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财经云峰会：全球经济与决策选择 
 

活动背景： 

由凤凰网财经、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高金/SAIF）、国际金

融家论坛等携手举办的 2020 财经云峰会今日（5 月 7 日）正式开启！

本次峰会以“全球经济与决策选择”为主题，联合邀请政商学企界嘉宾全

球连线，分享各方智慧共识，解析全球经济的机遇与挑战。 

 
活动时间：2020 年 5 月 7-13 日 

活动地点：线上活动平台 

主办方：凤凰网财经、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高金/SAIF）、

国际金融家论坛 

 
活动议程： 

5 月 7 日 

开幕演讲 

中国驻美国大使 崔天凯 

携手冲破至暗时刻，合作塑造后疫情时代 

著名经济学家 张五常 

新冠病毒会导致经济大萧条吗？ 

特别对话环节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兼执行院长、国际金融家论

坛主席 张春 

美联储原副主席、以色列央行原行长、国际金融家论坛名誉主席 



Stanley Fischer 
连线访问 

新经济思维研究院主席、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 Lord Adair Turner 

黑石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 Stephen A. Schwarzman 

议题讨论 

财政部原副部长 朱光耀 

金融专业人士 朱云来 

Glo-cal 政策研究所代表理事、日本大和综研顾问 川村雄介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

理学院瑞穗金融集团讲席教授、国际金融家论坛名誉主席 王江教授 

5 月 8 日 

议题讨论 

重新展望 2020 中国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刘元春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刘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黄益平 

“疫后”产业新格局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执行院长、国际金融家论

坛主席 张春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张燕生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弗里曼讲席教授 白重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院长 姚洋 



5 月 9 日 

连线演讲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原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 龙永图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 魏建国 

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国

际金融家论坛名誉主席 屠光绍 

议题讨论 

金融新态势：疫情带来的深远影响是否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如何打通货

币政策传导阻滞，让流动性真正使企业受益，而不是淤积在某一个环节？

中国金融行业如何加快有序对外开放力度，以及应对由此带来的冲击？ 

国家开发银行原行长 郑之杰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李扬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盛松成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 钱军 

楼市未来与都市圈发展新趋势 

我们正面临着持续推进城市化进程，今后十年，都市圈发展将给中国经

济带来可观的增长动能。大都市圈也将带动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制

造业投资等，疫情冲击大背景下，对都市圈发展有何影响？楼市的波动

与未来走势如何？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刘世锦 

国务院参事、住建部原副部长 仇保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倪鹏飞 



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评论员 马光远 

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 顾强 

5 月 10 日 

议题讨论 

健康管理与公共卫生安全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为了更好的防控疫情，护航生命，我们该

采取哪些防护举措？中国疫情目前已得到较好的控制，有哪些经验值得

分享给世界？何时能赢来世界疫情的拐点？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 曾

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新冠肺炎专家组经济学

家代表 刘国恩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复旦附属华山医院援鄂医疗队总指挥 

马昕 

慕思集团总裁 姚吉庆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感染疾病科执行主任、中央保健委会诊专家 林明贵 

广东省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 乔贵宾 

中小企业战疫——生机与转机 

病毒肆虐，新冠疫情迫使人们疏离，从而导致社会整体运行缓慢，市场

下行压力巨大，资金流动滞后，中小企业发展岌岌可危。疫情下，中小

企业该如何寻求发展？如何借助国家系列援助政策，或者自救实现逆风

翻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BiMBA 商学院院长 陈春花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王小鲁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宋华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教授、复旦青年创业家教育与研究发展中

心主任 孙金云 

新昌文旅（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 吴全东 

特别对话 

阿代尔·特纳勋爵新经济思维研究院主席、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 Lord 

Adair Turner 
罗汉堂秘书长、IMF 金融科技高级顾问 陈龙 

5 月 11 日 

议题讨论 

电商行业的机遇重塑&大消费行业的投资选择 

疫情冲击下，美股暴跌亚马逊股价却创新高，与实体商业遭遇危机相比，

电商行业是否会迎来第二次井喷？中国电商行业格局是否会迎来重塑？

“直播带货”是不是电商行业未来的发展大方向？随着消费回暖，刺激政

策出台，在消费升级的长期趋势浪潮中，消费品行业迎来投资大机遇，

大消费行业有何投资策略？ 

物美集团创始人、多点 DMALL 董事长 张文中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研究院院长 高红冰 

峰尚资本创始人、管理合伙人 高丰 

招商证券零售组首席分析师 宁浮洁 

特设环节 



致敬武汉&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向善 

隔一座城，护一国人，为了全国疫情防控大局，武汉这座“九省通衢”的

城市承受着压力和风险，展现着牺牲与奉献的壮举。回顾抗疫历程，理

应致敬英雄的人民，致敬英雄的城市。 

在这场与生命赛跑的紧急救援中，企业发挥所长，为武汉、为中国乃至

世界奉献力量，投身到防疫狙击战中。他们展现出了新时代企业的担当

和胸怀。未来企业该如何更好的践行社会责任，实现商业向善与共赢？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招商银行原行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

级金融学院兼职教授 马蔚华 

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高卫东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刘永好 

武汉当代集团创始人、董事长、阿拉善 SEE 会长 艾路明 

5 月 12 日 

开幕演讲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监会主席、中国国际跨国公

司促进会特邀副会长 尚福林 

议题讨论 

资本市场不一样的“春天” 

2020 年的春天，前有全球疫情蔓延，后有美股熔断跌出熊市，近期欧

美股市又出现大幅度上涨。金融市场持续动荡，投资者信心受疫情与各

国政策调节的来回影响。疫情对资本市场形成哪些冲击？资产配置应该

如何应对？下一个投资风口在何方？资本市场能否赢来真正的“春天”？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 刘纪鹏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 贺强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 李韬葵 

招银理财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投资官 范华 

分议题 1 

在外围市场扰动加剧，实体经济遭遇重大挑战的情况下，2020 年 A 股

的整体走势如何？A 股能否成为“避风港”？股票市场基础制度改革未来

的发力点在哪里？发行、交易、退市制度还有哪些改革的空间？ 

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 洪灏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李奇霖 

天风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徐彪 

凤凰网财经首席战略顾问、市值研究专栏主笔 周掌柜 

分议题 2 

在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新形势、新趋势中，2020 年 A 股的投资风口

将会出现在哪里？在 A 股上市公司整体盈利承压的情况下，哪些行业能

够完成突围？政策层面，哪些产业有望迎来政策刺激？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学术副院长、国际金融家

论坛联席秘书长 严弘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沈建光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管清友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邵宇 

重阳投资总裁 王庆 



星石投资总经理 杨玲 

中阅资本总经理 孙建波 

凤凰网财经频道主编 康振宇 

5 月 13 日 

旅游业的困境与破局 

疫情冲击让旅游行业错失春节黄金期，在出境游和国内游双重遇困的情

境下，旅游业何时迎来行业拐点？旅游企业如何寻找到困境突破点？ 

华侨城集团董事、总经理 姚军 

携程集团首席执行官 孙洁 

疫情下的农业转型与乡村振兴 

随着新冠病毒的蔓延，全球粮食贸易问题、国内粮食安全问题，农产品

的生产及流通问题都出现新挑战。如何重新审视我们的粮食和农业问题？

如何以疫情为契机带动农业转型与乡村振兴？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原

校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魏后凯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 温铁军 

中国农业农村部贸易促进中心主任 张陆彪 

危机对话 

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 董明珠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姚洋 

闭幕演讲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 宋志平 

复星国际董事长 郭广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