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十多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在增长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过持续快速
的增长，中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高收入国家。自 1986年与中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亚
洲开发银行（亚行）通过多种形式为取得这些成就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是亚行的第二大主权借
款国和最大的非主权借款国。 

在这一背景下，亚行和中国政府双方将于 2016年 11月 10日在上海举办论坛，纪念亚行—中国建立
合作伙伴关系 30周年。来自政府、学术界、智库、合作伙伴组织的知名专家及国际社会和亚行成
员国的代表们将齐聚此次论坛。此次论坛将回顾过往成就，讨论如何解决中国向更具可持续性和包
容性的增长模式转变过程中遇到的核心改革议题。     

地点和日期

论坛将于 2016年 11月 10日在中国上海的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AFDI）举行。

联合举办方

该论坛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亚洲开发银行和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联合举办。 

论坛安排

09:00 - 09:40 开幕式：亚行与中国合作 30周年
09:40 - 11:00 议程一：过去 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回顾与展望
11:00- 11:10 茶歇
1 1 : 1 0  - 12:30 议程二：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面临的挑战：推行财政和税务改革，实现包容性增长
12:30 - 14:00 午餐
14:00 -  15:20 议程三：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面临的挑战：生态文明之路
15:20 - 15:40 茶歇
15:40 -  17:00 议程四：深化合作关系
17:00 -  17:20 闭幕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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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09:00 签到

09:00-09:40 开幕式：亚行与中国合作 30周年

 主持人：小西步（Ayumi Konishi），亚行东亚局局长

 致辞：

 陈诗新，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司长
 俞北华，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中尾武彦（Takehiko Nakao），亚行行长

09:40-11:00 议程一：过去 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回顾与展望

 本环节将回顾中国过去 30年发展中的重要阶段、挑战及经验，审视当前经济表现并展望
 未来前景。本环节还将讨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总结亚行等多边金融
 机构运营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中国转型的贡献。

 主持人：梁小萍（Amy Leung），亚行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局副局长

 嘉宾讨论：

 - 中尾武彦（Takehiko Nakao），亚行行长
 - 陈诗新，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司长
 - 刘遵义（Lawrence Lau），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
 - 张维迎，北京大学教授
 - 彼得・麦卡利（Peter McCawley），亚行学院前院长，亚行历史书项目第一作者

11:00-11:10 茶歇

11:10-12:30 议程二：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挑战：推行财税体制改革，实现包容性增长

 财税体制改革议程一直对中国经济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并有利于实现包容性 
 增长，促进国家和地方治理方式的现代化。本环节将讨论如何制定税收制度以：（1）保持 
 税收收入的强劲稳定增长；（2）减少市场扭曲现象，让市场供求力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 
 决定性作用；（3）包容共济，减少不平等。此环节还将讨论国家和地方政府如何进行 
 适当的财政安排，以确保各级政府都有足够的资源来履行职责。此外，还将探讨预算过程 
 和预算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这是实现治理结构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 
 确保问责制的实施。

 主持人：王卫星，财政部政策研究室主任

日程 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中国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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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11:10-11:30

 中国主要的财税体制改革举措  
 -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 吉野直行（Naoyuki Yoshino），亚行学院院长

 嘉宾讨论：11:30-12:30

 - 贾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前院长
 - 黄佩华（Christine Wong），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埃蒂沙姆・艾哈迈德（Ehtisham Ahmad），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客座高级研究员
 - 庄巨忠，亚行经济研究和区域合作局副首席经济学家、副局长
 
12:30-14:00 午餐

14:00-15:20 议程三：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挑战 ：生态文明之路

 本环节将集中讨论如何通过转变经济、环境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实现“建设生态文明”的 
 政府目标。本环节还将涉及中国气候变化的承诺及其向低碳经济的转型。  

 主持人：内西姆・阿赫迈德（Nessim Ahmad），亚行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局副局长

 演讲：14:00-14:20

 中国旨在实现生态文明的主要改革措施 /倡议 
 - 宋小智，环境保护部副司长
 - 李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司长

 嘉宾讨论：14:20-15:20

 - 王毅，全国人大常委、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
 - 托马斯・海勒（Thomas Heller），气候政策倡议组织董事会主席、高级战略顾问
 - 周大地，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
 - 张世秋，北京大学教授

