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报名参加第四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分论坛事宜的说明 

一、论坛介绍 

第四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将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在国家

会展中心（上海）举办，聚焦疫后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

和挑战，为全球政商学界参会代表提供高端对话平台（附件

1 了解前三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简介；附件 2 查看第四届虹

桥论坛主题议题方向）。分论坛将总体采用“主旨发言+互动

讨论”的形式，每场分论坛拟邀请参会代表约 200 人。 

二、报名范围和参会方式 

可报名的参会代表主要包括境内外企业、事业单位、政

府机关、学术研究机构、智库等方面业内人士。所有参会代

表均需线下出席分论坛。 

三、注册流程 

1.参会代表填写报名表（附件 3）后提交至进口博览局，

报名表发送截止日期为 9 月 30 日。 

2.进口博览局根据报名表发放参会代表邀请码。

3.参会代表凭邀请码登陆虹桥论坛报名注册系统

（forum.ciie.org），填写报名注册信息并完成缴费。详见引导

视频。注册截止日期为 10 月 20 日。 

4.根据审核情况，进入制发证程序或退款程序。

附件3



四、收费标准与支付方式 

分论坛收费标准为通票注册费（可出席所有分论坛）

15000 元人民币/人或 2250 美元/人，不含汇兑手续费。参会

人员应通过报名系统以线下转账方式，将注册费汇至进口博

览局指定账户完成缴费。代表参会期间费用自理。 

五、证件权限 

持分论坛证件代表可参加所有场次分论坛，并可参加进

博会企业商业展。 

六、防疫要求 

第四届进博会及虹桥论坛防疫工作将严格执行国家和

上海市有关规定，所有境内外参会代表均需符合有关防疫规

定和要求，待具体实施细则确定后将及时向参会代表公布。 

 

咨询电话：021-968888（进博会热线） 

邮箱：forum2021@ciie.org 

 

附件: 1.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简介 

2.第四届进博会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分论坛主题及

嘉宾情况 

3. 第四届进博会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分论坛参会申

请表 



附件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简介 

 

一、概况 

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是进博会重要组成部分。论坛由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世界贸易组

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粮

农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国际贸易中心等国际组织担

任合作单位，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承办。虹桥论坛由主论坛（暨进博会开幕式）和分论坛组成。 

虹桥论坛为高层次的国际经济论坛，论坛紧扣当前国际

经济发展新趋势和新变化，体现开放发展新理念，汇聚国际

政、商、学、研等各界领袖，围绕全球经济热点问题，交流

思想，致力于促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

球化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共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建言献策。 

二、首届虹桥论坛简介 

首届论坛由开幕式和三场平行论坛、一场国际财经媒体

和智库论坛组成，开幕式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上午举行，三

场平行论坛及国际媒体论坛于 11 月 5 日下午同时举行。首

届论坛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主论坛并发表主旨演

讲，捷克总统泽曼、肯尼亚总统肯雅塔、瑞士联邦主席贝尔



塞、埃及总理马德布利、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格鲁吉亚总理

巴赫塔泽、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等 20 多位政要在论坛期间发表重要演讲，4500 多名代表出

席论坛。 

论坛以“激发全球贸易新活力，共创开放共赢新格局”为

主题；平行论坛议题分别为“贸易与开放”“贸易与创新”

“贸易与投资”；国际媒体论坛主题为“开放型世界经济构

建与传播”。 

三、第二届虹桥论坛简介 

第二届虹桥论坛包括主论坛和 5 场分论坛。2019 年 11

月 5 日上午举行了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博会开幕式暨虹桥论坛

主论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在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的 3 点倡议和中国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5 方面举措，

宣示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法国总统马克龙、希腊

总理米佐塔基斯、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塞尔维亚总理布尔

纳比奇等在内的有关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部级政府

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等约 1500 名全球政商学研界嘉宾共同

出席开幕式暨主论坛。 

第二届论坛主题为“开放创新，合作共赢”。11 月 5 日下

午同步举行了 5 场分论坛，分别围绕“开放、规制与营商环

境”“人工智能与创新发展”“世贸组织改革与自由贸易协



定”“数字化时代与电子商务创新发展（暨全球电子商务高

峰论坛）”以及“70 年中国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5 个议

题展开讨论。分论坛参会总规模 3600 人。60 余位有关国家

和地区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全球商业领袖以及中外知名

学者等嘉宾在分论坛上发言。 

四、第三届虹桥论坛简介 

第三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暨主论坛于 2020 年 11

月 4 日晚举行，主题为“同舟共济应对挑战、合作发展共享

未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视频发表主旨演讲。国务院

副总理韩正和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在上海线下会场出席开幕式。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南非总

统拉马福萨、智利总统皮涅拉、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

耶夫、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等多国国家

元首、政府首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基图伊、世

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鸿森、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易小准等 4 个国际组织负责人线上发

表视频致辞。145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 231名部级以上官员，

以及 110 位世界 500 强企业及国际智库代表在线上出席开幕

式。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组委会成员单位、中央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各省（区、市）负责同志，外国驻华使节、国际组

织驻华代表，有关企业、智库和商协会代表等约 650 人，在

上海线下会场出席开幕式。 



附件 2 

第四届进博会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分论坛主题及嘉宾情况 

 

