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社会科学院同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 拉美所学术代表团访问哥斯达黎加大学并互签合作协议

• 拉美所学术代表团访问哥斯达黎加国立大学并互签合作协议

合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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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2日，赴巴西里约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拉美所和

瓦加斯基金会(FGV)巴西经济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和中国

的视角”国际研讨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胜轩和瓦加斯基金会副主席塞

吉尔·金特拉（Sergio Quintella）在瓦加斯基金会总部分别代表各自机构签订

了CASS—FGV战略合作协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

同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拉美所学术代表团访问拉美系列报道之四

赵胜轩副院长同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副主席赛吉尔·金特拉签订CASS-FGV合作协议

中国社科院同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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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全球著名学术机构，也是亚洲第一大智库；同样巴西瓦

加斯基金会也是全球著名教学和研究机构，同时也是拉美第一大智库。两大著

名智库之间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不仅表明中巴两国合作领域的加深和拓展，同

时也树立了新的合作典范：既是南南智库之间的强强联合，又是金砖经济体所

属智库之间的合作，这无疑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学术和文化交流树立了典范。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胜轩先生在签约前的致辞中所言，两

大新兴经济大国之间的智库合作，不仅是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具

赵胜轩副院长同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副主席赛吉尔·金特拉举杯庆祝CASS-FGV签约成功

赵胜轩副院长同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副主席赛吉尔·金特拉祝贺CASS-FGV签约

中国社科院同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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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同时也是两国合作关系的新拓展。瓦加斯基金会副主席塞吉尔·金特拉对

此表示同意，并希望两机构未来能够进一步扩大合作交流的范围和领域。

巴西联邦参议员兼瓦加斯基金会副主席弗朗西斯科·多内莱斯（Francisco 

Dornelles）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所长郑秉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周云帆女士、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国际处处长比阿诺·塞尔

萨·卡瓦坎蒂（Bianor Scelza Cavalvanti）先生，以及两大机构的研究人员和新

闻记者70多人见证了这一仪式。（供稿人：郭存海）

签约仪式后，赵胜轩副院长同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副主席赛吉尔·金特拉等合影留念

中国社科院同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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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所学术代表团

访问哥斯达黎加大学并互签合作协议

拉美所学术代表团访问拉美系列报道之五

2013年11月25日上午，拉美所所长郑秉文教授率领学术代表团访问哥斯

达黎加大学，与哥斯达黎加大学的教授和研究人员共同举行了一次小型研讨

会，并同哥斯达黎加大学校长海宁·海森·潘宁（Henning Jensen Penning）教

授签订了合作交流协议。

本次研讨会由哥斯达黎加

大学经济系主任卡洛斯·帕尔

马·罗德里格斯（Carlos Palma 

Rodríguez）教授主持，哥斯达黎

加大学教职员工及拉美所学术代

表团成员共计20多人参加了研讨

会。此次研讨会以拉美所学术代

表团的三位学者演讲为主，哥斯

达黎加大学的同行则提问、评论

和讨论，工作语言为英语。

哥斯达黎加大学经济系主任卡洛斯·帕尔马·罗德里格斯主持研讨会

代表团访问哥斯达黎加大学并互签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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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首先由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李

实教授发言，他演讲的主题是

中国的收入分配态势。他介绍

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及其与收

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从城乡

和地区间收入差距拉大、市场

经济不完善、教育投资回报增

加以及腐败等四个因素解释中

国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原因。

拉美所社会文化室副主任

郭存海博士通过比较中国和拉美

中产阶级发展的历程，指出了

两地区尽管中产阶级发展路径相

殊，但收入差距拉大、社会流动

性弱、教育机会不平等和社会再

分配政策效应有限等成为两地

区推动中产阶级进一步发展面

临的共同挑战。据此，他提出

建立“包容中产阶级的增长模

式”的政策建议。

拉美所世界经济博士后张

盈华则通过对比中国和哥斯达

黎加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指

出两国在经济稳步增长、贫困

率持续下降，以及收入不平等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李实教授演讲

拉美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郭存海博士演讲

拉美所世界经济博士后张盈华演讲

代表团访问哥斯达黎加大学并互签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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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处于高位等三个方面具有

