学文化。一方面，科

技研发工作者不仅要追求卓越，也要清醒认知科学滥用和技术

无度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科研工作者要充分研判，是否已

具备了控制技术后果的能力；另一方面，需要通 多元化的传播

方式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养成一种理性的、独立思考的科学

精神和文化土壤，从而实现科技与人类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张藜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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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发展中隐藏着诸如政治安全、社会安全、隐私

安全等各类风险。目前来看，很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可以通

过更先进、更完善的技术来解决。比如人工智能涉及到的隐私

保护，可以通过密码改进等新的技术缓解风险。同时，科技发

展过程中的很多问题不能完全依靠企业来解决，政府也需在治

理中发挥更多的作用。政府在法律法规、行业政策、管理管制

等方面的不断完善十分必要。

张雨

太和智库研究员
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战略

创新部商业智慧团队负责人

近期，全世界的一些国家纷纷推出商用 5G，同时也开始

讨论 Beyond 5G 和 6G。5G 既面向移动互联网，又面向物

联网，实现的是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通信。而 6G 时代

面向的是智联网。从 5G 到 6G，要实现从连接世界到感知世

界的发展。6G 将满足“三元社会”的需要，即人的社会、物

理社会和虚拟社会。技术发展将会催生新型的类脑网络，实现

网络无所不达、算力无所不在、智能无所不及，推动实现智能

的万物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将在这一过程中融合发

展，并实现相互赋能。

张新生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科学技术

委员会秘书长

近年来，在网约车、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新业态呈现井

喷式发展的同时，也显现了诸多问题。例如传统出租车遭到新

兴网约车的冲击，竞争趋向激烈，而对网约车的监管也存在困

境。面对发展中新老业态之间的合作竞争，中国决策者并未简

单地“去旧存新”，而是以发展、包容的思路解决问题，坚持

乘客为本、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依法规范、坚

持属地管理，最终初步实现了新老业态之间合作、竞争与监管

之间的平衡。

张柱庭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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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分论坛

社会和人们的职业正在发生很大变化，这种变化是动态的。

尽管数字化非常重要，但是人类的能力仍然非常关键，比如集

体合作精神、创业精神等。不管技术多么复杂，始终只是一种

工具，工具需要人来使用。传统的职业教育不能满足业界需求，

也不能满足社会和职业变化的速度和规模，我们需要改革教育

系统，重新发展想象力以适应新的就业市场。我们也需要重塑

对于大学和职校教育的理念看法。

Jen Bahen

澳大利亚职教学院委员会

国际教育部主任

5G来了，我们都在思考教育会被颠覆、教师会被替代。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较骨感；技术很前沿，观念较传统；客

体很积极，主体较被动；变革很巨大，体系待重构。大家都在

谈论技术问题，但在有些地方，特别是落后地区，不要说 5G

时代，现在就连 2G、3G时代的职业教育遇到的问题都还没

有得到完全解决。
陈利文

湘潭市教育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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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应当结合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做出相应的改变，

将新兴技术与人文素养更加有效地融合起来，发展学生思辨、

沟通等更加广泛的方法技能和社会技能，职业教育应当与企

业开展更广泛的合作，开发和改造教育标准和教学标准，并

且通 引进产业技术标准和产业认证标准来发展与产业更有

效的联系。职业教育应当与企业和高等教育开展更加广泛的

合作，以满足劳动者终生学习的需要。应当通 教育来开展

更加广泛的多文化交流。中国的职业教育经验对于发展中国

家有着较好的借鉴意义，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人

文交流方面架起新的桥梁。

陈李翔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

未来在 5G通讯网络支持下，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万物

互联肯 会出现爆炸性增长，同时也会作为一种基础设施或分

配性的驱动力量构建起一个产业复杂、多层次的生态体系，解

决不同产业和文明之间的融合问题。在这样一个通信技术快速

发展、工作和生活日益融合的时代，一个职业技能需要快速演

进、从业人员需要终生学习的时代，部分职业院校需要解决

位不清、同质化现象严重、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打造以职

业能力为导向、面向市场的课程体系。职业教育以职业为基础，

以就业为导向，应当强化技能评价在职业院校办学模式、教学

方式、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引领作用。	

方皛

长江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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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物联网的形成与快速发展， 终将实现农业生产的智

慧化，区域性特色农产品，将实现规模化、高质化、产业化，

食品安全溯源可控，农产品的季节时令差别可能完全被打破。

但是 5G也会导致农业结构出现新的断裂，新的农业革命将给

整个农村，特别是产业布局和农民带来一次重新分工。这种断

裂所引发的不仅是农业产业结构的问题，更可能衍生出新的社

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从而使传统意义上的“三农问题”变得

更加复杂。在中国，传统农业将与智慧农业长期并存。从中国

农业、农村、农民的现状来看，农业物联网技术在农村地区的

推进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的 程。传统农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仍将是中国农业的主流，并形成与发达地区 5G农业长期并

存互补的局面。5G农业的发展，将造就一批新型“农业工人”。

5G农业呼唤新形态的农业职业教育，农村职业技术的教材可

能将不再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说了算，其区域性特点亦可能变

得非常明显。

胡彬彬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南大学教

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关于颠覆性技术对美国人才市场

影响的研究项目。我们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源、风险经理、文

件管理，甚至是项目经理等职业，都面受到AI软件革命的影响。

雇员要找工作，需要数字技能。就算是高管，也需要拥有更好

的数字技能才有可能保住饭碗。胡熙

哈佛大学法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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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技术对于农村的远程医疗的影响和改变，将对提高中

国整体国民素质和解决中国农村面临的巨大问题产生巨大影

响。技术是为人服务的，老年人对高科技应用的认知和能力是

有限的，5G未来的实践和应用要带有温度，人文元素是我们

必须面对的课题。

李鹰

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养结合养老产业
研究中心主任

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
中国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学会第六届

常务理事

5G技术“一高一低”（高速率、低延时）的特征，为银

行服务的升级提供了广阔前 。银行网点、柜台服务、安全保

障在 5G时代可能会以全新的面貌呈献给客户。比如说，银行

非常关心的灾害备份，将在5G技术的支持下，更加快速、可靠。

未来，银行服务的应用场 可以无处不在，相应的岗位变化和

人才需求需要提前研判。
靳相伟

中国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
高级对公战略研究员

德国职业教育是“二元制”的，一元是职业学校，另一元

是企业或跨企业培训中心，实行的是两套教学计划。我们将这

两套计划同时纳入学校，在学校建设类似德国跨企业培训中心

的“学习型工厂”，将二元合为一元。但“学习型工厂”与德

国跨企业培训中心，以及新加坡的“教学工厂”的区别在于，“学

习型工厂”里不光有模拟部分，还会引进一到两个真实的企业，

终形成企业满意、就业满意，招生与就业两旺的态势。

刘海光

东莞技师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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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为中国职业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背

书，使中国职业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有了实实在在的支撑，

而中国的经验也更容易为发展中国家所借鉴，这将在“软交

流”方面，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架起一座新的桥梁。

中国要加强与澳大利亚、德国、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合作，

融合各个国家在职业教育标准制 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并共

同制 一个标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

刘京辉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国家留学基金委秘书长（2008-2017）

5G 技术给职业教育带来了很多变化。5G技术能够给民

办教育带来一些新的视角，但目前仍有一些局限。5G时代需

要一些更有能力、更有技能的人，但在中国，学术能力强的学

生并不在职业院校。十年前，思科、英特尔都在谈智能课堂。

十年 去了，现在的现实是老师们仍然在黑板上写板书。在中

国，校园变得越来越大，但资源却非常分散，很难满足学生的

需求。每次政府推出新的政策，基本都是将更多的资源投向公

共教育，民办教育却越来越难。但总有一些是我们可以做的，

比如可以进行更多有意义的协作，进行更加深入、更加创新的

课程设计，这样就可以更为紧密地同产业结合。

刘一沛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理事长、
院长

智能技术要素在全面升级，在职业教育中，学生们要学习

的智能要素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物联网时代的机器人

也好、设备也好，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既是工具又是

工具的使用者，5G和 AI 技术的赋能，将使这一特性显现得更

为明显。培养 5G时代智能工具的使用者和创造者，要培养四

个方面的能力，即智能工具的创造能力、智能工具的使用能力、

智能工具的协作能力，以及更为重要的智能应用的创意能力。

刘雪楠

北京康力优蓝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北京百仁慈爱公益基金会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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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传统品牌全面拥抱移动互联网和新的科学技术。我

