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化论坛》 
在 全 球 、 在 哈 佛 2 0 周 年 

隆重纪念  

在 中 国 1 8 周 年 





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贺信 



历史回顾 哈佛大学 

90年代中期,由于
信息革命和信息技
术所导致的全球化
趋势在全球范围内
迅猛发展,对人类
社会未来发展将面
临重大影响和挑战。 
 

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教授领
导的全球化研究课题小组率先开
始全面系统地研究全球化理论。
并根据哈佛校长的指示，哈佛大
学必须要在二十一世纪走向全球
化。 
 

1998年作为哈佛大学学者孙
放主席参与了全球化理论研
究，并大胆提出了创新全球
化理论的实践方案，与约瑟
夫.奈教授共同筹建了《全
球化论坛》，并起草了《全
球化论坛》在欧洲和中国的
合作方案。 



联合国千年宣言 

1999年联合国科菲.安南秘书长主持，
由189个成员国共同签署《联合国千年
宣言》，从而揭开了全球化时代的序幕。 
 
努力消除地球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推
动全球化合作的伟大进程是成员国的共
同使命。为了实现联合国这一崇高目标，
孙放主席与哈佛大学专家共同组建了全
球化合作基金会。 



第一届《全球化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2000年，全球化合作基金会孙放主席邀请哈佛大
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教授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举办《全球化论坛》，约瑟夫·奈教授发表
主旨演讲，与会国际专家、学者近两百人，并在
分组讨论上从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探讨全球化理
论的发展。约瑟夫·奈院长和孙放主席接受中央

电视台采访。 

2000年5月在北京，哈佛
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
瑟夫·奈教授与全球化
合作基金会孙放主席共
同主持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办第一届《全球化
论坛》 



第二届《全球化论坛》在海南三亚 

2001年1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由全球
化合作基金会与人民日报社共同主办第二
届《全球化论坛》在海南三亚召开，联合
国副秘书长纳丁.迪赛担任论坛共同主席，
并宣读安南秘书长贺信，中国领导人、国
际货币基金执行总裁、世界银行领导人参
加论坛并演讲。哈佛大学与中央组织部在
哈佛培训项目落成，全球化合作基金会起
到重要作用。 

安南秘书长致贺信 论坛共同主席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代表党中央 
向孙放主席祝贺 



安南秘书长贺信 

    首先，我要特别感谢全球化合作基金会、《全球化论坛》孙放主席邀请我参加这一重大盛会。 
 
    纵观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趋势像全球化趋势那样让人们争论不已，让人们浮想联翩。 
    全球化带来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增长加快，生活水平提高，人们以更快的速度为个体和国家带来新的机会。
然而，全球化却开始产生反作用力，因为它所带来的益处只是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里，即使在这些少数国家里，这些
好处也不是平均分配的。华盛顿、布拉格和世界其他地方上演的游行，只是最近人们反对全球化极为强烈的例子。全
球化使许多人在不可知的力量面前变得更加脆弱。这些未知的力量能够造成经济动荡和社会脱节。此外，人们越来越
担心，文化一体性和国家主权可能会受到威胁。在这许许多多的担心背后，人们听到了一种强有力的呼声，即全球化
除了创造更大的市场之外，必须被赋予更多的含义。正是本着这一宗旨，世界各国领袖于去年九月在纽约召开千年高
峰会议，他们认识到，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要确保全球化能够成为世界人民的积极动力，这是我们共同肩
负的责任。信息和通讯技术是全球化的驱动力，使得人们更加密切地走到一起，并为人们分享知识提供了一个完美的
工具。人们现在有更大的潜力来促进增长，减少贫困。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都在寻找解决方法，这种努力使我们已经在区域和国家、地方层面，发展出一些良好的实
践，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商界和社会团体和国家领导人在共同发展目标、处理日常生活挑战方面表现出极大的聪明
才智，各种智慧会构成全球挑战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我衷心希望全球化论坛全面成功。你们讨论的课题，
即中国在信息全球化中的作用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都是非常及时的，并进一步证明中国和她的生机勃勃的经济在多边
组织中继续起到领导作用，我希望你们的讨论富于成果，并期待听到你们的观点和看法，谢谢大家。 



《全球化论坛》媒体报道 



第二届《全球化论坛》在三亚 

联合国领导人和中国领
导人共同出席盛大晚会 2001年孙放主编出版

《全球化论坛》一书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与全球化合作基金会 

2005年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
法国总统希拉克、英国首相布莱尔
共同出席在巴黎总统府爱丽舍宫举
行的全球契约峰会，并特邀全球化
合作基金会、《全球化论坛》孙放
主席出席，共同探讨联合国重大改
革及如何加快推进全球化进程，同
年11月全球化合作基金会作为协办
单位在上海与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
共同举办全球峰会。 

联合国副秘书长参加
上海全球契约峰会 

安南秘书长、法国总统、英国首相等各国政要出席 

乔治.凯尔 

2005年5月，联合国秘
书长、法国总统、英国
首相共同邀请全球化合
作基金会孙放主席参加
在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
举行的巴黎峰会。 
峰会达成共识，发表声
明，共同推进全球化进
程。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
执行总长乔治·凯尔
邀请全球化合作基金
会孙放主席参与全球
契约组织的建立。 