相似性。此外，她还介绍了

近年来中国的社会政策在缓

解贫困、促进就业增加等方

面的作用。

参加研讨会的哥斯达

黎加大学同行对中国学者的

演讲内容很感兴趣，他们非

常关注中国如何应对收入不

平等和如何解决城乡差距问

题，并就此向三位演讲者提问。三位学者对此予以回应：

关于如何解决中国城乡差距问题，中国学者认为应从发展农村入手，赋

予农民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权利和社会保障，向农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促使农村以更快速度发展，同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向贫困人群提供诸如

营养计划之类的社会项目，缓解农村贫困问题。

关 于 为 何 经 济 增

速放缓而失业率却没有

明显上升，中国学者认

为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在

发挥作用。首先，中国

农村富余劳动力释放殆

尽，新增劳动力增速放

缓，7%的GDP增速能够

基本消化新增劳动力；

其次，2008年全球金融

危 机 中 ， 中 国 许 多 企

哥斯达黎加大学学者提问和点评

郑秉文所长向哥斯达黎加大学孔子学院赠送礼物

代表团访问哥斯达黎加大学并互签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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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也受创严重，但为了避免失业大潮和由此引发的贫困问

题，中国政府采取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发挥失业保险制度预防失业的功能，

有效地缓解了集中失业问题。

研讨会结束后，代表团一行参观了位于哥斯达黎加大学的孔子学院，并

与该院中方工作人员亲切交谈，询问了孔子学院的课程设置和学员学习情况。

郑秉文所长代表拉美所向哥斯达黎加大学孔子学院赠送了礼品，并与哥斯达黎

加大学及孔子学院工作人员合影留影。

随 后 ， 代 表 团 一 行

乘车前往哥斯达黎加大学

对外交流中心，举行拉美

所和哥斯达黎加大学合作

交流协议签字仪式。哥斯

达黎加大学校长海宁·杰

森·潘宁博士在签约前的

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哥

斯达黎加和中国的关系发

展迅速，这是一个非常好

的态势。哥斯达黎加大学希望在此背景下，也同时加强同中国的科技、文化和

学术交流。郑秉文所长回应说，哥斯达黎加是中美洲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中

哥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无疑进一步巩固了哥斯达黎加在中国和中美洲，乃至和

整个拉丁美洲关系中的地位。拉美所也希望加强同哥斯达黎加高校和科研机构

的合作。本次两机构签订交流合作协议就是这一意愿的彰显。

之后，郑秉文所长同哥斯达黎加大学校长海宁·杰森·潘宁博士互签两

机构间的学术交流协议，并相互交换了礼物。签字仪式结束后，郑秉文所长邀

请海宁校长访问拉美所，潘宁校长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计划于2014年5月实

现对拉美所的访问。

郑秉文所长同哥斯达黎加大学校长签订海宁博士合作交流协议

代表团访问哥斯达黎加大学并互签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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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5日下午，郑秉文所长率领代表团访问哥斯达黎加国立大

学，与哥斯达黎加国立大学校长桑德拉·莱恩（Sandra Lean）女士签订合作交

流协议，并围绕“可持续发展和中等收入陷阱” 与大学各系和研究机构的学

者举行圆桌研讨会。

会议开始前，郑秉文所长接

受了哥斯达黎加大学学报记者的

采访，就此次来访的意义及与哥

斯达黎加大学的合作领域等问题

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并强调此次

拉美所代表团到访哥斯达黎加大

学，重点是推动双方开展交流和

合作研究。

在签约仪式上，哥斯达黎加

国立大学校长桑德拉·莱恩女士首先欢迎拉美所代表团访问哥斯达黎加国立大

拉美所学术代表团访问

哥斯达黎加国立大学并互签合作协议

拉美所学术代表团访问拉美系列报道之六

郑秉文所长接受哥斯达黎加国立大学校报记者的采访

代表团访问哥斯达黎加国立大学并互签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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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她希望哥斯达黎加国立大学能与