们希望通 新的技术手段和营销模式，创新甚至是颠覆传统行

业。销售强调“精准”，我们希望借助包括 5G时代提供的物

物相联的手段，精准、快速、高效地接触到终端消费者。从这

个角度来说，我们对人才的需求是复合型的。5G时代，在科技、

技能、经验、创新、心理素质等方面对人才培养提出了非常高

的要求。

孙巍

中国贵酒集团营销总裁

加入HDI 之前，我一直是美国的一位外交 ，2002 年开

始做文化交流项目，当时的理念就是用科技来促进文化外交。

17年后，5G将让我们在扩大文化交流和培训方面拥有更强的

能力。当 5G时代真正到来时，VR技术的提升能够让我们完

全改变虚拟的文化项目，大大提高传统项目的品质。新的平台

和载体能够更快速地让技术的进步推动文化项目的发展，这在

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Joseph Merante

美国Humpty	Dumpty	Institute	
(HDI)	首席运营

从各主要市场的调研情况看，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与高等教

育毕业生职业素质的不匹配是一种全球现象。业界对于大学生

的就业资质并不满意。这既有教学水平的因素，也有技术变化

太快，教育教学跟不上节奏的问题。美国、澳大利亚、欧洲都

在采取不同的措施应对这一挑战。中国现在正在尝试 1+X证

书制度，这是一个伟大的政策项目，因为它会推动包括大学在

内的高等院校针对教育质量做出改革。

Martin Riordan

墨尔本大学马丁高等教育领导与
管理学院荣誉高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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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产业对技术的依赖非常强，任何技术上的改变都会对

文创产业产生重大影响。5G技术将为文创产业带来新的商业

模式，释放新的内容需求，提供消费新体验，这会是一个“疯

狂的时代”。萧泓

完美世界产业集团CEO
北京百仁慈爱公益基金会会友

如何让职业教育适应 5G时代的要求？首先要改变多年来

粉笔 +黑板这种课堂教学模式，改变由一人传导的教学方式，

实施项目教学、案例教学、情 教学、小班教学，采取工作

程导向式、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等教学法。现在

职业院校的一些教学计划还是十几年前的，没人要求他们改

变，也没人告诉他们怎么改变，这样的教学计划无法培养出未

来 5G时代需要的人才，同时职业院校的教师也基本没有行业

工作经验。因此，通 企业和学校共编教材引入企案例和技术，

才是职业教育改革的关键。

王东江

北京市教委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处长

人工智能促进教育变革，这是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教育

发展的必然趋势，人工智能给中国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带来了

史无前例的挑战。让每一个人都能在人工智能时代通 教育和

终生学习获得成功，这是我们的基本愿 。智能时代的人才培

养需求与传统工业时代的教育支撑体系不相匹配，我们需要聚

焦生活就业技能、学习创新技能，智能时代数字化的生存能力

等方面，对今天的教育结构体系，包括人才培养体系进行优化。

熊建辉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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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与 46 个国家签署了学位和课程协议，其中 24 个

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但是还没有签署学位认证和职业证

书认证的国际协议。我们现在正在考虑在工程职业教育领域开

展相关工作。中国职业院校对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抱有

很大热情，而这也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强大支持。余有根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职业教育与
培训部主任

作为新的通用技术，5G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5G是实现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和平台，	5G智联世界、服务

世界，有望改变整个产业和经济，且重新 义经济竞争力。到

2035 年，5G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为中国创造 9840 亿美元的

产业和 950 万个工作岗位。5G技术也会给教育带来很大的发

展，教育机器人、智能辅助系统、学习分析技术、在线学习、

虚拟现实等，将对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产生极大的促动作用。

张新生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科学技术

委员会秘书长

贝茨技术学院每个专业都要成立由不同代表组成的咨询委

员会，包括产业经理、雇主、工会代表。委员会开会时，一般

都会回顾课程设置，关注新的技能、设备、安全要求、标准等

问题。我们除了有学院认证外，对于一些特 行业还会有产业

认证，以确保教育的高标准、高质量。周琳

美国贝茨技术学院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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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关系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中国崛起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功的转变。中美两国目前在包括北极、南极、南美、非洲、网络技术

等各个方面议题上都在争取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也正在发生一系列嬗变，这其中既有确 性

又有不确 性。

中美关系的确 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美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主要是由

于中国的实力和地位大幅度上升，中美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二是中美之间出现了新的战略态势。这主

要是美国改变了对中国的 位。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确 为主要对手，认为大国竞争已取代恐怖

主义威胁，中国崛起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挑战。美国由此改变了与中国的互动方式，战略竞争上升

为中美关系的主导面。三是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超复杂的关系形态。中美既是对手也是伙伴，在不少领

域双方还有合作，在地区关系和全球治理方面属于利益攸关方。上述这些明确的变化将中美关系带入了

一个下行道，摩擦和紧张成为新常态。但与此同时，双方也有共识，即为防止形势失控，需要进行风险

与 机管理。

中美关系的不确 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中美关系未来如何发展。两国究竟是落入“修昔底

德陷阱”，还是更加积极地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在中美经贸摩擦的背

下，中美关系还能否继续维持 往政治经济分离的二元状态，即承认政治制度上的差别，同时保持经贸

领域的互惠。三是中美将在一些重要的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上采取怎样的对策，比如台湾、南海和“一

带一路”问题。此外，两国能否在朝核问题上继续合作，以及能否保持战略安全（战略武器）方面的稳 ，

分论坛重要观点综合摘要

国际关系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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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个问号。四是中美政治经济发展将对双方的对外政策产生何种影响。自尼克松政府以来，每一

任美国总统都是从总体战略的角度出发来管理美中关系的，但特朗 更关注贸易问题，并没有一个整体

的政策和战略来管理中美关系，这可能会导致出现一些问题。“特朗 因素”（Trump	factor）将变成

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发展中 大的不确 性因素。

二、中美关系的未来与再稳定

中美关系短期看悲观，但长期看还是乐观的。首先，就贸易问题来说，虽然中美经贸摩擦目前处于

胶着状态，但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中美经贸交融度很深，美国对中国提出的一些要求，其实也是中国自

身需要调整改变的地方。其次， 分夸大中美双方的战略对抗关系，会让中美将资源用错地方，比如有

可能导致军备竞赛，这会对两国造成更加深远的 害。其三，中美两国人民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经

济 机等威胁有着共同的理解。只有中美两国合作，才能够有效地应对这些威胁。 后，中美双方的安

全关系，尤其是两军关系，在中美关系趋冷、经贸谈判前 不明之际，仍能保持总体稳 。美国国防战

略 为深远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让中美两军关系能够走上透明和互不侵犯的轨道。但必须强调的是，中美

安全关系并不能扮演 往两国经贸关系那样的“压舱石”角色，中美安全关系还不足以提供足够多的凝

聚力和共同利益。

应对目前不断下滑的中美关系，中美双方都必须找到一些合理可行的对策以确保中美关系实现再稳

。一方面，中美两国需要回归传统的做法，即厘清国家利益。中美两国必须明确各自的国家利益，让

彼此清楚哪些领域可以合作，哪些方面处于对立和对抗阶段。只有厘清国家利益，才能让中美在军备控制、

气候变化等方面加强合作，避免不必要的恶性竞争。另一方面，也要促进中美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层

面的交流合作。中美关系涉及方方面面，不仅限于双方 高领导层，事实上，美国各州州政府也正在同

中国开展积极的交流与合作。

三、朝鲜半岛和平的模式与障碍

朝鲜半岛问题牵动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亦与中美关系紧密相关。2017 年，朝鲜半岛充满 机；

