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中国海外投资新年论坛

会程安排
2015 年 1 月 15－16 日

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

【名 称】“丝路五通”第二届中国海外投资新年论坛

【主 题】海陆丝路五通全球，共荣共生新生世界

【主办单位】中国投资协会海外投资联合会

【时 间】2015 年 1月 15 日—16 日

【地 点】北京 人民大会堂

【会议规模】800 人

【议程安排】 1月 15 日上午 开幕式和午宴

1月 15 日下午 加强“丝路五通”高层论坛

1月 16 日上午 五大产业投资合作高峰论坛

【详细会程】

1月 15 日上午

开幕式 主论坛

中国投资协会海外投资联合会计划围绕“丝路五通”的主题于

2015 年 1 月 15 日-16 日举办第二届中国海外投资新年论坛，共同倡

议并努力实现“海陆丝路五通全球，共荣共生新生世界”。新年论坛

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1月 15 日上午召开盛大的开幕式和主论坛。



并在一天半的时间里，同时举办 10余场分论坛。

第二届海外投资新年论坛的主论坛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届时国

家领导人，政府各部委领导，外国领导人、外国政府官员、中国央企

国企董事长、著名民营企业代表将在论坛上向世界各国阐述中国政府

对海外投资的理念、政策，世界 100 多个国家对中国海外投资的态度、

投资环境政策等情况，同时，到会的央企国企董事长、著名民营企业

代表也将分享海外投资的经验。细则如下：

时间 主题 嘉宾

8:30-9:00 大合影

9:00-9:05 宣布开幕 中央首长

9:05-9:15 致辞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张平

9:15-9:30 致辞 国外政要

9:30-9:45 致辞 发改委副主任

朱之鑫

9:45-10:00 致辞 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

10:00-10:15 国企海外投资的前景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董事长王会生

10:15-10:30 首创置业海外投资之路 首创置业集团董事长刘晓光

10:30-10:45 海外投资经验分享 中国铝业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张程忠

10:45-11:00 海外投资经验分享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方向明

11:00-11:15 海外投资经验分享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

理焦开河

11:15-11:30 海外投资经验分享 国家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舒印彪

11:30-1:00 午宴和表彰 全体

15 日下午议程

“丝路五通”概念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具有战略眼光的长期性丝

绸之路建设计划。为了贯彻建设新丝绸之路的理念，论坛特设五个高

层论坛，向世界各国政府宣传“五通”理念和企业计划，增进与世界

各国的政治、经济高层合作。

加强政策沟通高层论坛



丝绸之路建设中，政府要在丝绸之路构建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制定

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

灯”。论坛邀请国家外交部，各国驻华大使共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政

策交流，为丝绸之路的政策沟通指明方向。

时间 主题 嘉宾

14:00 开始

14:05 开场介绍，主要嘉宾介绍，主题

介绍

主持人

14:15-14:30 政策沟通协作有助于世界经济稳

定发展

外交部部长助理郑泽光

14:30-14:45 通畅的海外政策沟通促进中国企

业进入

河北钢铁集团副董事长刘如

军

14:45-15:00 上合组织峰会后迎来大发展 俄罗斯驻华大使

15:00-15:15 金砖国家的投资机会 巴西驻华大使

15:15-15:30 促进两国商贸的良好发展 印度驻华大使

15:30-15:50 中国国家资本海外投资 广东广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金涛