15:20-15:40 茶歇 

15:40-17:00 议程四：深化合作关系

 本环节将重点讨论如何转变和深化亚行与中国的合作，解决中国及亚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 
 所面临的渐进式发展挑战。讨论内容涉及如何促使技术和创新作为经济增长和繁荣的驱动 
 因素。此外，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问题也是本环节的重要议题。中国在全球和区域经济中 
 的作用日益显著，同时力图增强其在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及南南合作中的作用。同时，会上 
 也将讨论亚行在公共和私营部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知识合作及其他形式的合作方面未 
 来可能提供的援助。

日程中国经济转型：
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3

 主持人：本・滨瀚（Ben Bingham），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

 嘉宾讨论：

 - 卢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 伊沃・德波尔（Yvo de Boer），可持续发展挑战基金会主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前执行秘书 
 - 程智军，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副司长 
 - 王岚，上海市政府财政局副局长
 - 李扣庆，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院长、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院长
 - 小西步（Ayumi Konishi），亚行东亚局局长

17:00-17:20 闭幕式：

 主持人：贾新宁，亚行驻中国代表处副首席代表

 致辞：

 - 程智军，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副司长
 - 小西步（Ayumi Konishi），亚行东亚局局长
 

日程 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中国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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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尾武彦

中尾武彦（Takehiko Nakao）为亚洲开发银行（亚行）行长兼亚行董事会主席。
他被亚行理事会选举为行长，并于 2013年 4月正式上任。

在加入亚行之前，中尾武彦曾担任日本财务省负责国际事务的副大臣。

在 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中尾武彦先生在国际金融和开发领域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他于 1978年加入日本财务省，并曾任多项高层职务，其中包括国际局
局长。在担任国际局局长期间，他与亚太地区和 20国集团的领导人建立了密
切联系。

2005—2007年，中尾武彦在位于华盛顿的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担任公使；
1994—1997年，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经济学家和顾问。
 
中尾武彦出版了许多有关金融和经济问题的书籍，并发表了数篇论文；
2010—2011年，他在日本东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中尾武彦生于 1956年，拥有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和美国州立加利福尼亚
大学伯克利分校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陈诗新

陈诗新，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司长 , 2013年 10月—2016年 5月任中国驻世
界银行执行董事及世行审计委员会、治理和行政事务委员会委员，2007—2013年
任财政部国际司副司长，2005—2007年任税政司副司长，此前他还曾担任预
算司副处长、处长等职务。陈诗新司长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及哈佛大学公
共管理硕士学位。

中国经济转型：
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发言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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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俞北华

俞北华，上海市市政府副秘书长，1961年 1月生，浙江奉化人，中共党员，
1983年 8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先后任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副处长、处长，上海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副总经济师
兼城市发展处处长，上海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副书记、虹口区人民政府区长，上海久事公
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市发改委主任等职。2015年 10月任现职。

小西步

小西步（Ayumi Konishi）为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东亚局局长，于 2013年
6月就任。 

小西步先生负责亚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和蒙古国的业务，并处理亚
行与中国香港、大韩民国和中国台北的关系。

小西步先生 1988年加入亚行，曾担任多种职务，包括最近的三个职务：太平
洋局副局长（2012—2013）、战略和政策局高级顾问（2011—2012）和亚行驻
越南代表处首席代表（2006—2011）。

小西步先生投身国际公务员事业已有 30年。在加入亚行之前，小西步先生曾
供职于联合国位于伊拉克巴格达的西亚经济委员会、位于纽约的秘书处以及
位于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经济委员会。  

小西步先生为日本国籍。他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和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
拥有纽约大学发展经济学研究生学位。

发言人简介 中国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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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萍

梁小萍（Amy S. P. Leung）是亚行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局副局长兼专题咨
询服务群组首席专题官，其提供咨询的主题涵盖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管理、
性别平等、治理、社会发展、农业、农村发展和食品安全、非政府组织和公
民社会及信息与通信技术促进发展。 

在就任当前职务前，曾任亚行东亚局副局长，负责亚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及蒙
古国的业务。她是东南亚城市发展与水利处及东亚城市与社会部门处前任处
长，负责城市发展、供水与卫生、教育、健康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贷款和赠款项目。
曾任亚行水务同业交流社区主席，该同业交流社区负责对水利工程进行同行
评审，推动知识管理和能力建设以及促进合作伙伴关系和区域合作。 