2018 年，朝鲜半岛出现了和平的新希望；而 2019 年，对朝鲜半岛来说则是 险而不确 的一年。

从韩国的角度看，未来朝鲜半岛实现和平有三种模式：一是维持和平，即保持朝鲜半岛处于无战状

态。为应对朝鲜的军事威胁，韩国需要有军事威慑能力，需要加强韩美同盟。但是与此同时，韩国会因

此陷入一种长期不安全的困境。二是制造和平，即恢复对话谈判。这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可行手段。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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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谈判，缓解半岛紧张关系，建立互信，宣布朝鲜战争结束，将停战协 升级为和平条约或和平协 ，

终在朝鲜半岛建立和平机制。三是建设和平，即实现康德所提出的“持久和平”。为消除冲突根源，

韩国总统文在寅提出“和平经济”的概念，旨在促进与朝鲜的交流、合作，使人员、货物、服务自由流动，

建立“南北经济共同体”。

但实现朝鲜半岛和平并非轻而易举，目前主要面临四大障碍：一是朝韩双方缺乏互信与共识。经历

了七十多年的对峙与冲突，南北双方缺乏互信、互相敌视、长期对立，而双方对于半岛和平问题的看法

也完全不同。二是朝鲜拥核。一个拥核的朝鲜是半岛和平的一大障碍，因此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实现半岛

和平 为重要的一个步骤。三是韩美同盟。韩美同盟加深了朝鲜对韩国的敌对，也让中国和俄罗斯，至

少是中国成了韩国的“准敌人”，给半岛和平带来了不断加剧且难以超越的障碍。四是韩国国内态度极

端化。朝鲜拥核令韩国中间派民众在半岛和平问题上渐趋强硬，出现了诸如要求发展核武器这样极端的

声音。这不仅成为半岛和平的障碍，更会给东北亚地区形势增加新的不稳 因素。

四、重构中的国际秩序

亚洲古老文明之间有和平共处的传统，亚洲国家的各族群和谐生存，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中国与

度的工业化推动了亚洲的崛起，亚洲的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比起“修昔底德陷阱”，中国与

度这样的亚洲古老文明国家更加在意如何为民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亚洲国家是可以靠构建利益共同

体来化解矛盾的，亚洲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例。

WTO有其脆弱的一面，但作为支持全球化的力量仍不可低估，特朗 要退出这个群，也会受到极

大制约。当今，世界贸易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二战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国际贸易主要由发达国家

或富裕国家的跨国企业推动。然而， 去十年间，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推动力。

应对国际秩序的失衡，必须维持国际秩序的多极化。世界正在变得更加全球化（至少在经济上）和

区域化。重叠的区域秩序将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的关键组成部分。从“币缘”的视角看，未来世界会脱离

单一国家的信用货币体系，建立多元货币体系，形成洲域化的“币缘圈”，这将为洲域经济合作圈的建

立奠 基础。欧元区的建立就是一次突破，也是一种尝试。新的全球化，不是由单一国家主导、单一货

币体系推动的，很可能要走洲域化的多元货币体系路径。一 意义上讲，“币缘”政治是人类交流合作

的关键中介，而区域性的“币缘圈”可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台阶。在全球经济和

世界秩序趋向重构之时，可以以“币缘”为中介，在旧体系与新秩序之间搭建一座沟通彼此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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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5G技术将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国内对 5G的认知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作为一种通用技术，5G将对经济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国际电信联盟制 的标准明确地将 5G的应用场 位在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在移动互联网方面主要

是提高用户体验，物联网则将面向各行各业。国内多家智库提出，5G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是实现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和平台，5G将智联世界、服务世界。5G有望改变各个产业，重新 义经

济竞争力。美国市场研究机构 IHS	Markit 认为，到 2035 年，5G将有潜力在全球创造出 2200 万个工

作岗位；中国有研究机构提出，到2035年，5G将为中国创造9840亿美元的产值和950万个工作岗位。

在医疗卫生领域，5G技术有望极大改善农村远程医疗，并为居家养老、社区保健和创伤急救提供

便利。中国已经实现了对 3万多个乡镇和 54 万多个行政村的基本医疗保障，但医疗服务人员的 60%

仍集中在城市，农村地区医疗资源仍显不足。如果 5G技术能够覆盖农村，就可以实现农村医疗卫生系

统和城镇医疗卫生系统间的连接，直接服务于农民和农村卫生医护人员。老龄化是中国必须应对的社会

问题。当前全国94万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每年接诊量达到8亿人次，其中7成以上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

而服务人员仅有约58万人。5G技术有望解决医院和社区、社区和家庭之间的链接问题，为术后康复、

用药指导等方面提供新的解决方案，节约更多的医疗资源。此外，5G技术未来也可以应用在急救方面，

用更专业的资源抢救更多的生命。

在金融服务行业，5G技术将会对银行服务渠道、银行网点、银行服务方式、灾难备份等方面产生

深远影响。未来银行服务的应用场 会脱离传统意义上的银行。在金融领域，5G技术赋能的人工智能

技术，将有可能改变金融监管、金融咨询、金融资产管理的运行方式。人工智能与人力资源将共同成为

金融业的主要力量。

在数字文化行业，5G技术将极大地改变高度依赖数字技术的数字娱乐，例如游戏、影视、电子竞技等。

技术将改变产业的逻辑，创造新的商业模式，释放新的内容需求，提供新的消费体验。

教育文化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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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和人工智能赋能之下的物联网不仅将改变工业生产的方式，也将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更多服务

和选择。智能服务型机器人已经开始进入酒店、商场、银行提供基础的服务，甚至开始进入司法服务大

厅提供基本咨询或者进入机场承担安检巡逻任务。随着5G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工

具”开始成为工具的使用者。

5G的发展将给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带来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农业物联网的形成与快速发展， 终会

助力实现农业生产的高效智慧化，农产品区域化、特色化、规模化、高质化、产业化以及食品安全溯源

可控化。新的技术将有可能打破农产品自然形成的季节时令差，使之更加可控。这些特征或将成为“5G

农业”的雏形。但新型农业与传统农业间也会形成结构性断裂。一是在农业发达地区，特别是互联网应

用发达的农业地区，5G农业将迅速发展，带来一场“农业革命”。二是在农业欠发达地区，传统农业

将会出现萎缩，导致新的贫困。三是在 5G农业地区将会出现高度专业化、产业化的“5G农民”，而

在传统农业地区的“通用农民”将逐步被淘汰。这种结构性裂变的 程将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换言之，

新、旧两种农业将长期并存。“三农”在需要解决城乡二元问题的同时，又面临着新旧二元问题带来的

挑战。

5G等新技术也正在影响着传统行业的发展。以白酒产业为例，其营销模式因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而迅速改变。社交软件、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应用和新技术的出现，使厂商可以打破原有的分级经销模式，

采用更加精准的新型营销策略。新生成的生产供应链，则可能彻底颠覆白酒这一古老的传统行业。

二、5G时代人才市场需求的变与不变

与 5G时代产业变化相伴的是人才市场需求的变化。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与高等院校、职业院校的人

才供给之间的不匹配已经成为各主要经济体的 遍问题。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的快速迭代与保

守的教育教学之间存在矛盾。根据对美国人才市场白领阶层就业数据的研究，人工智能软件的大量应用，

正在给白领阶层的就业带来威胁。相反，拥有越多数字技能的人，保住工作机会的可能性更大，获得更

高薪水的可能性也更大。5G时代，许多旧的岗位会被淘汰，许多新的岗位也将出现。在新增的工作岗位中，

人需要更多地与机器合作，同时也需要具备更加复合的知识结构，特别是需要更多地具备数字技术素养。

这些人才市场需求的变化，是 5G时代区别于工业 3.0 以前时代的显著特征。但是，衡量人才的一些重

要标准仍然被保留了下来，例如，进取心、积极学习的精神、协作的能力、创新的能力等等。

另一个会被5G时代改变的是未来的农民。随着数字技术、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在农业中的 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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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将分化成“5G农业”和“传统农业”。在 5G农业地区，例如城市近郊区、农业发达地区，“5G

农民”将体现出对区域特色农产品的较强的专业性，其农业技能也将进一步细分和固化。而在传统农业

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传统农民极有可能主动退出农业和农村，转向城镇和工业部门。对于

这两类人群，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并且有规划地开展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