15:50-16:15 两国政策带动下的民间投资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齐长恒

16:15-16:30 印尼欢迎中国企业投资 印尼驻华大使

16:30-16:45 中国和中东港口建设 沙特驻华大使

16:45-17:00 中古两国高层框架下的合作 古巴驻华大使

17:00-17:15 海外投资经验谈 中国民生银行私人银行事业

部总裁张胜

17:15-17:45 海外投资经验谈 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执行

总裁丁光平

17:45-17:55 中国与各国的政策沟通和项目讨

论

各国大使和现场嘉宾

18:00 总结，结束 主持人

加强道路联通高层论坛

加强道路联通。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逐步形

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论坛邀请交通部，各国驻



华大使向来宾详细论述中国的贸易情况，海关手续减免，提高双方商

贸往来的频率和流量，开拓海外新市场。

时间 主题 嘉宾

14:00 开始

14:05 开场介绍，主要嘉宾介绍，主题

介绍

主持人

14:15-14:30 新丝绸之路的贸易走向 交通部副部长翁孟勇

14:30-14:45 交通网络建设是中国海外贸易坚

实基础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党组成

员、副总经理刘锦章

14:45-15:00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

15:00-15:15 缅甸和中国的油气管道的伟大成

果带动中孟印缅走廊建设

缅甸驻华大使

15:15-15:30 中孟印缅的投资重点 孟加拉驻华大使

15:30-15:50 甘肃省和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

设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总

经理、党委书记李宁平

15:50-16:15 两国政策带动下的投资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张晓刚

16:15-16:30 蒙古加强与中国的运输建设 蒙古驻华大使

16:30-16:45 中国东盟运输线建设 马来西亚驻华大使

16:45-17:00 两国公路建设促进双边建设 泰国驻华大使

17:00-17:15 企业投资经验谈 南京市投资公司总经理王海

涛

17:15-17:45 企业投资经验谈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邓军民

17:45-17:55 中国与各国的道路联通和项目讨

论

各国大使和现场嘉宾

18:00 总结，结束 主持人

加强贸易畅通高层论坛

加强贸易畅通。各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各方应该

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作出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壁垒，

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实现互利共赢。

论坛特邀商务部，各国驻华大使共同剖析中国与世界贸易存在的问题，

将会从理念上，指出中国海外贸易未来的出路。

时间 主题 嘉宾



14:00 开始

14:05 开场介绍，主要嘉宾介绍，主

题介绍

主持人

14:15-14:30 新丝绸之路的贸易走向 国家商务部副部长李金早

14:30-14:45 央企在贸易中所起到的带头作

用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兼总法律顾问许金

华

14:45-15:00 中东市场需求 土耳其驻华大使

15:00-15:15 中国和法国的贸易互补 法国驻华大使

15:15-15:30 中国和墨西哥的经贸往来 墨西哥驻华大使

15:30-15:50 海外项目经验谈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黄顺福

15:50-16:15 海外投资经验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朱连昌

16:15-16:30 海上贸易通道安全保障 埃及驻华大使

16:30-16:45 中南贸易创新高 南非驻华大使

16:45-17:00 两国贸易纽带 西班牙驻华大使

17:00-17:15 民营企业投资经验谈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委副书记伍竹林

17:15-17:45 民营企业投资经验谈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孟凡

利

17:45-17:55 中国与各国的贸易畅通和项目

讨论

各国大使和现场嘉宾

18:00 总结，结束 主持人

加强货币流通高层论坛

加强货币流通。推动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

力，提高本地区经济国际竞争力。论坛邀请国家财政部、各国驻华大

使共同解读人民币国际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为中国企业解惑。

时间 主题 嘉宾

14:00 开始

14:05 开场介绍，主要嘉宾介绍，主题介

绍

主持人

14:15-14:30 人民币国际化政策的定位和促进丝

绸之路的作用

国家财政部副部长刘昆

14:30-14:45 利用中国的货币互换政策提高投资

效率

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高

级董事总经理曾之杰

14:45-15:00 新加坡的人民币国际化地位 新加坡驻华大使



15:00-15:15 两国货币互换 白俄罗斯驻华大使

15:15-15:30 伦敦金融城发展经验 英国驻华大使

15:30-15:50 借助中国政策拓展海外事业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李连平

15:50-16:15 人民币国际化对民营投资的促进 城开（北京）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余延庆