第三届《全球化论坛》在杭州 

2005年11月全球化合作基金会邀
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浙江杭州
举行第三届《全球化论坛》，时
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担任《全
球化论坛》共同主席并发表重要
演讲。 
 
联合国秘书长特使、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总干事、世界遗产委员会
主席参加会议，论坛发表了“杭
州声明”，从而把中国全球化进
程推向新的阶段。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全球化合作
基金会与杭州市政府共同签署合
作协议。 

第三届《全球化论坛》 
共同主席习近平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
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
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
深入发展。＂ 



第三届《全球化论坛》在杭州 

全球化合作基金会孙放主席主持 

联合国教科文文化艺术部主任 
米拉格斯讲话 



第三届《全球化论坛》在杭州 

人民日报社发表特刊 



第三届《全球化论坛》在杭州西湖晚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艺术
主任米拉格罗斯·科拉尔 

主持盛大晚会 

世界文化多样性组织 
孙放主席参加晚会 

《全球化论坛》主题歌 
 

                 创意作曲： 意大利作曲家萨维纳 
               摄影、作词： 孙放主席 

  
朋友，不分贫富，不分肤色， 
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公民。 
今晚，我们相聚在美丽的西湖畔， 
为了共同的理想……  

 



全球化合作基金会与世界经济论坛 

2008年在加拿大筹备论坛专题峰会 
2010年在瑞士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合作举办峰会，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
布给与了《全球化论坛》极高的评价。
感谢《全球化论坛》组织提供各种资源
及重要议题。 
2013年在德国举办全球化论坛专题会
议。 
2015年，孙放主席率国际组织代表团
参加世界经济论坛。 

孙放主席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并发表演讲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代表参加《全球化论坛》 

李克强总理论述：推动包容
性增长，必须坚定维护经济
全球化。中国经过30多年的
改革开放，现在消费者可以
从世界各地选择自己想要的
商品，如果没有全球化，没
有开放，这是不可想象的。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
致函《全球化论坛》
孙放主席并祝贺 



第四届《全球化论坛》在哈佛大学 

2012年，具有历史意义的第四届《全
球化论坛》在哈佛大学隆重召开，由
肯尼迪学院与全球化合作基金会共同
主办， 哈佛大学校长、肯尼迪学院
院长等8个学院领导出席论坛。 
哈佛大学原校长劳伦斯教授发表演讲。 
约瑟夫.奈教授发表演讲。 
孙放主席主持论坛，并用半年时间在
哈佛大学图书馆完成了《我的全球化
之路》一书初稿。 



全球化合作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
大厦隆重纪念《文化多样性公约》正
式签署10周年（148个成员国首脑签
署），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高度赞扬
世界文化多样性组织与全球化合作基
金孙放主席对世界文化多样性所作出
的历史性的贡献，并颁发奖章，联合
国教科文将2015年定为世界文化多样
性年，同时授权全球化合作基金会、
世界文化多样性组织与联合国国教科
文组织，共同筹办第五届《全球化论
坛》暨世界文化多样性全球领袖峰会
（因巴黎恐怖主义事件，峰会无限期
推迟）。 

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 
在巴黎总部会见孙放主席 

孙放主席与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主席 



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瑞士阐述经济全球化 

2017年习主席在瑞士世界经济论
坛发表重要演讲，明确阐述了中
国政府对全球化的观点，深化了
世界对全球化规律的思考，理清
了人们对全球化效应的认识，坚
定了各国对全球化前景的信心，
有力引领了全球化发展的正确方
向。习主席讲话引起了世界舆论
的高度关注，得到了各国领导人
的一致认可，中国将在世界全球
化合作大舞台扮演重要角色。 

习主席阐述：“从历史地看，经济
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
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
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
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
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
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 
去年年底，我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要让经济全
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
可持续。我们要主动作为、适度管
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
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
平衡；我们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
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
节奏；我们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
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
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全球化合作历程 

2006年至2012年期间全球化研究
小组足迹遍布五大洲60多个国家
和社区考察研究，并组织全球有
关专家撰写“全球化发展报告”
为各国政府及企业提供战略咨询
和解决方案。 



各国领袖贺信及全球化合作展望 

2017年至2018年，哈佛大学与全球
化合作基金共同决定，举办《全球
化论坛》在哈佛20周年纪念活动，
中国领导人对《全球化论坛》也给
与极高评价，期待在中国或港澳地
区举行18周年纪念活动。联合国、
国际政要与世界名人纷纷发来信来
电，庆贺《全球化论坛》所取得的
卓越成就。 



全球化合作巨轮乘风破浪，永往直前........ 



感谢您的关怀与指导！ 
2017  


	幻灯片编号 1
	幻灯片编号 2
	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贺信
	历史回顾 哈佛大学
	联合国千年宣言
	第一届《全球化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第二届《全球化论坛》在海南三亚
	安南秘书长贺信
	《全球化论坛》媒体报道
	第二届《全球化论坛》在三亚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与全球化合作基金会
	第三届《全球化论坛》在杭州
	第三届《全球化论坛》在杭州
	第三届《全球化论坛》在杭州
	第三届《全球化论坛》在杭州西湖晚会
	全球化合作基金会与世界经济论坛
	第四届《全球化论坛》在哈佛大学
	全球化合作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瑞士阐述经济全球化
	全球化合作历程
	各国领袖贺信及全球化合作展望
	幻灯片编号 22
	幻灯片编号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