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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主题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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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媒体 

2 
线上、线下 

全球互动 

100万+ 
   全球观众互动 

国际展望大会 (天空 2020) 即将带来 

应对COVID-19带来的百年丌遇的疫情， 

纪念全人类为抗击疫情所表现出的团结、勇气和奉献， 

共同促进全球创新、合作、发展。 

——  分享优势资源  —— 

66 
高端人才对接分享 

国际政要  院士学者 

商界领袖  创业旗手 

500+ 
 大咖明星全球推介 

1 
全球接力行动 

#SAR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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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全球伙伴支持 

20 
 国家 

30 
先进技术项目
洽接落地合作 



和合而生 Unite to Create 

国际展望大会NEXT SUMMIT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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兲亍 国际展望大会 
我们是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目标 

  

3 

发现智慧实践 

分享优势资源 

改善公共兲系 

和合而生  Unite to Create 

国际展望联合会是全球行业资源整合转化平台，通过

发现智慧实践、分享优势资源、改善公共兲系，促进全

球创新，合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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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展望大会（迪拜2019） 

  

国际展望大会（杭州2018） 

国际展望峰会（奥克兰2017） 



和合而生：我们的价值观和服务模式 

NEXT Summit SKY 2020 

B 

多维度、高转化的强势媒介传播 

(Media） 

本土化、广泛性的民间社会网络俅障  

(Community) 

国际化、与业化的行业与家资源支持 

 (Academy) 

精准、可靠的政府公兲服务 (Government） 

低成本、高效率的企业海外伙伴拓展 (Business) 

创造：项目资源整合落地的本土人脉网络 

沟通：消减误解、夯实国际合作民意基础 

监督：第三斱角度呵护当地民众切身利益 

推劢：伙伱与目标国本土社群的和谐发展 

与政策研究者、制定者、执行者面对面 

权威渠道解读政策标准规定和执行程序 

合规加速备案、注册、审批等准入流程 

对接市场监管者，预警和管理危机事件 

打造高传播价值营销“大”事件 

打通国内外主流媒体“硬”渠道 
定制高转化率的宣推“好”内容 

引领最前沿社交媒体“新”玩法 

演讱：邀请国际政要、顶尖专家出席活劢 

咨询：策划组织行业专家定制研究、咨询 

解难：帮劣突破企业发展和产品研发瓶颈 

人脉：推荐专家担仸企业顾问和运营职务 

拓展业务机会，提高产品出口额 

找优质伙伱，增强产业链话语权 
提升品牌的国际认知度和认可度 

提升品牌的国际形象和品牌溢价 

技术交流幵购，提升创新竞争力 

G 

M 

A 

C 

GMABC 



国际展望联合会的领导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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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席团 

主席 

彼得·古德费洛 

新西兰国家党主席 

副主席 

伊萨姆·沙拉夫博士 

埃及前总理、埃及沙拉夫

可持续发展基金会主席、

开罗大学教授 

副主席 

博莫·帕萨里布教授 

印尼前劳工部长、印尼蓝

迪智库顾问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 

俞在勋博士 

亚投行AIIB前行长助理（副行长级）

兼会计审计局局长 



国际展望联合会的领导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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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顾问委员会 

主席 

杨健博士 

新西兰国会议员、政府治理

与行政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 

德西·马马西特博士 

印度尼西亚国有船坞集团董事长、前

海岸警备队司令、印尼蓝迪智库主席 

副主席 

拉希德•凯特比 

阿联酋王室成员、德瓦尔

集团公司(DEVAR)董事长 

成员 

加托·迪安托博士 

印度尼西亚技术评估与

应用署（BPPT）副主席 



国际展望联合会的领导团队 

NEXT Summit SKY 2020 

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2019年11月24日 
阿联酋，迪拜，哈利法塔 
 
联合国第8任秘书长潘基文先生出席
并发表重要讲话 



（一）构建平等开放的非官斱多边对话平台 

（二）以新西兰和中国的独特价值促进国际合作 

（三）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发展愿景对接 

（四）智慧实践：国际合作理讳创新 

（五）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国际展望大会的独特价值 

 

国际政治维度：国际展望联合会为您带来什么？ 

NEXT Summit SKY 2020 



拓展业务机会，提高产品出口额 

提升品牌的国际认知度和认可度 

找优质伙伱，增强产业链话语权 

提升品牌的国际形象和品牌溢价 

技术交流幵购，提升创新竞争力 

 
 
 
 
 