在未来的产业中，有很多传统意义上具有专业性的工作都将被机器替代，遑论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

的基础性岗位。因此，未来人才市场中，人是否优于机器，将取决于他们是否具备数字素养、对价值的

判断和对伦理的选择。人文素养也将成为未来人才的重要内核。

三、职业教育需要积极稳妥地面向未来

作为为经济社会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教育类别，职业教育必须顺应产业变化的趋势，用更新的标

准和更好的模式去培养人才，使之适应未来工作的挑战。

在人才培养标准方面，必须更好地与产业人才需求相衔接。企业全 程参与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是

职业教育改革的关键举措。各主要经济体的职业教育系统都在积极寻求变革，为产业培养更具资质的人

才。在美国，社区学院正在提供更多的学士学位，通 社区学院协会开展的职业教育质量认证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有企业代表参加的顾问委员会使社区学院在课程设置方面更加贴近当地产业需求。在澳大利

亚，职业院校正在引进更多的企业微认证。中国职业教育改革也尝试建立“1+X”证书体系，由企业主

导的X证书将会成为院校学历证书的有益补充。值得注意的是，标准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成为教

育质量的保障，也可能成为教育改革的羁绊。因此，如何使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标准更加灵活，是一个值

得探讨的问题。

在引入新型模式、促进校企合作方面，北京职业教育系统的“工程师学院”和东莞技师学院的“学

习型工厂”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

北京去年出台了《北京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提出要在北京打造十所

世界一流的职业院校，建设 100 个高水平的骨干专业，建立 100 所工程师学院，把在京、驻京企业引

进学校。人才培育、资源共享、技术创新和社会服务是工程师学院的功能 位。学校和企业要共同修订

专业教学计划，共同投入教学设施，把企业有技术能力的教师派到学校来指导，把学校有理论功底的教

师派到企业去实践，如此形成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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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技师学院在早期引入德国双元制的基础上，后期还对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德国的双元，一个

是职业学校，一个是企业的培训中心或跨企业培训中心，用两套教学计划来进行培养。东莞技师学院把

两套计划纳入学校统合成一元，在学校建立起类似于德国跨企业培训中心的“学习型工厂”。每个“学

习型工厂”里不但设置了一种仿真的教学场 ，还引进了一家真实的企业。

四、“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合作是中外人文交流的新桥梁

“一带一路”倡议在 去六年中取得的成果超出预期。经济的合作与人文的交流都取得了不俗的成

绩。在职业教育领域，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互合作可以架起一座新的桥梁。通 职业教育，

双方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产业技术人员，这无疑将夯实技术工人和应用型人才阶

层相互了解、加深友谊的基础。

职业教育可以为“一带一路”经济合作赋予更深更广的内涵与外延。中国改革开放 40年以来，取

得了方方面面的伟大成就，其中 为外部世界所关注和认可的是以建筑、高速公路、高铁、航运、机器

制造等为代表的先进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与装备的制造能力。中国日益强大的现代工业体系，为中国培养

了全球 大规模的应用型人才和技术工人队伍，这为中国职业教育提供了 强有力的背书。中国在产业

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借鉴意义。

中国加入WTO以后，做出了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 53个国家是

WTO的正式成员，教育服务市场总体开放程度在全球处于中等水平。加强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不仅

能够助力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优化中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同时也是中国履行服务贸易的重要抓手。

中国在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领域有着丰富的理论与实践。这些成功经验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职业教育合作奠 了基础。在与沿线国家开展职业教育合作时，要坚持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共建职业教育标准为核心，以中方的优势品牌专业为切入，以应用型、技

能型人才培养为抓手。要借力企业合作的优质资源，努力形成中外职业教育共商、共建、共享的有利格局。

具体而言，一是要整合有关部门力量，制 一个总体方案，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教

育合作。二是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制 职业教育标准，包括职业资格框架标准。三是要重视

职业教育多边合作，共同制 标准以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四是要注重发挥企业在中外职业教

育合作中的作用。五是要以中国优势专业促进“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合作。六是要着眼未来，优化中国

与“一带一路”国家在新兴产业方向人才培养的合作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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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入新阶段，直面新挑战

当前全球面临严重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不确 性及不稳 性日渐凸显，

安全与发展成为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重大问题。随着“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许多

新情况新挑战陆续出现。

世界形势加速演变，美国成为全球稳 的 大变量。全球形势持续动荡紧张，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治

理体系受到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严重侵蚀。美国正从全球化的“领跑者”变为“开倒车者”，世界秩

序处于“颠覆 -重构”进程，旧秩序走向终结，新秩序尚未建立。“特朗 现象”带给世界的冲击仍在

持续，若特朗 2020 年连任，则旧秩序将会更快终结，这给中国下一阶段的改革开放带来重大风险。

中国需要加紧研究和探索“一带一路”如何适应世界秩序变化、如何更好地服务改革开放，进一步加强

战略运帷，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国际合作环境受到冲击。中国正面临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

界，传统的大国关系模式急剧嬗变，大国博弈趋于白热化。美国、日本、 度和部分新兴国家对华政策

的消极面扩大，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干扰和牵制。美国明确将中国视为其主要战略对手，利用“

太战略”对冲“一带一路”。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的众多热点争端久拖不决，战乱、恐怖主义、

教冲突、跨国犯罪等问题日益突出，影响“一带一路”建设顺利推进。尤其是美国对伊朗“极限施压”，

加剧海湾紧张局势；巴勒斯坦、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等问题此起彼伏，中东乱局成为世界动荡之源。

在此背 之下，中国如何升级“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多方共赢，显得尤为重要。

“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海外利益安全问题进一步凸显。“一带一路”建设是全方位、大范围、多

领域的，并且确立了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互动的新范式、新方向，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不断拓展，未知

领域及其带来的挑战也随之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多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政局

变化多端，给共建“一带一路”带来重大政策风险。此外，部分中国企业“走出去” 分强调与外国政

“一带一路” 安全与发展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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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打交道，忽视与当地经济界、学术界、 教界的交流融合，导致合作项目的社会基础不牢，难以扎根。

对于这些新挑战，需要更加全面、专业、细致地审视和对待。

二、升级安全合作，确保行稳致远

安全是发展的基础和关键，没有安全，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一带一路”是避免冲突、寻求

和平的有力工具，沿线国家应当强化跨境合作，在安全上守望相助，携手应对威胁和挑战。

强化政治互信。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早已超越双边关系界限和具体项目范畴，需

要进一步推动各方加强战略对接和政治互信，有效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综合性挑战。中国与传

统友好国家互信较强，但在“一带一路”全线广泛建立政治互信绝非易事。缺乏信任，跨境合作便无从

谈起，“一带一路”建设也难以取得可持续发展。中国要在合作中兼顾各方利益，愿意做出妥协，坚持

不干涉他国主权和内政原则，持续构建高度互信的合作环境。

强化政策对接。“一带一路”被国际社会接受是一个渐进而又未竟的 程，“五通”的核心之一是“政

策联通”，中国要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因国施策，重视不同国家发展规划之间的有机衔接。

要主动加强政策协调，在沿线地区构建更为广泛的伙伴关系网络和多层级协作框架。要加强“一带一路”

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等倡议的对接合作，将双、多边经贸合作提升到更高质量和水平。

强化能力建设。加强跨境安全合作，能力建设是核心，制度、机制和体系构建是关键。“一带一路”

参与方应在正确义利观的引导以及联合国的框架下开展多层次合作，推动实施有效的安全治理和安全机

制建设，形成稳 有序的地区安全体系以及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制度。中国要以重大项目建设和产能合

作为切入点，统筹布局，完善服务保障体系，全面提高境外安全保障能力，解决好金融支撑、风险管控、

安全保障等关键问题，使“一带一路”成为积极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平台之一。中国安保力量要积

极稳妥地“走出去”，与沿线国家政府部门和企业开展更紧密合作，为维护“一带一路”安全做出应有

贡献。

强化共商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发展水平各异，安全短板突出，要想走稳走好，就应当“携

手同行”，而非“各走各路”。“一带一路”要实现更大成功，必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倡导“责

