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名家讲坛

为最具影响力的活动提供全球演讲者

名家讲坛领导名单（部分）

名家讲坛在全球范围内专业邀请国际政要、国际名人、国家部委领导、经济学家、军事专家、

国学文化专家、主持人、专家学者等领导出席经济论坛、高峰会、行业研讨会，中国名家讲坛致力

于打造全球高端会议论坛。

姓名 职务

副国级国家领导人（中央通知到地方）

蒋正华 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顾秀莲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

周铁农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李 蒙 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 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张梅颖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厉无畏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

白立忱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李金华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国家审计署署长)

黄孟复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陈宗兴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

陈昌智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齐续春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陈 元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联合国

沙祖康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

彭 刚 联合国文化总署委员

外交部

李肇星 外交部原部长

于 引 外交部原副部长

沈国放 前外交部发言人、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

赵进军 外交部原副部长

商务部

龙永图 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

周可仁 原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

魏建国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商务部原副部长

张志刚 商务部原副部长

何济海 原商业部副部长

霍建国 商务部研究院院长



农业部

尹成杰 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

刘 坚 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农业部原副部长

路 明 农业部原副部长

宋树友 农业部原副部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理事长

徐 静 农业部办公厅主任

宋洪远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玉香 农业部原党组成员总经济师、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会长

卫计委（卫生部）

曹荣桂 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医院协会名誉会长

孙隆椿 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中医药学会名誉会长

殷大奎 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医师协会会长、中国健康教育协会会长

张百军 卫生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

张凤楼 卫生部原副部长

建设部、城乡建设部

叶如棠 建设部原常务副部长

姚 兵 建设部原副部长

邹玉川 国土资源部原副部长、国家土地管理局原局长

宋春华 原建设部副部长

顾文选 建设部城市规划司原司长

陈 淮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

赵宝江 建设部原副部长、湖北省原副省长

刘志峰 建设部原副部长

工信部

李毅中 全国政协常委、工信部首任部长

朱宏任 工信部原总工程师

周长益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原司长

文化部

潘震宙 文化部原副部长

艾青春 文化部原副部长

科技部

朱丽兰 科技部原部长

余华荣 中纪委监察部驻科技部原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局局长

张景安 科技部原副部长、秘书长

国家旅游局

何光伟 国家旅游局原局长

吴文学 国家旅游局原副局长

王 军 国家旅游局党组书记

胡呈军 国家旅游局副司长、红色旅游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侯云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任兴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正局级研究员

王一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公、检、法、司

刘家琛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

梁国庆 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常务副检察长

罗 峰 公安部原副部长

岳宣义 司法部原副部长、中纪委驻司法部纪律检查组原组长

刘文玺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中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组副组长

李忠诚 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

田期玉 公安部原常务副部长、中国警察协会主席

中共中央组织部

高世琦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务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王宝华 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事务管理局原党委书记

杨进福 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事务管理局原局长

中共中央宣传部

王伟华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秘书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关景辉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

薛启亮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办公厅主任

龚心瀚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马文普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

李北海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

刘敬钦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杨正泉 全国政协原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原副主任

民政部

陈 虹 民政部原副部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

李宝库 民政部原副部长、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白益华 民政部社会福利司原司长

全国工商联

庄聪生 全国工商联原专职副主席

王治国 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

孙晓华 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

程 路 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

国务院侨办

张伟超 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



交通部

高宏峰 交通部原副部长

鞠家星 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兼科技教育司司长

国家质检总局

魏传忠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

葛志荣 国家质检总局原副局长

水利部

袁国林 水利部原副部长

国家林业局

李育才 国家林业局原副局长

国家统计局

姚景源 著名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

邱晓华 著名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原局长

国家能源局

徐锭明 国家能源局原局长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

郑新立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国务院参事

陈全生 国务院参事、著名经济学家

任玉岭 国务院资深参事、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郭 瑞 国务院参事

郎志正 国务院参事

车书剑 国务院参事

中央党校

李君如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国资委

季晓南 国资委重点大型企业原监事会主席、 中央第九巡视组副组长

解思忠 国有重点大型企业原监事会主席

朱 焘 国有重点大型企业原监事会主席

国家发改委

李子彬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

王金祥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中国设备管理协会会长

王远枝 国家发改委原中小企业司司长、高级经济师

国家税务总局

许善达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易运和 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管理司原司长