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战略目标 

* 数据来源：【领英中国】2018中国B2B企业品牌全球化调研 · 中国B2B企业篇 

国际经济维度：国际展望联合会为您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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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可靠的政府公共兲系服务 

效益型、服务型的双向招商引资平台 

个性化、差异化的品牌战略传播咨询 

国际化、与业化的行业与家资源支持 

 
 
 
 

 
 
 

低成本、高效率的企业海外伙伴拓展 

多维度、高转化的强势媒介传播 

全流程、一站式的国际会务会展培训  

国际业务维度：国际展望联合会为您带来什么？ 

NEXT Summit SKY 2020 



全球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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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联合国秘书长 
国际展望大会(奥克兰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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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基文 

联合国第八仸秘书长 

国际展望大会 (杭州 2018) 

国际展望大会（迪拜2019） 

“The conference effectively promoted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conference will not only share between China and  
New Zealand, but will surpass the two countries and  
provide resources to the world; this conference provides a  
mechanism to provide a possibility to provide solutions to  
the world.” 

 

“We need to better promote coope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whether large or small. All world challenges will  
have corresponding world solutions.” 

 

“We must cooperate to promote mutual cooperation  
among all parties involved and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of  
the entir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 hope to further expand the world partnership and 

promote the prosperity and harmony of the whole world.” 

14 

NEXT Summit SKY 2020 



伊萨姆. 沙拉夫 

埃及前总理 

国际展望峰会 （奥克兰2017） 

国际展望大会 （杭州2018） 

国际展望大会（迪拜2019） 

“The world needs to establish a multilateral mechanism, not  
a country alone. We need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the core of which is common development. We  
need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this vision has been  
achieved through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mechanism.”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must establish interoperability  
with people, infrastructure, finance and the interconnection  
of various mechanisms. Diversity and harmony will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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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民 

联合国副秘书长 

国际展望峰会（奥克兰2017） 

国际展望大会 (杭州 201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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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智慧实践 
“金马灯” 荣誉大奖 
旨在表彰国际合作最具示范 
和领导价值的智慧实践案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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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国际展望大会 
精彩回顾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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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展望大会（迪拜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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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展望大会（迪拜2019） 

开幕式 潘基文主旨演讱 吴红波主旨演讱 沙拉夫主旨演讱 

Peter Goodfellow主旨演讱 首席合作伙伱：一汽红旗 官斱合作品牌之一：西凤 潘基文访问温超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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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展望大会（杭州2018） 



加托·迪安托 
 印度尼西亚技术评估 
与应用署（BPPT） 
副主席 

刘正荣 
 
新华通讯社 
副社长兼秘书长 

图拉里基. 
戴拉米尔 
新西兰毛利王代表、 
政治顾问，新西兰前移民部长、 
前太平洋岛国事务部长 

彼特.古特费洛 
新西兰 

国家党主席  

 

郭业洲 
中共中夬对外联络部 
副部长 

杨健 
新西兰国会议员、 
国际展望联合会筹委会主席 

22 

NEXT Summit SKY 2020 

国际展望大会（杭州2018） 



吴永升 
 

印度尼西亚工商联合会副主席、
印尼蓝迪智库主席 

高益槐 
 
新西兰梅西大学 
安发天然营养研究中心 
联席主仸 

易卜拉欣·穆罕默德 
 
德瓦尔集团公司 (DEVAR) 
首席执行官 

张轶鹏 
 
伊利集团副总裁 

贾瓦德·威比  
 
阿联酋阿勒纳哈扬家族 S.B.K  
控股集团董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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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展望大会（杭州2018） 



高级别政府 
领导与 
商界精英 
交流不对话 

 
来自中国、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
坦、韩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非洲、中美
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
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等约800名嘉宾齐聚历叱
文化名城杭州。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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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展望大会（杭州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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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展望大会（杭州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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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展望大会（杭州2018） 



国际展望峰会(奥克兰 2017) 
NEXT Summit SKY 2020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联合国秘书长 

HM King Tuheitia Paki 
毛利王   

刘振民                           
联合国副秘书长 

Hon Paul GOLDSMITH 
新西兰国会议员，前科学和创新部长、 
商业和消费者事务部长、高等教育、技能和就业部长， 
新西兰出席 “ 一带一路 ” 国际合作高峰讳坛代表团团长 

许又声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党组
书记、主仸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副会长  

伊萨姆. 沙拉夫                                 
埃及前总理                                              
沙拉夫基金会主席 

李肇星 
中国前外交部长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荣誉会长 Tukoroirangi MORGAN 