梁女士在加拿大、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中国、菲律宾、乌兹
别克斯坦、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蒙古拥有超过 20年的多利益
相关方和多学科项目管理经验。现为专门从事城市开发、水资源管理、项目
设计与监控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的城市规则师。她拥有新加坡国立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多伦多大学理学硕士学位以及香港大学文学学士学位。

刘遵义

刘遵义（Lawrence Lau）教授于 1964年以优异成绩获得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学
士学位，并先后于 1966年及 1969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硕士及
博士学位。他自 1966年起任教于斯坦福大学经济系，1976年晋升为正教授，
1992年出任该校首任李国鼎经济发展讲席教授，2006年自斯坦福大学退休并
出任李国鼎经济发展荣休讲席教授。 2004—2010年，刘教授担任香港中文大
学校长。2010—2014年，刘教授担任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并自
2007年至今兼任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席教授。

刘教授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及其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他也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
局顾问，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经济转型：
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发言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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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张维迎，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从西北大学（中
国）获得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后，1984—1990年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
究所从事研究。1994年获得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读书。联合创办了北京
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6—2010年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2001年起担任
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

张教授被视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要倡导者，同时也是公司和所有权改革理论
的权威专家。他对中国改革的洞见受到国内外媒体的广泛报道。华尔街日报
称他为“中国的反凯恩斯斗士”。他在中国获得了很多卓越的奖项。2011年，
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开创新研究荣获“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彼得・麦卡利

彼得・麦卡利（Peter McCawley）是一名经济学家，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印度尼
西亚和亚洲经济问题。他作为主要作者参与编写了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五十年
历史的著作。2003—2007年，担任亚洲开发银行学院（东京）院长。 

他于 1972年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堪培拉）经济学博士学位，目前担任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印度尼西亚项目访问学者。在返回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之前，
他于 20世纪 70年代初在加札马达大学（日惹）任教。1986年，他加入澳大
利亚国际发展署担任副署长，后成为亚行董事会成员。曾在堪培拉担任多位
澳大利亚财政官员的部长级咨询顾问，并在澳大利亚媒体发表大量文章。

王卫星

王卫星，财政部政策研究室主任，1982年于湖北财经学院获得国民经济计划
专业经济学学士学位，2001年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财政部预算司综合处参加工作，1997年 10月任财政部预
算司副司长，2003年 2月任财政部预算司巡视员。2009年 1月任国务院农村
综合改革办公室主任。2014年 8月至今任财政部政策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
预算管理工作、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工作、财政政策研究领导工作。具有扎实
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管理经验，主持翻译了《公共支出管理手册》、《当代
公共支出管理方法》、《公共支出管理》等书籍，出版了《政府预算管理程
序与方法研究》等专著。

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发言人简介 中国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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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

刘尚希，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党委
书记、院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专家。
获评 2014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第二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2015年参加李克强总理主持的经济形势分析专家座谈会、张德江委员长主持
的全国人大党组财税改革专题集体学习座谈会。2016年 1月参加俞正声主席
出席的全国政协宏观经济分析会并特邀发言。2016年 8月，应党中央、国务
院邀请，作为国家“万人计划”专家代表，赴北戴河参加了暑期休假活动。

社会兼职有：国务院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医改咨询委员会委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规划总体专家组
成员、国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技术指导组成员、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专家、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等等。

吉野直行

吉野直行（Naoyuki Yoshino）现任亚洲开发银行学院院长，日本东京庆应义
塾大学荣誉教授，日本金融厅金融研究中心首席顾问。他于 1979年获得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曾任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并一直在新南
威尔士大学（澳大利亚）和巴黎政治学院（法国）等数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1991—2014年间，他担任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助理教授及庆应义塾大学经
济学教授。他曾任 2007年国际金融理财标准委员会主席，以及日本财政部外
汇委员会及财政制度委员会主席。此外，他曾任日本存款保险公司董事会成员；
日本政府债券投资者会议（财政部）主席；及日本政府金融系统委员会主席。 

