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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人物征评活动组委会

经济日报社原社长武春河为活动题词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西路 28 号  

电   话：010-8857 0909                 

网   址：www.chinaepo.com    

邮    编：100084   

传    真： 010-88571525                     

E-mail： jjrw88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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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主管、国家民政部注册

的全国一级社团法人机构。协会宗旨是团结、组织和协调会员企业积极地开展同亚洲各国企业界

的交往，开展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为中国和亚洲国家的经

济发展做出贡献。

协会真诚希望联合中国和亚洲各国各界力量，同社会各界关心经济、国际交流的有志之士，

为进一步扩大与亚洲各国的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促进中国与亚

洲各国友好合作与经济繁荣做出应有贡献。

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

《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新闻时事媒体，1993 年 1 月 3 日创刊，单期发行量

超过 200 万份，拥有遍及世界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 余位特派、特约记者，他们为读者深

度解析全球重大新闻事件，提供一线、客观、独家的现场报道。通过广布于世界各地的驻外记者，

《环球时报》以独特视角反映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审视与交融，从而拓宽国人视野，为在全球化背

景下生存与发展提供必要资讯。

2009 年 4 月 20 日，《环球时报》英文版（Global Times）创刊，进一步扩大了国际影响力。

《环球时报》中文版、英文版以“报道多元世界，解读复杂中国”为宗旨，致力于促进中国与世

界的交流与互动，是中国人了解国际社会，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

《环球时报》社
圆桌论坛

商机推介
新产品、新项目、新技术专项推介

投融资策略   方法与资本运作   发布信息   现场洽谈

中国经济共享和企业发展论坛

中国经济营商环境创新论坛    中国经济女企业家论坛

高端对话

年度人物

“一带一路”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新时代下经济增长新动力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谁将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的年度骄傲

谁将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创造者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中国经济新闻联播网成立于 2010 年，是以中国经济传媒协会 300 多家主流经济报刊社为依

托，整合 1000 多家网络媒体，50 多家海外媒体，链接政、商、学、艺等社会各界资源，为地方

政府的招商引资、重大项目推进、重大经济发展战略，企业技术创新、产品推广、企业管理、企

业品牌文化建设等提供新闻策划、媒体事务顾问以及资源整合等专业化服务的一个综合服务平台。

中国经济新闻联播网



2020中国经济高峰论坛
暨第十八届中国经济人物年会

2 3

活动通知
Activity Notice

关于开展“2020中国经济高峰论坛
暨第十八届中国经济人物年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发掘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涌

现出的领军人物和先进典型，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由中国亚洲经济发展

协会、《环球时报》社和中国经济新闻联播网联合举办的“2020中国经济高峰论坛暨

第十八届中国经济人物年会” 将于2020年12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隆重举行。

中国经济高峰论坛以“聚焦经济发展、评点新闻人物”为宗旨，是凝聚海内外专

家学者、弘扬中国企业家精神、树立中国经济榜样人物的年度经济盛会。

本届论坛以“新科技、新动力、新模式”为主题，将邀请政商领袖、权威专家以

及主流媒体莅临本届盛会，全面探讨和解读中国企业创新驱动战略，助推中国经济转

型升级。由主办单位联合成立的“中国经济人物征评活动组委会”负责活动执行、亚

洲星云品牌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作为独家承办机构。

具体事项请参阅《活动细则》，官方网站：www.chinaepo.com。

特此通知。

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

《环球时报》社

中国经济新闻联播网

《环球时报》社 中国经济新闻联播网

2020 年 9 月

联合签发文件【2020】001 号

本着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制定评比标准如下：

评选标准

◆ 创新力
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其理念和经验在同行业乃至在全国有一定影响或得到推广和传播。

◆ 影响力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重大经济事件和经济现象的当事人，在产业界及社会各界引起了广

泛的关注。

◆ 贡献力
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创造性地工作，为某个行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 发展力
具有科学的发展观，有科学的理念和预见，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 经营力
以先进的经营理念，科学的管理水平使所在单位始终处于行业领先位置。

奖项设置
Awards Setting

中国经济十大领军人物 

中国经济十大创新人物 

中国经济十大商业领袖 

中国经济十大新闻人物 

中国经济十大杰出女性

新时代中国经济优秀人物

综合奖

2020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年度大奖

中国经济营商环境十大标杆城市  

中国经济营商环境十大创新示范区

城市奖

2020中国经济年度贡献企业

中国经济十大领军/创新企业

新时代中国经济创新企业

企业奖

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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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细则
Activity Details

一、活动介绍
本活动自 2003 年开展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十七届。本届活动由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环球时报》社和中国

经济新闻联播网联合主办。特邀请国务院国资委、中国社科院、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等有关部门领导和经济界知名人士担

