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坛简介 
!
北京洪堡论坛（Beijing Humboldt Forum，BHF）是⾮政府、⾮营利性、定期定址的国际绿

⾊经济超⼀流会议。论坛以“绿⾊经济与⽂化传承”为旗帜，竭诚为商界、政界、学术界及社会各界

领袖打造交流思想、扩⼤合作、实现全球化经济与⽂化共同可持续发展的⾼端平台。 

北京洪堡论坛创⽴于2013年，由欧盟⼤使馆⾸倡，⾸届论坛为李克强

总理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共同创⽴的中欧市长论坛边会。 

北京洪堡论坛由德国洪堡基⾦会与对外经济贸易⼤学联合主办，德国

欧洲经济研究院（ZEW）、德国哈勒马丁-路德-维滕堡⼤学（MLU）、上

奥地利应⽤科学技术⼤学（FH OOE）、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FhG）等多

家国内外机构联合承办。宝马（中国）为论坛国际⾸席赞助商。 

北京洪堡论坛于每年9的第3个周末在对外经济贸易⼤学召开。 !
!1

绿⾊经济， 
        美丽中国 

北京洪堡论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



!
!
传承使命 
—— 以“可持续发展”为本，促进全球化交流合作 

论坛以亚历⼭⼤·封·洪堡的科学精神为本，持续致⼒促进中德、中欧之间的科技、经济和政治

交流合作。洪堡作为百科全书型通才坚持以跨⽂化开放性态度⾯对科学整体，致⼒于为科学合作找

到跨⽂化共识，⼒求跨越东西⽅⽂化的障碍，达⾄⼀个和谐、共⽣、可持续发展的新世界。    

  
 中国⼯程院前副院长、国家⽓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 

北京⼤学核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杜祥琬院⼠在洪堡论坛上讲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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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思想 
—— 以跨学科、跨国界为视⾓，以全球公共利益为导向  !
历年会议主题—— 

2013年：绿色经济与城镇化 

2014年：文化传统与绿色经济——技术创新、产业增长与绿色流动 

2015年：绿色经济、文化传承、材料创新 

2016年…… 
 

       北京洪堡论坛聚焦“绿⾊经济”与“⽂化传承”，同

时关注每年的新经济热点如“城镇化”、“原材料可持

续利⽤”、“中德创新年”等。论坛每年邀请多家不同

国内外⾼校与科研机构代表及商界领袖共聚⼀堂，从

跨学科、跨⽂化视⾓审视和分析绿⾊经济与⽂化传承

的热点与重点。 

        在“绿⾊经济”主题下，论坛成功邀请到国家发改

委能源所、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中科院科

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全国⼈⼤环资委、清华⼤学、北京⼤学、

西安交⼤、武汉⼤学、复旦⼤学、华东理⼯⼤学、⼭东财经⼤学、⽇本东北⼤学、名古屋⼤学、早

稻⽥⼤学、⽇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世界银⾏、加州⼤学伯克利

分校、乔治亚理⼯⼤学、德国曼海姆⼤学、德国德国明斯特⼤学、德国哈勒⼤学、德国德累斯顿⼤

学、上奥地利应⽤技术⼤学、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德国亥姆霍兹国家研究中⼼联合会、德国莱布

尼茨分析科学研究所、德国欧洲经济研究中⼼、亚太物流研究院、宝马集团、⼤众集团、北京祥龙

集团、奥地利商会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等各个国际知名⾼校、科研机构以及商界代表，共同

针对“环境重组”、“低碳经济”、“绿⾊⾦融”、“绿⾊交通”、“绿⾊物流”、“绿⾊建筑”、“绿⾊材料”等

热点问题与前沿领域发表看法。 

  “⽂化传承”包含“⽇⽿曼语⾔⽂学”、“海外汉学”、“德国哲学”、“跨⽂化交际”、“翻译研究”、

“⼀带⼀路”等主题，并吸引来⾃德国洪堡⼤学、德国曼海姆⼤学、北京外国语⼤学、上海外国语⼤

学、复旦⼤学、浙江⼤学、同济⼤学、多哥洛美⼤学、⼴东外语外贸⼤学、北京第⼆外国语⼤学、

韩国国⽴斧庆⼤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来西亚拉曼⼤学、华东师范⼤学、⼈民⼤学等⼤学的多位