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理念，在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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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中实现共同繁荣。各国政府要发挥领导力，共担责任，借鉴上海合作组织“互信、互利、平等、协商，

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为实现共同安全和 遍安全贡献力量。

三、贡献“中国智慧”，唱响“大同旋律”

面对全球范围内不断出现的地缘政治挑战和重大经济社会变革，“一带一路”如何发挥更广泛、更

独特的作用，为国际社会广泛期待。中国应怀抱“大同”理想，发挥自身优势，主动作为，久久为功，

在共建“一带一路”伟大事业中，拓展海外利益，造福沿线人民，促进世界协同发展。

敏锐抓住风险点，强化风控战略预置。要辩证地看到，未来“一带一路”仍是“机遇大于风险”，

而且风险不仅仅是挑战，也是机遇。要从宏观和微观角度，用新的眼光准确把握风险，做好战略管理。

重点做好对沿线国家的基础研究，推动“一国一策”精准落地。树立“发展型、融入型、联通型”的安

全导向，充实人才、法律、宣传等资源储备，为应对风险做足支撑。特别关注舆论风险，抓实做好宣传

工作，主动深入、全面细致地向国际社会阐明项目合作的目标、行动和预期收益，积极回应参与方的合

理诉求，确保项目获得成功。

发挥引领性作用，建强共同安全体系。“安全”与“发展”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长远看，安全治理需要依托可持续发展和自主型发展，重点是推进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和民生改善。中国应坚持“以安全促发展”理念，大力倡导以政治手段解决地区矛盾冲突，发挥建设性、

正向性的“中国影响力”。紧随海外利益拓展步伐，推动中国安保力量“走出去”，加大对沿线地区的

维和及安保投入力度，帮助各国提升安全建设能力，与各国共享安全发展红利。

积极融通国内外，争取更大程度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是 大的安全问题。中国应将“一带一路”打

造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将自身发展利益与沿线国家利益紧密相连，扩大双、多边利益交集，同

命运、共进退，以推动沿线国家的内部和谐及安全稳 。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坚 维护多边贸

易机制，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把“一带一路”打造成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

的国际合作平台。积极与相关大国提出的竞争性倡议进行对接，寻找合作契机，做大共同利益。与欧洲

国家在非洲等地区开展第三方合作，以务实合作排除政治干扰和恶性竞争。

加强软实力建设，打造一流“中国形象”。世界已进入大规模的“实力转移”时代，国家之间核心

价值的竞争日益激烈，“一带一路”体现了“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中国文化，展示了中国放眼全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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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视野和胸怀人类的大境界，对国际安全、世界文化和全球治理具有独特价值。中国要进一步弘扬“和

合文化”，大力开发、提升和运用“中国软实力”，以开放的视野、谦虚的精神、合作的态度，建设“一

带一路”利益和命运共同体。要以具体合作项目为依托，夯实双向人文交流基础，提升“中国品牌”形象，

争取沿线国家人民对“一带一路”更多的理解与支持。要多推出和落实符合经济民生需求的好项目，切

实造福当地人民。要在环保、采购、融资等细节问题上遵守国际标准，确保流程合规透明、项目绿色干净，

真正赢得当地群众认可。要尊重当地文化，开展多层面沟通，除了与当地政府接触，更要同当地社区和

百姓有效沟通，确保项目在当地筑牢根基，行稳致远，真正实现“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目标。

一、用科技去发现科技的未来

技术正在改变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手机到底是我的深爱之物，还是自我的延伸？”“世界未来

到底该走向何方？”，对于类似问题，或许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将前沿科技带来的效益 大化，用科

技去发现科技的未来，却是太和文明论坛与会专家学者达成的共识。

新技术助力下一代前沿科技更快到来。新技术脱胎于前沿科学，其本身就代表着新的科学。同时，

技术又具有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潜力，这叫做新技术的放大效应。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以及其他信息技

术的兴起，AI 发展潜力巨大。可穿戴设备、大脑科学、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的研发运用为科技发展

带来了新机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大数据也正在赋能前沿科技发展。诸如此类的新技术将共同推动全

球更快迎来下一代前沿科技。

重视价值，推动人工智能的有益发展。人工智能不仅要关注技术，还要重视创造价值。如今，互联

网上出现了诸如“深度换脸”等应用，类似的人工智能滥用，必须坚决反对。从研发的角度来看，我们

应该去探讨人工智能的正确用途。比如，在制造业领域，用机器人代替人类分拣，保持和提高制造业的

竞争力；开发自动驾驶系统，降低物流运输成本；借助人工智能系统，帮助残障人士在机器辅助下实现

独立行走，等等。在一些传统产业，AI 也有诸多创新性的前沿应用。比如AI 可以助力中国传统医药产

前沿科技分论坛



��

业的现代化，还可为康复和养疗带来更多的应用场 。在农业领域，人工智能可极大提升自动化收割水平，

进一步解放劳动力。在城市形象塑造中，有趣的AI 场 、可对话的机器人，都将成为文化旅游推广的

理想助手。

推动人工智能基于价值的有益发展，应把握好七个平衡，即技术与价值的平衡、创新与监管的平衡、

竞争与合作的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平衡、国内与国外的平衡、接受度与参与度的平衡、独特性与附加性

的平衡。

从 5G到 6G，实现智能的万物互联。5G既面向移动互联网，又面向物联网，实现的是人和物、

物和物的通信。6G时代会带来哪些革命性的变化？可以预见的是，6G能让人类走向智联网。从 5G到

6G，要实现从连接世界到感知世界的发展。6G将满足人的社会、物理社会、虚拟社会等“三元社会”

的需要。技术发展也催生构建新型的类脑网络，实现网络无所不达、算力无所不在、智能无所不及，推

动实现智能的万物互联，从而实现与大数据、AI 等的融合发展，并在发展中相互赋能。6G时代，安全

性依然是十分重要的话题，未来网络标准的制 ，必须在安全问题上思考更深，投入更多。

二、让科技发展始终向善

霍金曾经说 ：“21世纪将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人工智能的发展隐藏着诸如政治安全、社会安全、

隐私安全等各类风险。近年来，技术进步引发了各类伦理、道德的争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国家

关系。怎样让技术更好发挥作用、赋能人类社会，也是此次论坛深入探讨的问题。

在“跨国 +跨行业”的合作下实现科技问题的综合考量。技术有很大的不确 性，这在推进科学研

究中不可避免。既要认识与肯 科学技术发展的正面作用，又要针对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建立治理机制，

加强集体合作与国际协作。只有通 广泛的合作， 终才能达到人类共赢的状态。在技术合作上，多方

参与的合作和监管可以帮助更好地实现AI 等前沿技术的跨国发展和应用。要努力实现一种“跨国 +跨

行业”技术合作机制与体系，把更多的 通民众和社会学家、科学家等专业人士调动起来，集智研究确

立构建道德伦理框架。

以技术发展解决技术问题。除了法律的办法、行政的办法、企业自律的办法等，技术的问题还可以

由技术本身来解决。新的技术或模式能给社会与产业带来颠覆性的改变。其中，既有良性颠覆，也会产

生非良性改变。目前来看，很多技术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完全可以用更先进、更完善的技术加以解决。

比如人工智能涉及到的隐私保护，就可以通 密码改进等新技术来减轻风险。以信息技术为主的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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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法律、道德、行政等手段的不足，能让更加公平的时代尽快到来。

科技伦理呼唤多模式治理。科技伦理治理需要国际合作，也需要学术界、政府和NGO非政府组织

等共同参与。任何技术都离不开三方面的监管：专业监管、社会监管和政府监管。专业监管要确保体系

的不断升级与维护。社会监管必须把社会各界动员起来，增加全社会对于技术监管的认知。政府的监管

作用举足轻重，在制 法律法规、完善行业政策、建立监管体系、做好宣传引导等方面都大有作为。如

针对 5G这样的系统工程，在其发展的起始阶段，政府就需介入管理，并将法律法规跟进完善、行业规

范同步制 和其他服务伴随保障贯穿 5G研发运用全程，为 5G健康发展和良性运用保驾护航。政府还

应该不断大胆采用新科技提高监管效能，如利用大数据、AI 等一些技术手段，加强对负面信息的分析研

判，提高公共决策和社会管控的时效性、准确性和科学性。未来，在政府主导下的“三方监管”多模式

治理格局下， 会让技术之“恶”得到有效扼制，从而助推新技术实现快速良性发展，科技发展前途将

会更加广阔。

亟需构建内涵人文精神的新的科学文化。解决由前沿科技应用发展所导致的伦理道德问题，除了政

府监管、企业自查与成熟的伦理规范，对科研工作的核心要素“人”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科研工作中