分别于 2004年和 2013年获得哥德堡大学（瑞典）和马丁路德・哈勒维腾贝格
大学（德国）荣誉博士学位，并于 2013年因学术研究贡献被授予Fukuzawa 大奖。 

中国经济转型：
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发言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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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
会 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上海市人民
政府特聘专家，福建省、安徽省、甘肃省人民政府顾问，西藏自治区和广西
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
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天津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广东商学院、首都经贸大学、中国政法大
学等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
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
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
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多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多次
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
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

黄佩华

黄佩华（Christine Wong）为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及中国研究
教授。加入墨尔本大学前，她曾任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以及
玛格丽特夫人学院研究员。她曾任华盛顿大学亨利・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教授，
并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和伯克利分校以及曼荷莲女子学院教授经济学。 

黄教授还曾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担任高级职员，并广泛任职于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和英国国际发展部等其他国际机构。黄教授目前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算
与公共开支顾问团成员。 

黄教授在中国公共财政方面拥有权威地位。曾广泛发表关于中国公共财政、
政府间财政关系及其对治理、经济发展和福利的影响的文章。近期的研究重
点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经济改革及中国现代化治理面临的体制性约束。

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发言人简介 中国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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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义德・埃蒂沙姆・艾哈迈德

赛义德・埃蒂沙姆・艾哈迈德（Syed Ehtisham Ahmad）是波恩大学发展研究
中心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资深研究员（自 2010年至今）。现任中山大学国
家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及浙江大学包玉刚讲席教授。 

他于 1990年至 2010年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高级职位。1996年—1998年，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离职后，他曾任沙特阿拉伯财政部长特别顾问。与团队合
作参与撰写《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贫困问题》。1986—1990年间，担任伦
敦政治经济学院三得利—丰田经济学及相关学科国际研究中心 (STICERD)
下设发展经济学研究计划主任。此前，他于 1980—1986年间担任华威大学发
展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艾哈迈德撰写了大量关于公共政策与财政改革、治理、财政联邦主义和减贫的
文章。近期著作包括《欧洲的多级财政与危机》（2016年，与 Giorgio Brosio 
和 Massimo Bordignon合著）和《多级财政指南》（2015年）。早期曾发表著作：
《发展中国家税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1991年，与Nicholas Stern合著）、《发
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1992年，与 Jean Drèze、John Hills 和Amartya Sen合著）
及《中国的公共财政改革》（1995年，与高强和 Vito Tanzi合著）。 

艾哈迈德当前的研究项目包括：非正规形式的税收和社会政策――主要借鉴
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的经验；中国的财政再平衡和多级财政；财政政策与
“一带一路”；智利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融合与公共投资。   

庄巨忠

庄巨忠于 1997年加入亚洲开发银行，目前任亚行经济研究和区域合作局副首
席经济学家和副局长。他发表了大量关于亚洲发展的著作，最新著作包括合
编书目： 

《亚太地区的收入差距》（2014）和《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2015）。1992—1997年间，他曾在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发展与经济研究项目中
担任研究官员。庄先生拥有曼彻斯特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中国经济转型：
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发言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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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西姆・ J. ・阿赫迈德

内西姆・ J. ・阿赫迈德（Nessim J. Ahmad），现任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局
副局长，并于 2014年 9月兼任首席合规官（2014年 9月就任）。 

此前，阿赫迈德先生曾任环境保障处主任，并担任亚行环境同业交流社区环
境领域负责人，负责管理银行范围内对亚行保障政策实施的监督，在运营上
使亚行环境议程主流化，并发展亚行气候变化适应性项目。 

1998年，阿赫迈德先生作为环境专家加入亚行，参与大多数行业和所有区域
的亚行项目。1989—1998年间，阿赫迈德先生曾加入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担任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项目和技术援助业务的环境技术顾问。此前他曾
在多个咨询公司任职。阿赫迈德先生曾就读于阿伯丁大学和康奈尔大学。

宋小智

宋小智，女，汉族，生于 1964年 2月，北京人，199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工学硕士，高级工程师。

1982年 9月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学习，1986年 6月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1989年
7月获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环境化学专业硕士学位。1989年 8月，在中国
环境监测总站工作。1990年 1月起，任国家环保总局外经办项目官员。1995年
2月至 1998年 6月，任国家环保总局外经办副处长。1998年到 2002年 7月，
任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处长。2002年 7月到 2009年 6月，任环境保护对外
合作中心副主任。2009年 6月任环境保护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