（一）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绿色发展与全球经贸新格局 

关键字：绿色发展与全球贸易 

拟邀请嘉宾：生态环境部领导、中国工程院环境专家学者、

能源矿业相关企业代表等 

议题说明：气候议程等绿色增长议题日益成为国际合作

的重要内容，绿色低碳技术不断发展，供应链产业链布局加速

变化，全球贸易呈现新的发展趋势。本议题将聚焦绿色发展对

全球贸易带来的新机遇与新挑战，邀请相关领域嘉宾，共同探

讨绿色发展的内涵与核心，展望绿色发展背景下国际贸易发展

的新图景。 

（二）全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新理念、新动能 

关键字：全民健康与经济发展 

拟邀请嘉宾：卫健委领导、世卫组织领导、医药保险相关

企业代表等 

议题说明：健康是人类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进步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新冠肺炎疫情

的全球蔓延，使公众健康成为各国需要共同面对和协调的重大

议题。本议题将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各国开



展公共卫生合作和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对话机遇。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消费新趋势 

关键字：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消费新趋势 

拟邀请嘉宾：商务部部领导、国际商会领导、经济学专家、

消费品企业代表等 

议题说明：近年来，消费已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

引擎”，推动消费升级、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进程和步伐越来

越快。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发展，如何准确了解居

民消费需求，积极把握消费发展趋势，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本议题将着重讨论消费新趋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

及如何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着力激发国内市场增长潜力，

助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四）合作促发展：全球农业贸易与乡村振兴 

关键字：农业发展与农产品贸易 

合作筹办单位：农业农村部 

拟邀请嘉宾：农业农村部领导、联合国粮农组织领导、农

业专家学者、粮食农产品企业代表等 

议题说明：新冠疫情使全球农产品供应链多个环节受到

严重威胁，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大幅震荡，全球粮食供应安全

受到冲击，多国调整农业贸易和支农政策。本议题将围绕全球

农业发展与合作、农产品供应链安全稳定等话题展开讨论。 

（五）数字经济塑造世界未来 



关键字：数字经济塑造世界未来 

合作筹办单位：中国科协 

拟邀请嘉宾：中国科协领导、经济学诺奖获得者等 

议题说明：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已经对各国经济社会发

展、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文明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后疫情时代，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和经济复苏的主推动

力。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需要凝聚共识，共同应对数据跨境

流通、数据开放与知识产权保护、数字鸿沟、数据隐私和数据

安全等重大挑战。本议题将从科技、经济、贸易、城市、可持

续发展等方面，探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推动全球货物、服务和

技术进一步自由流动，提升全球经济活力与产业创新能力。 

（六）‘智’造新时代：智能科技与产业融合 

关键字：智能科技与产业合作 

合作筹办单位：工信部、中国电子学会 

拟邀请嘉宾：工信部领导、中国电子学会领导、经济学诺

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电子及高科技制造企业代表等 

议题说明：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

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应用，发展智能制造成为世界各国抢占全

球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的重要举措。本议题将聚焦人工智能、

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着

重探讨加强国际协作，激发智能制造潜力，共同促进智能制造

发展，助力经济实现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 



（七）知识产权保护与营商环境优化 

关键字: 知识产权保护与营商环境优化 

合作筹办单位：中国贸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版权

局 

拟邀请嘉宾：中国贸促会领导、国家知识产权局领导、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领导、最高法院代表、知识产权专家学者、企

业代表等 

议题说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成为时代主题。创新发展需要良好的营商环境，良

好的营商环境需要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本议

题将多角度讨论中国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方面

的努力与成果，坚定世界各国企业加强与中国贸易投资合作的

信心，体现中国构建公平、公正、透明、开放的营商环境的大

国责任与担当。 

（八）绿色金融助力可持续发展 

关键字：绿色金融助力可持续发展 

合作筹办单位：工商银行 

拟邀请嘉宾：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亚投行领导、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领导、金融专家学者、银行企业代表等 

议题说明：绿色循环经济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

之路，发展绿色金融是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绿色金融可

以通过金融资源为绿色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动能。



本议题聚焦各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经验做法，共商疫情后进一步

通过绿色金融推动全球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机遇、路径与

合作。 

（九）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金融合作与开放 

关键字：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金融合作与开放 

合作筹办单位：中国银行 

拟邀请嘉宾：中国人民银行领导、部分他国央行领导、商

务部领导、经济金融专家学者、银行运输企业代表等 

议题说明：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方兴未艾，《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自贸协定相继落地，极大加速了域

内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共同市场的建设步伐。其中，金融领

域是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面临前所未有的

发展窗口期。本议题将着重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下，金融

开放与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负责人签字：

（申请企业盖章）

姓名 电话 邮箱

序号 姓名 机构 职务
机构类别（A：个人B：政府C：

企业D：社会团体）
地域类别（D：内地 F：国外 T：港

澳台）
收费标准

15000元/人

15000元/人

15000元/人

15000元/人

15000元/人

填写须知：
* 受邀企业填报完成报名表后，须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 如邀请其他合作或下属单位人员参会，请据实填写参会人员单位和信息。
* 加盖公章后请将表格电子版和加盖公章的扫描件发送至forum2021@ciie.org。
* 报名信息一经提交，不得随意变更。如因特殊情况需变更参会人员，须重新按照流程报名。

申请日期：

受邀渠道

感兴趣的论坛主题

二、参会人员信息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 招商处        

一、联系人信息

第四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分论坛）参会人员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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