亟需构建内涵人文精神的新的科学文化。提升科技工作者的人文素养，重点是要倡导树立两种导向：一

是科技研发工作者不仅要追求卓越，也要清醒认知科学滥用和技术无度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是科

技研发工作者要充分地研判，是否已具备了控制技术不良后果的能力。同时，需通 多元的传播方式提

升公众的科学素养，培养理性、独立、客观的科学精神和文化土壤，趋利避害，让科学更好服务人类，

实现科技与人类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让科技更好赋能人类社会

科技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科技应该服务于整个人类。开放和可持续是科技发展的重要

属性。不论是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治理历程，还是全球范围内的科技演进，都离不开开放与可持续的发展

思路。这种开放与可持续的重要属性，包含着让科技更好赋能整个人类社会的意愿，而不是仅仅为部分

国家、部分企业、部分人带来红利。

既当“守门员”，又做推动者。从25年前中国接入互联网，到今天中国人全力以赴拥抱人工智能、

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轮科技革命，AII	In 是融化在中国人血液中的。对于新技术，中国政府

秉持“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九字方针。在互联网的发展进程中，中国政府不仅是一个“守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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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预防和阻止技术之“恶” 害社会，更是一个推动者，调动各种资源大力推进互联网的建设与发展，

中国因此迎来了科技的春天。

始终用发展的思路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中国互联网治理理念经历了从“先发展、后管理”到“修好

刹车再上路”的变化。前后理念的变化 渡中，其实给了新技术充分的试错宽容，技术的发展进入到“百

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时代。而“刹车”明确了发展 程中的底线与边界，始终在发展中发现问题，

用发展的思路和方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网约车、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新业态呈现井喷式发展，诸多问题相继显现。例如传

统出租车遭到了新兴网约车的冲击，竞争趋向激烈，而网约车自身问题也存在着监管难的困境。面对发

展中新老业态之间的合作竞争，中国决策者并未简单地“去旧存新”，而是用发展的思路去解决新出现

的问题。调和运用“坚持乘客为本、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依法规范、坚持属地管理”的“五

个坚持”的药方， 终初步实现了新老业态之间合作、竞争、监管三者的平衡发展。

在工业互联网时代，我们的国有企业、民企巨头等大型企业，要重视用工业互联网的思维重构业务

生态。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帮助中小企业构建他们的数字化能力，使其融入到全球的生态链之中，从而

实现大中小企业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

科研共享正在成为全球浪潮。各国的体系、架构都不一样，AI 等变革性技术让政府之间的合作得以

实现。这些前沿科技正在为全球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极度贫困的国家在科研上毫无竞争力，他们被排

除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之外。在知识全球化的背 下，科学界越来越开放的趋势一时可能遭遇挫折，但

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共享科研成果，正在成为全球共识。尤其是对于世界上贫苦国家而言，更加期待

在分享科技成果中改变命运， 迫切的是让他们在用科技推动医疗卫生、农业发展等方面 大限度获得

利益。一些学术机构和科学家，也希望从国际层面帮助贫困国家开展科研工作，努力解决日渐严峻的贫

富差距问题。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还是欧洲人、非洲人，大家都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即将迎来大爆发，世界各国密集发力，全球科技版图重构提速。让科技更好

赋能人类社会是全人类的共同意愿。发挥新技术的有益作用，借助 5G、AI、大数据、生物科技、机器

人更好赋能下一代前沿科技发展，将为各行各业带来变革性影响。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当一个国家拥抱

科技的时候，她的未来一 更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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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带一路”倡议是解决全球化问题的综合方案

“一带一路”不只是中国的倡议，它吸引了众多国家参与和整个世界的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对

全球经济有重要影响。它是催化剂，影响了全球关系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愿 不仅

仅是南南合作，面向全球化并不断发展变化，沿线国家都从中受益。

部分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存在误解，正在错失良机。一些国家把“一带一路”倡议看作是

中国战略，有很多怀疑和误解，这影响了很多潜在的合作机会。新概念、新倡议诞生之时，难免出现误解，

这不是“一带一路”特有的。解决方案就是用时间和切实的证据向世人展现其本质。

“一带一路”现在主要在双边关系间开展，需要有更多类似太和文明论坛的多边体制和表达渠道，

青年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等有本质的区别，不能相提并论。“一带一路”倡议在未来会

越来越清 ，边界会越来越明显，合作的机遇也会增加。它与“马歇尔计划”有本质区别。“一带一路”

倡议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宏大计划，每个项目、每个信贷都是双方谈判的结果，中国不强加、不强制、不强迫。

二、未来已来，青年要改变思维模式，找到平衡

大量信息和知识转移将被技术手段取代，人工智能会做好助教角色，重复性的练习和背诵将会大量

减少，老师将有更多精力向学生传递智慧。从好学校拿到好文凭已经不够了，要终生学习。AI 技术太

容易摸清我们的阅读习惯并投其所好，结果是大家的视野越来越窄，见闻越来越窄，独立思考能力越来

越弱。人类既可以是技术的主人，也可以沦为技术的奴隶。

自动化或AI 将取代很多传统工作岗位。

青年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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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培养的关键在思维方式和思想创新。科技助力领导力的关键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思维方式。

在不同的领域，领导力都是为了让社会不断前进发展。

要对AI 时代的到来充满信心。在中国，AI 的拼音就是“爱”。马云和马斯克的人工智能辩论，前

者讲的是人的价值，后者讲的是技术，没有孰是孰非。AI 不是风口，风声多于现实技术成就。但AI 是

一个暗箱，存在 险。

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但面临许多重大挑战，需要通 全球合作来应对。青年不应固步自封，不能

停止探寻真理，不要让民粹主义者代替自己思考，而要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风险，把眼光放在

更远的地平线之外，更加包容，充满合作精神，尊重多元化，要接受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选择和模式，

共同探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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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ᕪᗑḒᶭ������ॡᦞࣚ�රᙙ۸̈́۹Ղय़܅᮱ỻғ
ᘌἻՈṛᑀದᬩአᚆํێᴴ҅�*ದଫአᵱๅํჅଶ

̓ྯᕪᗑḒᶭ�വគ̈́ӫᦢӺԻ᭗᮱ᓕቘଗ᮱ᴺݎᎸᑪӾஞԆձ
ୟຶꁿғฬ్Ի᭗؛ኞෛӱா�֕ଫࣙਝڊᤈᨶ

̓ྯᕪᗑḒᶭ�വគ̈́ӫᦢӺधᑀᴺᴺॊୟୌւғՈ
ՈૡฬᚆԾӱᬰفቘဃႚ๗

̓ྯᕪᗑḒᶭ�ᥝ̈́Ոૡฬᚆጱ�ᬱӧྊ=$2ጱᵌᐺᳯ᷌

̓ྯᕪᗑḒᶭ������ॡᦞࣚڹ�ဠᑀದ̈́ॡฬପᎸᑪާୟᵨғ
Ոૡฬᚆጱݎଃӣय़ᷚᴾ

̓ྯᕪᗑḒᶭ������ॡᦞࣚڹ�ဠᑀದ̈́Ӿփড়य़ᦇᓒ
ᴺᴺᳩᎪ࿆ۢғದṛ᭛ݎӧݢᭋ҅ᒈဩፊᓕᵱو᷇ݶഄ

̓ྯᕪᗑḒᶭ������ॡᦞࣚڹ�ဠᑀದ̈́ԵḘ$:6ᩇᜉਡғᑀ
ದᷓݪلᥟࠟӱཛྷୗ҅֕ଫᦄఝևቘ̵ᵌᐺᒵᷚᴾ

̓ྯᕪᗑḒᶭ������ॡᦞࣚڹ�ဠᑀದ̈́ૡמ᮱᭗מᑀದ
ާտᑃԡᳩୟෛኞғሿکࣁ����ଙฎ%H\RQG��*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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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෭ᕪၧෛ

