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CES President Forum Held in Kunming, Yunnan  

2012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论坛在云南昆明隆重举行 

The 2012 CES President Forum was held in Kunming on Dec 15-16, 2012. The theme of the Forum was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Searching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The speakers of the Forum 

include Bruce Sun (1988-89 CES President), Gene Chang (1989-90 CES President), Guoqiang Tian (1991-

92 CES President), Guanzhong Wen (1999-2000 CES President), Aimin Chen (2000-01 CES President), 

ShunFeng Song (2003-04 CES President), Haizheng Li (2006-07 CES President), Jack Hou (2007-08 CES 

President), Holly H. Wang (2009-2010 CES President), Yanling Wang (2010-11 CES President), Ding Lu 

(2011-12 CES President), Tony Fang (2012-13 CES President), Jinlan Ni (2013-14 CES President-elect), Li 

Gan (2003-04 CES BOD), Kunwan Li (2007-08 CES Vice President), Vincent hen (Sheffield University), 

Yongjun Chen (Renmin University), and Yide Qiao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und). The forum 

was hosted by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ES President Tony Fang delivered the opening remarks. He said, China is at a crossroads after nearly 35 

years of exceptional economic growth averaging of 10 percent per year. According the World Bank, 

China is poised to surpass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largest economy by 2030, measured in real GDP. But 

such rapid economic growth does not come without cost: overutilization of energy and other resources, 

pollution to the environment, widen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regional disparity, are substantial issues 

that China must grapple with as it continues its impressive growth trajectory.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search for a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that is of higher quality, more balanced, eco-friendly 

and sustainable. Serious reform efforts are also needed, especially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housing sector. CPC Party Secretary, Professor Wang Rong offered 

his welcoming remarks. He also introduced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Western China in recent years 

(nearly doubling national average) and called the attention of the CES experts for more studies of this 

phenomenon. Mr. FengYun Lei,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pert Affairs 

(SAFEA), congratulated the opening of the 2012 CES President Forum and praised the significant role 

played by the CES in enhancing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exchanges and dialogu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promoting economic reforms and open-door policies in China in the last 27 years, 

and contributing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reforms in 

China. Mr. Chaoqi Ruan, Director of SAFEA Brach, introduced the new talent attraction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in Yunnan Province and encouraged the CES members to return to China and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furthe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Yunnan Province and Western China.   

Distinguished Expert of the State Thousands of People Plan, Professor Guoqiang Tian, and Professor Li 

Gan delivered their keynote speeches, titled, “The Future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s,” and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Transitions,” which were very well received by the audience. Eighteen CES 

speakers presented and discussed in five roundtable panels: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Growing China’s Overseas Markets for Product and Capital”, “Managing China’s Labor 

Market: Employment Policies, Human Resources, Returns to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s,” “Evaluating 

Land Utilization Policies in China,” and “Macro and Micro Policy Challenges in China”. 



Professor Jack Hou summarized all presentations at the Forum and provided his concluding remarks. The 

Forum received extensive media coverage by China’s mainstream media (below). 

 

 

(A Group Photo of the Forum) 

以下报道来源：中新网 

学者昆明纵论可持续发展 献策中国经济社会转型 

中新网昆明12月16日电(王艳龙)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论坛16日在昆明召开，来自中国、

美国、加拿大、英国部分著名高校的2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为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献计献策，希望以此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快

速增长。 

  论坛上，与会学者们围绕中国经济转型的未来之路、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出口食品

安全、增长中国海外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战略、收入不平等和经济转型、中国土地使用政

策评估、中国城市化进程问题和出路以及中国宏观微观政策挑战等进行了探讨。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方涛表示，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

的势头，若保持下去将会在2030年左右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 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

是快速发展的中国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破坏、金融房地产繁乱。“十八大”之

后，经济社会改革已更加迫切，特别是国企、金 融、房地产的改革。海内外学者齐聚昆

明，就是要探讨一条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为中国下一轮的发展战略寻找理论支

持，提供策略和参考。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是1985年在美国注册成立的一个非营利性学术团体。历经多年发

展，该会目前有会员上千人，遍及北美、亚洲、欧洲和世界其他地 区的大学、研究机

构、国际组织、政府部门、工商金融业。自成立以来，该会便致力于中国改革开放、扩大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学术交流、加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学术 研究，推动了现代经济学和管

理科学知识在中国的普及传播和发展。 

 

以下报道来源：人民网-云南频道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论坛昆明论战中国经济转型未来之路 

 [提要]  12月16日，来自世界各地等著名高校的2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

2012会长论坛，唇枪舌战，带来一场有关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饕餮盛宴”。历年来共有两千多人

加入学会，遍及北美、亚洲、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学、研究机构、国际组织、政府部门以及

工商金融业。 

  人民网昆明12月17日电 （记者陈夏芸、李发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作为世界经

济的一极，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会如何？12月16日，来自世界各地等著名高校的20多位专家、学者

齐聚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2012会长论坛，唇枪舌战，带来一场有关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饕

餮盛宴”。 

  在此次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2012会长论坛上，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和西南

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甘黎分别作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未来之路》和《收入不平等和经济转型》

的主题演讲。同时，论坛还围绕可持续发展战略；增长中国海外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战略；管

理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政策、人力资源问题和人力资本投资回报；中国土地使用政策的评估；

中国的宏观和微观政策挑战等几个方面做了讨论。 

  据悉，会议邀请到了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普渡大学、德克萨斯州立大学、西东大学、圣克劳

德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托莱多大学、内华达大学、乔治亚科技研究所、三一学院、加拿大卡