任评审委员会委员。评委会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组织、领导整个征评工作，并由活动组委会承担全部组织工作。

二、活动主题                  
 新科技  新动力  新模式    

三、参评对象及条件
1、参评人是在中国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经济界人士以及各级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

的主要领导同志。

2、参评人被中央或省部级媒体关注或报道过，并在本区域、本行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四、推荐申报截止日期            2020年11月30日

来电（函）索取《2020中国经济人物申报表》或从组委会网站下载，认真填写，备齐相关参评材料报送组委会秘书处。

五、活动协办、冠名赞助
组委会面向社会征寻活动协办、赞助单位，凡欲通过本届活动扩大影响、增加知名度的单位，均可来电（函）或来人

与组委会秘书处商洽相关事宜。     
   

六、参评程序

1
候选人提名阶段：
组委会通过相关媒体的报道及主办单位在全国各驻地机构推荐杰出的经济界人士，同时吸
纳地方政府、权威经济机构、企业以及各行业主管部门推荐的各界人士。

2 确定候选人阶段：
被提名的候选人经由本单位认真填写中国经济人物申报表，备齐相关的参评材料报送
组委会秘书处。组委会将分批整理、审核、遴选所报材料，确定候选人，并在相关媒
体上予以公示。

3 考评阶段：
对已确定的候选人进行资料核实、地方测评、行业测评、网上测评。对重点单位进
行实地考评。

4 评审阶段：
组委会综合整理候选人的参评材料、考评资料及测评资料，报经专
家评审会，按照评价体系予以评审。

5 揭晓、颁奖阶段：
在组委会指定的各主要媒体及网站上公布获奖名
单并邀请获奖代表出席于2020年12月18日至19日
在北京举行的颁奖盛典。

评委会名单（部分）

冯    并

周    君

刘福垣    

张卓元     

孔泾源   

林跃然

王超平

白津夫 

汤    敏

王平生

经济日报原总编辑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顾问办研究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原司长

经济日报原副总编辑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办公室副主任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副局长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扶贫办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副主席

来光贤   

李保民   

李    镭  

陈    淮    

钟朋荣

贺    铿    

胥和平

姚景源

陈东琪

郑新立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信息工作委员会主任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原主任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原司长

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原副主任委员

国家科技部调研室主任

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The Jury Members
评委会成员

活动日程
Activity Schedule

日期 时段 活动内容 地点

12月18日 13:00-22:00 代表报到 北京

12月19日

09:00-09:15 中国经济人物开幕式 北京

09:15-09:30 中国经济十大新闻人物发布会 北京

09:30-10:40 中国经济高峰论坛 北京

10:40-11:30 中国经济女企业家论坛 北京

14:00-15:00 中国经济人物颁奖典礼 北京

15:00-15:30 嘉宾主题演讲 北京

15:30-17:00 企业推介会 北京

18:00-20:00 中国经济人物庆典晚宴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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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高峰论坛”自 2003 年起，已连续成功举办十七届。活动以“聚焦经济发展，评点新闻人物”为宗旨，旨在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发掘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涌现出的领军人物

和先进典型，并围绕中国经济的创新与发展开展高层次、多角度的剖析和讨论，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和企业创新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并多次受到国家有关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和

评价，已成为中国经济领域最具含金量的活动之一。

中国经济高峰论坛
China Economic Summit Forum

主题：后疫情时代，企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拟邀嘉宾：

龙永图　原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

陈东琪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贺　铿　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原副主任委员

周鸿祎　360 公司董事长兼 CEO

陈东升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主题：优化营商环境　赋能企业发展

拟邀嘉宾：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郑新立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李保民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原主任

王平生　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副主席

施一公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

有关国家领导人、著名专家学者及企业

家将出席盛典并为获奖代表颁奖。　　

• 中央电视台等多家电视台将对盛典全

程录制，并现场采访部分与会代表。    

• 组委会将举办盛大的颁奖晚会。演员

阵容强大，星光璀璨。

• 本次盛典宣传面向全社会，覆盖面广，

宣传力度大。

• 中国经济网、新浪网、和讯网等将直

播报道。

徐和谊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

书记、董事长

梁稳根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桂平
苏宁环球集团董事长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发布
China Economic Figures of the Year 

人民大会堂庆典晚宴
Banquet in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周鸿                                                                                                                         
    360公司董事长兼CEO

朱共山
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经济共享和企业发展论坛

中国经济营商环境创新论坛

中国经济女企业家论坛

主题：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创新管理

拟邀嘉宾：

孔径源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原司长

侯云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王忠明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秘书长

董明珠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　畅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0中国经济高峰论坛
暨第十八届中国经济人物年会