李高

李高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他拥有清华大学博
士学位、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和其他大学的多个硕士学位。 

他在中国可持续发展、环境以及气候变化的研究与政策制定方面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在国际合作方面，李高也拥有丰富的经验，包括自 2005年以来一直
作为中国政府谈判官员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 

自 2012年以来，他将焦点更多地放在制定中国中长期气候变化战略和规划
方面。现在主要负责清洁发展机制促进气候变化立法、能力建设、气候融资
以及资金管理方面的工作。

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发言人简介 中国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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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

王毅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和中科院研究生院。现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主要从事可持续发展领
域的公共政策及发展战略研究，包括资源、环境、能源和气候变化、社会
经济系统分析等方面。兼任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际标准化组织气候变化协调委员会副主席，
以及十多家国内外基金会、学术机构和学会的咨询顾问、常务理事、委员等
职。曾主持和参与过数十项国内外重大科技与政策研究项目，参与过政府部
门和有关机构许多重大法律、规划、文件、政策建议的研究、起草和评估工作。
曾获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第四届中国青年科技奖。主要代表作有年度《中
国可持续发展报告》和国情分析系列报告。

托马斯・海勒

托马斯・海勒担任气候政策倡议组织董事会主席与高级战略顾问，在该组织
所有工作计划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负责为全球领导者提供建议以及战略和分
析指导。

海勒于 2009年建立了气候政策倡议组织，并出任该组织执行董事至今。在他
的带领下，该组织已发展成为气候融资、能源融资和土地使用领域值得信赖
的全球性思维领袖组织。在气候融资方面，该组织设定了追踪基准，建立了
全球气候融资创新实验室并为其提供指导。在能源融资方面，该组织与全球
政府机构、企业、投资者以及基金会合作，旨在使低碳能源系统转型的经济
利益实现最大化。此外，该组织还针对碳含量丰富地区的土地使用管理首先
制定了生产和保护战略，旨在在保护关键碳含量的同时提高农业生产力。

海勒经常出席高层活动并发表讲话，已成为世界事务委员会、克林顿全球倡议、
缔约国会议高层活动以及世界经济论坛的定期受邀嘉宾。

中国经济转型：
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发言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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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地

周大地，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现任该所研究员。他长期从事能源
发展战略、能源政策的研究，在推动提高能效，调整能源结构，制定能源战略 ,
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方面有较多建树和贡献。多次参加国家能源规划，节能规
划，气候变化对策，和相关政策法规制定过程的咨询工作。他在能源发展战略、
可持续能源发展、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方面在国内外享有声誉。多次担
任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发展属等国际机构专家
顾问和咨询专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国家间专家委员会（IPCC）第二次第三
次科学评估报告撰稿人，第四次和第五次科学评估报告召集撰稿人。曾担任
联合国全球环境基金第二届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他在 2000年和 2007年两
次获得 OECD组织和美国环保局的国际气候变化技术推动奖。

现兼任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地缘与能源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创
新和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环境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府
参事及市环保专家委专家，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 ,山西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
员，河南省发展两型社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

张世秋

张世秋，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环境与经济研究所）。
长期以来一直从事环境经济学、环境政策与管理、全球环境协议的相关研究
与教学工作。担任的学术兼职包括：东亚环境与资源经济学会副理事长、
联合国环境署“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科学顾问组成员、联合国环境署履行
蒙特利尔议定书技术与经济评估委员会资深专家、联合国环境署蒙特利尔议
定书增资特别工作组共同主席等职。

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发言人简介 中国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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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滨瀚

2016年 11月，本・滨瀚（Ben Bingham）被任命为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
在加入亚行之前，他曾于 1994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顾问一职，在职期间负
责非洲（南非和肯尼亚）、中东（埃及和巴基斯坦）的业务，并于 2000年之后
负责亚洲的业务。2007年，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学院担任研究员，负
责研究全球化对湄公河地区的影响。2007—2011年，他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命
为越南和老挝高级驻地代表，2012—2016年间出任印尼高级驻地代表。加入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之前，本・滨瀚曾在伦敦海外发展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并在乌干达
财政部担任宏观经济顾问。滨瀚先生拥有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以及南安普敦大学经
济学学位。