尔顿大学、菲莎河谷大学、曼尼托巴大学以及英国雪菲尔大学等著名高校的20多位专家、学者。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The Chineses Economists Society，简称CES），是注册在美国的一个非营

利学术团体，于1985年5月26日在纽约市，由一批在中国开放初期留学北美的学子在纽约市发起

成立，学会宗旨在于推动会员的学术活动、致力于促进经济学和管理科学在中国的进步和传播。



自1993年起，CES年会每年在中国举行，通常由一家国内高校联合承办。历届年会邀请诸多国际著

名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高级政府官员和知名企业家参加。 

  历年来共有两千多人加入学会，遍及北美、亚洲、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学、研究机构、

国际组织、政府部门以及工商金融业。同时，学会组织会员在中国内地、台湾以及周边邻国等地

进行学术考察和交流活动。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论坛以前瞻性、权威性和互动性为特点，由权威专家共同对全球经济

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动态、产业发展趋势、国家政策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深度解读和展望。 

 

以下报道来源：云南信息报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论坛：分配改革需更多转移性支出 

“按照经济改革市场要求，中国的国有经济数量比例应该在10%以下。”昨日在昆明举行的中国留

美学会会长论坛中，著名经济学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表示。而对于当下重新

成为社会热点的分配制度改革等问题，论坛分析也表示，除了税收等调节手段外，社会保障等转

移性支付也应该成为政策的关键点。 

  经济改革需新的驱动力 

  田国强在开篇的演讲中就指出，中国所面临的经济环境依旧严峻，包括欧债危机等，也使国

内在预期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所面临的发展和改革压力也越来越大。“由于社会体制改革滞

后，当前中国仍处于重政府轻市场的压力，社会公共品服务严重不足。”田国强表示，这也导致

后续经济增速步伐更沉重。 

  就在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1月的PMI指数中，内地制造业购买经理指数显示为50.6%，已经

连续两月上升，四季度整体增速似乎已有部分加速。不过对于明年的经济增速预期，参会者都表

示，受劳动力成本和内需等制约影响，未来的经济增速并不会太高。 

  海关总署10日公布的今年1－11月份外贸进出口数据中，11月份中国出口仅较去年同期增长

2.9%，远低于10月份11.6%的增速，也远低于经济学家给出的9.6%的预期中值。“中国对外经济压

力一直都很大，不过仅从进出口贸易来说，出口质量的要求也更大。”南开大学教授李坤望介绍

说，2010年开始中国平均出口增速不到6%，这也是对此前依赖中国制造的出口产业提出的结构转

型的要求。 

  而经济增速所面临的问题还不仅于此，受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也有所下

滑。“当前，一些过去曾经支撑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优势和动力，如外需、人口红利等正在衰

减。”田国强介绍说，目前中国沿海的制造业正在经历这样的变革，这也是目前国内经济发展过

程中需要解决的新的发展驱动力问题。 

  分配改革方案四季度或出台 



  就在15日，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按照中科院经济形势分析组的分析，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重点讨论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这也与今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报

告中提出的“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基本一致。 

  此前的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也同样表示，四季度将会

制定收入分配改革的总体方案。 

  对于国内的收入分配改革问题，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甘黎在昨日的论坛中也表示，目

前全国的基尼系数是0.61，高基尼系数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常见现象，是市场资源配置的自然结

果，“但是二次分配可以减少基尼系数的数值，也就是需要进行收入分配的改革。”就在本月，

甘黎和他的团队在北京发布了中国首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而收入分配不均也导致国内家庭消费不足，在目前内需市场不足的背景下，进行收入分配

的改革也更急需。”甘黎表示，这也是目前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重点解决的关键。他介绍

说，在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中，除了税收等手段外，转移性支付也将更能降低收入

差距，包括完善社保和公共支出等，都应该成为后续政策倾向的关键。 

 

以下报道来源：云南信息报 

在滇外籍专家数量不断增加 明年将达4000人 

  一大批外国专家已成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截至目前，长期在滇工作的外

籍专家已达640名，预计明年将超过700人。而短期在滇工作的外籍专家更多，截至2011年

已达3600人，预计明年将超过4000人。 

  16日在昆明举行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2012会长论坛，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著

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共同为“中国经济改革与未来发展方向”献计献策。此次论坛由云南财

经大学承办。 

  论坛围绕中国经济转型的未来之路、可持续发展战略、增长中国海外产品市场和资本

市场的战略、收入不平等和经济转型、中国土地使用政策的评估等专题，展 开深入研

讨。与会专家分别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普渡大学、德克萨斯州立大学、西东大学、加拿大

卡尔顿大学、菲莎河谷大学、曼尼托巴大学，以及我国南开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中央

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海内外著名高校。云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汪戎

教授在论坛上发出邀请，欢迎海内外专家来到云南，为 中国经济建设出力。 

  云南省外专局外专处处长阮朝奇介绍，近年来，来云南工作的海内外专家、高层次人

才逐年增多，截至目前，长期在滇工作的外籍专家已达640名，预计明年 将超过700人。

而短期在滇工作的外籍专家更多，截至2011年已达3600人，预计明年将超过4000人。据统



计，他们主要分布在云南各大高校、科研机 构以及制造业三大领域，其中以昆明居多。

值得关注的是，外籍青年专家以及高水平、高学历（博士以上）外籍专家也在不断增加。 

  “云南具有资源型优势，但短板在于人才，尤其是高水平人才。”阮朝奇介绍，今后我

省还会加大力度，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进行奖励和补助。据了解，为奖励 在滇工作并做

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省政府从1997年起就设立了“彩云奖”，迄今为止已有100余名外

国专家获此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