国内外专家学者。 

除此之外，随着中国各所⼤学与德国⾼等院校间交流不断深⼊，德国特⾊教育模式“双元制”成

为包括⼤学、企业以及德奥⼤使馆在内各⽅的关注重点，由此⾃2015年举办的“职业教育”分论坛成

为北京洪堡论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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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时代 
—— ⼤会报告：时代脉搏，尽在掌握 

!
北京洪堡论坛由⼤会与分论坛组成。论坛邀请各界领袖出席⼤会并贡献主题发⾔。 

历届⼤会报告（部分）： 

2013年： 

潘家华（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城市⽣态⽂明转
型 

戴彦德（国家发展和改⾰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德国的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薛进军（⽇本名古屋⼤学教授、楚天学者、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
联席所长）：能源安全与绿⾊低碳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吕安思（Andreas Löschel, 德国明斯特⼤学教授，德国总理“能源
转换”专家委员会主席）：德国能源转换与欧盟碳交易体系 

赵忠秀（对外经济贸易⼤学副校长、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副秘书长、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所长）：     
全球低碳经济发展与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系 

!
!
2014年： 

柯⽟莲（德国⼤使馆科技参赞）：中德创新年——科技
与教育的国际化合作 

王毅（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
全国⼈⼤常委）：中国的发展⽅案——资源消耗和排
放峰值管理 

许宪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的绿⾊GDP核算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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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家华教授

  戴彦德教授   薛进军教授   吕安思教授   赵忠秀教授

  柯⽟莲⼥⼠   王毅教授



⼘⽟洗（Ulrich Blum，德国哈勒⼤学教授，国家
外专局国际精英教授）：德中经济特点在经济体系
转型中的相关性 

殷雅柏（Adjaï Oloukpona-Yinnon，多哥洛美
⼤学教授, 洪堡学者奖获得者，世界⽇⽿曼学会前
副主席）：中⾮科学之桥 !!!!
2015年： 

胡鞍钢（清华⼤学国情研究院院长）：中国“⼗三五”规划与绿⾊发展 

海慕（Helmut Spitzl，奥地利⼤使馆科技处处长）：中奥科技合作 
卓志（⼭东财经⼤学校长）：⽤保险机制为政府和社会分责 
贾⽂键（北京外国语⼤学副校长）：中德跨⽂化交际 
柯途思（欧洲经济研究院⾏政总裁、对外经济贸易⼤学客座教授）：国际合作——创新的活⼒ 
王丽（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副会长、德恒律师事务所全球⾸席合伙⼈）：“⼀带⼀路”在中欧
贸易关系中的作⽤	
韦哈佛（Ralf Wehrspohn，德国哈勒⼤学，弗劳恩霍夫哈勒材料研究院院长）：绿⾊经济——从
可持续原材料到绿⾊设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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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依次为许宪春教授、⼘⽟洗教授与殷雅柏教授

  胡鞍钢教授    海慕博⼠    卓志教授    贾⽂键教授

   柯途思教授   王丽博⼠   韦哈佛教授



百花齐放 
—— 分论坛：交相辉映，兼收并蓄 

!
⼤会报告之外，每年北京洪堡论坛还会同国内外⾼端科研机构合作组建分论坛。分论坛讨论围

绕⽣态城市、碳排放、绿⾊汽车、纳⽶材料、职业教育等社会热点与科学前沿问题，同时也包括海

外汉学、德国哲学、⽇⽿曼语⾔⽂学等经典⽂化主题。分论坛各合作单位承办，论坛组委会提供协

助，并设⽴国内主席与国际主席，邀请业界⼈⼠参与讨论并针对相关主题建⾔献策。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预计 

分论坛报告数量 29 52 117 150 

分论坛数量 4 8 1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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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时尚管
理分论坛 

!

 2015年绿⾊物
流分论坛

洪堡基⾦会亚洲
区负责⼈曼德拉

博⼠致祝辞



鸿儒云集 
—— “Exzellenz verbindet”（链接精英） 

!
论坛⾃成⽴之初就引起各界⼴泛关注： !

!
⾃2013年起，参与北京洪堡论坛的特邀嘉宾（部分）有： !