̓ྯᕪᗑḒᶭ�ᥝ̵̈́ݗय़चୌᶱፓႮཾفᴭ҅ضᬰದᎸݎ
ӾஞႀفӾŏŏྯᕪӫᦢࠟۓ᮱ཾၖݪܻݪᳩਃᐰғŉӞଃӞ᪠Ŋ
ᥠᦤӾཾଠᴒڹ֢ݳว

̓ྯᕪᗑḒᶭ�ᥝ̈́ݴਫ਼ݴේේڹቘғӾࣁݎਫێӤํ
ᶋଉय़ጱᄟێ

̓ྯᕪᗑḒᶭ�ᥝ̈́ԵಭᤈḒଅᷚഴਥғԵಭᤈྋࣁ୩۸ֵአ
ᨵ૰ᣟᩒᚆێ

̓ྯᕪᗑḒᶭ�ᥝ̈́وୌŉӞଃӞ᪠Ŋ�ग़ොറᦎᶆଙই֜ᨯሠฬ్Ө
ᰁێ

̓ྯᕪᗑḒᶭ�വគ̈́ॡฬପۅቘԪᳩնᬻғവۖกԻၞ�ತو
հ꧊ݶ

̓ᥤ᷇ӫᦢ̈́Ոᵱԟෛ$,�ᘒ$,ጱևቘᥝᥢ

̓ᥤ᷇ӫᦢ̈́ӱฎူἓጱਪᡐᨰ�๗இӾူӷಘ਼֢ݳᶾऒ

̓ᥤ᷇ӫᦢ̈́ૡמ᮱ୟෛኞғ౯Ӿጱ�*࣮ࣁፗᤈӱጱݎᶋଉ
፡অ

̓ᥤ᷇ӫᦢ̈́Ӿᑏۖ᭗מᵞܻࢫ៰Ԫᳩሴୌਦғ�*տԾኞຄय़ጱ
ᕪၧհ꧊

̓ᥤ᷇ӫᦢ̈́Ի᭗᮱ᓕቘଗ᮱ᴺݎᎸᑪӾஞԆձୟຶꁿғଘᤍक़
ኴ๗๕꧊وՁܔᥝکࢧԻ᭗ᨶ

̓ᥤ᷇ӫᦢ̈́ཾၖ᱈᪠̵ݗୌᦡᗌѺࠟۓ᮱ཾၖݪܻݪᳩғŉӞ
ଃӞ᪠Ŋᚆଃਫਫڥࣁࣁፅ

̓ᥤ᷇ӫᦢ̈́ᤈܻḒଅᕪၧਹғŉӞଃӞ᪠ŊचᏐᦡෞᥝ࠺አӮ
ኴጱ

̓ᥤ᷇ӫᦢ̈́๚�*դ౭ਖ਼ই֜۸ݒҘ��ӱٖὄ१Өᨕྈ֢ݳ
ᓒᬯԍ؉ŏŏ

̓ᥤ᷇ӫᦢ̈́Ոૡฬᚆጱ�ᬱӧྊ=$2ጱᵌᐺᳯ᷌

̓ᥤ᷇ӫᦢ̈́රᙙ᮱ܻۅ᮱ᳩ࿆ڥڝғӾԈې፳ӮኴӤᥢཛྷ๋य़ጱ
ᘳӱර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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Ո࿆ᗑ

̓Ո࿆ᗑ�ᴬ̈́ᒫӣॡกᦞࣚਖ਼ԭ�์�෭ࣁՂԈᤈ

̓(QJOLVK̈́7KH�RSHQLQJ�RI�WKH��UG�7DLKH�&LYLOL]DWLRQV�)RUXP�
FRPLQJ�VRRQ

̓Ո࿆ᗑ�ᴬ᷇᭲̈́ޓၹὄғᗦਮժӧᥝڣ୵̵۠Კᓒፏ

̓Ո࿆ᗑ�ᴬ࿆̈́ڥڝғŉӞଃӞ᪠ŊୌᦡവۖਹᘳӱරᙙᩳݻӮ
ኴᛩݣ

̓Ո࿆ᗑ�ᴬ̈́ྋଉ۸Ӿᗦᒋԩۯ�ᦏᩆฃ٫ᑱ᠃ᠰ֢ݳጱ፲

̓(QJOLVK̈́%RVQLD�+HU]HJRYLQD�FDOOV�IRU�GHHSHQLQJ�KXPDQ�
LQWHUDFWLRQV�ZLWK�&KLQD�XQGHU�WKH�%5,

̓Ո࿆ᗑ�ᴬ̈́ူғෛದᨮᶎ֢አݢᥴ٬�ŉڮŊฎෛದጱବ
ᕚᬟኴ

̓Ո࿆ᗑ�ᴬ̈́ഠڹظቘಛz៎ᛣਫ਼ғᶆଙԏᳵଫᧆۘێୌᒈ᩸
ᕘଃ

̓(QJOLVK̈́&]HFK�5HSXEOLF�H\HV�PRUH�RSSRUWXQLWLHV�XQGHU�WKH�
%5,

̓Ո࿆ᗑ�ᴬ̈́ᶆଙᦾوᦞŉӞଃӞ᪠Ŋғࢩ౮ᳩᘒᗦঅࢩ�ᘸݳᘒ
୩य़

̓Ո࿆ᗑ�ᴬ̈́ᒫӣॡกᦞࣚᳮ�ᘸᆌՈᔄกوኞوՁ

̓(QJOLVK̈́7KH�7KLUG�7DLKH�&LYLOL]DWLRQV�)RUXP�ZDV�FRQFOXGHG�
RQ�6HSWHPEHU���LQ�%HLML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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Ӿᗑ

̓ᥡᅩӾ�ᥡᅩପ̈́ᒫӣॡกᦞࣚࣁՂ҅ᘸᆌࢥᶱᦓ᷌

̓ᥡᅩӾ�ᥡᅩପ̈́ᗦᘏᎨ๗Ӿᗦىᔮఓᥡ҅֕๚ఽکԔ
ᥡ

̓ฬପӾ̈́ᒫӣॡกᦞࣚᴬىᔮړᦞࣚࣁՂԈᤈ

̓ฬପӾو̈́ᦾŉӞଃӞ᪠Ŋਞ҅قԡٟᖅݎෛᓤ

【국제】문정인 "'일대일로' 이니셔티브는 인류사회에 기여를 하
는 것"

̓ᥡᅩӾ�ᥡᅩପ̈́ᗦᘏғӾᗦݢ᭗ᬦقቖလቘ֢ݳୠྏړݳ

̓ฬପӾ̈́ᘸᆌŉ�*Ŋ๚Ծӱ҅وᨏᘳරᶐෛ᠗ࢶ

̓ᥡᅩӾ�ᥡᅩପ̈́ڹဠᑀದݎӾጱᷚᴾӨ٫ᑱই֜ᓕഴҘ

̓%XVLQHVV̈́)RUXP�IRFXVHV�RQ�ULVN�PDQDJHPHQW�LQ�WHFK�
GHYHORSPHQW

̓&KLQD̈́)RUPHU�&]HFK�30�VWUHVVHV�HGXFDWLRQ�IRU�UDWLRQDO�WHFK�
XVH

̓ฬପӾࢩ̈́౮ᳩᘒᗦঅ҅ࢩᘸݳᘒ୩य़

&*71

̓:RUOG̈́([SHUW��&KLQD�8�6��WLHV�DUH�WRR�ELJ�WR�IDLO

̓2SLQLRQ̈́&KLQD�8�6��UHODWLRQVKLS��:H�VWLOO�EHOLHYH�LQ�WKH�
VSULQJ�
RI�KRSH


̓2SLQLRQ̈́7KH�EDG�DQG�WKH�JRRG�LQ�WRGD\
V�&KLQD�8�6��
HGXFDWLRQ�H[FKDQJH

̓$QDO\VLV̈́:K\�LV�WKH�7UXPS�DGPLQLVWUDWLRQ�ELDVHG�DJDLQVW�
,UDQ"