新西兰前毛利党主席 

许尔文 
前中国驻奥克兰总领事 

Martin THOMSON 

新西兰中国贸易协会主席 
彼特.古特费洛 

新西兰 

国家党主席  

 

顶级嘉宾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党组书记、副主仸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副会长讲又声在大会上发言 

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发表视频讱话 

大会主席杨健博士宣读联合国秘书长的贺信 

中国前外交部长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荣誉会长李肇星在大会上发言 

大洋洲一带一路促进机制的理事合影 

高级别圆桌午餐会 

河南省书记王国生会见国际联合会主席 

新华社社长蔡名照会见国际联合会主席 全球媒体报道 

珍贵的时刻 

浙江省书记车俊会见国际联合会主席 

NEXT Summit SK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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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展望大会（天空2020）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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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优势资源 
 

主办机构 

国际展望联合会 

中国经济信息社 

其他重磅机构 

国际展望大会（天空2020） 
 



分论坛主题 & 

33 

重点兲注产业领域 
 

NEXT Summit SKY 2020 

核心议题 重点关注产业领域 

一：携手合作，呵护人类健康安全 医药健康 

二：绿色发展，破除绿色壁垒 节能环保 

三：科技创新与农业产业链安全 农业科技 

四：新基建赋能全球数字化转型 数字技术 

五：智能制造与再工业化 智能制造 

六：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治理 数字治理 

七：思想因合作而灿烂 智库合作 

八：包容互通与文化产业创新 文化产业 

       国际精选源头供应商面对面 贸易畅通 



全球主题接力活劢 

34 

#SAR(飒)# 
 

NEXT Summit SKY 2020 

每个人，每个机构，都有自己最擅长的优势资源，这值得分享。 
应对挑战的勇气，是全人类共同的优势资源。分享应对挑战的勇气，是我们战胜疫情，迎接未来的根本希望。 

SAR（飒） 是国际展望大会（天空2020）主题“Sharing Advantaged Resource（分享优势资源）”的英文、中文简写。 
发起“#SAR（飒）#”全球主题接力活动，通过分享应对挑战的勇气，国际展望大会（天空2020）希望激励抗击新冠疫情，倡导人类社会
共同分享优势资源，共同促进全球创新、合作、发展。 

第 1 步：每个人随时都可以参与，创造并完成一个您自己擅长的行为（比如科学家做个有意思的小实验、运动员一口气做 
100个俯卧撑、艺术家写福字等等），用视频记录，完成之后在视频结尾大喊一声“SAR（飒）”； 

第 2 步：将您的视频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并@您的三位好友，请他们接力照做； 

第 3 步：被@的人，有三个选择： 
（1）在48小时内照做； 
（2）要么，创造并完成一个您自己擅长的行为； 
（3）要么，给世界卫生组织（WHO）抗击新冠疫情行动直接捐款20.20美金（WHO官方捐款链接：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donate）。 
也可三者都做。无论选择完成哪个，都用视频记录下来，在视频结尾大喊一声“SAR（飒）”； 

第 4 步：将您的视频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并且@您三位好朋友，请他们接力照做,传递下去。 

【奖励】 
1. 把您的视频投稿给国际展望联合会，即可将个人或机构名称列入国际展望大会（天空2020）的伙伴名单（Partners）。国际展望大会（天
空2020）举办当天，组委会将从协办名单中随机抽取幸运儿，他们将获得来自66位全球顶级演讲嘉宾（如国际政要、诺奖得主、顶级科学家、
全球CEO、流量大V、文化体育明星、关键意见领袖等）捐献出的神秘礼物； 
2. 国际展望大会（天空2020）将从社交媒体上评选全球十个最“SAR（飒）”行动。 

【免责声明】1. 参与者不得做出有害自己或他人健康安全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自负；2. 活动解释权归国际展望联合会所有。 



预期产出 

机遇 
 

增强国际社会对促进全球
创新、合作、发展的理解
和信心，发现国际合作中
的项目机会和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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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展望重点产业的前沿劢态， 
探索国际合作的发展斱向。 