→国内科研机构及代表: 
贾⽂键教授，北京外国语⼤学副校长 
钱旭红教授，华东理⼯⼤学前任校长，中国⼯程院
院⼠，洪堡基⾦会原中国学术⼤使 
王世洲教授，北京⼤学，洪堡基⾦会中国学术⼤使 
张忠教授，中科院纳⽶制造与应⽤基础研究室主任，
洪堡基⾦会⾸届 Sofja Kovalevskaja Award青年科学
家奖获得者 
卓志教授，⼭东财经⼤学校长，洪堡学者 
杜祥琬院⼠，中国⼯⼯程院副院长 
薛澜教授，清华⼤⼤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陈清泰教授，清华⼤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
⼼理事长，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主任 
⽶健教授，中国政法⼤学，澳门特别⾏政区⾏政长
官法律顾问 
张希良教授，清华⼤学教授,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执
⾏所长 
张辉教授，北京⼤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屠新泉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学WTO研究院院长 
刘明兴教授，北京⼤学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张兴会教授，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介晓磊教授，黄淮学院院长 
普林林教授，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执⾏院长 
魏晓峰教授，苏州建雄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
→ 国际学术界嘉宾: 
Andreas Loeschel教授，德国明斯特⼤学，德国总理
能源转型⼩组主席  
Gerald Reisinger教授，上奥地利应⽤科技⼤学校长  
Ralf Wehrspohn教授，德国弗劳恩霍夫哈勒材料研
究院院长，北京洪堡论坛创始成员 

Adjai Paulin OLOUKPONA-YINNON教授，多哥洛
美⼤学， 洪堡学者奖获得者， 洪堡教授，世界⽇⽿
曼学会前任副主席 
Alan K. Fox教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国际经济学
家 
INOMATA SATOSHI，⽇本贸易振兴会亚洲经济研
究所⾸席经济学家 
Albert Sickmann教授，莱布尼茨协会分析科学研究
所所长 
Ulrich Blum教授，德国哈勒⼤学，国家外专局国际
精英教授，北京洪堡论坛创始成员 
Robert de Souza教授，亚太物流研究院执⾏总裁 
何宏，亥姆霍兹联合会中国⾸席代表 
张洪波，弗劳恩霍夫北京办事处材料⾸席代表 
平塚⼤祐，⽇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理事  
青⽊昌彦，美国斯坦福⼤学名誉教授，清华⼤学产
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 
陈少华，世界银⾏研究部⾼级统计学家 
薛进军教授，⽇本名古屋⼤学教授、楚天学者、国
际低碳经济研究所 !
→ 国内政界嘉宾: 
中华⼈民共和国商务部、教育部、科技部领导 2. 奥
地利驻华⼤使馆代表 
德意志驻华⼤使馆代表 
欧盟⼤使驻华⼤使馆代表 
Martin Glatz博⼠，奥地利经济代表 
Birgit Murr ⼥⼠，奥地利⼤使馆科技部参赞 
柯⽟莲（Julia M Kundermann），德国⼤使馆⼀等
科技参赞 
海慕（Helmut Spitzl），奥地利⼤使馆科技处主任 

年份 洪堡学者 特邀学者 参会⼈数

2013 30 33 188

2014 54 69 213

2015 70 147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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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福雷 （Frederic Speidel），德国⼤使馆劳动与社
会参赞 
Jolanta Iwanicka，波兰驻华使馆经济处主任 
Artur Siejka，波兰驻华⼤使馆⼆等秘书 
许宪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江⼩娟，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王毅教授，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所长，全国⼈⼤代表 
宣晓伟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研究员 
焦江波，北京节能环保中⼼新能源促进部副部长 
陈春梅，⼯信部装备司汽车处副处长 
潘家华教授，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
长 
戴彦德教授，国家发展和改⾰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副
所长 
张丽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融所副所长 
候福深，中国汽车⼯程学会副秘书长 
欧训民，清华⼤学中国车⽤能源研究中⼼副主任 

唐华，国家发改委东北振兴司副司长 !
→ 商界嘉宾: 
Klaus Dierkes先⽣，⼤众(中国)前任⼈⼒资源副总裁 
孟卫东，北京祥龙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王东节，北京祥龙博瑞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韦睿博⼠ (Dr. Rene Wies)， 宝马(中国)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级副总裁  
姚晓蓉，宝马中国政府事务副总裁 
王晓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产业经济研究部第⼀
研究室主任 
安格，德国宝马有限公司⼤中国区前任总裁 
王丽，中国民营经济合作商会副会长 
冯红成，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 副秘书长 
林逸，北汽集团副总⼯程师，北汽技术研究院院长 
倪威，亚新科集团市场与销售副总裁 

!!
2013年，⾸届北京洪堡论坛发布《中国的绿⾊低碳经济发展》与《低碳经济学》英⽂版 
2014年，弗劳恩霍夫协会与对外经济贸易⼤学合作的弗劳恩霍夫项⽬研究办公室成⽴ 
2015年，《低碳经济蓝⽪书: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收录多篇会议论⽂。 !
此外，作为对外经济贸易⼤学的常设会议，论坛也是包括对外经济贸易⼤学研究⽣在内的各界

青年学⼦学习、交流和开阔国际视野的学术平台。多位贸⼤学⼦通过在北京洪堡论坛上积极参与学
术报告，与国外教授建⽴联系并出国深造。 !