98

1、与 CCTV、《环球时报》社、新华网、中国网、旅游卫视、
中国经济网联合推出经济人物专访活动，对参会代表现场采访。

2、《环球时报》社以专刊、专版和专题等多种形式，对经济
人物进行系列报道。

3、中国经济高峰论坛会刊一一《中国经济人物》对本届活动
进行全面报道。

4、联合拍摄制作《中国经济人物》系列专题片。
5、人民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经济日报、科技日报、

第一财经日报、参考消息、工人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信息报、
财富时报、中华工商时报、中国新闻图片社、亚洲经济杂志、中国
经贸导刊、中国改革报等媒体对活动进行相关报道。

媒体聚焦与推广

合作媒体（部分）

媒体聚焦
Media Focus

8

         中国经济人物征评活动于 2003 年开始举办，以“聚焦经济发展，评点新闻
人物”为主题，挖掘评点每年度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十大新闻和中国经济十
大新闻人物，关注我国经济领域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弘扬时代精神，为
中国经济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活动迄今为止已经成功举办了十七届，受
到国家有关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和评价，是中国经济界最具影响力的评选活动之
一。历届活动，通过网络媒体、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宣传面广，
备受各界瞩目。与此同时，组委会组织举办各种形式的经济论坛，拍摄影视专
题片，与国家邮政总局合作制作经济人物个性化邮票等活动。

图1 首届活动于2003年12月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了隆重的颁奖盛典

图3 有关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部分获奖代表

图2 部分获奖代表在颁奖晚宴上合影留念
1 2

3

活动简介
Activity Introduction

首届活动回顾
Review of the First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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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活动于2004年12月2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颁奖盛典

往届回顾 2-9 届

第三届活动于2006年1月1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颁奖盛典

第四届活动于2007年1月2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颁奖盛典 第五届活动于2007年12月2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颁奖盛典

第六届活动于2008年12月27日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颁奖盛典 第七届活动于2010年1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颁奖盛典

第八届活动的获奖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合影

往届回顾 10-14 届

第九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

第十届活动获奖代表在2012中国经济高峰论坛上发言 第十一届中国经济高峰论坛现场

第十二届中国经济高峰论坛 第十二届活动隆重举行中国经济人物颁奖典礼

第十三届中国经济人物颁奖典礼 第十三届中国经济高峰论坛一一金融论坛

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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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祎出席颁奖典礼第十五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

第十七届中国经济营商环境十大创新开发区颁奖典礼 第十七届中国经济高峰论坛企业家对话

第十六届中国经济高峰论坛企业家对话

华夏保险董事长李飞出席颁奖典礼 中铁二十局集团董事长邓勇出席颁奖典礼 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出席颁奖典礼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郑建邦在2018中
国经济高峰论坛致辞

往届回顾 15-17 届

在新经济时代,什么是克敌制胜的法宝？第一是质量，

第二是质量，第三还是质量。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  张瑞敏

把企业做大做强是目标，创造社会效益是责任。

——中信国安集团原董事长  李士林

有一种使命，叫圆梦；有一种作风，叫带头；有一种境

界，叫忘我。

——北汽集团原董事长  徐和谊

有朝一日，每个国家都在销售三一产品,这是我的梦

想，也是所有三一人的梦想。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梁稳根

建设国际一流宇航公司，创造中国航天新的辉煌。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原总经理  张庆伟

如果航母和航母整合重组，马上成为一个龙头，马上成

为山东的品牌，全国的品牌，乃至世界的品牌。

——山东高速集团原董事长  孙亮

在严峻复杂的市场环境下，企业要生存发展关键还得靠

创新思维，转变发展方式，不断增强企业的内生动力和对市

场变化的适应能力。                ——沙钢集团董事长  沈文荣

只要对方需要，这里什么都能完成。我们是从一无所有

到无中生有，再到无所不有。

——横店集团创始人  徐文荣

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作为，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贡献，

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牺牲。

——青岛港集团原董事长  常德传

诚信经营 　稳健一生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王国良

社会经济要转型、人类社会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发

展新能源。

——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共山

企业的发展是不平坦的，我们要做一个有韧性的牛，

战胜困难。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谭旭光

我更偏好使用软性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弱势的

风格。

——香港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秦　晓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30多年时间里实现电力的跨越式发

展，靠的是我国的改革开放，也离不开国际间开展的技术

经济合作。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运丹

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规模化。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董事长  张玉玺

钢铁业必须要加快转型发展，才能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

有力的产业支持，并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首钢集团原董事长  朱继民

产品与世界名牌接轨，首先质量管理要与世界接轨，

干好产品质量就是最大的行善积德。

——双星集团原董事长  汪海

企业的战斗力就是赢利。

——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局长  李家祥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经济发展

的贡献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不断把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中铁二十局董事长、党委书记  邓勇

历届获奖代表语录
Previous Winners’ Quotations

安全是数字经济最有利的保障。

——360集团董事长兼CEO  周鸿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