拉美所广泛交流，在如何解决收入不

平等和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尚，通力

合作共同寻求最佳方案。郑秉文所长

向桑德拉·莱恩校长表示感谢，并哥

斯达黎加国立大学的教授介绍了代表

团成员，并就刚刚结束的巴西之行及

学术交流情况作了简单介绍。郑秉文

所长强调指出，中国刚刚迈入上中等

收入国家，需要研究拉美国家中等收

入发展阶段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

郑秉文所长表示，中国社科院作为亚

洲最大的智库、拉美所作为亚洲最大

的拉美综合研究机构，希望能与哥斯

达黎加国立大学开展联合研究，共同

探讨中拉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课题。

随后，郑秉文所长同桑德拉·莱恩校

长共同签署了两机构学术交流与合作

协议。

代表团访问哥斯达黎加国立大学

的另一项重要议程是就“可持续发展

和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举行圆桌研讨

会，会议采取中国学者演讲、哥斯达

黎加国立大学教授评点和提问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会议首先由中方四位学者发表

郑秉文所长同哥斯达黎加大学校长桑德拉·莱恩女士交谈

郑秉文所长

同哥斯达黎加大学校长桑德拉·莱恩女士签订合作交流协议

哥斯达黎加大学校长桑德拉·莱恩女士向郑秉文所长赠送礼物

代表团访问哥斯达黎加国立大学并互签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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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主题演讲。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

资源管理研究员院长李晓西教授首

先发言，他从经济发展、城镇化、人

口转变、环境发展和改革战略等5个

方面向双方学者介绍了中国跨越中

等收入陷阱的可能的战略选择。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

李实教授则运用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

2000~2010年间的财务分配的变化趋

势，指出房地产价格快速上升是造

成过去10年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因

素。接下来，拉美所社会文化室副主

任房连泉博士介绍了中国社会保障制

度框架及其最新发展动态，并与哥斯

达黎加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了比较分

析。最后，拉美所经济室张勇博士介

绍了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及其结构性改

革的思路。中方四位学者的演讲得到

了哥斯达黎加国立大学学者的积极回

应和热烈讨论。

来自哥斯达黎加国立大学的凯

伊诺尔·梅西亚斯（Keynor  Ruiz 

M e j í a s ） 教 授 、 阿 尔 韦 托 · 萨 隆

（Alberto Salom）教授、恩里克·布

鲁（Enrique Bru）教授和何塞·帕切

科（Jose Pacheco）教授对四位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李晓西教授演讲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李实教授演讲

拉美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房连泉博士演讲

代表团访问哥斯达黎加国立大学并互签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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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演讲作了精彩评论，其他几位教

授也提出了相关问题，与中方学者互

动。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一是哥斯达黎加的劳工问题是

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课题。哥斯达黎

加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

80%，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占

全部收入不足20%，因此工资收入的

差距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此外，哥斯达黎加劳动力市场的地区

分割、城乡分割、性别差异、种族差

别等问题都影响着财富的再分配。希

望中哥双方学者多从劳动视角研究各

自的社会政策问题。

二是哥斯达黎加的社会保障同样

面临着财务可持续性的问题，希望与

中国此方面的专家通力合作，共同研

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问题。

圆桌会议结束后，代表团一行参

观了哥斯达黎加国立大学化学系废物

处理实验室，听取实验室工作人员介

绍哥斯达黎加如何通过垃圾分类处理

和废物再利用管理推动哥斯达黎加绿

色经济的发展，代表团成员就垃圾填

埋、绿色发展等问题向实验室工作人

员提问，得到了圆满的回答。

拉美所经济研究室张勇博士演讲

哥斯达黎加国立大学教授评论和提问

讨论会现场互动

代表团访问哥斯达黎加国立大学并互签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