16:15-16:30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和货币流

通

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

16:30-16:45 两国货币互换情况 伊朗驻华大使

16:45-17:00 两国的人民币互换贸易 尼日利亚驻华大使

17:00-17:15 海外投资经验谈 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高

级董事总经理曾之杰

17:15-17:45 海外投资经验谈 国开金融副总裁路军

17:45-17:55 中国与各国的道路联通和项目讨论 各国大使和现场嘉宾

18:00 总结，结束 主持人

加强民心相通高层论坛

加强民心相通。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

论坛邀请文化部，与中国长期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驻华大使，有实际

经验的央企国企，为中国企业详解问题所在，让中国与世界真正的民

心相通。

时间 主题 嘉宾

14:00 开始

14:05 开场介绍，主要嘉宾介绍，主题

介绍

主持人

14:15-14:30 民心相通是各国交往的基础 文化部副部长丁伟

14:30-14:45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本地化策

略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总裁助理

宗庆生

14:45-15:00 习近平主席访问的核心 德国驻华使馆代表

15:00-15:15 中意两国的文化交流 意大利驻华大使

15:15-15:30 中坦的全面交流 坦桑尼亚驻华大使

15:30-15:50 中国海外投资与地方文化科技

交流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

总裁张伟

15:50-16:15 海外投资和人文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常小刚

16:15-16:30 习近平主席访问促进了民心交

流

塔吉克斯坦驻华大使



16:30-16:45 长期的友谊 荷兰驻华大使

16:45-17:00 中国与东南亚的合作是民心所

向

老挝驻华大使

17:00-17:15 投资经验谈 贵州省开发投资公司总经

理、党委书记刘维敏

17:15-17:45 投资经验谈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保明虎

17:45-17:55 现场交流 各国大使和现场嘉宾

18:00 总结，结束 主持人

第二天会程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主要以中国优势经济，中国急需的资源类为主，

因此偏向于：能源，技术，农业，地产，矿业等方面，海联会联络有

关国家和中国企业共同探讨相关合作。

国际地产投资合作高层论坛

中国房地产企业在海外的投资相当显著，遍布世界各地，尤其是

在亚洲市场，在传统的中国经济范围内，如韩国、马来西亚等国投资

已经获得了良好的声誉，论坛特邀请有关部委领导、相关国家大使参

与和中国企业的讨论。

时间 主题 嘉宾

8:30 开始

8:30-8:35 开场介绍，主要嘉宾介绍，主

题介绍

主持人

8:35-8:50 中国海外投资前景 国家住建部副司长

8:50-9:10 海外建设方向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党组成

员、副总经理毕亚雄

9:10-9:25 中澳房产合作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

9:25-9:40 巴林的发展前景与城市建设 巴林驻华大使

9:40-9:55 新的投资机会希腊 希腊驻华大使

9:55-10:10 东北亚地区的投资特点 辽宁省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 董

连胜

10:10-10:25 海外投资经验谈 天津市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李岳



国际技术投资合作高层论坛

中国经济发展要逐步过渡到以高新技术为导向的中级产业升级，

因此高新技术的引进和向外投资，将是中国未来的方向，论坛特邀请

有关部委领导、相关国家大使参与和中国企业的讨论。

国际农业投资合作高层论坛

中国优势农业向不发达地区的扩展，将逐步带动这些地区的发展，

论坛特邀请有关部委领导、相关国家大使参与和中国企业的讨论。

10:35-10:50 海外投资经验谈 上海恒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聂建明

11:05-11:20 塞浦路斯的投资机会 塞浦路斯驻华大使

11:20-11:35 葡萄牙房产发展 葡萄牙驻华大使

11:35-11:50 马尔代夫的投资需求 马尔代夫驻华大使

11:50-12:00 海外投资经验谈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副总

裁祝九胜

时间 主题 嘉宾

8:30 开始

8:30-8:35 开场介绍，主要嘉宾介绍，

主题介绍

主持人

8:35-8:50 中国科技引进政策分析 国家科技部副司长

8:50-9:10 中国和欧洲国家技术交流介