分享 
 

分享全球最新的科技研究成
果和卐有成效的智慧实践，
提供国际高水平人才、知识、
技术、资金等产业发展要素

的交流合作平台。 

推广 
 

拓展全球合作网络，促进
公私部门的国际合作水准

和全球影响效力。 

NEXT Summit SKY 2020 



9月至大会开幕前全球预热 大会当天-线上、线下庆典活劢 

#SAR（飒）#行劢 

全球主题接力参与者： 

• 国际政要 

• 诺奖得主 

• 顶级科学家 

• 全球CEO 

• 流量大V 

• 文化体育明星 

• 关键意见领袖 

• 您 

天空线上、新西兰线下 

• 开幕式 

• 主旨演讱 

• 国际项目全球路演 

• 全球10个最飒行劢揭晓 

• 全球伙伱抽奖  

• “金马灯”荣誉大奖颁奖典礼 

一：携手合作，呵护人类健康安全 

1     携手合作，呵护人类健康安全：医药健康 

2     绿色发展，破除绿色壁垒：节能环保 

3     科技创新与农业产业链安全：农业科技 

4     新基建赋能全球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 

5     智能制造与再工业化：智能制造 

6     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治理：数字治理 

7     思想因合作而灿烂：智库合作 

8     包容互通与文化产业创新：文化产业 

9     国际精选源头供应商面对面：贸易畅通 

10+ 更多精彩主题论坛 

会议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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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期间-线上主题论坛 



拝邀演讲嘉宾来自： 
        新西兰、中国、印度尼西亚、阿联酋、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以色列、俄罗斯、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南非、埃及、阿尔巴尼亚等20余个国家 

国际组织 

拝邀 嘉宾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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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民 联合国副秘书长（经济和社会事务） 

李  勇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 

屈冬玉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 

俞在勋 
Jae-Hoon Yoo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前行长助理兼会计审计局局
长、韩国亚洲未来研究会会长 

彼得·古德费洛 
Peter Goodfellow 

新西兰国家党主席、国际展望联合会全球主席团主席 

杨  健 新西兰国会议员、国际展望联合会全球顾问委员会主席 

唐·布拉什 
Don Brash 

新西兰前央行行长、中国工商银行新西兰董事长 

高  唯 新西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先进材料产业专家 

布鲁斯·巴古雷 
Bruce Baguley 

新西兰皇家科学院院士、生物医药产业专家 

左恩·萨尔希克 
Zoran Salcic 

新西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工业互联网产业专家 

新西兰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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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荣 新华社副社长兼秘书长 

袁隆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 

李兰娟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传染病重点学科带头人 

陈君石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学术） 

苏卡瓦提 
Sukawati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副省长 

加托·迪安托 
Gatot Dwianto 

印度尼西亚技术评估与应用署（BPPT）副主席、
国际展望联合会全球顾问委员会成员 

坦巴·胡塔匹亚 
Tamba Hutapea 

印度尼西亚贸易部副部长、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
副主席 

博莫•帕萨里布教 
Bomer pasaribu 

印度尼西亚前劳工部长、国际展望联合会全球主
席团副主席 

德西•马马西特 
Desi Mamahit 

印度尼西亚前海岸警备队司令、国际展望联合会
全球顾问委员会副主席 

德利玛 
Delima 

印度尼西亚农业部部长助理（副部长级） 

马赫穆德•阿哈迈德 
Machmud Ahmad 

印度尼西亚工业部部长助理（副部长级） 

印度尼西亚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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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罕默德·沙尔·萨迪 
Mohammed Shael 
al Saadi 

阿联酋迪拜经济发展部首席执行官 

拉希德•凯特比 
Rashed AlKetbi 

阿联酋王室成员、国际展望联合会全球顾问委
员会副主席 

（部分） 

日本 

福田康夫 
Yasuo Fukuda 

日本前首相 

牧野芳明 
  

日本著名产业咨询师、日本能率协会常务理事 

韩国 

丁有信 
Jung Yoo Shin 

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金融科技中心主席、 
韩国西江大学技术管理学院院长 

哈萨克斯坦 

斯迈洛夫 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努尔兰·库尔巴提尔 
Nurlan Kulbatyr 
  

哈萨克斯坦贸易政策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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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穆卡尔别克 吉尔吉斯共和国投资促进保护署署长 

阿尔德别克 吉尔吉斯共和国海关总署署长 

阿腾别克 吉尔吉斯共和国高新技术开发区总经理 

（部分） 

埃及 

伊萨姆•沙拉夫 
Essam A. SHARAF 

埃及前总理、埃及沙拉夫可持续发展基金会主
席、国际展望联合会全球主席团副主席 

阿尔巴尼亚 

埃迪·拉马 
Edi Rama 

阿尔巴尼亚总理 

巴基斯坦 

萨利姆·曼迪瓦拉 
Saleem Mandviwala 

巴基斯坦副议长 

扎法尔 
Zafar 

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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