卢迈

卢迈自 1998年起担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通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
卢迈先生在扶贫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他曾主导完成了《中国人类发展报告
2005》，并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7年人类发展奖：政策分析与影响杰出贡献
奖（2007 Human Development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Policy Analysis and Influence） 

十多年来，卢先生一直致力于倡导中国儿童的发展。他和他的中国发展研
究基金会同事率先启动试点计划，为弱势的农村儿童提供教育和营养项目，
经证实该等方法可有效消除贫困，增强社会发展。基于计划成果，他向中央
政府提交了多项政策建议，以期将成功的经验融入国家政策。 

2013年，卢先生起草了题为《关于制定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的几项建
议》的政策备忘录，该备忘录经政治局的书面指示，并获得了中国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颁发的中国发展研究杰出贡献奖。该国家规划目前处于审议阶段，
并有望于今年颁布实施。

在加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之前，卢先生也曾于 1995—1998年期间担任中国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1993—1995年间出任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高
级研究员，1991—1993年间则供职于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和哈佛大学政府学
系任研究助理。卢先生于 20世纪 80年代末期加入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经济转型：
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发言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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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沃・德波尔

伊沃・德波尔（Yvo de Boer）是可持续发展挑战基金会主席，该基金会为职业
中期可持续发展专业人员提供多利益相关方冲突解决方案和共识形成方面的
培训计划。他也是责任组织（Responsability）创始人，努力帮助组织适应不
断变化的世界。2014—2016年期间，他出任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总干事。该研
究所由 28个会员国通过签订条约建立，目前已在 25个国家开展工作，发展并
实施绿色增长战略。

在此之前，德波尔先生于 2010年加入毕马威会计事务所，担任气候变化与可
持续发展服务部门全球主席，领导马威会计事务所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服务
部门议程，帮助公司进一步深化拓宽价值含义，除金融资本外，还包括识别社
会、人类、环境、智慧资本。德波尔先生也在环境、社会和政治快速变化的影响，
以及抓住机遇管理风险的业务应对方式等方面为企业领导人提供咨询服务。
德波尔先生于 2006—2010年间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领导国
际进程，应对气候变化。在其任期内，他提出的气候变化问题引起了政治界
和媒体的高度关注。2009年 12月，他说服 100多位世界领导人出席哥本哈根
气候大会，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并确保超过 90个国家作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的承诺。  

德波尔先生曾任荷兰环保部副部长，广泛参与制定欧盟环境政策。他也曾出
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世界银行
顾问。2011年，他被任命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气候变化议程委员会主席。
伊沃・德波尔现为一名具有专业资格的调解员，并任可持续发展全球经济委
员会委员、气候和能源工作组联合主席。2009年，由荷兰女王授勋为骑士，
之后于 2010年获得荷兰气候奖。

程智军

程智军，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副司长。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硕士毕业，
曾在财政部国际司、办公厅以及世行司担任多个职位。2007年 2月—2009年
3月，担任中国驻世界银行执行董事高级顾问。2009年 3月—2014年 9月，
任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

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发言人简介 中国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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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岚

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199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金融专业，获经济学
学士学位。2005年 3月—2007年 9月就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获工商
管理硕士学位。现任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曾任上海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
公司副总经济师、资金财务部总经理、上海城投环境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城投控股（600649）董事。

李扣庆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财经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1996至
1997年，在美国国际管理研究生院（雷鸟学院）访问进修。1988年起在上海
财经大学贸易经济系任教。1998年至 2000年任上海财经大学中美合作MBA
培养项目中方负责人。兼任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教育咨询专家、财政部管
理会计咨询专家、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贾新宁

贾新宁，亚行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处副首席代表，自 2015年 7月起负责
亚行在中国的项目管理和行政事务。1999年作为青年专家加入亚行后，她开始
逐渐担任要职，包括原东南亚基础设施局项目经济学家（减贫）、驻菲律宾
代表处高级项目管理专家，以及预算、人事和管理系统局主任机构协调专家。
贾女士国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持有美国布兰迪斯大学国际发展硕士学位和
中国北京大学英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

中国经济转型：
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发言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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