绍

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宝

林

9:10-9:25 中美技术交流 美国大使馆代办

9:25-9:40 韩国欢迎中国技术投资 韩国驻华大使

9:40-9:55 捷克经贸合作 捷克驻华大使

9:55-10:10 福建和欧洲的投资经贸往来

特点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董事长、总经理 彭锦光

10:10-10:25 海外投资经验谈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张伟

10:35-10:50 海外投资经验谈 中国著名企业

11:05-11:20 以色列的科技合作机遇 以色列驻华大使

11:20-11:35 芬兰的对华合作需求 芬兰驻华大使

11:35-11:50 两国技术交流 日本驻华大使

11:50-12:00 海外投资经验谈 中兴通讯集团副总裁温卓明



国际能源投资合作高峰论坛

从海外获得能源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论坛特邀请有关部委领

导、相关国家大使参与和中国企业的讨论。

时间 主题 嘉宾

8:30 开始

8:30-8:35 开场介绍，主要嘉宾介绍，主

题介绍

主持人

8:35-8:50 国际农业合作政策解读 国家农业部 副司长

8:50-9:10 国际农业合作基础 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

单祥双

9:10-9:25 新西兰经贸合作 新西兰驻华大使

9:25-9:40 阿根廷欢迎中国投资 阿根廷驻华大使

9:40-9:55 柬埔寨的投资环境 柬埔寨驻华大使

9:55-10:10 广东企业在欧亚国家的农业投

资特点

广东广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董事长 金涛

10:10-10:25 海外投资经验谈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陈福泉

10:35-10:50 海外投资经验谈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裁李芳溢

11:05-11:20 斯里兰卡的农业机遇 斯里兰卡驻华大使

11:20-11:35 喀麦隆的对华合作需求 喀麦隆驻华大使

11:35-11:50 亚美尼亚的投资需求 亚美尼亚驻华大使

11:50-12:00 海外投资经验谈 中粮集团公司副总裁于旭

波

时间 主题 嘉宾

8:30 开始

8:30-8:35 开场介绍，主要嘉宾介

绍，主题介绍

主持人

8:35-8:50 中国能源安全战略分析 国家能源局 副司长

8:50-9:10 海外能源投资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党组成员、总

会计师郭珺明

9:10-9:25 两国经贸交流 加拿大驻华大使

9:25-9:40 哥伦比亚欢迎中国投资 哥伦比亚驻华大使

9:40-9:55 两国经贸合作 安哥拉驻华大使

9:55-10:10 非洲投资机会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童亚辉



国际矿业投资合作高层论坛

国际矿业资源的全面开发，促进了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但是，

过程中出现了相当多的问题，如何解决，怎么样引导国有企业和民营

企业，是问题的关键，论坛特邀请有关部委领导、相关国家大使参与

和中国企业的讨论。

10:10-10:25 海外投资经验谈 新奥集团副总裁刘敏

10:35-10:50 海外投资经验谈 中国著名企业

11:05-11:20 北苏丹建设机遇 北苏丹驻华大使

11:20-11:35 安曼的对华合作需求 安曼驻华大使

11:35-11:50 西亚的投资需求 吉尔吉斯斯坦驻华大使

11:50-12:00 海外投资经验谈 新疆庆华能源集团副总经理郎莹

时间 主题 嘉宾

8:30 开始

8:30-8:35 开场介绍，主要嘉宾介绍，

主题介绍

主持人

8:35-8:50 中外矿业合作机遇 国家国土资源部

副司长

8:50-9:10 中国和各国资源和服务互补

介绍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齐长恒

9:10-9:25 两国贸易提升 秘鲁驻华使馆代表

9:25-9:40 智利投资合作 智利驻华大使

9:40-9:55 矿业经贸合作 苏里南代表

9:55-10:10 中国投资西方发达国家的综

合分析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李连平

10:10-10:25 海外投资经验谈 山东黄金集团副总经理武玉江

10:35-10:50 海外投资经验谈 罕王集团董事局主席助理、副

总裁陈哲

11:05-11:20 矿产合作 阿富汗驻华大使

11:20-11:35 优势矿产吸引投资 刚果（金）驻华大使

11:35-11:50 乌干达的投资需求 乌干达驻华大使

11:50-12:00 海外投资经验谈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局主席、总裁沈文荣

liangjun
附注
报名邮箱：30989665@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