̓$QDO\VLV̈́-DSDQ��6RXWK�.RUHD�ULGH�ZDYH�RI�JOREDO�
SURWHFWLRQLVP

̓$QDO\VLV̈́&DQ�&KLQD�8�6��WLHV�HYHU�JR�EDFN�WR�WKH�ROG�QRUP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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ᆽ॰ᜏ

̓ᑀದ�ᒫӣॡกᦞࣚ̈́ӫᦢғತᰩᗑ�ᮤႯ

̓ᑀದ�ᒫӣॡกᦞࣚ̈́ӫᦢғधय़රദ�ୟୌւ

̓ᑀದ�ᒫӣॡกᦞࣚ̈́ӫᦢғॡฬପཾၖӾஞԆձ

̓ᑀದ�ᒫӣॡกᦞࣚ̈́ᒫӣॡกᦞࣚࣁՂԈᤈ

̓ᑀದ�ᒫӣॡกᦞࣚ̈́����ॡกᦞࣚ�෭قᑕࢧᶶ

̓ᑀದ�ᒫӣॡกᦞࣚ̈́����ॡกᦞࣚ�෭قᑕࢧᶶ

ሾቖᗑ ݶو֢ݳറᦎกᦞࣚ�ग़ᴬᥝ̈́ᒫӣॡ�ᴬෛ̓
ଫ

ሾቖಸ

̓*OREDO�7LPHV̈́5HDVRQ�IRU�RSWLPLVP�LQ�JORRP\�WUDGH�ZDU

̓*OREDO�7LPHV̈́&KLQD�FDQ�SOD\�PRUH�DFWLYH�UROH�LQ�PHGLDWLQJ�
-DSDQ�6RXWK�.RUHD�VSDW

̓ሾቖಸ̈́ӫᦢᗦӾىᔮقާտԆଅཾևේғ֢ݳฎӾᗦ
ᆐጱೠ

Ӿᦧᐒ

̓Ӿᦧᦕᘏӫໄ�எყ̈́ӾᦧሿғॡᦞࣚᘸᆌӾᗦӨᑀದ

̓Ḓᶭ�Ք෭१̈́ᗦӾىᔮտᳩғۯڔ३य़Ӿᗦኼಯىᔮ

̓Ӿᦧᦕᘏӫໄ�எყ̈́ӾᗦӫਹᅾᦓᬟىᔮғఓᥡᬮฎԔᥡҘ

̓Ḓᶭ�Ք෭१̈́ޓၹὄғӾᬌ᩸�֕ᗦᩬӧ᩸

̓Ḓᶭ�ฬପᘸ̈́ᴯฬභғ��ӮᕉقቖۖԤጱ໑ܻࢩฎՋԍҘ

̓Ḓᶭ�Ք෭१̈́Ӿᑏܻۖ៰Ԫᳩғ�*տԾኞຄय़ᕪၧհ꧊

̓Ḓᶭ�Ӿᦧฬପᗑ�ᴬฬପᥡᅩ̈́ᶥᘏྋՌғ๖Ẍછெ
ਫሿଘҘ

̓Ḓᶭ�Ք෭१̈́Ӿᦧӫᦢғஎᮟ᧨Ӿᗦىᔮݎ

̓Ḓᶭ�Ք෭१̈́Ӿᦧဳىғӫਹᅾᦓڹဠᑀದݎጱᷚᴾᓕഴ

̓Ḓᶭ�Ք෭१̈́ॡฬପԆձᒼӾᦧғ$,ݎᵱᥝଗ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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Ӿ෭ಸ ̓ᨰᕪ᷇᭲̈́റݶوհ꧊҅ݎ᧯᧪وńńᒫӣॡกᦞࣚ
Ղࣁ

Ք෭אᗔේᴬ᭗ᦔᐒ

ǶȃȊȈǾȉȋ��ȌȉȇǻǾȆȕ�ȇȋȆȇȑǾȆȁȂ�ǣȁȋǹȘ�ȁ�ǪǱǙ�ȊȆȁȀȁȄȊȘ�ǽȇ��ȋȇȐȃȁ�
ȀǹȅǾȉȀǹȆȁȘ�

ǶȃȊȈǾȉȋ�ȈȇǽǽǾȉǿǹȄ�Ǥǹǻȉȇǻǹ�ǻ�ȇȋȃǹȀǾ�ȆǹȀȔǻǹȋȕ�ǣȁȋǹȂ�
�ǺȇȄȕȑȁȅ�Ǻȉǹȋȇȅ��ǩȇȊȊȁȁ

ǶȃȊȈǾȉȋ�ȆǹȀǻǹȄ�ȊȁȋȌǹȏȁȗ�ǻ�ǜȇȆȃȇȆǼǾ�ȉǾǻȇȄȗȏȁȇȆȆȔȅ�
ȊȌȅǹȊȑǾȊȋǻȁǾȅ

ǫȇȉǼȇǻǹȘ�ǻȇȂȆǹ�ȅǾǿǽȌ�ǪǱǙ�ȁ�ǣȁȋǹǾȅ�ȈȉȇǽȄȁȋȊȘ�ǽȇȄǼȇ��
ȊȐȁȋǹǾȋ�ȖȃȊȈǾȉȋ

ǨȉȇȋǾȊȋȔ�ǻ�ǜȇȆȃȇȆǼǾ�ȆǹȈȉǹǻȄǾȆȔ�Ȇǹ�ȃȁȋǹȂȏǾǻ�Ȋ�ȅǹȋǾȉȁȃǹ��
ȊȐȁȋǹǾȋ�ȖȃȊȈǾȉȋ

ǚȔǻȑȁȂ�ȊȈǾȏȈȇȊȄǹȆȆȁȃ�ǣǦǩ�ȇȏǾȆȁȄ�ȖȊȃǹȄǹȏȁȗ�ǻ�ȊȁȉȁȂȊȃȇȂ�
ȈȉȇǻȁȆȏȁȁ�ǡǽȄȁǺ

ᴨਫ਼݊ڥԵय़ֵғཾၖࣁᶋၖਫෞय़ᶱፓݢᖽٺᑏ࿆ᄤ

रේᐒ

ǶȃȊȈǾȉȋ��ǥȌǼǹǺǾ�ȇǺǾȊȈǾȐȁȄ�ȊǻȇǺȇǽȌ�ǠȁȅǺǹǺǻǾ��Ȇȇ�Ȇǹ�
ȇȈȉǾǽǾȄǾȆȆȇȅ�ȖȋǹȈǾ�ȀǹȋȇȉȅȇȀȁȄ�ȉȇȊȋ

ǶȃȊȈǾȉȋ��ȊǻǾȉǿǾȆȁǾ�ȉǾǿȁȅǹ�ǣǹǽǽǹȍȁ�ǻ�Ǥȁǻȁȁ�ȊȋǹȄȇ�ȃȉȌȈȆȇȂ�
ȇȑȁǺȃȇȂ�ǞǻȉȇȊȇȗȀǹ�ȁ�ǦǙǫǧ

ǶȃȊȈǾȉȋ��ǣȁȋǹȂ�ǻ�ǺȄȁǿǹȂȑȁǾ�ȋȉȁ�Ǽȇǽǹ�ǻȔǽǾȄȁȋ�ǙȍȉȁȃǾ�
ȍȁȆǹȆȊȇǻȌȗ�ȈȇȅȇȒȕ�ǻ�ȉǹȀȅǾȉǾ�����ȅȄȉǽ

ಸܖ 86�ELOO�RQ�+RQJ�.RQJ�ZRQŇW�KHOS�FLW\�RXW�RI�SROLWLFDO�FULVLV��
IRUPHU�GLSORPDW�VD\V

ḕกಸ ̓Ӿᗦ̈́ێฬ䓚�ғᗦ㾴䌘Ӿ㾴ጱ䃲̿ጭશ᭜䮩̴̀ٓፘਜ਼᯿

ḕय़لಸ ̓Ḓᶭ�ಸ�ٖ̿̈́䒕᪠̀昲فႮᘗ奞֢ෛ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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