2016，敬请期待。 !!!!
主 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UIBE)、洪堡基金会(AvH) 
承 办：北京洪堡论坛(BHF） !
协办： 

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BMW，China) 

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 (FhG) 

德国欧洲经济研究中心 （ZEW） 
德国马丁路德-哈勒维滕贝格大学 (MLU) 

上奥地利应用科技大学 (FH OOE) 

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IGL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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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北京洪堡论坛2016组委会 
!
组委会主席：                                           
施建军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 

!
组委会常务副主席：                            
赵忠秀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
组委会副主席（姓氏拼音排名）：  
卜玉洗教授(Prof. Ulrich Blum)，德国哈勒大学材料经济学研究所所长 
贾文键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 副校长，教育部外指委德语分委员会主席 
柯途思教授(Prof. Thomas Kohl)，德国欧洲经济研究院行政总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客座教授 
韦哈佛教授(Prof. Ralf Wehrspohn)，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哈勒材料研究院院长 
徐永彬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院长 
禇安思教授(Prof. Andreas Zehetner),上奥地利应用技术大学副校长 !
组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冯晓虎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洪堡论坛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
组委会副秘书长 
李小萌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处副处长 
姜丽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 

!
艺术总监 
杨柳女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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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2016年北京洪堡论坛 分论坛（草案） 

!
绿色经济：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分论坛  国内主席：蓝庆新教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

长助理

2. 宝马 分论坛 联系人：姚晓蓉女士 宝马大中华区政府事务部副总裁

3. 职业教育 分论坛 国内主席：史晨 新华社瞭望智库研究总监（暂定）

5. 物理 分论坛 国内主席：张忠教授 中国科学院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纳米制造

与应用基础研究室主任，洪堡基金会Kovalevskaja奖获得者

6. 化学 分论坛 国内主席：待定

7. 材料研究经济学视角分论坛 国内主席：张海云教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国际主席：卜玉洗（Ulrich Blum）教授 德国哈勒大学

（MLU）材料经济学研究所所长

8. 弗劳恩霍夫研究院 分论坛 国内主席：陈占恒 稀土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国际主席：韦哈佛（Ralf Wehrspohn）教授 弗劳恩霍夫材料

工程研究院（IWMS）院长

文化传承：

1. 外指委德分委分论坛 主席：潘亚玲教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德语系 
副主席：缪雨露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外指委德分委秘

书长

2. 侨易学分论坛 国内主席：叶隽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3. 海外汉学分论坛 国内主席：李雪涛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院长

4. 哲学分论坛 国内主席：孙周兴教授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5. 德意志语言文学分论坛 国内主席：范捷平教授，浙江大学

6. 日本学分论坛 国内主席：郭德玉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 

国际主席：柔斯特（Gesine Foljanty-Jost）教授 德国哈勒

大学（MLU）前副校长

7. 中国认知语言学年度峰会 国内主席：束定芳教授，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会长，上海

外国语大学 

国际主席：艾兴格（Ludwig Eichinger）教授 德国语言研究

院（IDS）院长 

8. 奥地利大使馆分论坛 奥地利驻华大使艾琳娜（Irene Giner-Reichl）女士已确认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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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4.0：

1. 工业4.0 分论坛 国内主席：王永贵教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商学院院长 

国际主席：贝洁柯（Irene Bertschek）教授 欧洲经济研究

院（ZEW）

2. 汉能 分论坛 国内主席：待定

3. 全球价值链 分论坛 国内主席：杨军教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国际主席：沙奥力（Oliver Schauer）教授 上奥地利应用技

术大学（FH OÖ）

4. 全球贸易 分论坛 国内主席：朱明侠教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主席：于柏微（Margarethe Überwimmer）教授 上奥地

利应用技术大学（FH OÖ）全球化营销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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