证监会、银监会、人民银行

陈佐夫 中国建设银行原副行长

盛松成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国人民银行原调查统计司司长

黄运成 证监会正局级研究员

李若谷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行长、党组书记

刘克崮 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辽宁省原副省长

环保部

潘 岳 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彭近新 环境保护部原政策法规司司长

教育部

张保庆 教育部原副部长

任玉岭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王炽昌 教育部原高校学生司司长

孙霄兵 教育部政策研究与法制建设司司长

刘宝利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原巡视员

康 宁 中国教育电视台原台长

中纪委

季晓南 中纪委第九巡视组原副组长

林福才 中纪委监察部原部长办公室主任

周秉成 中纪委监察部监察专员、副局级检察员

吴振钧 中纪委原副部级巡视员

军事专家

尹 卓 海军少将、著名军事评论家

朱维群 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

金一南 著名军事专家、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

乔 良 著名军事评论家、空军少将、国防大学教授

罗 援 少将军衔，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

张召忠 中国军事理论家、军事评论家

其 他

周汉民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现任)

阎家铭 中纪委驻原化工部纪检组组长、化工部原副部长

顾云昌 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

孟晓苏 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原董事长、被誉为“中国房地产之父”

项怀诚 财政部原部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倪鹏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舒惠国 江西省原省委书记

高铁生 国家粮食储备局原局长、党组书记

吕凤鼎 中央外办原副主任、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



著名经济学家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前任院长

李稻葵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钟朋荣 国务院政策研究机构资深经济学家

贾 康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韩秀云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水 皮 中国著名财经评论家，央视特邀财经评论员

温元凯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金融投资专家中国改革风云人物之一

叶 檀 著名经济学家、知名财经评论家、财经专栏作家

姚 洋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高红冰 阿里巴巴副总裁、阿里研究院院长

樊 纲 著名经济学家、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

徐洪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

迟福林 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胡鞍钢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蔡 昉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陈东琪 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贺 铿 著名经济学家、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院长

吴晓求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证券理论奠基人

郎咸平 著名经济学家

茅于轼 著名经济学家

祁 斌 中国证监会国际部主任、中投副总经理

向松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和副所长

曹远征 著名经济学家论坛“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范剑平 著名经济学家、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

李连仲 著名经济学家、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

刘福恒 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陈文玲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国学文化专家

于 丹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王立群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被观众誉为“百家讲坛最佳学术主讲人”

钱文忠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蒙 曼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郦 波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

马未都 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

纪连海 《百家讲坛》“十大名嘴”

王 刚 节目主持人，原中央电视台播音指导

翟鸿燊 国学实践应用专家，经济与文化学者



主持人

白岩松 中央电视台十佳优秀播音员、主持人奖

欧阳夏丹 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

长 啸 中央电视台十佳优秀播音员

水均益 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焦点访谈》主持人

劳春燕 央视新闻频道《焦点访谈》主持人

韩乔生 央视优秀主持人

陈伟鸿 央视著名主持人

马红漫 东方卫视《东方夜新闻》新闻评论员

王 洲 《中国新闻》、《今日亚洲》等栏目金牌主持人

陈 亮 央视主持人

赖冬阳 新华社财经访谈栏目主编、电视财经主持人、新华社记者

林凤安 香港卫视副台长、《焦点访谈》栏目创始人

张宏民 《新闻联播》主持人

海 霞 《新闻联播》主持人

李修平 《新闻联播》主持人

董 卿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朱 迅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企业家

冯 仑 万通集团董事长

高红冰 阿里巴巴副总裁、阿里研究院院长

涂子沛 阿里巴巴副总裁

梁春晓 阿里巴巴原副总裁、阿里巴巴高级顾问

王 石 万科集团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

董明珠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 军 爱国者集团总裁

场地支持

北京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全国人大会议中心、全国政协礼堂、国家会议中心、京西宾馆等

国家权威会议场所等

国际政要、各国驻华大使、参赞

可邀请国际政要（总统）各国驻华大使馆大使、参赞等使官赴全国各地（包括港澳 台）进行商务交

流、出国考察，也可出席参加各类会议会展。


